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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石化產業、數位化、競爭法 

一、研究緣起 

資訊科技的不斷演進，帶動產業生產與服務模式進化，其中在製造部

分已經發展到數位化、智慧化製造階段，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不

但各國政府大力發展，我國也陸續推出相應的政策，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包括「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等數位化或

數位轉型有關的方案或計畫，加速產業鏈朝數位化及智慧化發展，以建構

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優化產業結構與提升產業競爭力。一向被視為傳統

產業的石化產業，也已經開始進行數位化轉型，惟石化產業數位化的轉型

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外，也可能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

策略，以致影響供應鏈中不同產銷階段的競爭型態，並可能形成新的競爭

議題，因而本研究從產業經濟學基本理論出發，著手探討目前石化產業的

數位化運作現況、數位化轉型對石化產業競爭趨勢可能的轉變，以及可能

衍生的競爭議題，以作為主管機關政策擬定及執法因應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分為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  

（一）量化分析 

1.次級資料統計分析法  

主要運用經濟部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石化產業的統計資料

（例如財務報告、年報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加以分析歸納，以便進一

步瞭解國內外石化產業概況，初步瞭解石化產業整體結構、集中度等數值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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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量分析法  

於 SCP 理論分析中，除了以集中度等相關指標進行衡量以外，亦透過

建立計量模式估算市場結構、行為與績效間的關係，研究中藉由建立模型

並以隨機邊界分析法，研析石化產業數位轉型的競爭影響。  

（二）質化分析 

1.文獻蒐集與彙整  

本計畫蒐集、彙整國內外學術機關、政府機構或國際機構發布的執行

報告、相關文獻、書籍、學術論文、期刊、報章雜誌與網路資源等，有關

石化業與數位化的文獻，包括數位創新、大數據、演算法、水平限制競爭、

垂直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與數位化的相關議題。  

2.深度訪談  

為瞭解國內石化產業數位化的情況、對AI發展方向與技術的需求、上

中下游參與者在產業價值鏈中，透過數位化合作與競爭的策略等，因此針

對已經數位化的石化產業上、中、下游廠商，以及協助廠商進行數位轉型

的專家學者訪談，以掌握完整的產業數位化生態及產業競爭態勢，俾評估

及掌握可能涉及的產業競爭行為，供主管機關參考。  

3.專家座談  

透過與石化產業專家、公平交易法專家學者的座談，以瞭解石化產業

數位化可能衍生的公平交易法行為類型，以強化本研究內容及相關政策建

議的正確性，供主管機關參考。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主要發現彙整如下：  

1.數位轉型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結構  

數位化的發展有多重層次，從低階的數據電子化到高階的數位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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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產業的演進速度不一，不過已經帶來全球對數位化的關注。未來全

球60%的GDP 有可能來自於數位轉型的成果，產業應加速數位轉型以提升

產業國際競爭力。不過，隨著數位轉型可能廣泛的破壞既有的商業模式，

改變傳統市場的進入障礙，而重新產生新的贏家和輸家。就文獻來看，產

業數位化不但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或結構，也可能對國際競爭或產業

分工產生影響，至於驅動石化業數位化的因素多來自成本、公共安全與環

境法規等面向的考量，尤其在價格競爭激烈的時代，透過收集、儲存、分

析和連接龐大的數據量，可以提供決策者對業務及投資計劃的判斷能力，

使得營運更有效率。  

就目前國際上已經朝向數位轉型的石化業案例來看，石化業數位化的

方向多朝人工智慧工廠、區塊鏈、機器人、3D列印、數據湖、數位行銷管

理等發展，對國內石化業者而言，則主要將人工智慧或大數據技術應用於

公共安全、環境品質監測及能源管理等項目。  

2.國內石化產業中之企業效率程度影響績效  

就石化產業的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經營績效間之研析方面，傳統結

構-行為-績效理論認為產業績效受買方和賣方行為引導，而買方和賣方行

為又決定於市場結構，市場集中度與競爭程度成反比，原因在於市場越集

中讓企業有勾結的動機及可能，也就能獲致較佳績效。惟經實證研究發現，

廠商績效與其效率成正比，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亦即廠商獲利與市場結

構間的正向關係歸因於效率更高的廠商在市場占有率中獲得的收益，更高

的利潤被認為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廠商，而非因為市場集中的型態而使企

業有較高的績效，同時研發費用可促進廠商的經營效率，惟當前可能因石

化產業之相關廠商導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尚處初期階段，相關成果還未顯

現，以及石化業受原料成本影響較高，投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所能帶來的

效率改善程度有限，故大體上未對企業效率與市場競爭產生影響。然而，

因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之投入也間接代表著和研究發展有所關連，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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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略企業在此一領域發展能對效率提升帶來之潛在益處。  

3.產業數位化可能產生新型態數位勾結  

數位轉型主要應用創新、大數據或演算法等方面的技術，尤以大數據、

演算法等可能衍生相關競爭議題討論最多。尤其數位經濟時代，大數據與

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工具可能帶來新型態的數位勾結，使得數位化對市場競

爭的影響變得更不容易判斷，其中仍須視演算法的設計、功能、科技發展

程度，以及演算法介入勾結決策的程度而定，並要思考意圖與協議證據之

找尋與反競爭責任的可能歸屬。根據Ezrachi & Stucke的分類，若演算法扮

演「信使」角色，則勾結之形成與規劃仍係由人類為之，故協議、合意與

意圖等涉及人類主觀思想的法律概念仍可應用；若競爭者間就相同或類似

演算法或數據集之使用，使演算法扮演類似「輪軸」角色，則除了考慮演

算法的運算機制是否在於扭曲市場競爭外，亦應考量競爭者間有無採用相

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的認知與共識，依個案情形不同，而分別有「當

然違法」與「合理原則」的可能；若產業全體就類似演算機制普遍使用，

導致事業間在全無溝通的前提下，不約而同地提高價格，或就交易條件為

不利於消費者之變更，形成「可預測的代理人」 式「緘默勾結」。Ezrachi 

& Stucke認為，若事業明知其採用的演算法與競爭者類似，且將導致競爭

受到減損，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則仍有機會受競爭法規範；對於科技

含量最高的數位之眼（或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所指的自主演

算法勾結），由於演算法係自動、自主地與他事業或其演算法勾結，此時

並不存在人類間的協議或合意，事業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其競爭者

形成緘默勾結。就現行的競爭法思維下，欠缺協議、合意與反競爭意圖的

緘默勾結並不違法，惟或可觀察限制競爭之運算結果是否為演算法最初之

設計目的，或為演算法設計者或使用者所能預見，作為評估責任歸屬的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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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化產業目前尚無水平限制競爭疑慮惟仍應警戒  

數位化主要目的在於跟隨產業發展趨勢，維持或提升競爭力，雖然國

內石化產業的數位化程度高於製造業的平均水準，惟各石化業數位轉型的

重點不同，且多數仍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可見數位轉型在石化

產業仍尚未普遍。就本研究對已進行數位化的石化業者訪談結果來看，發

現在數位化主要倚賴大數據、演算法、自主學習、人工智慧等尖端技術的

綜合運用，特別是公共安全、環境監測與能源管理，在技術創新或經營模

式創新方面則相對為少，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從與大數據、演算法有關的

數位化發展，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加以探討。  

從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廠商主要從國外期刊雜誌得知同業之設備、產能

等相關資訊，部分廠商反映目前並無資訊交換或建置同一數據集之可能，

資訊分享僅限於所屬的集團內部，且僅涉及技術之分享與成果展示，並未

與同業有所交流，亦不及於價格、庫存與產能等重要銷售數據，故我國石

化業者間目前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等敏感商業資訊，短期內尚無以

數據收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

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同數據集，

而有勾結之可能，主管機關仍應加以警戒。  

5.偵辦聯合行為數位勾結之解方  

為克服演算法產生勾結行為的舉證困境，若演算法係扮演「信使」或

「輪軸」角色，則短期內可採舉證責任倒置方式，要求涉案之事業證明其

並無意思聯絡或協議、合意作為權宜之計，然競爭主管機關長期仍應儘速

建立對演算法與數位勾結的全面瞭解，以免涉案事業因舉證責任轉換而過

度承受訴訟上之不利。若演算法所扮演的角色為「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

位之眼」，則可從反競爭意圖的角度出發，解構其演算法的運算邏輯是否

在於限制競爭，或找尋其他可證明事業具有反競爭意圖或「獎懲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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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如事業內部之郵件往來或文書紀錄，證明演算法的設計目的在於限

制競爭，或事業就「演算法之自主運作或學習，將產生勾結或限制競爭之

結果」有所認知，或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獎懲機制等方式處理。  

6.克服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的可能作法  

演算法的廣泛應用，已使緘默勾結從寡占市場拓展至非寡占市場也可

能出現，惟因數位化促進的緘默勾結，使得事業間共識與意思聯絡的證據

欠缺，並透過其自動化作成最適的競爭決策，進一步促進緘默勾結的隱密

性，也使主管機關執法所需的事業間之協議、合意或意思聯絡證明的主觀

要件難以取得，目前可能的作法，包括（1）從結果導向以促進勾結的角度

出發；（2）在「可預測的代理人」的情況下酌為應用公平法第25條有關顯

失公平的規定；（3）尋找設計演算法的目的或動機，並且解析演算法之程

式碼，以瞭解其運算邏輯、目標、活動範圍、有無獎懲機制，以及勾結是

否是自然產生的結果；（4）併用事前要求事業提供演算法的相關資訊與事

後以調查權要求事業揭露其演算法的相關資訊，以確定演算法是否導致市

場過度透明或勾結；（5）靜態與動態檢測法視需要搭配使用；（6）數位

化執法，以提升執法效率與成效；（7）區分演算法勾結的發生階段，以判

斷人類在數位勾結中所扮演的角色；（8）掌握事實認定的基準點；（9）

限制演算法的速度不一定可完全改善勾結問題。  

7.石化業中衛體系若違反垂直限制競爭仍可適用公平法  

我國石化產業多以石化原料供應事業為中心廠，提供下游衛星廠加工

製成最終產品，形成中衛體系，上下游間具有合作關係，與垂直整合具有

相類功能，彼此間具有經濟利害關係上之一體性。由於中衛體系係由垂直

關係之事業組成，且其訂價能力、提升市場進入障礙與壓迫競爭者之能力

可能優於其他非中衛體系之事業，自然可能引起公平法之注意。就結合之

管制而言，中衛制度與一般事業並無不同，其垂直整合如符合第1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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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且無第12條規定之情形，即應向公平會申報，否則即與公平法有

違。  

就垂直交易限制而言，若石化業中心廠為了確保銷售數量，可能要求

下游衛星廠僅得向其採購零組件、原物料等中間原料，以鞏固中衛體系內

部供需關係之穩定而發生獨家採購，或中心廠在供需契約中限制衛星廠選

擇交易相對人之自由，或以拒買、斷絕供應等制裁手段，迫使衛星廠不得

與中心廠之競爭者交易，且其限制或制裁欠缺商業上的正當化基礎，而產

生獨家交易，或中心廠利用其中間原料之供應地位，而以搭售的方式，強

制衛星廠同時購買其所生產其他較不具市場優勢之產品，或限制衛星廠不

得轉售其所供應之中間原料，則都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0條規定，自應以公

平法論之。  

就濫用獨占地位而言，若中心廠已達公平法獨占事業之標準，且對衛

星廠所為足以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之獨家交易、價格剝削，以及拒買或斷

絕供應等制裁衛星廠之手段，如無商業上之正當事由，即可能構成濫用獨

占地位之情事。此外，若中心廠以較高價格向衛星廠採購零組件、或以較

低價格向衛星廠供應原物料，而對中衛體系外之事業適用較苛刻之交易條

件，或就體系內之數衛星廠，出於獎懲之目的或產銷策略之考量，而就相

同或性質相類之交易適用不同之交易條件，且欠缺商業上之正當事由者，

其差別待遇即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之濫用獨占地位之虞。  

8.關注石化業數位化的資訊服務提供者的垂直限制競爭  

根據訪談結果得知，石化業數位化多無法自行蒐集相關資料，必須委

託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協助，假設第三方提供的數據為石化業者進入市

場或市場競爭所必需，第三方即掌握了數位化所不可或缺的數據，屬於關

鍵投入要素，符合關鍵設施理論，可能須進一步審視有無拒絕交易或差別

取價等行為，視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擁有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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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5款，或是構成第25條所禁止的

顯失公平行為。除了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濫用優勢地位之外，石化

產業的數位化也可能透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以搶得先

機。當參與結合之事業與石化業者具有上游關係時，則必須考量結合後其

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

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

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及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的因素，

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另外，若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提供石

化業者服務，亦為該市場之領導者，石化業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或服務

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供應鏈，以進行數位化，當數位顧問公司或資

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焦點。  

四、主要建議事項 

綜合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石化產業的數位化可能衍生的競爭問

題與類型提出相關建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1.競爭審查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  

石化產業在國內雖為低度集中市場，且主要仍由少部分大型業者領導

市場，現階段以大企業投入較多資源進行數位化，不過在大數據部分，根

據訪談結果，似僅限於公司內部使用，還未達數據交易階段，無須就數據

交易進行市場界定，但在數位化達一定規模後，石化產業的數據逐漸豐富

與完整，運用大數據或交叉引用多個數據資料庫的能力，在進行競爭分析

時仍應予以納入考量。尤其分析結合和濫用優勢地位案件時，更應該關注

石化業運用大數據可強化其市場力，並且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的排他性投入

要素或資產。不過，應有實際佐證資料，以避免過度執法反而影響市場競

爭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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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統思維  

石化業數位化可能促進創新，以保護企業免於未來的挑戰，企業也可

透過結合，達成創新目的，惟過去結合評估所關注的焦點多是兩家彼此競

爭的公司結合，可能導致更高的價格效應。在數位化之後，結合企業可能

因此投資創新，增加研發投入，並使消費者受益，也可能促進兩家結合公

司的自願技術轉讓，降低生產成本，也可能使得開發新產品更有效率，視

結合公司彼此的資產互補性而定，因此，數位化之後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

響，應該同時考慮價格上漲與創新帶來增加研發、技術轉讓、開發更有效

率的協同效益，並輔以實證資料。  

3.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  

目前根據本研究的訪談與實證資料蒐集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雖然

有應用AI、大數據、物聯網等數位化案例，但經由數位化應用對提升市場

力仍有限，同時透過大數據預測價格走勢亦有其限制。不過，並不表示石

化產業未來不可能出現與競爭法議題有關的問題，主管機關仍應持續關注。

尤其因為數位化取得大數據，帶動演算法的進一步發展，使得機器學習和

AI被廣泛應用，預估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演算法也可能躍過傳統競爭

法的禁制，促進或穩固勾結，從而導致更高的價格，使現有具優勢地位公

司妨礙競爭對手或新進入者，或是導致價格聯合行為等反市場競爭的結果。

尤其隨著技術的進步，演算法的編寫愈加複雜，在緘默勾結之下，執法者

對演算法的解構變得更為關鍵，惟卻是一高度挑戰的任務，「執法數位化」

的重要性於焉產生。  

因此，建議主管機關與時俱進，仿效法國競爭管理局成立數位經濟部

門，或英國的數位市場部門，以培訓專門檢測和分析數位領域參與者行為

的人才，建立核心的專業知識，了解公司數位化的商業模式及數據應用可

能性，以便支援重要的數位案件如結合與競爭法的相關調查，俾在數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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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發揮監督作用，同時預先防止傷害發生，迅速採取行動，以促進競爭秩

序。  

4.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  

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廠商的

市場占有率提升有助於增進效率及經營績效，考量我國石化業主要仍由集

團型企業領導產業走向，中小型石化業採跟隨的策略，即使是在大數據與

人工智慧之應用上，雖能帶來潛在提升效率的可能性，然在資源有限與未

知明確的成本和效益性時，中小型業者大多不敢貿然投入，甚至未編列資

源進行研究和發展，長期下可能導致各業者間的經營效率差距將會拉大，

使市場更為集中，故宜持續關注領導廠商在研發費用與營收上之增長，進

而掌握市場結構的變動程度，與是否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情事。  

（二）長期性建議 

2021年9月，英國因疫情與脫歐引發工作簽證等議題，造成國內燃油短

缺，因此英國宣布針對石油行業暫時豁免該行業遵守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以允許該業共享資訊（share information），從而可以針對燃

料供應不足的地區進行調度提供汽油。由於共享資訊進行市場分配調度，

可能被視為是聯合行為，而目前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對於聯合行為雖然

有例外許可的相關規範。然而，所列前7款似無法涵蓋前述情況，而第8款

又主要限於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或可

思考是否放寬第8款的適用範圍，以因應未來可能的經貿情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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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由於資訊科技發達，帶動網際網路的發展，進一步改變我們生產、生

活、儲存、加工、配銷的方式，並且引領全球進入新的產業競爭模式，尤

其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更帶動未來創新的無限可能，也

為人類開啟新的社會經濟契機。  

有鑑於全球生產製造在歷經自動化、量產化、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後，

不論是德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均積極推動建構網實智慧化製造、

生產、銷售系統，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同時逆轉就業人口遞減的

現實。行政院早在2015年9月就已經核定「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期間涵

蓋2016年至2024年，以積極因應我國產業在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生產價值鏈

中，國際定位的提升與競爭優勢的維持。  

在「生產力4.0發展方案」中，主要是藉由產業科技優勢，打造臺灣在

全球生產製造供應鏈中具有關鍵地位；同時，營造人機協同優質工作環境，

以因應未來勞動人口減少的缺口。  

由於「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的核心目標，在於加速產業鏈垂直、水

平數位化及智慧化發展，不僅智慧工廠已成為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必經之路，

高效能的行動數位化溝通管理平臺，更是營運優化及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利

器。我國石化產業（本研究所指石化產業是指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來製

造化學品的產業，並不包括石油、天然氣、汽油、輕油等原料，所包含的

範疇概指經濟部統計處所定義的化學材料製造業，包括上游生產乙烯、丙

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等石化基本原料的製造業，以及中游的橡、

塑膠等合成原料製造業）也已經開始進行數位化轉型，包括雲端運算技術、

網路系統升級、建置煉製石化資訊系統與建置因應AI科技的智慧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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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等，例如在現有製程自動控制基礎上，建立智慧化石化廠，一方面

從智慧現場運用ICT硬體、軟體與系統整合技術，使工廠自動生產的設備行

為具有感測連網（IoT）、資料蒐集分析（Big Data）、人工智慧、虛實合

一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等，以因應各種生產現場狀況。另

一方面透過物聯網及巨量資料分析（智慧分析)，自主調整廠區與產線的產

能配置（智慧排程）、上下游供應配送、即時逆向追蹤生產進度與履歷、

自主優化生產環境之資源與能源配置（智慧營運）等，以便在全球競爭環

境裡，積極創造營運績效。  

惟石化產業數位化的轉型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

外，也可能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策略，以致影響供應鏈中不同產銷階段的

競爭型態，並可能形成新的競爭議題，因而有必要針對石化產業的數位化

發展現況加以瞭解，從而評估在結構面與行為面可能的發展方式，及其對

競爭趨勢的影響及可能衍生的競爭問題，以預為因應。  

由於石化產業數位化仍在推動初期，與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有關的限

制競爭行為目前仍未有具體案例。然數位化是否可能造成大者恆大或贏者

全拿的演進結果，或是在結合、聯合行為以及相關的限制競爭行為上出現

垂直限制或水平限制的態樣，都值得主管機關事先關注。尤其G7的競爭法

主管機關於2019年發布「G7 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

識」（Common Understanding of G7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on “Competi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也認為健全的競爭政策可以幫助啟動有益於創

新和成長的數位化轉型，但競爭法主管機關也面臨評估廠商運用機器學習

及運算定價方法對競爭行為影響的挑戰，可見在數位化轉型可能出現新的

限制競爭議題1。因此，本研究擬從產業經濟學基本理論出發，著手探討目

前石化產業的數位化運作現況、對於AI發展方向與技術的需求、數位化轉

                                                      
1
 杜幸峰，「7 大工業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競爭與數位經濟』之共識」，公平交易委員

會電子報。第 134 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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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石化產業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競爭趨勢可能的轉變以及可

能衍生的競爭議題，以作為主管機關政策擬定及執法因應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內容  

為瞭解國內外石化產業目前數位化的投入與進行現況，俾評估石化

廠商未來對於AI發展方向與技術需求，以及數位化轉型對石化產業不同

產銷階段的市場結構影響、競爭趨勢轉變、可能衍生的相關競爭議題等，

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一、石化產業數位化轉型之產業政策及未來方向規劃  

1.蒐集國內與數位轉型有關的重要政策。  

2.說明與石化產業數位化轉型相關的產業政策。  

3.石化產業數位化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二、不同產銷階段市場結構的影響及競爭趨勢的轉變  

1.我國石化產業的生態體系、發展現況與產銷結構。  

2.評估石化產業的競爭趨勢。  

3.石化產業數位轉型概況。  

4.石化廠商對於AI發展方向與技術需求。  

5.石化產業數位轉型可能的發展趨勢。  

三、評估石化產業推動數位轉型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  

1.蒐集與整理國外有關企業數位轉型的相關文獻。  

2.借鏡國外文獻及國內實證分析，探討國內石化產業數位轉型可能

的競爭議題。  

四、提出具體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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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因應數位轉型的政策建議，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參考。  

2.未來可能的觀察重點以及可能的執法方向。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分為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兩方面進行，茲說明如下：  

一、量化分析  

（一）原始統計分析法  

主要運用經濟部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石化產業的統計資料

（例如財務報告、年報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加以分析歸納，以便進一

步瞭解國內外石化產業概況，初步瞭解石化產業整體結構、競爭度等數值

分析。  

（二）次級資料統計分析法  

主要運用經濟部調查報告以及各項國內外有關石化產業的統計資料

（例如財務報告、年報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加以分析歸納，以便進一

步瞭解國內外石化產業概況，初步瞭解石化產業整體結構、競爭度等數值

分析。  

（三）計量分析法  

於SCP理論分析中，除了以集中度等相關指標進行衡量以外，亦可透

過建立計量模式估算市場績效與結構變數間的關係，例如藉由單一方程組

之多元迴歸分析、多條方程組之聯立方程分析，以及基於效率結構假設所

發展之隨機邊界分析。本研究視資料可取得性，建立適宜之計量模型及應

用有關方法，研析石化產業數位轉型下之競爭影響。  

二、質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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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蒐集與彙整  

本計畫擬經由收集、彙整國內外學術機關、政府機構或國際機構發布

的執行報告、國內外相關文獻、書籍、學術論文、期刊、報章雜誌與網路

資源等，進行廣泛性的蒐集與分析整理，以釐清相關問題的發展趨勢與現

況，並作為本研究的分析基礎，俾作為研提參考作法的依據。  

（二）深度訪談  

由於訪談可以讓研究者透過與受訪者雙向溝通過程，經由聆聽與觀

察，深度探求問題背後的因素。為瞭解國內石化產業數位化的情況、對

AI發展方向與技術的需求、上中下游參與者在產業價值鏈中，透過數位

化合作與競爭的策略、與傳統供應鏈模式的差異、限制競爭的各項行為

或濫用市場行為觀察等，因此針對已經數位化的石化產業上、中、下游

廠商訪談，以掌握完整的產業數位化生態及產業競爭態勢，俾評估及掌

握可能涉及的產業競爭行為，供主管機關參考。  

（三）專家座談  

本研究在文獻歸納、資料分析、評估結果、影響因素分析等，綜整出

的相關分析及建議後，將邀請石化產業與公平交易法的專家學者進行座談，

期藉由跨領域專家就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果提供相關建議，也希望經

由腦力激盪的結果，強化本研究對於未來執法的觀察重點、可能涉及公平

交易法的行為類型，相關建議方向等的正確性，供主管機關參考。  

本研究的研究步驟如圖1-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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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研究步驟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  

況與競爭規範  

量化分析  質化分析  

次級資料  國內外文獻蒐集  原始資料  

1.石化產業競爭狀況
（營收狀況、市場
占有率分布與集中
度）。  

2.石化產業數位化的
發展現況。  

1.我國產業數位化
轉型的產業政策
及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2.我國石化產業數
位化轉型的產業
政策及未來發展
方向。  

3.數位化對產業競
爭可能的影響。  

產業經濟學  

專家座談會  

提出可能的因應作法或執法方向 

深度訪談  

1.目前石化產業不同產銷階段的的競爭程度、數位化程度。  

2.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對競爭可能的影響。  

3.從公平交易法角度探討石化產業與數位化有關的競爭行為。 

4.從結構面與行為面評估數位化的競爭效果。  

5.建議可能的因應作法或執法方向。  

公平法學  

1.數位化轉型潮流對我國
石化產業發展的影響。 

2.石化產業不同產銷階段
的市場結構及競爭轉
變。  

3.石化產業推動數位化轉
型的現況及對數位化
發展方向與技術需求。 

4.石化產業數位化對不同
產銷階段競爭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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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主要簡介產業數位轉型與數位化對

石化產業的影響，並介紹國外石化業數位化案例；第三章回顧產業數位

轉型與競爭法的相關文獻，包括數位創新、大數據與演算法與競爭法的

相關可能影響，並就新型態數位勾結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加以探討；第四

章整理我國數位轉型的政策，以及與石化產業數位轉型有關的政策；第

五章說明我國石化業的市場結構、競爭現況、數位化發展現況、對未來

數位化發展的需求及相關案例介紹；第六章以競爭法的角度從水平限制

競爭與垂直限制競爭的方向，探討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可能衍生的競爭

議題；最後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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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數位轉型與國外石化產業轉型案例 

第一節 數位轉型的意涵  

根據Gartner公司的定義，數位轉型可以從 IT資訊科技的現代化（ IT 

modernization）（如雲端計算）到數位優化（digital optimization），再到新

數位商業模式的發明等有關的任何事物均屬之 2。而OOSGA則將數位化分

為多重層次，包括數據電子化（Digitization）、數碼化（Digitalization）、

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以及數位再造（Digital Reinvention）等。

其中數據電子化是指一個將資訊電子化的過程，可以包括文字、圖片、音

訊等等。大部分轉化的過程為使用某種類似掃瞄器的機器，或是用相機拍

下的照片也是數據電子化的一種媒介；而數位化比較強調數位化的「過程」，

並非單純的把數據電子化而已，時常泛指經由結合數位科技與既有的營運

流程、營運模式中的過程，例如Email、社群媒體、整合企業功能的API，

以及各式各樣能夠讓內部營運流程在數位管道上完成的軟體；至於數位轉

型雖然時常與數位化併談，然而，數位轉型指的是更為廣泛的應用數位科

技，透過應用科技整合組織的各個層面，使其流程效率化，包括營運流程

（Operational Process）、行銷與業務  (Marketing & Sales)、輔助功能  

(Supporting Functions)、創新與研發（Research & Development）、資訊科

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而數位再造的企業則是營運流程與數位

科技已密不可分，是整個組織對於價值主張的重新定義，不論何種產業，

都可以被定義為科技公司3。  

另外，Gartner也將企業數位轉型從初期到成熟期分為6個階段，包含無

任何措施（No Digital Initiative）、需求階段（Desire/Ambition）、設計規

                                                      
2 Gartn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www.gartner.com/en/information-technology/

glossary/digital-transformation, 最後瀏覽日期：2021/7/11。  
3 OOSGA，｢數位轉型  – 定義、案例、與台灣企業數位轉型策略」，https://oosga.com/d

ig ital-transforma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1。  

https://www.gartner.com/en/information-technology/glossary/digital-transformation,%20最後瀏覽日期：2021/7/11
https://www.gartner.com/en/information-technology/glossary/digital-transformation,%20最後瀏覽日期：202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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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期（Designing）、推動執行期（Delivering）、擴張期（Scaling）及最高

的收穫與精煉期（Harvesting/Refining）。其中，前4個階段是推廣期，後2

個階段才進入成熟期4。  

數位轉型的基礎在於數位化的發展程度，迄今已經達到足以影響全

球經濟與人類生活，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Development, UNCTAD）  於2017 年10 月發布

之「資訊經濟報告」（ InformationEconomy Report），引用Bukht & Heeks 

(2017)的方法，將數位經濟的範疇（如圖2- 1）分為狹義的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 與廣義的數位化經濟（Digitalised Economy），前者包含資通

訊 產 業 （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T/ICT）、數位服務與平臺經濟（如Facebook、Google）等，

後者除包含前者外，再納入數位科技應用於產業、社會等層面，包括電

子商業、電子商務、演算法經濟、共享經濟（如  Uber 與  Airbnb）、零

工經濟，以及農業導入物聯網科技後，讓農業轉型為精準農業；智慧化

科技導入製造業後，形成工業4.0等。  

隨著數位經濟的發展，也帶來全球對數位轉型的關注。例如世界經濟

論壇（WEF）於  2019 年2月發布的「數位共享的未來 - 當責的數位轉型」

（Our Shared Digital Future: Responsi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指出，2022 

年全球60%的GDP 將來自於數位轉型的成果，產業應加速數位轉型的腳

步，進而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該報告也提出如何應對5個新的數位化發展

帶來的影響，這些發展涉及網路彈性、數據隱私、物聯網（ IoT）、區塊鏈

和人工智慧（AI）。其中數位轉型將大幅提高生產力，為社會經濟提供前

所未有的機會。不過，網路違法行為也可能導致整個社會對它失去信任，

尤其隨著數位轉型可能廣泛的破壞既有的商業模式，改變傳統市場的進入

障礙，而重新產生新的贏家和輸家，短期可能造成失業，長期則影響未定。

                                                      
4 許元潔，「2019 年全球企業數位轉型概況」，科技發展觀測平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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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技術因為變化太快，以致法規無法跟上其變化速度，因此，管理階層

都應該積極主動的掌握新興科技對營運、產品 /服務產品、財務、商業模式

和勞動力的影響，因為數位化問題所面臨的機遇和風險可能是企業長期生

存的基礎5。  

 

資料來源：Rumana Bukht & Richard Heeks, “Defining,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format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Centre for 
Development Informatics Glob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SEED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2017). 

圖 2- 1 數位經濟的範圍  

至於未來數位轉型的趨勢，可能的發展方向為何？工研院於2018年11

月與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共同發布「亞洲2030 前瞻科技調查報告」，提出未來10

年亞洲十大重點科技包括：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第六代行動通訊（6G）、

自動駕駛車、工業機器人、服務機器人、區塊鏈、新能源車、友善環境塑

膠材料、固態電池、奈米材料等，建議引導產業運用數位新科技進行轉型

                                                      
5 WEF, “Our Shared Digital Future Responsibl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Board Briefing,” 

(2019). 

核心：數位（ IT/ICT）部門  

狹義：數位經濟  

廣義：數位化經濟  

硬體製造  

資訊服務  

軟體＆ IT 諮詢  

通信  

電子商業  

數位服務  

平臺經濟  

共享經濟  

零工經濟  

電子商務  

工業

精準農業  

演算法



12 

升級6。而歐盟於2019年出版的「2030年全球趨勢報告」（Global Trends to 

2030: Challenges and Choices for Europe）中，也預測未來10 年內將蓬勃發

展的數位科技應用，包含人工智慧、機器人、穿戴式裝置、3D 列印、區塊

鏈、5G、自動駕駛、新能源、量子電腦等，呼籲歐盟會員國協助歐盟產業

數位轉型7。  

第二節 數位轉型與產業競爭  

根據Bartholomae(2018)的分析，數位轉型需考量對產業競爭的影響、

對國際競爭力的影響以及對產業分工與海外生產的影響，並須討論數位轉

型與競爭法的關係，本節主要根據Bartholomae(2018)的分析加以說明。  

壹、數位化對產業競爭的影響  

從過去的經濟發展軌跡來看，技術進步實際上不斷在發生。電子商務、

工業4.0或共享經濟都是數位轉型的一部分或數位轉型的結果，可能會改變

生產和組織結構。數位化將實體資訊轉換為數位資訊，與實體資訊相比，

數位資訊的儲存、處理和傳輸成本遠低於實體資訊，在數位轉型過程中，

奠基於數位化所衍生的新商業理念和流程正在發展，其中包括雲端運算服

務，這些服務可以進一步減少數據儲存和處理所需的實體空間，使得成本

結構和商品型態產生變化，這些變化對消費者、企業界和社會產生了重要

的影響。例如消費者對電子書的要求越來越高時，意味著要求發行商提供

越來越多的數位產品，對企業經營策略將產生一定的影響，而消費者偏好

的變化也影響公部門的政策，例如線上報稅的數量不斷增加，將促使公部

門採用更好用的軟體，或在其他部門陸續使用。  

數位化將有形商品和服務轉變為數位產品或資訊商品時，已經改變了

                                                      
6 侯鈞元、莊麗娟，「預見亞洲  2030 科技發展藍圖」，工研院（2018）。  
7 Florence Gaub, “Global Trends to 2030: Challenges and Choices for Europe, Europe

an Strategy and Policy Analysis System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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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商品的本質，通常數位商品具有四個特徵：（1）具有公共財的性質；

（2）固定成本高，變動成本低；（3）市場雙方之間的資訊不對稱；（4）

具有網路效應。資訊是一種公共財，因為無需購買就可以消費（不具排他

性），並且消費資訊也不能阻止其他人消費（不具競爭性），雖然有可能

利用版權、專利或檔案不得複製等方式排除他人使用，但如果資訊短期間

內不受保護，則其擴散的速度可能無法控制。公共財的內在本質主要是會

產生搭便車的問題，因為第三方可以輕易地複製或模仿該資訊，而不必承

擔任何的研發費用。  

其次，在數位化的過程中，由於資訊技術的基礎建設必須建構或整合

到既有的數據庫系統中，而且也必須加以管理，使得固定成本變高，而數

據的後續使用，例如資訊的回讀、處理、評估或傳輸成本則幾乎可以忽略。

當市場的一方比另一方擁有更多關於商品品質的資訊時，就會出現資訊不

對稱的問題，資訊不對稱可能只會影響市場交易，也可能嚴重到導致整個

市場崩潰，而Shapiro &  Varian（1999）認為資訊是一種經驗財，用戶只

能在消費當時或消費後才能決定其滿足程度，無法事先得知。而資訊產品

具有網路效應優勢，使消費者的利益或數位產品的價值，會隨著消費者數

量的增加而增加，對廠商而言，如果瞭解數位化可同時使多個在不同地點

的員工獲得相同的資訊，則數位化的好處可大幅提高，如果該資訊也與合

作夥伴和客戶有關，則數位化就變得更加有利。不過，數位化的格式必須

所有相關的參與者都可以讀取才能進行。  

數位化雖然具有相當的優點，惟數位商品的生產具有高固定成本，低

變動成本的特性，隱含平均成本會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規模經濟），

因此會產生自然壟斷，因此只有一家公司提供服務時，在經濟上比較具有

效率。在需求方面，因為網路效應導致消費者的支付意願提高–根據梅卡菲

定律(Metcalfe’s law)8，這種付費意願是以用戶數量的平方速度增加，例如

                                                      
8 梅卡菲定律係指建置網路的費用和規模成正比，但其價值和使用規模呈指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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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集中了大量的買者與賣者，因此獲利，因此，網路效應容易造成壟斷。 

由於數位化具有節省成本的作用，因此，數位轉型也可能造成原本競

爭型的產業出現壟斷，如果只有一家企業透過數位化緩慢或小幅的降低成

本，則競爭狀態幾乎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企業不會改變價格，則利潤會增

加；但是如果其他競爭對手也透過數位化降低成本，則所有的企業為了競

爭最終都會採取降低價格的作法，將節省的成本移轉給消費者，最先數位

化的企業利潤終將消失。但是，如果數位轉型可以大幅的降低企業成本，

即便在壟斷價格下都能夠與對手競爭，則企業除了獲得壟斷利潤外，消費

者也可以從較低的價格中受益。只要企業有足夠的能耐可以持續下去，他

的競爭對手肯定也會推動數位轉型，以恢復自己的競爭力。雖然在成本略

有降低的情況下，消費者只能在一段時間後才能從降價中受益，唯有成本

大幅降低時才能立即享受價格降低的好處。不過，只要有足夠的競爭者存

在，並能夠降低成本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將會持續。但是如果壟斷仍然存

在，長期來看仍會造成福利損失，因為壟斷者通常會經由專利來避免進一

步的創新，以免危害其壟斷地位。  

Bartholomae以德國的例子說明，大型工業公司相對於小型公司數位化

的程度更高，可能是由於數位化的最初投資成本太高，所節省成本的太低，

因為數位轉型只有當網路效應大到一定程度時才能發揮效益。大型公司透

過數位轉型可以減少員工間的協調與合作成本，而只有幾個員工的小型公

司所能獲得協調成本的效益遠比大型公司為小。此外，客戶關係也具有關

鍵作用，如果最重要的客戶沒有進行數位化，則數位轉型需將數位資訊重

新轉換為類比形式，才能與客戶或供應商進行交換，這將增加額外的成本。

因此，中小企業比較不會採用數位化。  

整體而言，數位轉型比較傾向於大型公司採用，因為它們降低成本的

效益比較明顯，當擁有足夠財力的大型公司因為投資數位化受益而影響到

市場競爭時，尤其是將節省下來的成本直接轉移給消費者時，就會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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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承受更大的價格壓力，甚至使中小企業完全退出市場的情況，可能

會危害競爭9。  

貳、數位化對國際競爭的影響  

數位化除了降低生產成本，有助於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之外，企業的

貿易成本也會降低，包括物流的協調更有效率、全球都可以取得相關文

件、搜尋適合的供應商和客戶的成本下降、翻譯數位化運輸單據的軟體

愈來愈可靠，都將使得貿易成本降低，使競爭更加激烈。可以圖2- 2表示。 

圖2- 2中的實線代表企業在國內市場的利潤，當產量需超過D才有利

潤，因為有固定成本𝑓p，超過D以後，產量愈高利潤也愈高，產量在D以

下，將因無利潤而無法在市場存活。虛線則是代表企業從事出口活動時

可以獲得的利潤，𝑓𝑋是進入出口市場時額外的固定成本，有出口時會降

低原有的利潤，使得國內的利潤線變得比較平坦，唯有產量增加出口才

能產生正的利潤，因此，產量中等規模的企業只供應國內市場，而產量

大的企業才有能力同時供給國內與國外市場。  

資料來源：Florian W. Bartholoma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ization”, CESifo Forum(2018).  

                                                      
9 Florian W. Bartholoma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speci

alization,” CESifo Foru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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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貿易成本在出口時的降低效果  

由於數位化可以降低貿易成本，隨著貿易成本的降低，企業在國外的

利潤也可望增加，使得出口利潤線變陡峭，表示產量Xˊ的公司，即可將其

商品銷售到國外。不過，會對國內利潤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外國公司也會

因為貿易成本下降而出口更多的產品進入國內市場，使得競爭加劇，因而

相同產量的利潤下降，國內利潤線變得比較平坦，產量低於Dˊ的公司被

迫退出市場。  

由圖2- 2可以得知，數位化提高公司的生產力並降低固定成本，同時也

促使更多企業參與國際貿易。這些來自國外的競爭者可以減低國內的壟斷

的可能性，同時也增加企業必須透過數位化降低成本保持競爭力的壓力，

並且透過數位化降低貿易成本也為那些中等生產力的企業打開了更多國際

市場的機會。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這種發展是有利的，因為它提供消費

者更多低價產品的選擇機會。  

參、數位化對產業分工與海外生產的影響  

產業分工是企業利用專業優勢，降低生產成本的一種方式，但是需要

整合一些服務，例如適當的物流組織、與運輸相關的生產停工或額外的品

質控管保險等，這些與生產環節有關的額外服務，統稱為服務鏈接成本，

只有在生產更有效率使降低的成本大於服務鏈接成本的情況下，產業分工

才有意義。  

圖2- 3的𝐴𝐶1代表整合生產流程後的平均生產成本，𝑓1為固定成本，當

生產具有規模經濟時，固定成本會下降，若生產分在兩個地區進行，則為

了維護額外的生產場所，使得固定成本增加。不過，由於專業化和規模經

濟降低了變動成本，額外的服務鏈接成本為𝑠，平均成本變成𝐴𝐶2（𝑠），隨

著產量增加，成本降低愈益顯著，惟只有當產量大於𝑥0時，產業分工才有

利可圖。因為透過不同廠區生產的數位化，包括即時監控與需求變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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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交換，使生產流程協調得更好，降低服務鏈結成本。  
  

資料來源：Florian W. Bartholoma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specialization, CESifo Forum(2018).  

圖 2- 3 國內生產與國際分工的成本差異  

此外，經由國際分工（海外分包），也可以運用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

提高生產效率。正如𝐴𝐶2∗（𝑠，𝑡）所呈現的，透過國際分工（隱含更陡的

曲線）的比較優勢，除了服務鏈接成本之外，還有貿易成本  𝑡 也會發生，

會使固定成本𝑓2∗提高。如果一家企業在銷售量大於𝑥1時，才會選擇國際分

工，則因數位化可降低貿易成本，將使得企業國際分工的門檻更為降低。  

總而言之，數位轉型有利於國內與國際分工的價值鏈，這不但提高了

專業化優勢的經濟效率，也充分運用了各國的相對優勢。數位化對生產和

組織效率的提高不僅直接節省成本，而且還提供了以前無法做到其他降低

成本的可能性，所以數位化帶來的成本節省遠比最初所想像的還多。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數位轉型對競爭產生積極的影響，儘管數位化

所產生的資訊產品特性（特別是網路效應）有利於形成壟斷，但卻因為可

以降低成本導致競爭加劇。除了直接降低成本以外，數位轉型還改善了生

產和組織流程的運作，從而提高整體經濟效率。不過，Bartholomae也提醒

社會和企業都必須意識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之間的權衡，另一方面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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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數據安全以及所有利益相關人之間進行建設性合作的必要性，亦即

要使數位轉型成功，單純的競爭必須轉為合作競爭（coopetition），在這種

競爭中，即使競爭者彼此之間競爭激烈，但也要在數據保護或數據安全等

基本領域進行合作，因為這是維護有效和可持續經濟發展唯一的方法 10。  

第三節 數位化對石化產業的影響  

壹、石化產業數位化的驅動因素  

石化產業數位化的主要理由包括：   

1.成本合理化。   

2.確保資產安全性和可靠性。   

3.優化設備正常的運作時間。   

石化產業中下游設備的數位化可以透過提高效率、減少停機時間與更

高的利用率來提高利潤，因為數位轉型可以即時蒐集數位數據，創造更安

全、更可靠、更健全的環境。隨著數據蒐集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以及先進

的分析技巧，尤其是即時的數據，可以提供更好、更快，作為預測決策的

判斷基礎，並提高設備生產效率和延長設備壽命。  

由於設備的高利用率對於維持石化產業中下游收入至關重要，因此意

外的停機維護可能會對企業的財務帶來不利的影響。所以，業者通常會規

劃合理的歲修計畫，主動維護其設備的品質，以創造一個更安全、更健全

可靠的環境。這樣的計畫必須考慮長期和短期的驅動程序，因為維護時須

考慮一系列複雜的外部市場驅動因素。其中長期的驅動因素包括對煉製產

品的需求因素、供給因素，供給因素例如規模大小、設備年限與和下游產

業的複雜性，以及地區和國際法規等。這些因素使業者不僅有維護的壓力，

                                                      
10 Florian W. Bartholoma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speci

alization,” CESifo Foru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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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升級現有設備並投資新設備，以應對新的機會和要求的壓力；短

期因素主要是原料價格和相關利潤，這些因素影響會業者透過利用率的高

低，掌握日常維護的時間安排。（如圖2- 4所示）  

 

圖 2- 4 中下游石化產業數位化的驅動因素  

 

下游的業者通常大量投資於維護保養，其中設備服務大約占了中下游

石化產業維護保養費用的72%，設備服務工作範圍主要為設備的維修和保

長期驅動力  短期驅動力  

需求 供給 原料價格與保證金  

經濟發展  人口成長  設備污染  設備種類  管制  

壽命  產能  複雜度  
停機時間  
增減  

提煉產品  
需求  比較老舊的設備通常需

要比較高的維護費用 

 

比較舊的設備也可能需

要升級或擴充，以符合

原料生產所需製程與法

規要求 

下游強化活動  

增加對環境議題的瞭解 

 

導入更嚴格的法規 

 

生產所需製程與法規要

求為執行必要的設備升

級所面臨的壓力或為符

合法令規定所擴充比較

不複雜的設備 

 

增加下游維護 

原料價格低可能帶來

比較高的利潤 

 

為提高短期利潤，在

利用率高時可能延後 

 

維護在原料價格比較

高時，利用率可能較

低因而增加停機時

間，廠商利用此機會

歲修，以減少對獲利

能力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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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結構、機械和電氣系統，包括面料保養、機械服務、電氣與儀器、工藝

設備、旋轉設備，以人為本的服務，則專注於支持資產服務效率和升級，

包括：資產管理、顧問服務、整合性服務等 11。  

貳、數位化對石化產業的影響  

由於石化產業供應鏈的營運過程使用大量不同的工具和應用軟體，因

此無法得知每個決定對整個供應鏈績效的影響。這種缺乏一致性的作法，

使石化業廠商每年損失數千萬美元，現在透過雲端可以整合外部的石化產

業市場狀況，提出統一的供應鏈管理解決方案，並與整個供應鏈合作以幫

助貿易商、規劃者做出可靠的決策，管理風險並增加獲利能力。石化產業

透過無線連接和雲端結構，匯總從現場收集到的資訊（例如即時事件、警

報和歷史數據），幫助操作員根據儀表板的資訊做出更精確的資源分配決

策。在物聯網推出的早期階段，從這些高級分析中受益最大的應用程序包

括安裝優化、設備資產管理和維護、條件式監控以及強化實際應用程序等。 

以石化產業而言，數位化的進程也比以往更為重要，尤其在價格競爭

激烈的時代，只要透過收集、儲存、分析和連接龐大的數據量，就足以提

供決策者對業務及投資計劃的判斷能力，使得營運更有效率。  

石化產業最近對感測器（sensors）的使用出現倍數成長，由於感測器

是收集數據的關鍵組件，僅一座典型的海上生產平臺就有超過40,000個數

據標籤，許多大數據來自於地球結構和地表以下5,000-35,000英尺的模型和

圖像，或者用於瞭解油井設備性能、流量和壓力活動的資料。僅在美國，

每天就大約有一百萬口油井，不斷產出感測器監測設備性能的數據，隨著

數據流量的增加，透過數位工具，使這些大數據的價值更為提升12。根據麥

                                                      
11 Arindam Das & Kathryn Symes, Digitalisation in Downstream Oil & Gas,  AVEVA,

 Westwood Global Energy Group (2018). 
12 Rajesh Sharma & Eric Koenig, “Oil & Gas / Petrochemical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Driving 

Profitability in a Low-Price Commodity Environment,” https://download.schneider-

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ence=OilandGasPet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ence=OilandGas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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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錫公司（McKinsey& Company）的研究，石化產業有效的使用數位技術，

將可減少高達20%的資本支出，使上游降低約3-5%的營運成本，下游降低

的營運成本約1.5-2.5%13。  

人工智慧（AI）、先進的流程自動化、區塊鏈、物聯網（ IoT）和數位

分身等新興技術都在推動石化產業的轉型，由於這些新技術，使得市場的

即時數據與內部流程直接動態聯繫，石化廠商、合作夥伴、供應商以及客

戶都需要重新評估其成本和費用，凡是學會掌握數據、分析、成本節省和

獲利能力之間新關係的將是贏家。根據貝恩公司（Bain& Company）對400

多位高級主管的調查，大數據分析的優勢可以幫助石化廠商的產量提高6-

8%。不過，大約只有4%的公司具有使用這些數據分析來提供有利於業務價

值的能力。  

根據日經BP總合研究所調查，12.8%日本企業積極推動數位轉型，

34.8%企業略有推動，共有47.6%企業正推動數位轉型，新冠病毒後則加速

與推動企業進行數位轉型 14。而日本石化事業目前正推動數位轉型，媒體

廣為報導者有：三菱化學（三菱ケミカルホールディングス）、住友化學、

旭化成與三井化學。三菱化學為實行數位轉型，招募數位長（Chief Digital 

Officer, CDO）並建置約30人團隊，以推動各業務的數位轉型。住友化學在

其經營計劃中提及須通過數位創新創造新價值、通過創新解決社會問題、通

過數位創新來推動生產。旭化成亦於經營計劃中強調將建置專業團隊進行數

位轉型15。三井化學將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應用於工廠以建置智慧工廠，以

                                                      
-

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

ence=OilandGasPet (2017). 
13 McKinsey & Company, “The next frontier for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oil and gas” (2016).  
14 「“次代の価値創造”のキーとなるのは『人』『デジタル（データ）』『組織・風土』」，

https://special.nikkeibp.co.jp/atclh/NXT/21/sas0121/，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15 「 デ ジ タ ル ト ラ ン ス フ ォ ー メ ー シ ョ ン (DX) の 現 状 」， https://arc.asahi-

kasei.co.jp/member/watching/pdf/w_299-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化学企業大手

5 社 の IoT 関 連 技 術 へ の 取 り 組 み 」 ， https://arc.asahi-

kasei.co.jp/member/watching/pdf/w_283-0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ence=OilandGasPet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ence=OilandGasPet
https://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p_enDocType=White+Paper&p_File_Id=9555025821&p_File_Name=998-20201638_Driving+Profitability+in+a+LowPrice+Commodity+Environment.pdf&p_Reference=OilandGas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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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為中心逐步分成四個階段推動：收集數據、視覺化、預測與最佳化 16。 

石化產業數位化的流程，主要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一、使用低成本且無所不在的連接感測器  

由於感測器的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公司可以加快其數位化轉型計劃，

諸如透過可編程邏輯控制器（PLC）之類的智慧設備收集過程數據，並送

至雲端進行分析，即所謂的工業物聯網（ IIoT），以便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提高獲利能力。使用從感測器收集來的即時數據預測和預防故障，可以減

少停機時間50%17，其中無論是故障維修還是維護，機器至少要停機至少

40%的時間或更多。由於石化產業的停機成本每小時至少數十萬美元，因

此極具節省成本潛力。  

二、應用大數據提升競爭優勢  

透過數位化的大數據收集，加速公司成長的潛力，例如煉油廠配備了

可視性的設備，不但無需花費就可以提高運營效率，並且更深入瞭解工廠

的資產安全性。目前大約有36%的石化廠商已經在大數據和分析方面進行

投資，但是只有13%的人利用該技術所得的資訊洞察出市場成長趨勢與並

產生競爭優勢 18。因此，利用大數據提升利潤和降低成本的潛力尚未被充

分利用。  

三、建構數位業務環境  

數據電子化（Digitization）是將資訊轉換為數位（即計算機可讀）格

式的過程，使得資訊可以2位元表示。數據電子化是數位化（Digitalization）

的基礎，數位化意味著使用數位技術和數據來創造收入、改善業務、替換

                                                      
16 「 化 学 プ ラ ン ト に お け る AI ・ ビ ッ グ デ ー タ 活 用 」，

https://member.jma.or.jp/expo_report1807_07/，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1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apping the Value Beyond the Hype .” 

(2015). 
18 WE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 Oil and Gas Indust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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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轉換業務流程，並創建數位業務環境，使數位資訊成為核心。數位化工

作的一個新例子是「數位分身」的概念，主要是在建構實物之前，先建構

一個虛擬的操作流程、機器與工廠，以幫助對該流程進行高度準確的預測，

使得實際執行後這些流程、機器與工廠都可以正常運作。從本質上講，數

位化代表了一個企業可以利用工業物聯網（ IIoT）好處的架構。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是該過程的第三步，實質上包括一個商業策略，

該策略是利用數位化來降低成本，並提高整個企業的獲利能力。  

這些技術變動都隱含高度的數據連通性和分析性，代表了快速評估業

務變化以及做出準確預測和決策的能力大幅提升。過去執行此類工作所需

的時間和投資程度令人望而卻步，如今要獲得這種能力既是財務可以負擔

得起，而且也是保持競爭力的先決條件。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數位

化和相關舉措有可能為石化產業創造約1兆美元的價值19。  

根據AVEVA對石化產業廠商數位化的調查，儘管個別企業在數位化的

策略與數位化的進程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業者都同意石化產業中下游設備

的數位化可以提高效率、減少停機時間、提高利用率，進而改善獲利能力。

此外，也證實數位轉型的即時接收數據可以創造更強大、更安全、更可靠

的環境。雖然中下游廠商的一些設備數位化程度很高，已經可以自動化和

收集重要數據，因而可以透過準確的數據收集和高級的分析技巧，建立有

效的數位資訊管理系統來提高價值，所以為了確保數位化推動成功，規劃、

溝通與完整的培訓相當重要。  

廠商也都同意數位化可以協助做出更好、更快的決策機制，不過企業

數位化的程度主要視企業自身的偏好、策略與思維方式而定。一些受訪者

認為數位化是一個相對較新的事物，再加上石化產業的複雜性，使得產業

的數位化程度比其他領域落後。其他領域將數位化驅動視為技術進步的自

然演進，已經遍及整個行業，並且是更快、更有效、更成熟的數據分析和

                                                      
19 WE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itiative: Oil and Gas Indust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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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應用以優化績效的關鍵機會。  

參、石化產業數位化的挑戰  

一、資料蒐集的挑戰  

數位化的好處很容易理解，但不容易執行。因為很多採用舊的標準但

又很重要的系統，雖然已經過時但還在用，所以對這些舊系統要蒐集精確

可靠的資料是數位化的主要挑戰。目前數位化的工廠都已將數位過程內建

在工程的施工階段，所以要蒐集精確的資料相對簡單。  

二、資料整合的挑戰  

現行的設備都需要利用許多軟體平臺，其中整合就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所以資料標準化是必要的。對於比較舊的設備或舊的系統，在與現行

的設備整合更為複雜，因此未必能完全取得資料而獲取數位化的好處。尤

其過時的文件系統是數位資訊管理系統的主要挑戰之一，因此，將舊系統

整合到數位系統中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並需要增加將數據標準化的集

成。  

三、數據準確性的挑戰  

為了獲得數位化的最大效益，廠商需要保證數據的準確性，並確保工

廠具有數據收集能力，以利用數據分析，這對於3D模型和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尤為重要。  

四、管理者的思維  

例如管理階層不願將數位化作為優先投資領域，而資訊安全的隱憂以

及需要專業的軟體、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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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外石化業數位轉型案例  

以下分別就石化業數位轉型案例加以說明。  

壹、韓國樂天化學（Lotte Chemical）  

一、公司簡介  

韓國樂天化學（下稱Lotte Chemical）的總部位於南韓首爾。Lotte 

Chemical業務橫跨石化業中、下游，生產甲苯（Toluene）、環氧乙烷（EOA）、

聚苯硫醚合成塑料（PPS, INFINO® ）、丙烯酸人造大理石（AAS, Staron® ）

等石化產品。  

二、數位轉型  

（一）客戶服務數位平臺（Customer Service Digital Platform, MaaS） 

Lotte Chemical的客戶服務數位平臺（MasS）是以客戶為中心的銷售服

務及大數據數位平臺。客戶於下訂單後，將能透過MaaS平臺即時掌握庫存

狀況。此外，銷售代理商透過MaaS平臺，能即時提供客戶查詢有關品質追

蹤、瑕疵維護及產品等服務 20。  

（二）智慧工廠（Smart Factory）  

Lotte Chemical位於韓國麗水的智慧工廠，已在2021年1月啟用，主要

用於生產環氧乙烷（EOA）。智慧工廠透過自動控制系統營運，能夠即時

監控自原始材料及副材料管控到製造與倉儲的所有過程。自動控制系統亦

能在生產過程自動注入催化劑，從而顯著地提升智慧工廠的產能及品質一

致性。  

                                                      
20 LOTTE Chemical,“Service added to products  LOTTE Chemical builds the industry 

‘s first 『Customer Service Digital Platform, MaaS』 , ” https://www.lottechem.com/e

ng/company/pr/news-room/view.do?seq=552&f=&q=. 

https://www.lottechem.com/eng/company/pr/
https://www.lottechem.com/eng/company/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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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慧工廠配備設施數據系統，該系統用於分析及修正生產過程

中的任何風險因素與異常狀況。受惠於設施數據系統，Lotte Chemical得以

創造兼顧品質與安全，同時降低維護成本的生產環境 21。  

貳、匈牙利油氣石化股份有限公司（MOL Petrochemical 

Co., Ltd.）  

一、公司簡介  

匈牙利油氣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MOL Petrochemical）的總部位於

匈牙利蒂薩新城。MOL Petrochemical業務橫跨石化業中、下游，生產丁二

烯（Butadiene）鄰二甲苯環氧乙烷（Orto-xylene）、聚丙烯合成樹脂（PP, 

TIPPLEN® ）、低密度聚乙烯合成樹脂（LDPE, TIPOLEN® ）等石化產品。 

二、數位轉型  

（一）客戶服務數據湖（Consumer Services Data Lake, Data Lake）  

MOL Petrochemical採用單一數據平臺：客戶服務數據湖（Data Lake），

並希望藉此充分發揮資料潛在價值。零售及數據專家與經理人能透過Data 

Lake平臺高品質的儀表板獲得準確、即時、詳細的業務績效資訊。此外，

MOL Petrochemical以Data Lake平臺為基礎，進一步擴大有助於業務最佳化

的AI及機器學習分析工具的規模 22。  

（二）廠房資訊系統（Plant Information System, PI System）  

MOL Petrochemical的日常營運仰賴OSIsoft公司開發的廠房資訊系統

（PI System）。藉由PI System，MOL Petrochemical能妥善儲存巨量資料。

                                                      
21 LOTTE Chemical, “LOTTE Chemical expands EOA, the specialty material for architecture,”  

https://www.lottechem.com/eng/company/pr/news-

room/view.do?pageIndex=1&cd=&seq=557&f=&q=digital+transformation.  
22 MOL Group, “Digital Data & AI,”   

 https://molgroup.info/en/our-business/innovative-businesses-services/digital-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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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I資產框架（PI Asset Framework），能以數位分身（digital twin）

的形式整合廠房、設備及工序相關資訊、計算與分析資料、警示及通知等

數據；PI Coresight工具則讓MOL Petrochemical得以視覺化的方式展示及分

析包含管線、製造單位、配方等數據的製程模型。 23 

（三）營運科技基礎設施（Operational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OT 

Infrastructure）  

透過整合應用PI Asset Framework及PI Coresight，MOL Petrochemical

建立了營運科技基礎設施（OT Infrastructure），打造具備自主分析能力及

商業智慧的生產環境。設施中的操作人員及工程師能以近似拼裝樂高積木

的方式，自由配置手中的智慧資產物件（smart asset objects），創造自組物

件的數位複製品並進行潛在的改良試驗，並得在公司管控下執行成果。  

除提升生產效率外，OT Infrastructure亦有助於設備保護及工安管理。

MOL Petrochemical採用營運分析工具，控制管線溫度及壓力參數，降低生

產過程中發生高溫氫侵蝕（high temperature hydrogen attacks, HTHA）的風

險24。  

參、美國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 Co.）  

一、公司簡介  

美國陶氏化學公司（下稱Dow Chemical）的總部位於美國密西根州。

Dow Chemical的業務橫跨石化業中、下游，生產丙烯酸酯（Acrylate）、甲

基丙烯酸酯（Methacrylate）、聚氨酯彈性體（Polyurethane, ENERLYTE™）、

丙烯酸樹脂黏著劑（Acrylic, DOWSIL™）等石化產品。  

 

                                                      
23 Digital Refining, “Data operations transform fuels value ,” https://www.digitalrefinin

g.com/article/1001344/data-operations-transform-fuels-value#.YLYb9JMzY-R. 
2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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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轉型  

（一）開發機器學習與AI（machine learning & AI）  

Dow Chemical的事業部門Dow Polyurethanes與Microsoft展開合作，利用

Microsoft Azure開發機器學習與AI，將AI與Dow Chemical的材料科學、反應

動力學、流變學結合，以利預測趨勢及配方性質，並透過整合歷史數據、

預測模型、自動化工作流程及擴充的應用程式，進行客戶流程的模擬 25。  

（二）前瞻智慧（Predictive Intellectual）  

Dow Polyurethanes與Microsoft合作開發的AI前瞻智慧為組織數位能力

套件的一環。受惠於套件進行的客戶流程模擬與製程模擬，Dow Chemical

能加速設計、試驗及生產過程，從而更有效率地處理供應鏈事務 26。  

（三）數位商務（Digital Commerce）  

Dow Chemical的數位商務旨在提供客戶一站式的自主訂單管理：透過

官方網站“Dow.com”，客戶能隨時獲知配送狀態、安全資料表、收據明細、

配送備註、訂購紀錄等訂單資訊。此外，客戶的帳戶管控，如：使用者偏

好、現有餘額、逾期款項、總餘額等，亦能在官網作一站式處理 27。  

肆、日本旭化成股份有限公司（旭化成株式会社）  

一、公司簡介  

旭化成股份有限公司（旭化成株式会社）於1922年創業，1931年設立，

                                                      
25 Dow, “Dow Polyurethanes fast tracks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corporate.dow.com/en-us/news/press-releases/dow-polyurethanes-fast-tracks-its-di

gital-transformation.html. 
26 Dow, “Smarter, faster solutions with Dow’s Predictive Intelligence capability,”  

https://www.dow.com/documents/en-us/mark-prod-info/866/866-016-01-smarter-faster-so

lutions-with-dows-predictive-intelligence-capability.pdf. 
27 Dow, “Dow.com Order & Deliver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https://www.dow.com/documents/en-us/corporate/913/913-00018-01-dow-com-order-

delivery-management-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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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業範圍涵蓋化學材料、醫療保健、住宅相關產品等，化學事業生產

乙腈、甲基丙烯腈、甲基丙烯酸環己酯、環己醇、環己烷、環己烯等 28。  

二、數位轉型  

旭化成於生產技術本部設有數位創新中心（生産技術本部デジタルイ

ノベーションセンター），於2019-2021年中期經營計畫展示將實行數位轉

型，於研發、生產、物流與銷售等方面應用數位技術，以材料資訊學、生

產技術創新、數位行銷與智慧財產視覺化為數位轉型推動主題 29，其重點

發展項目說明如下：  

（一）智慧財產權大數據分析  

旭化成將智慧財產權分析應用於商業策略的智慧財產權全景分析，期

望藉此了解競爭對手與客戶正在嘗試什麼以及市場全貌，預計達到三個目

的：獲取有用的資訊、高效行銷以及創造偕同效果。  

由於智慧財產權資訊量大且高度專業，很多人無法閱讀與使用，智慧

財產權全景分析可以轉化許多人可以使用的資訊，引導既有業務取得優勢、

開發新市場與找到新的應用，或做出併購決定。其次，藉由分析客戶的智

慧財產權資料，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找尋潛在客戶。另外研發、行銷等

不同部門也可藉由智慧財產權全景分析討論趨勢與策略、新市場新業務的

可能性30。  

（二）數位化管理  

旭化成的數位化管理，是利用大數據分析和自動化設備，讓生產過程

                                                      
28 「旭化成株式会社  会社概要」，https://www.asahi-kasei.com/jp/company/profile/，最後

瀏覽日期：2021/6/27。  
29 「 始 動 デ ジ タ ル 経 営  旭 化 成 （ １ ） Ｄ Ｘ で 変 わ る 企 業 像 」，

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view/00561817，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30「始動デジタル経営 旭化成（２）知財ビッグデータ解析」，

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view/00561963，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www.asahi-kasei.com/jp/company/profile/
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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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慧化。由於石化業擁有眾多工廠，為了有效且智慧化管理，因此利用

人工智慧識別系統以發現問題跡象，利用智慧眼鏡改進現場工作情況，並

遠端管理世界各地的工廠31。  

（三）數位行銷  

旭化成在行銷方面的數位化轉型，是將各部門所有客戶資料用於數位

行銷。鑒於技術不斷創新與新市場不斷擴大，雖然第一線銷售人員的觀察

很重要，但仍是不夠的，因為行銷必須建立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旭化成

引進客戶關係管理系統，蒐集與視覺化銷售人員與客戶間的訊息，在保護

機密資訊的同時，收集各部門資訊並跨部門共享，透過分析各部門掌握的

資訊，了解客戶所處行業的走向。更進一步的利用，則是經由智慧財產權

大數據分析與整合客戶資訊，找到提高業務的可能性與創造新的業務32。  

伍、住友化學  

一、公司簡介  

住友化學於1913年創業，1925年設立，主要事業範圍涵蓋石化部門、

能源、電子化學、醫療保健等，化學事業生產環氧丙烷、聚乙烯、聚丙烯

等33。  

二、數位轉型  

住友化學主要是透過併購進行數位化。住友化學於2009年合併負責開

                                                      
31 「始動デジタル経営 旭化成（３）全生産をスマート化」，https://www.nikkan.co.jp/ 

articles/view/00562137；「旭化成、ものづくりのＤＸ推進へ  いつでもどうぞ、下地は

できている」，https://ps.nikkei.com/asahikasei1920/vol5.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6/27。 
32「始動デジタル経営 旭化成（４）科学的なマーケティング」，

https://www.nikkan.co.jp/articles/view/00562289，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33 「住友化学公司概要」，https://www.sumitomo-chem.co.jp/chinese/company/about/，最

後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www.nikkan.co.jp/
https://ps.nikkei.com/asahikasei1920/vol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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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和維護的住友化學系統服務公司，以推動住友化學資訊技術知識與業務

的融合，強化數位創新。住友化學在2019-2021中期經營計畫中，以數位創

新提高生產力作為基本方針之一，期望在研發、製造、供應鏈、銷售和各

個領域推動數位轉型，強化現有業務的競爭力，進而創造新的業務 34。  

2021年4月，住友化學又與管理諮詢技術公司埃森哲（Accenture）合資

成立SUMIKA DX ACCENT公司，目的在於推動數位化創新和培養人力資

源。住友化學希望經由埃森哲擁有先進人工智慧、分析和自動化等廣泛的

專業知識和專業人力資源，推動數位化人力資源發展，促成資訊和業務部

門聯繫，進一步加速數位轉型 35。  

陸、三井化學  

一、公司簡介  

三井化學設立於1955年，主要事業範圍涵蓋半導體材料、太陽能材料、

手機材料與醫療保健等，石化產品部分生產乙矽烷、矽甲烷、壓克力樹脂

等36。  

二、數位轉型  

（一）數位管理  

三井化學數位轉型主要展現於數位管理。三井化學建置工廠營運支持

系統，以數字顯示工廠運作狀態，並使用人工智慧模擬最佳運作方法，減

少手動操作時間。當工廠生產量或產品改變時，系統就會變更。所使用的

                                                      
34 「住友化学中期経営計画」，https://www.sumitomo-chem.co.jp/ir/policy/plan/，最後瀏

覽日期：2021/6/27。  
35 「アクセンチュアと合弁会社 SUMIKA DX ACCENT を設立  ～デジタル革新のさら

な る 加 速 に 向 け て IT 体 制 を 強 化 」 ， https://www.sumitomo-

chem.co.jp/news/detail/2021040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36 「三井化学会社概要」，https://jp.mitsuichemicals.com/jp/corporate/overview.htm，最後

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www.sumitomo-chem.co.jp/news/detail/20210401.html
https://www.sumitomo-chem.co.jp/news/detail/20210401.html
https://jp.mitsuichemicals.com/jp/corporate/overvie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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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支持系統「線上動態模擬器」是由日本NEC（電気株式会社）與國家

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国立研究開発法人  産業技術総合研究所）一同建置

開發37。  

（二）運用區塊鏈技術溯源  

三井化學與日本IBM合作利用區塊鏈技術建構資源循環平臺，達到塑

膠材料的可追溯性。因為區塊鏈技術具有全程操作與活動記錄不可逆特性，

相關人員可存取但無法修改紀錄，且可追溯原材料、產品何時、何處、由

誰取得等資訊，將其應用在單體、化合物方面從原材料到製品的製造、銷

售、使用，以及回收後經過解體、破碎，回收原料再利用於製品製造等整

體資源生命週期的追溯38。  

柒、三菱化學  

一、公司簡介  

三菱化學最早可追溯至於1933年設立，由舊三菱化學、三菱樹酯與三

菱麗陽於2017年4月合併為三菱化學控股公司，為日本最大的化學事業。主

要事業範圍有化學品、農業食品原料、電子材料等 39。  

二、數位轉型  

三菱化學為推動數位轉型，成立數位技術開發室（デジタル技術開発

室），負責制定數位轉型計畫、項目與開發技術，期導入人工智慧、深度

學習、圖像分析和物聯網等技術來創造事業價值。三菱化學數位化的重點

                                                      
37「三井化学、化学プラントの運転効率を高めるために操作を AI でシミュレーショ

ン」，https://dcross.impress.co.jp/docs/usecase/00192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38「三井化學攜手 IBM 利用區塊鏈技術推動塑膠溯源系統實用化」，https://www.materia

lsnet.com.tw/DocView.aspx?id=46968，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39 「三菱ケミカル株式会社  企業情報」，https://www.m-chemical.co.jp/company/index.h

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www.m-chemical.co.jp/company/index.html
https://www.m-chemical.co.jp/compan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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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整理如下：  

（一）智慧工廠  

關於數位化管理的智慧工廠，主要是檢查和預測工廠設備的異常，以

及產品製造過程的品質改進。三菱化學擁有眾多工廠，一旦工廠設備出現

故障，將導致生產線停止，產生鉅額損失。尤其工廠處理均為化學物質，

設備出現異常可能導致意外事故。透過安裝於工廠的物聯網感測器檢測或

預測異常，可避免損失與意外事故。  

其次是用以改進產品製造過程的品質。過去產品都由專業人士目視檢

查，人工判定品質是否合格，付出巨額勞動成本。在引進圖像分析與深度

學習技術後，可利用統計方法模擬專業人士的觀察與判斷，以此檢查判定

產品品質是否合格40。  

（二）應用材料資訊學開發新機能產品  

三菱化學應用材料資訊學發掘石化產品的新機能。該公司結合數據科

學與技術和計算化學技術的優勢，建構演算法用於尋找現有數據中未包含

的具有創新特性的材料41。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從數位轉型的意涵以及數位轉型對產業競爭的影響加以瞭

解，發現數位轉型不但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或結構，也可能對國際競

爭或產業分工產生影響。至於驅動石化業數位化的因素多來自成本與公安

的考量，尤其在價格競爭激烈的時代，透過收集、儲存、分析和連接龐大

的數據量，可以提供決策者對業務及投資計劃的判斷能力，使得營運更有

                                                      
40 「ループの未来を担う先端技術開発チーム」，https://www.mitsubishichem-sys.co.jp/

recruit/project/project_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41「三菱化學以 MI 發掘新功能  促進未充分利用餾分物的商業化」，https://www.materia

lsnet.com.tw/DocView.aspx?id=40151，最後瀏覽日期：2021/6/27。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40151
https://www.materialsnet.com.tw/DocView.aspx?id=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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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不過，目前有能力發揮大數據價值的公司仍限於少數，而資料蒐集、

整合與資料準確性都面臨挑戰，尤其管理者思維更是數位化的關鍵。  

就國際上已經朝向數位轉型的案例來看，石化業無論上游或中下游多

朝人工智慧工廠、區塊鏈、機器人、3D列印、數據湖、數位行銷管理等方

向發展，可見數位轉型是石化業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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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產業數位轉型可能涉及的競爭法議題概述 

由第二章的案例分析中，瞭解國外石化業大廠主要透過數位科技的應

用，朝人工智慧工廠、區塊鏈、機器人、虛擬實境、3D列印、數據湖、數

位行銷管理等方向發展，以達到管理層面營運優化、提升產業競爭力或創

新的目的。其中，主要應用創新、大數據或演算法等方面的科技。本研究

彙整石化產業推動數位化轉型如創新、大數據、演算法等可能衍生的相關

競爭議題，分別說明如下。另由第二章OOSGA的定義也可得知，數位化分

為多重層次，目前產業數位化現階段的重點已非單純的數據電子化而已，

而是泛指經由結合數位科技與既有的營運流程、營運模式中的過程，大數

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都是現階段產業數位化的重要特徵，透過數位時代

的各項特徵交互運用的結果，極可能產生「數位勾結」（ digital 

cartel/collusion），因此，在第四節再就數位勾結加以詳細說明。  

第一節 數位創新與競爭法  

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是國家經濟繁榮成長與就業機會的來

源，而且對企業的發展演扮演重要的角色。相較於價格競爭，創新在過去

競爭法中發揮的作用較小，然而創新驅動行業的研發活動，如製藥行業或

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行業，如機械和設備工程業，企業在競爭評估時會

被納入考慮。近年來，互聯網的創新潛力更是經常被作為討論主題，特別

是涉及數位經濟的情況下，因此，德國的限制競爭法第9次修正案（德國競

爭法，GWB）就明確將創新驅動的競爭壓力，作為評估市場力量的原則之

一。結合管制的審查門檻也為了保護創新驅動的競爭，使數位經濟成為這

兩項修正案的重點42。可見數位創新已經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的焦點，

以下針對數位創新與競爭法加以討論。  

                                                      
42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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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數位創新  

企業創新是一種千變萬化的現象，基本上，創新的目的不外乎為提升

企業經營績效與利潤。最早將企業創新的行為列入經濟體系活動來考量的

學者為熊彼得(J. Schumpeter)，他在1912年提出創新的定義，並在1934年對

創新加以分類。根據熊彼得對創新的定義，可以五種評定基準來檢測企業

試圖改變經營模式時，是否涉及創新。這五種評定的基準為：  

1. 新產品(New Product) 

2. 新生產流程(New Process) 

3. 新市場之開拓(Exploitation of New Market) 

4. 為原料及半製品創造新的供給來源  

5. 建立獨占與打破獨占  

根據熊彼得(1939)對創新的詮釋是：把原來的生產要素重新組合，改變

其產業功能，以滿足市場需求，從而創造利潤。創新包含幾個要素：是為

了追求更好而改變，而不是為改變而改變；改變的結果必須是更好，沒有

更好就不是創新；最終的效益是創造利潤，也就是說創新的原始動力是利

潤，它是市場導向的。  

從創新的程度來說，Marquis(1982)定義三種一般型態的創新，1.漸進

式的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對於產品、製程或服務所做的微小、

但很重要的改善；2.系統的創新（System innovation）：須較多的時間與較

昂貴的代價，才能完成的具體成果；3.突破性的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其影響可改變或創造整個產業。之後的學者陸續提出創新類型，基本上可

歸類為持續性創新、動態持續性創新、非連續性創新、漸進式創新、獨特

性創新、突破性創新、架構創新、模組化創新、激進創新（Frankel(1990)、

Henderson and Clark（1990）、Schumann(1994)），也有從產品、程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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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服務的角度界定創新種類（Betz(1987)、Chacke(1988)）43。  

在Bower & Christensen(1995)發表顛覆式技術以及Christensen(1997)提

出顛覆式創新之後，學界的相關研究都指向企業除了關注本身的創新之外，

也應留意後起之秀以廉價的產品取代它們、搶走低價市場的顧客，然後逐

步爭取高價市場的顧客。當有別的創新者出現，現有企業應儘速收購它們，

或是採用創新者所用的類似作法培育自己的事業，與它們競爭。  

過去創新多出現於比較高價的產品，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降低生產成本

以取代現有技術，但是現在受益於數位技術的特性 --數位化不管資訊內容

如何都可以透過任何數字設備儲存，轉換、傳輸和追踪、可經由重新編程

的方式加以編輯的可塑性、本質上是透過數位技術創建自我參照的數位技

術44，導致創新透過數位技術較過去更容易、更快速可以直接或間接的顛

覆市場（market tipping）。即使傳統產業也可以利用互聯網使得企業生產

與消費者服務的速度加快，成為降低成本、增加客戶的必要作法。除了顛

覆式創新之外，改進現有產品或生產流程雖然影響較小，但在引入數位化

之後，創新也變得重要。  

貳、創新與反競爭疑慮  

從商業模式的角度來看，顛覆式創新為新創者提供進入市場的另一種

途徑，其中開發更便宜或更優質的產品，避免與現有企業正面競爭，已經

成為普遍的商業策略。從消費者福利的角度來看，顛覆式創新只要不侵犯

基本人權或對公共政策產生不利影響，通常都會透過價格或品質來吸引消

費者，對消費者福利通常是有利的。  

 

                                                      
43 王素彎等，「國內外商業服務業創新模式之研究」，經濟部商業司委託研究（2008）。  
44 Raffaele Fabio Ciriello, Alexander Richter, Gerhard Schwabe, Digital Innovation, Content 

available from Business &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60(6):563–56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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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對競爭的影響  

關於創新與競爭政策之間關係的文獻通常來自三個主要理論：熊彼得

（1942）的理論，基於未來的壟斷利潤對創新具有激勵作用，因此假定競

爭與創新之間是負相關；Arrow （1962） 的理論認為競爭與創新是正相關，

因為對競爭者而言，創新的誘因就是超越競爭對手；和Aghion等人（1995）

的理論和實證分析，假定競爭與創新之間是倒  U 關係，即競爭過少或過

多對創新都是不利的。  

Arrow 以及Aghion 等人的支持者看到競爭主管機關在支持創新的重

要性，因為他們瞭解競爭是創新的驅動力。另一方面，熊彼特的一些支持

者則認為競爭主管機關幾乎沒有作用，因為他們明白壟斷是創新所必需的，

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只是暫時的，因為在過程中它會被其他創造顛覆的壟

斷迅速取代。然而，Shelanski （2013）認為熊彼得的理論並不意味著反壟

斷機關在保護創新方面沒有作用。相反的，它應該確保創造性顛覆的過程

不受優勢企業阻礙。因為顛覆式創新對消費者福利與對現存企業的威脅更

大，使得競爭政策對於顛覆性創新比對漸進式創新更為重要45。  

對創新者而言，可能面對幾種情況，分別是1.創新者取代了現存企業，

除非創新者採取排他性策略，否則競爭政策沒有理由介入；2.創新者被收

購，在創新過程中，越早被收購，收購方承擔的風險越高，價格也就越低，

競爭政策通常也不會關注此一問題。但是如果出現1.一個或多個現存企業

利用剝奪創新者在現有市場上創新產品的能力；2.現存企業放棄長期收益

並封存創新者或其產品以保護其現有地位，則主管機關可能有介入的必要。 

二、創新與結合評估  

Federico, Morton & Shapiro（2020）認為反壟斷政策的目標是保護和促

                                                      
45 Alexandre de Streel and Pierre Larouc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Policy 

Enforcement,” Noted by, OECD, DAF/COMP/GF (2015).  



39 

進充滿活力的競爭過程，有效的競爭刺激公司引入新的和創新的產品，因

為他們可以從競爭中取得市場，並可保護他們免於未來挑戰。因此，競爭

促進創新，競爭主管機關在評估結合時的標準，應該是如果結合可能顯著

減少競爭，則結合就應被視為反競爭，他們應用這個的原則來檢視水平結

合。因此，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響，應該考慮業務竊取效應（business-stealing 

effects）與創新協同效益。  

業務竊取效應主要觀察兩個直接競爭的對手之間的動態競爭過程。例

如B公司正投資開發一種新產品B以對抗產品A，如果這兩種產品相互替代

的可能性大，則B公司的創新努力對A公司所產生的業務竊取效應最大。

Arrow(1962)著名的替換效果（replacement effect）與業務竊取效應類似，

以同質產品的流程創新模型來看，壟斷市場的廠商比在完全競爭市場所面

臨的創新壓力小，因為壟斷者在創新競爭出現前就已經獲取可觀的利潤，

而競爭市場則沒有，因此激勵創新者加快創新，所以具創新能力的競爭對

手是促使公司創新的強大動力。由於產品創新的固定成本很高，且具有高

風險，因此，利潤必須相當可觀才能涵蓋必要的開發費用。所以評估結合

對創新的影響時，不應該是討論傳統的價格競爭，而應該可以容許成功的

創新者在相同的行業條件下，可以透過創新賺取高額利潤，使業務竊取效

果更大。   

在動態、創新的市場環境中，應該如何評估結合？過去結合評估所關

注的多是兩家彼此競爭的公司結合，因為消除直接競爭，可能導致更高的

價格的單邊價格效應，其背後的關鍵思維是，結合將兩者之間與價格相關

的業務竊取效應內在化，使得價格競爭減少，價格可以定得更高，對消費

者不利。衡量方法是根據兩家結合公司業務竊取效應內部化帶來的價格上

漲壓力，如果這些影響很大，則結合將可能導致更高的價格，除非它創造

了足以抵消這些影響的成本削減效果，競爭法通常假設結合顯著提高市場

集中度，就推定會嚴重損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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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邊創新效應類似單邊價格效應。要衡量A公司和B公司結合對B企業

的單邊創新效應，可採用創新轉移比率來表示。該比率的定義為B產品開發

成功，A企業的預期利潤損失，以B公司如果開發成功可能獲得額外利潤的

比率計算。創新轉移率包括B公司的新產品對A公司所有產品的數量和價格

的影響。創新移轉率愈高，業務竊取效應越重要，並且結合後愈可能縮小

或終止B產品的開發。  

在進行結合評估時，如果單獨考慮單邊價格效應（內部化基於降價的

業務竊取）或單邊創新效果（基於創新的業務竊取內部化）的問題，通常

得出損害消費者減少創新和提高價格的結論。最近的理論已經發現價格與

創新移轉效果內部化不必然會導致消費者剩餘減少，也不一定結合就會降

低創新誘因，因為不完全競爭的博奕理論模型與價格歧視模型有些模糊空

間，所以必須輔以實證資料。  

如果兩家公司決定投資發展的創新產品所產生的業務竊取效應顯著，

則應尋找可能抵消這些影響的結合協同效益（coordinated effects），指結合

可以透過協調來促進兩家結合公司的創新。在相關的文獻中，都得出如果

沒有協同效益則消費者可能會受損，並且降低創新誘因。但是最近的理論

模型指出創新協同效益可能出現在寡占企業，他們會先投資創新，然後再

根據創新結果訂定價格，所以結合可以增加研發投入，並使消費者受益 46；

第二種創新協同效益出現在結合促進兩家結合公司的自願技術轉讓，例如

結合前無法獲得共同開發流程創新的效益，但結合後則可以獲得降低生產

成本的授權或獲得對方的客戶；第三種創新協同效益則是結合使得開發新

產品更有效率，美國的水平結合指南中也有提到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響時，

可納入結合使研發更有效率進行的因素，這種研發協同效益的效果與結合

使知識自願分享相似，這兩種影響都需要視結合公司彼此的資產互補性而

                                                      
46  López, Ángel L., and Xavier Vives, “Overlapping Ownership, R&D Spillovers, and 

Antitrust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no. 5: 2394–437(2019)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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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總之，結合企業必須證明創新協同效益是因結合而產生，除了結合，

其他方式都不會更促進競爭，而且最重要的是，不止可以抵銷因結合導致

創新誘因降低，還能消除因為單邊價格效應危害產品市場競爭以及損害客

戶47。  

參、數位創新與競爭政策  

在競爭法中，透過潛在競爭的概念，檢驗創新誘因和可能性對市場結

構的影響，也適用於結合審查。例如，現有企業與潛在競爭對手之間的結

合可能會導致創新誘因降低，根據歐盟委員會對於水平結合評估的指導方

針，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結合具有重大的反競爭影響，必須滿足2個基本條件。

第一，潛在競爭者必須對另一方的行動產生限制性影響，或將成長為有效

的競爭力量；第二，在結合之後，不能產生許多具競爭壓力的潛在競爭者。

因此，競爭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視潛在競爭者在短期內進入市場而且可持續

的可行性，以防止競爭的負面發展。  

評估潛在競爭對手進入市場是否足夠、是否可預見和是否可持續的，

在非常活躍的市場中與在創新動力較少的市場中明顯不同，例如，數位經

濟中受益於自動化增加或數位化產生創新的部門，潛在競爭者的數量通常

不受限制，而創新程度較少部門則潛在競爭者相對有限。此外，在動態市

場中，如果進入壁壘不高，相對較短的時間就可以進入，也有一些特殊因

素例如互聯網可以降低進入市場的障礙，產品的成功往往取決於網路效應。

加入某一平臺的用戶，很少有動力轉換新平臺，這些都可以視為是進入市

場的結構性障礙，因此，在動態市場中，經常碰到的問題是現有的創新活

動是否有助於抵消市場力量，或它們是否受結合、合作或公司行為所限制。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長於2018年9月成立了《競爭法4.0委員

                                                      
47  Giulio Federico, Fiona Scott Morton & Carl Shapiro, “Antitrust and Innovation : 

Welcoming and Protecting Disruption,”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 edited by 

Lerner, Josh and Stern, Scot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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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任務是根據數位經濟的新挑戰，為進一步發展歐盟競爭法提供起

草建議。主要是因為平臺的業務模式興起以及跨市場數位生態系統的重要

性日益增加，改變了數位經濟。數位經濟的特徵是過程中不同層面的相互

作用，可能導致新的市場地位出現，而且持續鞏固地位，並可能擴展到其

他市場。《競爭法4.0委員會》堅信必須確保數位經濟中市場地位仍具有可

競爭性，以避免阻礙創新和競爭，或被其他市場所利用。他們認為在數位

領域，保護創新和增強消費者自主仍然是有效競爭的關鍵，所以需要歐盟

和成員國制訂一套考慮數位經濟變化的競爭規則，以強化執法的架構，快

速制止具有潛在高度危險性的反競爭行為，而且在某些領域也可以使競爭

法和其他部門的管制整合得更好。《競爭法4.0委員會》認為歐洲競爭法的

法律框架需要進行一些調整，但不需要破壞競爭法的基本原則 48。  

其中主要考量的包括數據接取問題、平臺管制、平臺合作的法律確定

性、聯合的數位管制問題，多與數位平臺的競爭有關。不過，《競爭法4.0

委員會》建議在未來幾年，歐盟應優先釐清數位領域企業間的新合作形式

（例如數據交換和數據匯集；涉及物聯網數位領域創新的合作項目投資），

並對數位經濟中的新合作形式引進可在短時間內就收到決定的歐盟層級自

願告知程序。雖然目前還沒有必要修改《結合管制條例》的門檻，但應對

相關案件的處理進行系統性的監測和評估，並向理事會和議會提交兩年一

次的報告49。  

《競爭法4.0委員會》認為目前尚無須引入事後結合管制系統，但對於

涉及收購早期創新型新創企業的案件，則應該審查是否利用現行的事前管

制制度規避市場力的系統性整合和擴張的風險。在應用  SIEC 測試

（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effective competition test, 對有效競爭產生顯著

                                                      
48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2017). 
49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2017). 



43 

障礙測試）評估具優勢地位的數位公司收購創新初創企業的競爭威脅時，

必須確保既有市場力的可競爭性。《競爭法4.0》委員會建議制定與損害理

論相關的指導方針，特別是考慮數據、創新和綜合性的傷害理論 50。可見

《競爭法4.0委員會》的討論重點在於數位平臺的出現，對應用數據、創新

以及可能帶來的限制競爭問題 51。  

Wei（2017）指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目的是保護創新的競爭過程，以落

實反壟斷的精神，所以競爭法的執行確實可以促進創新。就目前來看，競

爭法的原則與分析方法在顛覆式創新之下，仍然可以適用，不過，對於市

場界定應該重新加以省思。尤其在數位時代，產業發展不動動態演進，企

業的生態系統可能已經改變，顛覆式創新後的市場應該重新加以界定，包

括競爭者的市場結構與競爭效率都應該再行檢視，而非沿用既有的行業市

場範圍。為了正確評估相關市場的競爭效率，傳統的靜態市場界定的方法

論應轉而強調企業市場行為的調查以及瞭解創新傷害理論，所以競爭法的

分析重點應放在現存企業是否對潛在顛覆創新者採取防止反競爭的行為，

以避免市場被轉移或與低端價值網路的重疊擴大，而不是觀察通常所定義

的市場中的現存企業，是否有提高新企業進入的成本並加以封鎖。  

Bundeskartellamt（2017）競爭法考慮創新主要在現有產品市場，根據

傷害理論檢視是否因為創新而可能出現競爭減少的情況。不過，實務上考

慮創新對結合、濫用市場優勢或卡特爾通常是一項挑戰，因為研發過程通

常伴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並非每項研發活動都會產生可商品化的產品。

結合、合作或競爭相關實務對創新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可能出現正面、

負面影響也與觀察期長短有關，長期影響可能與短期影響不同，競爭法的

反壟斷如何影響創新驅動的市場，則持續存在爭論，因為創新與市場集中

                                                      
50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 (BMWi), “A New Competitio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2019).  
51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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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高間的關係不明確，可能導致過度執法影響長期的創新動力。另一方

面，執法不力則可能會阻礙競爭，減少創新誘因，從長遠來看反而削弱創

新驅動的競爭。一個競爭主管機關需要仔細審查每個個案，包括考慮根據

傷害理論，是否降低創新？創新是否可以制衡市場力？以決定其干預是否

必要52。特別是在數位經濟中，對創新與其長期影響的評估是否需要有所

不同，都需要主管機關加以評估。  

第二節 大數據與競爭法  

根據邱映曦等（2020）歸納相關文獻，認為大數據的特徵基本上涵蓋「數

量」、「速度」、「多樣化」、「真實性」與「價值」等五大要素。其中數

量是指資料規模大幅提升，可分析資料的規模提升，強化資料分析之廣度

與精確度；速度指蒐集、儲存、處理和分析資料的成本下降，提高策略反

應的速度；多樣化指多元資料整合，得以呈現出新的關聯性或結果，透過

整合資料片段形成特定人 /事/物之分析或預測，為創新奠基；真實性指使用

正確、未有偏差、異常的資料，使企業可用以重要決策參考；價值指藉由

使用精準真實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應用，使資料產生一定效益，協助企業識

別消費者需求、提供創新服務，或作為其他營運成本或策略調整的參考。  

壹、大數據運用  

由於大數據的基本前提為大量的數據，因此從資料產生到應用都有一

定的過程，文獻上稱之為大數據價值鏈。其中在資料蒐集部份，由於數量

龐大，而且需要即時收集，故目前的主要方法都非透過人工收集，而是透

過智慧終端設備、連網設備、感測器等技術設備直接產製大數據資料，並

且是第一手資料，除了生產設備所產出的各項資料外，與客戶或消費者間

透過電子郵件、電子訂單（交易）系統、社群媒體等各類網路及智慧行動

                                                      
52 “Bundeskartellamt, Innovations –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 Series o

f papers o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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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取得使用者的資料均含括在內。除了第一手資料外，也可透過組織內

部相關部門之資料盤點或自外部資料來源等，如運用科技工具（如爬蟲技

術）、政府開放資料、社群媒體資料、第三方資料庫或其他個人持有的資

料等管道取得原先已存在的資料。  

在取得資料後，需進行資料清理、資料整合、資料標籤、資料轉換等

過程，使其成為可一致使用的資料，以作為資料分析的基礎。進行資料分

析時，可透過不同的分析工具進行分析，例如透過機器學習進行資料挖掘，

探勘有價值的資訊，透過AI或演算法訓練模型，或根據所蒐集的資料據以

歸納特徵，再進行分析及研判，或出售給其他有需要的事業或組織。到資

料應用階段則主要進行資料加值應用與服務開發，除了發展預測模型以提

供企業擬定生產計畫或策略制訂的基礎外，並可供企業及時提供客戶或消

費者最具科學性的服務。  

大數據所收集的資訊，通常包括客戶的年齡、性別、位置、家庭組成、

人口統計學、飲食習慣、生物特徵識別等，讓企業可以準確的預測當前或近

期發生的事件（例如交通狀況、病毒爆發、家庭 /汽車銷售和餐館人群）53。 

貳、大數據與市場界定  

隨著數據在數位經濟運營市場的出現，關於數據與競爭執法的相關性

的問題也逐漸衍生出來，其中關於數據是否影響市場界定的問題，在討論

競爭法時首先被提出來。不過，一般文獻多集中在討論數位平臺或搜尋引

擎所蒐集到的大數據與競爭的關係。  

 

一、  大數據市場界定問題迄無定論  

在評估是否濫用市場優勢時，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相關市場界定都包括

                                                      
53 OECD,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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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根據產品或服務的特性、價格和其他，來界定有可能被視為可取代

的產品或服務的市場。不過，到目前為止，歐盟委員會尚未定義個人數據

或其任何特定用途的市場。   

一般多會質疑用戶並未允許與其交易的企業或線上平臺蒐集相關資

訊，不過提供數據似乎是使用這些平臺的副產品，使用者並未提供產品以

換取能夠使用搜索引擎或社交網路功能，與普通的經濟交易剛好相反。因

為用戶無法確定他們想要提供的數據數量和類型，也對他們將得到的回報

沒有任何影響，而是由線上平臺單方面決定所要蒐集的數據類型和數量，

並將他們的做法強加給用戶接受或放棄。  

現行的競爭法標準只允許在資訊確實交易的情況下對數據界定市場，

例如。Twitter 的數據授權活動和數據經紀人出售收集到的消費者個人資訊

給其他企業。依據目前的競爭法原則，無論是搜索引擎、社交網路和電子

商務平臺線上服務，只要各自的提供者和用戶之間沒有數據的經濟交易，

並且這些線上平臺的提供商沒有將數據出售給第三方，就沒有數據的市場

界定54。  

不過，歐盟電子商務部門調查的最終報告，證實了數據收集和使用有

可能會出現競爭問題。例如線上平臺市場與第三方賣家或製造商用自己商

店的資料和零售商之間交換競爭敏感數據，其中這些公司在某些產品或服

務上可能彼此是直接的競爭對手，這可能違反競爭法。歐盟委員會正在研

究價值門檻是否適合作為結合申報門檻的替代變數，其中新的門檻考慮 IT

公司未來的市值以及消費者如何將數據作為他們免費使用互聯網服務的費

用（貨幣）。以交易價值作為結合門檻的方式已經在德國和奧地利採用 55。 

                                                      
54 Inge Graef, “Market Definition and Market Power in Data, World Co mpet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55 Baker McKenzie,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in the digital age” (2017), 

https://www.bakermckenzie.com/-

/media/files/insight/publications/2017/10/ar_antitrust_digitalage_oct17.pdf?la=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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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邱映曦（2019）認為從資料本身是否為交易標的加以區分，資料為

交易標的，已具備市場性，可以直接就其商品 /服務提供之內涵與範圍明確

劃定，利用適當的市場界定工具進行產品市場的界定。資料非為交易標的，

目前競爭法及其執法而言，尚未市場化成為獨立商品 /服務的資料，並不在

個案市場界定評估的範圍內。資料所具有的競爭的價值，在數位時代更為

重要，或可針對資料進行市場界定，以發掘出需要該特別資產之既存或潛

在市場。  

宋皇志（2020）歸納大數據的相關市場可區分成大數據蒐集市場、大

數據儲存市場及大數據分析市場，分別代表大數據於蒐集、儲存、與分析

等三階段之相關市場。大數據蒐集市場（或大數據交易市場），應與傳統

競爭法之商品市場無異；大數據儲存市場主要提供數據儲存服務，如雲端

儲存服務市場；大數據分析市場可依據數據分析的不同應用場景區分成不

同的子市場，例如電子商務市場、網路廣告市場等。  

二、擁有大數據不一定提升市場力  

企業根據大數據能提出產品創新、提高生產流程的效率、預測市場趨

勢、改進決策並強化對消費者的服務，為企業帶來了實質性的創新和效率

提升。不過，控制大數據並不一定會帶來市場力的提升，因為某些市場競

爭激烈，即使是小企業也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收集到各種數據。此外，數

據也會面臨效益遞減的現象，唯有當數據分析和良好的演算法預測結合使

用時，數據才能產生最好的價值，不過，這需要大量投資於硬體、軟體和

專業人才。即使在數據在數位市場的競爭策略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使得現

有企業可以在多種產品之間激烈競爭，但潛在的競爭者仍會提出創新的想

法，對現有市場帶來動態的競爭壓力 56。  

                                                      
56 OECD, “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the Digital Er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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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競爭法的考量  

OECD評估競爭法對大數據的影響，主要見解整理如下：  

一、競爭分析仍應考慮是否掌握大數據  

運用大數據或交叉引用多個數據資料庫的能力，雖然不一定帶來優勢

地位。不過，因為透過直接和間接的網路效應，運用大數據的公司仍可對

不同價格彈性的消費者提供不同的服務，以提高服務品質，從而即時回應

消費者需求，比潛在競爭者更容易掌握競爭優勢，因此仍應將大數據視為

競爭分析的一部份。  

二、是否對大數據引發的反競爭行為制訂新標準仍待研究  

競爭法的執法機關在分析結合和濫用優勢地位案件時，應該關注大數

據的相關風險，包括使用隱蔽追蹤和數據收集以排除競爭者的新傷害理論，

以及在分析不同競爭層面（例如品質和創新）的影響時，將數據的影響納

入考慮。不過，也要注意大數據其實不會造成系統性損害，而且對消費者

有益，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的任何行動，均應以對競爭過程造成損害

的證據作為佐證，否則，過度執行可能反而會給市場競爭和創新過程帶來

不必要的成本。  

三、在審查結合與濫用排他性案件中可考慮大數據優勢的影響  

將大數據納入競爭執法中的第一種方法，是將數據視為企業可以用來

強化其市場力、鎖住（ lock-in）消費者，並且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的排他性

投入要素或資產，尤其在結合和濫用排他性的案件中。在數位時代，國際

主要法制對於資料驅動的數位市場結合的相關判斷原則多有所調整，惟主

要集中於討論資料驅動產業或是多邊市場與網路相關的事業，對一般事業

應用網路或數位化的討論相對為少。其中德國  GWB 第9次修正針對資料

驅動之數位事業如何判斷其市場地位納入5點考量，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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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與間接的網路效應  

2. 使用者同時使用多種服務及轉換至其他服務的成本  

3. 網路效應相關的規模經濟  

4. 獲取競爭的相關資料  

5. 創新競爭的壓力  

其中4. 獲取競爭的相關資料，以及5. 創新競爭的壓力，可能與一般事

業數位化之後的市場地位評估比較相關。不過，何謂「競爭的相關資料」，

目前德國主要係以Facebook利用所取得的使用者資料廣告商行銷目標式廣

告服務為考量模式，其他非網路平臺事業的競爭相關資料則無具體案例可

運用，或可解釋為與業務發展、精進及獲利相關的資料，都可被認定為「競

爭的相關資料」，而得以作為判斷市場地位之部分因素。  

對於事業結合，即便在數位時代，仍應考量結合事業利用與所涉資料

類型的差異性而定，例如不同的服務模式、產業型態與技術、可取得或利

用的資料、資料蒐集來源、類型、範圍與實際上之應用等，因此執法機關

對於個案面臨之資料競爭環境應有更完整的掌握。目前在資料驅動之結合

審查應注意哪些層面，或必要進行那些項目的關注，國際上目前沒有比較

統一的作法，不過，從數位時代利用大數據或  AI 發展資料市場力，已成

為未來資料經濟發展必然的方向，過度限制資料的利用，將影響產業運用

大數據進行創新，或改善產品或服務的相關發展，但考量透過大數據或  AI 

相關技術的研發，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所以結合審查時應將可能發生的

風險儘可能納入評估57。  

因此，競爭主管機關可以考慮因為掌握資料優勢產生的封鎖風險，並

據此設計補救措施。不過，在採取任何干預措施之前，主管機關應逐案檢

視個案有多少營收來自於數據控制和數據分析，特別是在相關市場中，數

                                                      
57 邱映曦等，「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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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是否可複製？可否從其他來源收集？不同數據集之間的可替換程度如

何？數據多久會過時？潛在競爭者需要多少數據才能競爭？  

四、大數據分析對產品品質競爭的影響迄無法明確衡量  

大數據分析可能對品質競爭產生影響，一方面，從數據中獲得的資訊

使公司能夠提供創新和客製化的產品；另一方面，過度收集數據和濫用個

人資訊則可能損害消費者利益，包括隱私、數據保護、言論自由、消費者

選擇和非歧視權利。雖然品質可能是競爭政策的重要層面，但並非所有的

產品特性都必然與消費者相關或直接受競爭過程影響。因此，大數據對產

品特性（例如隱私保護程度）的潛在影響，只有在有證據證明對消費者的

隱私權價值或隱私層面確實發生競爭時，才會觸發反壟斷訴訟。因為目前

大多數的競爭分析工具都是基於價格效應，並且缺乏良好的品質衡量標準，

也可能會增加競爭法執法的主觀性，因此，在競爭分析中引入品質時需要

面臨一些挑戰，究竟應由競爭主管機關解決，還是由其他機關解決，尚無

明確的共識。  

五、競爭法主管機關針對數位經濟仍要關注市場的良好運作  

數位經濟和大數據的發展，由於缺乏透明度和線上消費者對自己的數

據失去控制權，引起一般人擔心可能存在破壞數位市場良好運作的風險。

因此，在數位經濟中，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競爭、數據保護和消費者保護

之間的交互影響應加以關注，以促進市場信任和消費者福利。  

至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數位化轉型之政策與研究，主要聚焦於

演算法與人工智慧58。其中於2021年3月公開的演算法和人工智慧競爭政策

報告（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  報告書）針對大數據部份，指出為

了提高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的準確度，事業必須蒐集大量數據，而事業蒐集

數據方式大概可分為三類：事業向商業夥伴蒐集數據、事業向消費者蒐集

                                                      
58 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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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以及事業經由併購取得被併購方所有的數據 59。  

一、事業向商業夥伴蒐集數據有可能涉及聯合行為  

關於事業向商業夥伴蒐集數據屬商業聯盟（業務提携）涉及獨占禁止

法的問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商業聯盟研究小組報告有詳細討論 60。

雖然獨占禁止法沒有具體規範事業間交換資訊行為，但事業間交換資訊行

為仍可能屬於聯合行為的意思聯絡方式，至於是否屬聯合行為的意思聯絡，

實務上會斟酌事業間所交換的資訊內容、性質、方式、頻率與對事業間之

影響而定61。  

二、事業向消費者蒐集數據有可能涉及濫用優勢地位  

當事業向消費者蒐集數據，則涉及數位平臺與提供個人資訊消費者交

易過程中濫用優勢地位之指南（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事業者と個

人情報等を提供する消費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

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該指南目的在於防止數位平臺事業濫用其優勢

地位不當向消費者蒐集個人資訊。該指南說明認定優勢地位應考慮的因素

以及濫用優勢地位的行類型。  

三、事業經由併購取得他事業的數據應考量經濟力過度集中問題  

事業經由併購取得他事業的數據，則涉及獨占禁止法的結合與關於企

業結合審查之獨占禁止法運用指針（企業結合審査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の

運用指針）。日本關於結合管制部分，學理上分為一般集中管制、市場集

中管制二種類型。前者是以其結合對整體經濟或特定產業有無經濟力過度

                                                      
59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

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4 (2021)。  
60 公正取引委員会，「業務提携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について」，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jul/190710.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6/27。 
61 施錦村、馬泰成、單驥、劉姿汝，「競爭法規範有關事業間交換敏感資訊與聯合行為

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2 期，88（2018）。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2019/jul/190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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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為管制重點，後者則是禁止對特定市場有限制競爭影響的結合 62。  

第三節 演算法與競爭法  

在現代的商業模式中，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數據驅動創新 (data-driven 

innovation) 愈來愈重要，同時帶動了演算法(algorithms)的進一步發展。演

算法是輸入設計好有明確順序的指令，並根據明確定義的格式輸出，演算

法可以用通俗的語言、圖表、計算機代碼和其他語言表示。根據Cormen, 

Leiserson, Rivest &  Stein (2009)的定義，認為演算法是定義好（well-

defined）的計算程序（computational procedure），以某些數值（some value）

或一群數值(set of values)作為投入，再產出某些數值或一群數值，所以演

算法是一系列的計算步驟，可以將投入轉換為產出，也可以將演算法視為

明確定義投入與產出關係，以解決特定計算問題的工具。  

其實人工智慧（AI）、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等現代演算法所使用的一

些基本程式原理，早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就已經由電腦科學家開發出來，

只是因為最近有可用的數據和現代電腦的高速處理能力，才使演算法能夠

獲得良好的結果63。隨著大數據的廣泛運用，加上運算能力的不斷增強，機

器學習和AI已經被廣泛的應用於各種環境與行業中，特別是在一些規模比

較大的、比較具有重要意義的公司運營，都少不了它，例如  Google 的搜

尋演算法和  Facebook 的  News Feed 演算法，甚至小型企業也越來越多購

買第三方團體開發的工具來使用機器學習。例如，亞馬遜網路服務市場

（Amazon Web Service Marketplace）就提供數百種機器學習服務，涵蓋語

音辨識、自動臉部辨識、文件摘要等。所以不管大企業或中小企業都在利

用更好的技術來創新產品和改進其內部流程，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64。  

                                                      
62 顏廷棟、馬泰成、林國彬，「公平交易法對企業集團事業之結合管制」，公平交易季刊，

第 23 卷第 3 期，24（2015）。  
63 OECD,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oundtable on Algorithms and Collusion,” Annex to 

the Summary Record of the 127th meeting of the Competition Committee (2017).  
64 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A lgorithms: How they can reduce competition and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zh-TW&prev=_t&sl=auto&tl=zh-TW&u=https://aws.amazon.com/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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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演算法的好處  

機器學習技術愈來愈多用於訂價目的，例如根據過去的歷史資料，包

括過去的交易記錄、競爭對手的價格與其他市場條件，使用AI訂價軟體，

以訂定考慮即時資訊（競爭對手的目前的價格或其他設定的參考條件）下

的最適價格，此一交易結果將再回饋到系統中，以便再演算出下一個最適

價格。根據英國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簡稱

CMA)對於訂價演算法的定義為使用一種計算程序，將價格作為計算程序

中的投入，透過該程序決訂定新的價格 65。  

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認為演算法對企業及其消費者至少帶來

五種雙贏結果，CMA（2018）則將演算法分為供給面效率與需求面效率，

以下綜合兩者的看法，分別加以說明：  

一、供給面效率  

（一）改進現有產品  

數據收集結合演算法的使用，讓企業能夠發現產品中的設計缺陷，並

確定產品和服務的重要特徵，從而更精確的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有助於企

業優化新的產品和改善現有產品，通常有利於消費者。例如，Google地圖

從不同的用戶中收集即時交通數據，並結合歷史數據，準確的預測交通狀

況，創造一個良性循環，使更多的駕駛願意採用它。  

（二）降低成本  

對於銷售數百項或甚至數以千項產品的公司而言，在面對成本和庫存

不斷變化的市場時，其實很難確定其所有產品的正確訂價，若能透過自動

決策規則或演算法，則可顯著的改善效率，並將這些節省下來的成本全部

                                                      
harm consumers,”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21). 

65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Pricing algorithms -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sed pricing,” CM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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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轉嫁給消費者，並可改善庫存管理。  

（三）發現最適價格  

只要價格定得好，運作良好的市場就可以有效的分配稀缺資源，因為

價格太高，就會很少有消費者願意購買；如果價格太低，則很少有生產商

願意出售。訂價演算法可以改進整體價格的制訂方式，使競爭性市場運作

得比較好。使用數據分析的訂價演算法，讓企業更快地確定最適價格，尤

其是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中，這不僅幫助市場找到買賣雙方的均衡點，

同時也讓企業知道資源如何分配，以提供最有價值的產品給消費者。  

（四）降低進入門檻  

訂價演算法可以幫助以前擁有相關知識與有經驗的企業進入新的領

域，例如，過去對於玩具的行銷和訂價，需要很瞭解孩子們喜歡什麼和最

新的遊樂場趨勢，通常需建立在多年的經驗上。在引進訂價演算法之後，

製造商現在可以讓數據自動為不同的玩具訂定不同的價格，剛開始從少數

種類開始，再依據實際銷售情況逐漸擴大。同樣的，現有的零售商可能會

發現演算法讓他們更容易擴大產品供應層面，即使對於不熟悉的產品也可

以投入。  

二、需求面效率  

（一）降低搜尋成本  

配對演算法為消費者確定最符合他們喜好的產品，這意味著不必花費

許多時間搜尋無數的商店或網站，消費者即可直接找到最相關的選擇 66。  

（二）加速選擇決策  

演算法為消費者提供與其選擇相關的信息，例如Camel Camel Camel 

                                                      
66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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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三方價格監控工具針對特定產品的價格達到一定水準時提醒消費者，

幫助他們在亞馬遜平臺上以最低價格購買產品。  

訂價演算法最常被運用在線上平臺市場，過去因為實體零售環境很難

收集競爭對手的價格或頻繁的修改價格，所以很少使用演算法。但現在零

售店已開始採用電子價格標籤，使他們能夠更快速、更頻繁地更改店內商

品的價格，以回應市場波動或處理庫存產品，甚至零售汽油供應商也使用

訂價演算法來促進默示價格一致性，以提高他們的利潤率 67。  

日本的演算法和人工智慧競爭政策報告，認為日本事業利用演算法與

人工智慧研究他事業價格的行為可能有二種類型，一種是價格調查演算法

（価格調査アルゴリズム），又稱市場調查價格工具（市場価格調査ツー

ル），即利用API和網路爬蟲來掌握他事業的價格。目前價格調查演算法已

被廣泛運用，如果事業價格可於網路查詢或公開於網路上，既可透過價格

調查演算法快速調查取得。相較於人工調查，透過價格調查演算法可以更

容易、更快速監控他事業的價格 68。具體而言，經由價格調查演算法算法，

價格設定參與者可以更容易監視彼此的行為並確認是否遵守價格設定協

議，可以更迅速懲罰或報復違反的事業 69。  

另一種使用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研究他事業價格的行為，則是價格設定

演算法（価格設定アルゴリズム）。價格設定演算法可細分為三種：價格

自動更新工具（価格自動更新ツール）、機器學習與強化學習。所謂價格

自動更新工具，係指事業設定了訂價規則，並透過價格調查演算法蒐集他

事業的價格，按事業設定的訂價規則來自定設定價格。價格自動更新更具

常用於網路商城，賣家經由價格蒐集演算法廣蒐他事業價格，並按最低價

                                                      
67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Pricing algorithms Economic working paper on the use 

of algorithms to facilitate collusion and personalised pricing,” CMA (2018).  
68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報

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12-13 (2021)。  
69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報

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1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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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來設定自己的價格，保持最低價優勢，以吸引消費者。所謂機器學習，

則是透過機器學習預測需求，價格將根據供應與需求的變化而更動，常用

於住宿和機票價格設定。強化學習則加入銷售而和利潤，並經由強化學習

設定價格，以求銷售額或利潤極大化，目前沒有使用實例 70。  

貳、演算法可能引起的競爭疑慮  

時下市場環境電腦化、數據的積累與取得、交易的自動化與機器學習

等技術發展已經為市場寫下了新的遊戲規則，對事業間的競爭以及事業與

消費者間的關也產生深遠的影響 71。以訂價方式為例，過去係由人類掌控

市場的活動，並決定是否、如何漲價或降價，而訂價策略的實施可能需要

數週，甚至數月的時間。如今，演算法可在幾毫秒內估算並調整價格，甚

至以動態的訂價方式細分市場、甚至在特定時間對特定買方提出特定價格。

演算法基於剩餘庫存、預期需求與競爭者的決策等參數，而最佳化所提出

之交易條件，現已在航空、訂房、旅遊、零售、運輸、醫療與娛樂等各種

產業根深蒂固。Amazon於2016年8月收購線上零售商Jet.com的目的之一，

即係為提升其演算法之能力 72。  

儘管使用演算法有許多促進潛在競爭的理由，例如可能降低價格、增

加消費者之選擇。不過，演算法也可能導致反市場競爭的結果，演算法可

能以犧牲消費者為代價，剝削消費者剩餘直接傷害消費者，輕易躍過傳統

競爭法的禁制，促進或穩固勾結，從而導致更高的價格 73，CMA發現演算

法可能使現有具優勢地位公司妨礙競爭對手或新進入者，以避免被他們挑

                                                      
70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報

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13-14 (2021)。  
71 Ariel Ezrachi & Maurice E. Stuc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 U. ILL. L. REV. 1775, 1780 (2017). . 
72  Id.; David J. Lynch, Policing the Digital Cartel , FIN. TIMES Jan. 9,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9de9fb80-cd23-11e6-864f-20dcb35cede2. 
73 Lynch, supra not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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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或是為了避免價格競爭，可能導致價格聯合行為74。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根據CMA的分類，將研究重點集中於演算法所造成的勾結影響75，

包括：  

一、對消費者的直接傷害  

與對消費者的直接傷害比較相關的議題包括個別化訂價和選項架構安排。 

（一）個別化訂價  

個別化訂價就是經濟學家所稱的價格歧視，價格歧視是企業有能力對

不同的消費者收取不同的價格。演算法的使用和收集消費者的數據，使企

業能夠準確的辨識不同的消費族群，以及不同消費者對不同商品所願意支

付的價格。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個別化訂價的效果並不明確，因為個別

化訂價可以降低消費者的搜索成本，使消費者與產品和服務之間更加配對

更精準，它還可能讓企業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賣給不願意高價購買他們商品

的消費者，另一方面，一些消費者則必須付出比較高的個別化價格，代表

消費者剩餘從消費者轉到企業，如果這是獨占者所為，可能會造成未增加

銷售就可以得到額外的利潤，在實務上，這種做法可能被某些消費者視為

不公平。另外，如果個別化訂價反而增加消費者的搜尋和交易成本，例如

消費者需要貨比三家或花更多成本以避免被收取較高的價格，這可能也有

損經濟效率。  

（二）選項架構安排  

演算法不僅允許公司採用個別化訂價，還可適用於用戶體驗。由於數

據是蒐集每位用戶的消費習慣，企業可以使用演算法來優化所要呈現的資

訊，從而改善用戶的瀏覽過程增加利潤，尤其透過客制化排序影響用戶的

                                                      
74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Algorithms: How they ca n reduce competition and 

harm consumers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21). 
75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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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可能對公司更有利可圖，而不是呈現更適合用戶的產品。除了前述

行為偏差之外，另一種可能的風險是某些選項會直接被隱藏起來76。  

二、排他行為  

與演算法有關的排他行為，傷害理論主要考慮的是自我偏好。自我偏

好可以定義為一家公司對待自己的服務比對競爭對手更為優渥，這通常發

生在公司擁有不同層面的供應鏈，對於一個同時是批發商也是零售商，並

且可控制重要的投入或消費者。例如，超市能決定貨架產品的展示方式，

若超市出售自有品牌產品，即有誘因在利潤最高的貨架上展示自己品牌的

產品。  

在數位平臺上，演算法則可用於控制消費者的選項架構，尤其是在展

示給消費者選擇的排列上。目前比較擔心的是演算法被平臺設計為有利於

平臺自己所提供的產品，而不是那些跟消費者最相關的產品，例如標竿案

例Google 購物案中，  Google濫用其在網路搜尋的優勢地位，對自己提供

的購物服務可以不受演算法約束的優惠。除此之外，其他可能導致排除競

爭對手的潛在傷害理論，還包括第三方現存企業（即除了平臺）的演算法

方式和個別化的掠奪性訂價（使用個別化訂價，以辨識和鎖定最有可能轉

換的客戶，並提供他們避免轉換的價格） 77。  

 

三、演算法價格勾結  

勾結之形式，可區分為明示勾結（explicit collusion，亦稱顯性勾結）

與緘默勾結（ tacit collusion / conscious parallelism，亦稱隱性勾結、有意識

的平行行為）。前者係競爭者間經由意思聯絡（communication），而明示

                                                      
76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77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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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達成協議或合意（agreement），且就共同價格或產量操縱等勾結，不論

是否因而行為一致、或有無產生反競爭效果，僅須達成協議或合意，即足

認定違法，亦即各國通常對之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或目的性限制競爭

（restriction by object）之嚴厲審查模式，惟有時亦可能如歐盟競爭法設有

一定安全港（safe harbor）制度78；後者則指競爭者間並無任何顯然協議，

惟意識到彼此之利潤與決策具有相互依存關係（ recognizing their mutual 

interdependence），遂沉默地相互協調，並共同提高價格。此際，每一事業

均係獨立、分別地實行利己的利潤最大化策略，卻仍形成了「彷彿存在協

議或合意」的不競爭結果79。  

相較於明示勾結受到競爭法的強烈譴責，而通常不問其對市場產生之

實際影響，即逕行認定違法，緘默勾結之違法性認定較為模糊，且競爭主

管機關在舉證時亦將面臨更多困難。其中，緘默勾結是演算法在數位市場

時代向競爭法發起的挑戰，將成為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面臨的新課題。  

在工業時代，人們對事業間勾結場景的印象是「煙霧瀰漫的房間」

（smoke-filled rooms），此可追溯至1907年由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董

事長Elbert Gary在金融恐慌期間舉辦的一系列晚宴。在紐約Waldorf Astoria

酒店的宴會廳內，總計掌握了美國90%鋼鐵產量的男性們交換了各自的工

資率、價格與各種業務資訊，渠等的目標是穩定鋼鐵不斷下跌的價格 80，這

是人們對勾結的經典想像。競爭關係事業的高階主管們共謀操縱價格、降

低產量，競爭法對此早已司空見慣。傳統競爭法的干預聚焦在「是否存在

                                                      
78 除目的性限制競爭外，若勾結之全體事業，其市占率合計不逾 10％，即視為其勾結不

構成對競爭的顯著限制（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亦即不適用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 TFEU）第 101 條第 1 項

規 定 對 水 平 協 議 （ horizontal agreements ） 之 禁 止 ；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 Minimis Notice), 2014/C 291 O.J. 1, para. 8.  
79 陳和全、陳志民，「演算法與聯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議題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託研究報告，頁 83-84，（2019）。  
80 Lynch, supra note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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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意或對他人意圖之瞭解，而可反映事業間在行為或意願上趨於一

致」，凡事業藉其董事、經理人、員工或控制股東，以勾結扭曲或限制競

爭，即可能違反競爭法81。  

如今，酒店房間內的煙霧已然飄散、面對面的勾結顯得多餘，勾結的

型態與樣貌更加難以捉摸，執法的難度呈幾何上漲，此種變化展現為兩個

特徵。首先，勾結變得「快速化」。演算法能快速地掌握並分析數據，隨

時監控競爭者的價格動態、對照並分析過往的需求與價格，甚至預測未來

可能的市場變化與競爭者的價格或商業決策，同時監視著勾結同夥有無遵

守協議（亦即有無破壞、背叛勾結），演算法將根據各種數據，在幾毫秒

內即時地調整我方的價格，並對背叛勾結者施以制裁，相較於由血肉組成

的人類，演算法以邏輯化的程式碼為骨、海量的數據為肉，其反應速度顯

然快得多。  

其次，勾結變得「去主觀化」，此特徵表現在兩個方面：（1）為了實

現利潤最大化（profit-maximizing）或達成特定的銷售目標，演算法經運算

後，可能發現與競爭者勾結是最穩妥的作法，從而在使用演算法的事業不

知情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地與競爭者實施相同的市場策略，如同時提高價

格或變更其他交易條件，形成「類似」於勾結的狀態。之所以謂「類似」，

係因競爭關係事業間在外觀上雖行為一致，惟其高層主管間並無勾結之協

議、意思聯絡，亦無反競爭意圖，其僅係分別、單方面地使用演算法而已，

僅是其對演算法之控制能力有限，而無法預測演算法是否、何時、如何、

持續多久地勾結或提高價格，故演算法不僅可充當勾結之耳目、橋樑，更

可能逸脫人類的控制，而化身為勾結的執行者；（2）勾結的崩解必然伴隨

著背叛者對短期內暴利或優勢的貪婪、或對刑罰的恐懼，然而，演算法本

質上是冰冷、絕對理性的程式指令，並無貪婪或恐懼等人類特有的七情六

慾，因而可排除人類情感的不理性元素、降低誤判的可能、快速地察覺背

                                                      
81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77, 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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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行為並加以報復，同時無畏於執法的威懾效果，從而降低背叛的可能性，

高效率、無限期地穩固勾結 82。  

根據Descamps, Klein and Shier（2021）的觀察，訂價演算法至少有4種

可能導致勾結的不同方式。  

（一）明確的演算法勾結  

根據歐盟的電子商務部門調查發現，大多數線上零售商使用演算法來

監控競爭對手的價格，大約有三分之二會使用自動調整價格的演算法，可

見自動化訂價日益普及，使得彼此競爭的管理者更容易實施價格固定協議

的意圖，已經不需要再透過磋商，只要使用簡單的演算法就可以代替聯合

訂價，因此事業透過演算法可以光明正大的傳遞訊息。最明顯的例子是英

國的  GB Eye/Trod案（在美國被稱為Topkins案)，線上海報賣家使用預先設

定好的訂價演算法在差異化和不穩定的市場協調價格，雖然與傳統的卡特

爾一樣都屬於非法，然而，透過演算法比傳統的卡特爾的執行和監控要簡

單得多。此外，最近的研究也發現透過相互採用演算法，可以使共同利潤

最大。  

（二）演算法軸輻式勾結  

軸輻式勾結係由發起勾結的首腦事業作為輪軸（hub），逐一向其競爭

者或上下游事業進行聯絡與安排，其同意加入勾結者即為輪幅（spokes），

而由作為勾結軸心之輪軸事業對外進行控制 83。雖然沒有直接合意，但要

指控軸輻式勾結通常比水平勾結更難，因為合意是存在上下游的事業之間，

並非在同一產銷階段具有水平競爭關係的事業（各個「輪輻」）間，所以

沒有直接合意。透過中心輪軸與每個輪輻間作出相同限制競爭條件的垂直

                                                      
82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臺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頁 214-216（2019）； Id. at 1782；Lynch, supra note 72. 
83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同前註，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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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也可以間接達成輪輻間相同限制競爭條件的效果。  

軸幅式的勾結其目的在於維護或提升勾結同盟之市占率或利潤，且在

水平層面（競爭同業間）或垂直層面（上下游事業間）均可能發生。「輪

軸與輪幅」之特色在於，其勾結關係係由輪軸事業進行安排與掌握，輪幅

事業僅與輪軸事業進行聯絡，數輪幅事業彼此間則無直接之意思聯絡，而

僅具備共同合作與利益相依的認知，依循輪軸事業之指示而間接地勾結 84。 

不過，輪軸不一定是相關市場中的事業，而亦可能是產業外的第三方。

例如，事業可能將其訂價與成本等相關數據發送給第三方之訂價策略公司，

而由該第三方建議或設定能最大化利潤的價格或交易條件。若市場中許多事

業均向同一間訂價策略公司尋求建議，此時即可能由該第三方作為輪軸 85。 

CMA擔心第三方提供的演算法軟體讓軸輻式勾結成功，尤其是具有優

勢地位的訂價軟體提供商，可能根據其設計演算法的能力和動機，有效地

策劃勾結。最有名的案例是2016年美國將Uber視為軸輻式勾結中的輪軸，

經由精心策劃的價格來傳播其訂價演算法，不過，最後針對Uber的訴訟被

駁回，理由是Uber與公共交通的競爭更為普遍86。  

歐盟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於2016年1月的先決裁判

（preliminary ruling）87，說明立陶宛線上旅遊預訂系統E-TURAS的平臺管

理者向旅行社發送限制折扣比率的通知，且提供技術規則告知旅行社如何

揭示折扣上限與訂價。如果這些旅行社「知悉」折扣限制，且沒有其他不

構成合意的情形，就可以「推定」其間有構成聯合行為的合意，必須承擔

違法的責任88。因此，先決條件為知悉且未偏離協議內容。  

                                                      
84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218；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4。  
85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8. 
86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 tion :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87 吳志光，「歐盟法院的訴訟類型」，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上），洪德欽、陳

淳文主編，臺灣歐盟聯盟研究叢書 8，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90 陳韻珊，「訂價演算法與卡特爾」，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79 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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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迄今為止，大部份都是透過模型模擬結果得知訂價演算法會導致企

業勾結，不過，並沒有實際證據證明，因此也讓人擔心在垂直關係中使用

愈來愈多的演算法訂價，會提高企業價格一致的誘因與可能性，使得非法

明示的卡特爾與合法默許勾結之間變得更加模糊 89。   

（三）默許的演算法勾結  

訂價演算法或許能使事業單方面在市場上避免價格過高或過低，而達

成暗默勾結。因為演算法是可預測的代理人（ the predictable agent），競爭

者間各有獨立的訂價演算法監控價格，並隨時根據市場資料調整，雖無一

致的合意，但透過訂價演算法可強化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conscious 

parallelism)，進而成為有效的暗默勾結(tacit collusion)  90。然而，達成穩定

且無異議的高價並不容易，因為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成本結構和庫存量，

尤其新公司進入市場，常需面臨需求波動，要保持高價並不容易，以致會

影響默契的維持。  

（四）自主演算法共謀  

當演算法是透過學習而不是經由人類指示的方式形成卡特爾，可能很

難認定違法，因為企業使用演算法的結果，最後不知道演算法究竟學會了

什麼策略。Klein（2020）與Calvano, Calzolari, Nicolo &  Pastorello（2020）

兩篇文章都透過模擬彼此競爭的公司，在使用演算法的獨立錯誤探索學習

設定最適價格後，發現企業確實可以學習共謀策略並維持高價，以配合他

們的競爭對手，並且只在他們的競爭對手削價競爭，他們才會跟著削價競

爭。惟實際上這種自動演算法共謀有許多限制存在，它需要在穩定的市場

環境中長時間學習。前述論文旨在說明自主演算法原則上是可行的，而且

AI能夠解決這些實際上的限制，比我們想像的時間還要更早來臨。  

                                                      
89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90 陳韻珊，「訂價演算法與卡特爾」，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79 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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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演算法與競爭政策  

演算法可能引起事業勾結的問題，競爭主管機關應如何應對，相關文

獻建議如下：   

一、更瞭解實務運作  

雖然從文獻中，觀察到使用訂價演算法對競爭有許多疑慮，從德國的

零售汽油市場的經驗也支持自我學習的演算法確實存在競爭隱憂。但是現

階段仍不清楚實際上有競爭疑慮的範圍，也不確定使用何種訂價演算法，

所以競爭法主管機關應該使用更有用的工具針對訂價演算法進行全面性的

市場瞭解，已經有一些競爭法主管機關開始此類調查，歐盟委員會也開始

開發具有類似功能的新競爭分析工具，並且已經確定了「基於演算法的技

術而導致的暗默勾結風險」作為潛在的調查主題。未來另一個有價值的途

徑可能在於實驗經濟學91。  

二、演算法勾結應聚焦於反競爭議題  

演算法勾結對競爭的影響應具備三個條件，（1）競爭對手之間的溝通

串通意圖和行為；(2) 串通行為的相互採納情形； (3)串通行為導致價格上

漲。其中第一個條件比較容易處理，第二個條件（串通行為）通常是潛伏

的（即只發生在管理者的頭腦中），而第三個條件（價格上漲）則很難明

確地歸因於勾結行為（例如需求、成本或其他市場條件的變化導致）。但

在演算法中第一個條件很難達成，惟可透過對訂價演算法進行審查與測試，

以瞭解它們是否採用支持勾結的均衡策略，不過，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將

探索演算法決策的原則轉化為實的際政策，同時在進行調查時，並考慮擁

有數據資料所造成的限制進入競爭的障礙以及演算法帶來降低營運成本、

                                                      
91 T. Klein, “Autonomous Algorithmic Collusion: Q -Learning Under Sequential Compe

tition,” Amsterdam Center for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18-05,  htt

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958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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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市場運作以及降低進入障礙等的促進競爭效果 92。   

三、避免制訂效率成本過高的管制措施  

訂價演算法可能有利於競爭，因此禁止使用肯定是過度限制，比較重

要的是，限制進入演算法的內容，或可考慮限制企業在相同時間更新價格，

而不是按順序更新，以避免自主共謀（Calvano 等人更主張不能基於歷史

價格），或是考慮其他的限制手段，不過最重要的是不應造成過高的效率

成本93。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建議對使用演算法的公司增加

審查。由於演算法在促進競爭方面具有巨大潛力，既可以降低成本、促進

產品開發，又能提高市場效率和促進進入新市場，然而，這並不代表主管

機關無需擔心競爭的合理性。在Moore, Pfister（法國首席經濟學家）  &  

PiffautAs（法國競爭管理局副主委）的文章中，他們引用德國零售汽油市

場的資料，發現兩個相互競爭的加油站都採用演算法訂價，結果導致競爭

降低和利潤率提高了28%，他們認為這是經過嚴格的經濟評估，不會就此

對反競爭行為做出任何法律判斷，然而，主管機關應該要關注這樣的結果。

因此，他們主張應該要求企業在實際市場條件下，測試他們所部署的演算

法（風險評估），並監控部署的後果（危害識別） 94。  

四、以類似的機器學習工具來偵測勾結案件  

例如，法國競爭管理局創建了數位經濟部門，用以培訓專門檢測和分

析數位領域參與者行為的人才，希望深入鑽研這些領域的專業知識，並支

援重要的數位案件包括結合與競爭法的相關調查。該部門也將開發新工具

                                                      
92 T. Klein, “Autonomous Algorithmic Collusion: Q -Learning Under Sequential Compe

tition,” Amsterdam Center for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18-05,  htt

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95812 (2020).  
93 T. Klein, “Autonomous Algorithmic Co llusion: Q-Learning Under Sequential Compe

tition,” Amsterdam Center for Law &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018-05,  htt

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195812 (2020).  
94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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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調查方法等），並與專門從事數位技術的學術界和研究機構合作 95。

英國的CMA 則於今（2021）年4月成立數位市場部門(Digital Market Unit, 

DMU)，建立以數位市場為核心的專業知識中心，期能了解數位公司的商業

模式，包括數據的作用和激勵這些公司運營的措施，以便在數位市場競爭

中發揮監督作用，防止傷害發生，並在競爭問題發生時能夠迅速採取行動，

以保護消費者以及依賴數位以及創新的企業競爭對手 96。  

第四節 演算法與勾結  

在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的新時代，結合前述各項科技所產生的

演算法勾結值得執法機關給予持續性的高度關注 97 。美國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DOJ）首席副檢察長（principal deputy associate 

attorney-general）William Baer指出，「無論是煙霧瀰漫的房間裡，或是在

網路上使用複雜的訂價演算法，我們都不會容忍反競爭行為。與實體的商  

 

 

業活動相同，美國消費者在網路上也有權享有自由與公平的市場」 98。尤

其，當今的競爭法係以人類之協議、合意、意圖、意思聯絡與行為為中心，

面對快速、理性且可能不存在協議等主觀要素的數位勾結，傳統的競爭法

或許已不足以防止事業在數位市場環境中，以不正當之手段損害消費者福

                                                      
95 The Autorité de la,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

la-concurrence-announces-its-priorities-202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3. 
96 Ambroise Descamps, Timo Klein and Gareth Shier, “Algorithms and competition: the latest 

theory and evidence,” Competition Law Journal (2021). 
97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3。  
98 “We will not tolerate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whether it occurs in a smoke-filled room 

or over the Internet using complex pricing algorithms. American consumers have the right 

to a free and fair marketplace online, as well as in brick and mortar business. ”; Press 

Release, “U.S. Dep’t of Justice, Former E -Commerce Executive Charged with Price Fixing 

in the Antitrust Division’s First Online Marketplace Prosecution,” Apr. 6, (2015), 

https://www.justice.gov/opa/pr/former-e-commerce-executive-charged-price-fixing-

antitrust-divisions-first-online-marketplace.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la-concurrence-announces-its-priorities-2020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la-concurrence-announces-its-prioriti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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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consumer welfare）99。  

過去相同的市場要素對競爭關係事業間的勾結有重大影響，如今對數

位勾結的影響程度卻有輕重不一的減損，此係因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

技已改變了市場環境。下文以價格作為例示，說明透過大數據、人工智慧

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交互影響產生的數位勾結（主要仍透過演算法技術的

運用），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惟相同概念亦可適用於其他產品、生產或交

易要素，蓋價格本即僅係品質、技術、產量與供應量等競爭要素中的一種，

除就價格為勾結外，競爭關係事業當然亦可就其他要素勾結，而消滅其所

屬生產環節之水平品質、創新等競爭，合先敘明。  

壹、演算法勾結的影響因素  

一、事業之數量  

為促成並長期維持勾結，勾結者間必須建構能監控彼此互動與行為之

機制，藉以形成共識、確保所有勾結者均遵守勾結策略、並即時對背叛者

施以制裁，以保證勾結同盟之長期穩固 100。  

通常而言，市場中的事業數量愈多，協商與達成共識相對愈為不易，

故勾結之可能性降低。此外，事業數量愈多，意味著成功勾結後所能剝削

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將因「僧多粥少」，導致個別勾結者獲

致的利潤降低，從而降低勾結之誘因101。又如光明與黑暗的一體兩面，前

者的存在必然伴隨後者，勾結的形成意味著背叛的可能性必然存在。為最

大程度地利己，背叛者將破壞勾結，而成就自己的勝利。在大數據與演算

法等數位科技出現前，背叛的覺察、有效嚇阻以及勾結的穩固並不容易 102。 

                                                      
99 Lynch, supra note 72. 
100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83。  
101 同前註，頁 49。  
102 同前註，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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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數據與演算法的出現克服了上列問題。首先，即便係由人類

勾結，通訊的數位化亦加快了意思聯絡的速度，並降低溝通成本，導致協

議或合意更易形成，更遑論由演算法促進或形成勾結之情形，畢竟以極快

的速度處理巨量資訊本係演算法的看家本領；其次，演算法可輕易、快速

地監控市場變化與勾結者的行為，並即時作成最佳的理性決策，賦予事業

快速跟進價格、察覺背叛與即時制裁之能力 103，解決了過往勾結難以長期

穩固的難題。  

二、市場之進入障礙  

演算法的採用雖可大幅強化事業的競爭力與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惟

前提是事業有自行開發演算法的能力，或向第三方採購演算法的資金。演

算法的開發與採購均涉及鉅額的成本，未必是潛在競爭者所能負擔。惟若

不使用演算法，其又難以與市場中已使用演算法的既有事業競爭，而將陷

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境。因此，市場中既有廠商就演算法的使用可能提升

該市場的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使潛在競爭者自知無力競爭，進而打

消進入市場的妄想104。通常而言，市場的進入障礙愈小、勾結利潤愈高，

潛在競爭者愈有進入市場並勾結之誘因。然而，隨著市場中事業數量的增

加，勾結的利潤又將因分食者眾而快速消減，降低勾結之誘因 105。  

進入數位市場時代後，市場中的既有事業可以即時預報（nowcasting）

系統等演算法，快速識別市場中的潛在威脅，先發制人地收購具有威脅性

的潛在競爭者，或以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與忠誠折扣（ loyalty/fidelity rebates/discounts ）等排他行為

（exclusionary conduct）加以反制106，降低、甚至阻絕需求方轉換供應商的

                                                      
103 同前註。  
104 同前註，頁 59。  
105 同前註，頁 49。  
106 所謂掠奪性訂價即是「低於成本之訂價」，而以犧牲（ sacrifice）短期利潤為必然的代

價。因此，相較於通常較為「經濟實惠」、「便宜又大碗」的獨家交易與忠誠折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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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從而封鎖（foreclose）市場。然而，絕對理性的演算法並不偏心，潛

在競爭者亦可藉演算法掌握與分析市場資訊，並事先擬定方針，從而大幅

降低進入成本，而與既有事業對抗 107。  

因此，既有事業與潛在競爭者均可藉採用演算法獲益，故單就進入障

礙此一要素而言，無法抽象地事前斷言其將對數位勾結產生促進或破壞之

作用108。  

三、市場透明度  

相較於人為決策，演算法具有快速偵測市場變化、消費者選擇與競爭

者的價格變動，並即時加以反應的能力。競爭者的策略不再深埋於藏經閣

中，而可藉由演算法即時分析與感知，或經由剖析競爭者演算法的邏輯與

程式碼而得知，競爭者間可相互預測彼此的策略與反應，從而使市場高度

透明化，並具有可預測性與可控制性 109。  

市場透明度（market transparency）愈高，事業愈容易得知競爭者的產

品差異與價格變化，而有利於共識之達成。同時，高度透明的市場意味著，

競爭關係事業容易知悉彼此的決策、行為與價格波動，而可快速地察覺背

叛，有利於勾結的穩固110。  

因此，演算法大幅提升了市場透明度，此結果一方面可能因資訊之自

由流動，而增加事業所受的競爭壓力，並降低其進行歧視性訂價（price 

discrimination）的能力，同時降低買方的搜索成本。惟另一方面，市場透

明度的增加亦有利於勾結之形成與維持，故無法一概而論市場透明度的提

升將引導市場競爭去往何處。事實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資訊的流通

                                                      
掠奪性訂價可能不是既有事業的優先選擇。  

107 同前註，頁 50。  
108 同前註。  
109 同前註，頁 49、52；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5；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10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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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助於商業」，且「在某些情況下，將會提高經濟效率，增強、而

非削弱市場競爭」111。無論如何，適度的透明有利競爭，過度的透明則促

進勾結，惟競爭政策可能難以恰到好處地微調，而僅能譴責「過度」的市

場透明性112。  

四、事業間之互動頻率  

若事業能於極短時間內察覺、甚至預測市場變化與競爭者的行為，隨

後即時調整己方的決策，即能快速發現背叛，並予以報復與制裁，有效地

嚇阻並降低其他勾結者背叛的誘因，而有利於勾結的穩固 113。  

不巧的是，此恰好是演算法與自主學習的專長。與人為訂價的實行可

能耗時數週或數月不同，演算法的訂價以及其彼此間的鏖鬥係以毫秒為單

位，人類吐息之間，演算法的數位世界中卻已經歷了數千回合的價格戰爭。

因此，演算法大幅提升了事業間的互動頻率（ frequency of interaction），

而創造了有利於勾結的市場條件 114。  

五、需求面波動  

若市場景氣衰退，需求減少、價格下跌，此時繼續勾結所能獲得的預

期利潤降低、背離勾結反能帶來較高利潤，故背離的誘因增加。此外，在

大數據與演算法出現前，市場透明度不高，導致勾結者經常將市場價格的

降低誤認為係勾結同夥背離所致，而妄動地發起價格戰爭作為制裁，導致

勾結易於崩解。所謂「扳機價格策略」（ trigger price strategy）即是為解決

上述問題而生，採此策略的事業將待價格跌至一定幅度以外，方發動報復

                                                      
111 Sugar Inst., Inc. v. United States, 297 U.S. 553, 598 (1936); United States v. U.S. Gypsum 

Co., 438 U.S. 422, 441 n.16 (1978); Richard A. Posner, Antiturst Law 160, 2d ed. (2001) 

(generally, the more information sellers have about their competitors' prices and output, 

the more efficiently the market will operate).  
112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7-98. 
113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53。  
114 同前註。  



71 

性的價格戰，以免價格戰的任意發動導致勾結破局 115。  

反之，若市場景氣繁榮，需求提升、價格上漲，由於勾結旨在降低產

量、提升價格，故此時背離勾結（增加產量與銷售數量）即可在短期內獲

取暴利，而使背離之誘因增加 116。  

因此，不論景氣衰退或繁榮，任何需求面波動均可能促使勾結解體。

然而，演算法時代的價格瞬息萬變，市場訊息的獲知亦快速即時，市場需

求雖有波動，演算法仍可快速應對，而使勾結同盟間重新鞏固合作關係，

而避免勾結瓦解。對於背離者，演算法亦可在快速察覺、報復的同時，確

保其判斷之精確性，最大程度地降低錯殺忠誠的勾結同夥的可能，而降低

背離的誘因，穩固勾結的長期維繫 117。  

六、供給面變動  

首先，就事業的創新而言，事業的積極創新將有利於其自身產品的銷

售，而使繼續勾結的預期利潤減少、背叛的誘因增加，此對怠於創新的事

業將陷於競爭劣勢，利潤的減少導致其報復背叛者的能力減損，而報復能

力的減損將不利於勾結的持續。因此，演算法快速處理與分析數據的能力

促進了事業的創新能力，而使勾結不易維持 118。  

其次，演算法可提升事業的經營效率，協助事業就其生產與服務提供

進行差異化配置，進而節約成本。效率的提升將加劇勾結同夥間之異質性，

諸如事業之規模、成本、品質、營業策略、產能利用率、市占率與客戶忠誠

度等差異將使競爭者間不易達成共識，從而使勾結之形成與穩固均不易119。 

七、小型競爭者或買方的反制力量  

                                                      
115 同前註，頁 54。  
116 同前註。  
117 同前註，頁 55。  
118 同前註。  
119 同前註，頁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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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眾多的小型競爭者或買方聚合，其將獲得強大的反制力量

（countervailing power），而得站上舞台與大型事業議價，從而使大型事業

間不易形成勾結。若小型競爭者或買方集體採用演算法，將可形成「演算

法競爭者或買方團體」（algorithmic competing/buying groups），藉由演算

法自動地確保其獲得最佳交易條件，並蒐集大型事業之相關資訊，從而強

化其聚合後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制約或破壞大型事業間的勾結同

盟120。  

八、提升事業內部訊息之隱密性  

演算法雖導致市場透明度提升，而降低市場外部訊息的隱密性。惟其

自身程式碼、運算過程的不透明性與難以理解性，使第三人無法參透事業

決策背後的思考歷程與邏輯，進而提升事業內部訊息的隱密性，亦導致競

爭主管機關與法院難以在個案中評估演算法可能產生的具體效果 121。  

九、增進供需雙方之效率  

就供給方而言，演算法可即時地蒐集數據並加以分析，隨後規劃並將

因應的決策付諸執行，故可協助事業達成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精簡成

本、物流效率、原物料與品質控管、財務規劃與經營策略等方面均有所助

益。演算法亦可經由對大量數據的分析，而協助事業改善其產品之品質、

精緻度，並規劃未來的產品改良或產品線發展，Google的搜尋引擎與

Youtube影音串流服務持續蒐集用戶的數據，進而改良所呈現之搜尋結果與

個人化推薦內容即為適例122。  

此外，演算法對大數據的快速處理能力，輔以自主學習的機能，將可

協助事業識別出最佳的價格或交易條件，並隨時因應市場的變化而迅速調

                                                      
120 同前註，頁 56-57。  
121 同前註，頁 59。  
122 同前註，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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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甚至向個別客戶提出最適的客製化交易條件。因此，演算法可增進事

業商業策略的多樣性與有效性，提升事業的決策效能 123。  

就需求方而言，其可將採購決策交託給演算法，而由演算法依據數據

預測消費者的偏好、最佳化產品選擇、議價與執行交易，甚至形成演算法

買方團體。此類優勢將可顯著降低需求方的搜尋與交易成本、增進理性選擇，

並強化買方的反制力量，現今常見的搜尋與比價服務「比個夠BigGo」、「非

比價格比價網」、「FindPrice價格網」與「ePrice比價王」等即為一例124。 

綜上所述，演算法對市場競爭與勾結之影響可謂是一把「雙面刃」。

一方面，演算法可強化供給方的決策效能與資源配置、賦予需求方足以與

大型事業抗衡的反制力量，在需求面波動與供給面變動等競爭要素中更可

加速勾結之崩解；另一方面，演算法在事業的數量、市場透明度與事業的

互動頻率等競爭要素中，又將促進競爭關係事業間的勾結。在進入障礙此

一要素中，其對市場競爭與勾結之影響甚至無法輕易斷定。若事業試圖增

進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力，顯然演算法能在不流一滴汗的情況下，輕鬆立下

汗馬功勞。然而，若事業試圖以水平勾結限制競爭，演算法也能戴上電影

《摩登大聖》（The Mask）中的面具，搖身一變，成為競爭主管機關與法

院眼中的問題人物。  

當然，本於技術中立性的考量，技術的研發與設計通常存在其目的，

惟卻未必能被妥善地應用於研發者所預設的方向。技術雖可能被應用於違

法用途，然此並不代表技術本身或其研發設計應被貼上違法標籤，而受到

法律的禁止或限制，以免法律過度介入技術的研發設計與應用，扼殺科技

的進步與創新125。因此，演算法被用以促進或限制競爭或勾結，均在於使

用者的一念間，不應因而矯枉過正地認為演算法必然對消費者與社會有所

                                                      
123 同前註，頁 62-67。  
124 同前註，頁 62。  
125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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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無論如何，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在當下與未來均將成為市場競

爭的核心要角，作為事業在商業戰場中進退應對的良伴，數位科技改變了

競爭的樣貌，也改變了勾結的本質。隨著各產業對數位科技的廣泛引進、

以及未來可預期的進步，數位科技將進一步主宰時代的洪流。從而，大數

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在勾結的戲碼中，將如何詮釋其中的生旦淨末丑？

在市場幾乎完全透明，事業的行為與決策逐漸趨於一致的數位市場環境中，

競爭法的作用為何？演算法將為競爭法的執法帶來何種衝擊？競爭法應如

何順應？萬丈高樓平地起，在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得以解決這些問題，而

徹底規制與演算法相關的勾結議題前，第一步仍須以瞭解演算法的基本運

作邏輯與可能的違法態樣為起點 126。  

十、演算法的來源  

業者所使用的演算法，依其來源可以區分為自行發展與來自於其他外

部機構。源自於外部機構的演算法，依其實際產生方式，又可分為單獨委

託資訊服務業者為其研發、採購資訊服務業者已經研發完成之演算法，以

及與其他業者分別或共同委託同一資訊服務業者為其研發等不同產出型

態。同業之間形成數位勾結的違法可能性，就不同的訂價演算法產生方式

而言，也有高低之別。  

例如業者自行內部研發或單獨委託外部資訊服務提供者進行研發，乃

係由推動數位化或委託研發的個別業者所主導，倘若在研發過程中並未過

度參考其他業者使用的訂價演算法，而導致演算法本身或其訂價結果過於

雷同，應不致由於推動數位轉型而造成與其他同業競爭者之間的數位勾結。

反之，在同業委託同一資訊服務提供者研發訂價演算法的情況下，即使係

由同業個別為之而非約定共同委託同一資訊商，倘若此一演算法在相同或

                                                      
126 同前註，頁 215；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4；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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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外部條件下將形成相同訂價結果，而這些競爭同業對於採用該演算

法所產生的此種效果並非不知情，那麼這些同業之間就有可能藉由委託同

一資訊服務業者研發演算法之機會，而在檯面下就未來的銷售價格形成合

意，構成數位勾結。  

另外，就採用外部廠商既已研發完成的訂價演算法而言，倘若該資訊

服務提供者與採用該演算法的競爭同業，有意藉由此一方式導致同業價格

相同或是同漲同跌，在彼此之間達成心理上的共識，就此具有相同認知，

也不無可能形成軸幅式之數位價格勾結。  

貳、演算法勾結扮演的角色  

在競爭法將涉及演算法等的數位勾結全面納入規制前，競爭主管機關

與法院必須先明確演算法於個案中勾結的貢獻份量，究係僅作為輔助工具

之用，抑或已有能力獨立促進、形成並穩固勾結？除瞭解演算法的相關技

術與基本運作邏輯外，亦須洞悉演算法在勾結中所發揮的作用127。歸類演

算法可能對市場競爭產生負面影響並導致執法困難的特性，以尋求對應的

解決方案、判斷標準或執法切入點，將是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未來的長期

任務128。  

以下，本文分別簡介Ezrachi &Stucke就演算法於勾結中所扮演角色的

分類，以及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演算法與AI競爭報告書就演算法所為之分

類。Ezrachi & Stucke的分類係依據演算法的設計、功能、科技發展程度，

以及演算法介入勾結決策的程度而為，並著重思考（1）意圖與協議證據之

找尋、（2）反競爭責任的可能歸屬。每種分類影響市場競爭與串聯勾結的

可能性與情景均不相同，也分別引起不同的執法挑戰與困境，且各類型間

並非互斥關係。儘管演算法可能顛覆傳統競爭法對勾結的概念與想像，惟

                                                      
127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67。  
128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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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類型下，著眼於協議、合意、意思聯絡、意圖與行為等要素的傳統

競爭法思路仍寶刀未老，非全無用武之地 129。  

一、  Ezrachi & Stucke 的演算法分類  

（一）信使  

在Ezrachi & Stucke的分類中，「科技含量」最低的是「信使」（The 

Messenger）。若演算法在勾結中扮演「信使」的角色，則演算法僅係充當

勾結形成後，勾結事業間之資訊傳遞者，其勾結之形成、目的與策略等相

關決策均仍由人類達成協議或合意 130。  

換言之，此類數位勾結之形成與傳統勾結並無不同，仍係由人類就訂

價、市場分配與減少產量等策略達成共識，僅係在意思聯絡、監控與管理

勾結同夥就共識內容之遵守，以及制裁背叛者等執行與穩固勾結層面，將

演算法納入應用，而由演算法提供輔助或作為媒介，為勾結之具體落實提

供便利。在過去「煙霧瀰漫的房間」中，競爭關係事業的高階主管們明示

地就其勾結策略達成共識，隨後將勾結策略之執行交由下屬負責。如今，

酒店房間中仍繚繞著雪茄與菸草的香氣，僅是事業員工「執行勾結策略」

的工作被大數據與演算法所取代 131。  

就競爭法之執法而言，在「信使」的類型下，必須將人類的行為（形

成勾結之協議或合意）與演算法之行為（執行並穩固勾結）區分觀察。由

於各國競爭法多就競爭關係事業間之水平勾結以「當然違法」或「目的性

限制競爭」等強硬立場加以嚴厲譴責，僅須證明其勾結之成立，即足認定

違法，而不問其勾結有無順利執行，或執行後具體產生何種效果，恰好在

「信使」的類型下，協議或合意的概念仍然存在，且係由人類達成，故傳

                                                      
129 同前註，頁 216-217；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30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784-85；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  
131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784-85；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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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競爭法現有的規範與執法工具仍可繼續適用，並不因數位勾結之登場受

到巨大衝擊，僅因涉及大數據與演算法，使勾結之執行與穩固的調查難度

提升而已132。  

在「信使」的類型下，David Topkins案133是其中一個代表性的案例。

2015年，美國司法部向Amazon Marketplace上的賣家Topkins提起控訴，指

控其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間，與其他賣家就經典電影海報的價格達成

協議。在協議的執行與穩固層面，Topkins與其同夥共同採用相同的訂價演

算法，隨時根據銷售數量，自動地調整價格，而維持超越競爭水準的價格。

司法部指控Topkins違反修曼法（Sherman Act），最高可處10年有期徒刑與

100萬美元的罰款。然而，根據司法部與Topkins的認罪協定，Topkins將支

付最多28,750美元的罰款，並可能經由配合調查，而逃脫牢獄之災。儘管

如此，本案仍是數位經濟時代下，競爭法執法的重要里程碑。在本案中，

顯然協議的形成仍係由Topkins與其人類同夥為之，僅是在協議的具體落實

上，仰賴了演算法的協助134。  

另一宗發生於美國的案例，是航空運價發布公司（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mpany，以下簡稱ATPCO）案135。1990年代，諸如英國航空

（British Airways）、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s）與荷蘭航空（Air Holland）

等430餘家航空公司，每日將其機票訂價傳送至ATPCO的電腦化票價傳播

系統，隨後可由旅遊業者、電腦訂票系統業者、消費者與航空業者查詢價

格、日期、起飛地與目的地、機票限制、訂票起迄日與特殊價格時段等資

訊。藉此，航空業者可先行預告數週後某日（最初購票日期（ first ticket 

                                                      
132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784-85；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69。  
133 U.S. v. David Topkins,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201-WHO (Apr. 6, 2015). 
134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2-73；Lynch, supra note 72;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6. 
135 United States v. Airline Tariff Publishing Co., 1994 2 Trade Case . (CCH) 70,687 (D.D.C. 

Aug. 10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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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指特定價格開始適用之日）的價格提升，並以票價種類代碼與機票

日期的註腳（footnote）作為信號，向競爭者發出共同漲價的勾結要約，競

爭者收到信號後，即可選擇是否勾結。同樣地，航空公司亦以最後購票日

期（last ticket date，指特定價格終止適用之日）的註腳進行隱晦的溝通，

商定是否除去目前向消費者提供的票價折扣 136。  

簡言之，航空業者間係以ATPCO的票價傳播系統作為意思聯絡的平

臺，由精密的電腦程式輔助其處理並監控競爭者對當前與未來票價的反應，

以快速且成本低廉的方式就訂價策略溝通，亦即表明對漲價或除去折扣的

同意或拒絕，從而提升或維持高於競爭水準的價格，並對違反訂價協議的

背叛者發起報復。因此，電腦於本案中僅是被動地加載人類預先提供或設

定的數據與指令，居於「信使」的輔助角色 137。  

ATPCO的票價傳播系統向旅行業者等提供特定航線的基本票價資訊，

無人質疑該系統可能促進價格競爭，而對市場競爭產生正面影響。然而，

若航空公司間以該系統作為協商勾結的「論壇」（ forum）時，即有限制競

爭的高度風險138。縱然如此，由於航空公司間係以最初與最後購票日期的

註腳進行隱晦的溝通，故司法部苦於無法取得明示勾結的證據，而僅得與

航空公司達成協議，令其停止事先公告價格 139。  

值得注意的是，ATPCO案係發生於1990年代，當時電腦與演算法的能

力仍相當有限。航空業者間如明示地進行溝通，顯然被察覺的風險過高，

惟若全無溝通，又將難以達成共識，故業者折衷地選擇以票價的註腳進行

隱晦的聯絡。此係明智的作法，蓋若業者逕以片面價格提升作為要約勾結

的信號，而等待競爭者跟進，將面臨相當高的風險與代價。若事業突然提

升價格，其利潤將因銷售數量減少而降低，此類非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

                                                      
136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6-87；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8。  
137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6-87；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8。  
13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6. 
139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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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性決策將吸引競爭者注意，而可發現該價格提升係要約勾結（共同漲

價）的信號。  

然而，若競爭者未能察覺信號或拒絕勾結之要約，則信號釋放的時間

愈長，發信者須承受愈多的損失，縱使最終成功形成勾結，發信者亦事先

付出了額外的成本（即發信期間因漲價而遭受的損失），而降低事業以提

升價格作為信號的意願。進入演算法時代後，演算法快速、自動的訂價機

制將消弭上述因「等待競爭者跟進」而生的額外成本，在競爭事業的高階

主管察覺價格變動或市場變化前，其演算法可能早已回應發信事業的演算

法所發出的信號，而建構起勾結的合作關係 140。  

在英國CMA對Trod Ltd與GB eye Ltd的調查案141中，亦可觀察到演算

法作為「信使」的例子。Trod Ltd與GB eye Ltd係專賣海報、徽章、貼紙與

馬克杯等體育與娛樂產品的公司，二者於2011年3月至2015年7月間，協議

就彼此於網路上銷售之產品不為價格競爭，並以演算法監控、調整價格，

以確保協議內容之履行，二者並於2016年7月認罪。與前述案例類似，本案

協議之達成與安排均係由人類為之，再由演算法作為輔助工具，確保協議

之穩固與執行142。  

本案不僅發生於英國，類似的手法亦於美國 143上演。根據司法部的調

查，Trod Ltd於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間，與Amazon Marketplace上銷售競

爭產品的賣家達成協議，並以訂價演算法監控與調整價格，確保同一產品

均以相同的固定價格銷售。在Trod Ltd於英國認罪後不久，其亦於2016年8

月在美國認罪144。  

                                                      
140 同前註，頁 76。  
141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Decision of Online sales of posters and frames, case 

50223. (2016). 
142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3。  
143 U.S. v. Daniel William Aston et al, 2015 U.S. Dist. No. Case3:15-cr-00419-WHO, Aug. 

27, (2015), 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40016/download.  
144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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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輪軸與輪幅  

軸幅式勾結並非數位市場時代下新的勾結型態，早在過去即有發生，

軸幅式勾結可能重大減損市場競爭。在市場中僅存在「一個」勾結協議，

亦即僅涉及兩家或少數事業的情況下，各國競爭法尚以「當然違法」或「目

的性限制競爭」的強硬態度加以譴責，而軸幅式勾結往往涉及多數、甚至

產業中的大部分事業。類似於TFEU第101條規定下「累積效果」（cumulative 

effect）與第102條規定下「市場力量」的概念，若市場中僅存在一個或少

數協議，或許未必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限制，亦未必能反應協議事業扭曲

市場競爭之意圖，惟若類似協議反覆、大量地締結與適用，或其所涉之事

業眾多，相同或類似協議或大量事業的聚合將可產生強大的市場影響力或

經濟力量，而對市場競爭產生重大影響 145。  

進入演算法時代後，軸幅式勾結也產生了變化，其作為輪軸者具有更

多的可能性。首先，可能由演算法作為輪軸，陳和全與陳志民教授將之稱

為「軸幅模式演算法」146。若數事業均採用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即形同

以相同或類似的大腦進行思考，而可由演算法居中協調競爭關係事業的訂

價、交易條件或其他商業策略與活動，成為勾結的中心樞紐，提高競爭策

略的可預測性、理解競爭者決策背後的邏輯或意圖，並降低決策成果的不

確定性，從而有效地促進並維持勾結關係，其結果與競爭關係事業的高層

主管們達成明示協議無異。主要是因為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會根據相同或

類似的演算邏輯與數據，而對相同的市場條件或價格變動產生相同或類似

的運算結果，故競爭者間無須進行直接的意思聯絡，僅須有採用相同或類

似演算法的共識，即可在未有溝通的前提下，沉默地實施趨同的競爭策略，

達成類似水平勾結的效果。相較於「信使」僅是輔助競爭關係事業間的溝

通，或被動地執行人類設定的指令，作為「輪軸」的演算法將可居中控制

                                                      
145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46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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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的狀態，而改變傳統競爭法對勾結的「人主體」觀念 147。  

例如，Uber的司機彼此間係水平的競爭關係，惟其運送服務的價格均

係由Uber的演算法決定，亦即所有司機均有共識地以相同的演算法進行訂

價。若演算法決定提高價格，儘管司機間並無協議、合意或意思聯絡，其

價格仍將因演算法之運作結果而集體調漲，彷彿司機間有所勾結一般 148。

當然，此案例涉及同一品牌（Uber）下的品牌內競爭，若Uber的演算法過

度剝削消費者，消費者即會轉向他品牌（如傳統的計程車隊，或其他叫車

服務），故Uber並無動機使其演算法激烈地提高價格，尤其在Uber尚未成

為擁有極高市占率的獨占事業前。然而，就品牌間競爭而言，若產業內之

數事業或其絕大部分均採用相同的演算法，並集體提高價格（例如若Uber

與傳統計程車隊均採用相同演算法），由於此時消費者已經別無選擇，蓋

市場內的所有服務提供者均提供相同的高價，故可想見該產業的水平競爭

將會消弭，消費者則成為唯一的輸家。  

就執法而言，在演算法作為輪軸的情形下，其關注重點有二：（1）演

算法的編寫與設計機制是否有利於勾結之形成、執行與穩固？（2）競爭者

間有無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的協議、合意或共識？其採用相同或類似演

算法是否係意圖藉由勾結限制競爭？Ezrachi & Stucke認為，若演算法的編

寫與設計機制旨在為勾結提供便利，亦即其目的在於構建「輪軸與輪幅」

式的勾結，且為採用演算法的數事業所明知，此則涉及人類間的勾結，而

可以「當然違法」或「目的性限制競爭」等傳統競爭法工具加以規制。若

演算法的編寫與設計機制非以促進勾結為目的，則應從「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的角度出發，考量事業間協議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的意圖是

否在於藉勾結限制競爭、其使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可能產生的反競爭效果

                                                      
147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7-219；同前註，頁 71-72、74、98、170；Lynch, supra note 72. 
14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17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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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率，以及各事業的市場力量等要素，定奪其行為之違法性與嚴重性 149。 

值得注意的是，事業間雖採用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其主觀目的或意

圖未必在於勾結或限制競爭。例如，不同演算法間必然因其程式碼編寫或

機制設計之不同，而有優劣之分，演算法較優者更可能在市場中獲得競爭

優勢，而採用較劣演算法的事業雖未必陷於絕對劣勢，惟可能僅能與前者

勉力抗衡，而無法進一步尋求更佳的競爭表現。因此，與「價格跟隨行為」

類似，事業必須隨時改良，或採購最新、最佳的演算法，以免落於人後。

此際，競爭者間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的目的不僅不在於限制競爭，更可

認為其對演算法的爭相改良或採購是激烈競爭的表徵，否則其何必積極地

藉由演算法尋求更佳、更快的競爭決策？當然，事業間亦可能在不知情的

情況下，善意地向第三方採購了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無論如何，若無法

證明事業間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係因協議或合意所致，或其意圖藉此勾

結而限制競爭，即不得單以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的事實，認定其違反競

爭法，而尚須藉由其他相關證據之蒐集，找出「輪軸與輪幅」的控制狀態

及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150。  

其次，可能由數據集（data set）作為輪軸。競爭者間雖分別研發或採

購不同的演算法，亦即其演算法的思考邏輯（程式碼）不同，惟若其演算

法的運算均以相同的事實背景（數據集）為基礎，為達成相同的目標（如

利潤最大化），仍可能產生相同或類似的運算結果，而使競爭者間的決策

趨同，導致類似勾結的狀態 151。  

數據集的相同可能有多種原因。若數據集係由數競爭關係事業各自提

供數據，而後整合供其群體使用，並隨時更新，則涉及人為的勾結。若數

據集非由競爭關係事業自行構建，而係由第三方蒐集匯聚，此時除考量該

                                                      
149 Id. at 1782-83, 1788-89；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69。  
150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9。  
151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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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蒐集數據的來源外，並應考量使用該數據集的事業是否知悉其競爭

者亦使用相同數據集、有無使用相同數據集的協議或合意，以及使用相同

數據集是否係意圖藉以勾結而限制競爭等。就第三方的數據來源而言，若

其數據均擷取自公開的訊息與資料，亦即競爭者間並無秘密的數據交換，

則其違法疑慮較低。反之，若第三方的數據中有部分源自競爭者未公開的

商業秘密資訊，則有競爭者間假第三方之手交換資訊之嫌，其違法勾結的

可能性較高152。  

（三）可預測的代理人  

1.概說——促進緘默勾結  

在「可預測的代理人」（Predictable Agent）的類型下，事業間並無人

為地達成明示或默示的協議或合意，亦未共同使用相同或類似的演算法，

而係分別、單方面地開發或採購各自的演算法，卻因對彼此商業決策與演

算法的留意，導致其分別研發或採購的演算法相當類似。產業全體就類似

演算機制之普遍使用，導致事業間在全無溝通的前提下，不約而同地提高

價格，或就交易條件為不利於消費者之變更，形成前述之「緘默勾結」153。 

在舊時代，緘默勾結主要發生在寡占市場（oligopoly market）。寡占

市 場 具 有 事 業 數 量 不 多 、 市 場 相 對 透 明 、 競 爭 者 間 相 互 依 侍

（interdependant）的特徵，而有利於緘默勾結之形成。以美國瑪莎葡萄園

島（Martha’s Vineyard）的石油價格案154為例，該島上的加油站僅有個位

數，且因進入市場須投入鉅額資本，以及法令嚴格要求，使其進入障礙相

當高，而屬寡占市場。又由於各加油站的價格均直接公布於看板上，故其

價格完全透明，競爭者間可快速掌握彼此的油價變化，立即因應。從而各

加油站發現降價已不能帶來利潤，共同維持高價反而有利於整體，導致加

                                                      
152 同前註，頁 169-170。  
153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789；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9。  
154 White v. R.M. Packer Co., 635 F.3d 571, 579, 1st Ci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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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再無降低價格或改變策略的誘因，於是達成「納許（Nash）均衡」的

穩定結果，緘默勾結由此而生。  

當競爭者間已然有共躋高價的共識，價格的高度透明化又使其可迅速

察覺背叛行為，緘默勾結便得以穩固。由於並不存在協議或合意，而僅是

理性抉擇下的必然結果，故競爭主管機關如欲指控其違反競爭法，須仰賴

其他額外要素（plus factor）的相關證據，例如其當下運營不利，或其行為

違反自身的最大利益，而證明其有勾結的動機。此即法官Posner所稱的「寡

占問題」（oligopoly problem）：「寡占市場中高度的相互依存與自覺，可

能導致緘默勾結，此係社會所不欲、卻又非為競爭法可及之結果」 155。  

進入演算法時代，緘默勾結之所由生，起源於商業與競爭決策的可預

測性與市場的高度透明性、穩定性與可控制性，此均係寡占市場所具備的

特徵。當產業全體均使用了類似的演算法，己方的演算法即能輕易預測其

競爭者演算法的可能反應與策略，並瞭解其決策背後的邏輯或意圖，使得

己方策略成效的不確定性降低，而有利於勾結的促進與維持。演算法間僅

須勾結，而跟進彼此的價格，即能使價格節節攀升 156，實現競爭者間利潤

最大化的「雙贏」。鑑於事業的決策係由演算法代為作成，且其演算結果

因市場的高度透明性、穩定性與可控制性，而可輕易預測，故謂「可預測

的代理人」。  

具體而言，演算法間可能以兩種方式勾結：（1）演算法間可能如人類

般達成共識，惟此共識非經明示的協商而形成，而係因演算法快速察覺，

並懲罰競爭者演算法的降價行為所致。為避免受到報復，演算法間將一同

提高價格，而導致價格始終高於競爭水準；（2）演算法從事「平行的適應

行為」（parallel accommodating conduct），其係根據純粹的理性反應競爭

                                                      
155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0；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85-86、92。由於本文

聚焦在數位時代下，演算法對勾結之影響，故就傳統競爭法中之寡占問題，更深入之

討論請參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92-97。  
156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72；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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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決策，而非出於報復、威懾或達成特定協議目標等考量，卻仍導致價

格提升與競爭動機之減損。例如，我方的演算法可快速察覺競爭者的價格

變動，並加以因應，惟競爭者的演算法亦能對價格即時進行分析與反制，

從而降低價格將不再帶來競爭優勢，演算法將跟隨競爭者的演算法，而一

同提高價格，最終導致超越競爭水準的訂價。此時競爭者間並未就價格達

成協議或合意，演算法間亦無所謂「同意」的概念 157。  

「可預測的代理人」與「信使」之不同在於，後者係由人類達成勾結

之協議或合意，演算法僅扮演傳遞資訊等輔助角色，而前者已不存在人類

間的意思聯絡。與「輪軸與輪幅」之不同在於，事業在「輪軸與輪幅」的

情況下仍有共同使用同一演算法或數據集的共識，而在「可預測的代理人」

下，事業係分別研發或採購其演算法，而因運算結果與決策的相互依存，

致產生反競爭效果。由於事業間並無共識，亦無就同一演算法或數據集共

同使用，諸如協議、合意與反競爭意圖等傳統競爭法概念的適用空間，將

受到大幅壓縮158。  

2.市場特徵  

如前所述，若市場中存在複數分別研發或採購，卻具有高度類似性的

演算法，此將穩定競爭關係事業彼此間的依存關係，隨後導致價格上升或

其他不利於消費者的交易條件變更。Ezrachi & Stucke指出，此時的市場將

有下述值得留意的特徵159，儘管本文認為其中部分特徵係演算法此一技術

所固有，而非「可預測的代理人」所特有。  

首先，若事業的重大競爭決策或行為能為其競爭者所快速、明確地覺

察，將導致勾結更易形成與穩固。如前所述，演算法的出現大幅提高了市

場的透明性，高度透明性使演算法得以迅速計算市場變化、競爭者的決策

                                                      
157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9-90；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1。  
15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59 Id. at 1791-93. 



86 

或價格變化等情形對利潤的影響，預測彼此的行動，並加以反應或還擊，

監督與懲罰背叛者的行為，從而穩固事業間的勾結。例如，若演算法係從

客戶取得競爭者的運輸紀錄，即可識別競爭者是否正嘗試開發新的買方或

相關地理市場，隨後加以因應或阻礙。市場透明度愈高，演算法監控並回

應競爭者的能力愈強，也將增加勾結風險。  

其次，若客戶被事業成功誘離，而轉換供應商時，該客戶通常能得到

該事業的獎勵，惟若獎勵將因競爭者的反應而大幅減少，則將有利於勾結

之促進。在商品同質化程度高，或客戶能輕易轉換供應商的市場中，演算

法可迅速察覺競爭者的價格降低，即時地報復，或在客戶向競爭者採購前，

快速跟進、匹配競爭者的價格，從而剝奪競爭者藉由降價而大量銷售的機

會，阻止其降價。價格透明度愈高、跟進愈快、報復愈猛烈，均將進一步

降低競爭者藉由降價而獲利的可能性。當降價不再能帶來利潤，事業即無

降價或提供折扣的動機160，而將選擇與競爭者勾結，共躋高價。  

由於演算法大幅提高了訂價決策的作成與執行速度，故事業無須再提

前發布價格公告。過去，事業如欲提高價格，通常先發布價格公告，並觀

察競爭者的反應，亦即競爭者是否有意跟進，若競爭者無意配合，事業即

不將價格之提升付諸執行，以免大量客戶或消費者在其提高價格後轉換供

應商，蓋競爭者此時的價格並未提升。如今，演算法間的價格戰爭以毫秒

為單位，競爭者的演算法可立即對事業的價格變化做出反應，漲價的事業

無須擔憂在漲價期間大量流失客戶或消費者。舊時代的勾結需要在「煙霧

瀰漫的房間內」歷經數個小時的談判，數位市場時代的勾結卻能在眨眼間

完成。  

再者，演算法可以靈活、迅速地調整價格，降低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

所能獲致的預期利潤，從而提高進入障礙、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最

後，演算法並無人類的情緒、感性或偏見，其無懼競爭者的報復與執法者

                                                      
160 Lynch, supra note 72. 



87 

的威懾，一切均出於純粹的理性考量，不帶一絲情感，此均加強了勾結的

穩定性。若演算法間具有相同的目標（如利潤最大化），並共用相同的數

據集，則將導致勾結關係進一步鞏固。  

3.執法的挑戰  

在「可預測的代理人」的類型下，主要的執法挑戰涉及緘默勾結的合

法性。演算法間的緘默勾結雖導致價格在高於競爭水準處達到平衡，惟若

欠缺人類間的明示溝通或勾結，事業出於純粹的理性，而獨立地因應市場

動態的變化，雖其行為與競爭者平行或一致，惟此僅是選擇最佳策略下之

必然，故在當前的傳統競爭法規範下，此原則上並不違法，通常亦無從指

控其意圖勾結，而不應受到競爭主管機關的苛責或干預 161。  

緘默勾結起因於（1）編寫或設定演算法時，人類獨立、而無勾結地瞭

解，能將利潤最大化的策略原則上是跟隨其他事業的價格上升；（2）若競

爭者認為價格的上升幅度已經足夠，而遠超競爭水平，價格即會達到平衡

而穩定。上述認知影響了演算法的決策，而可能導致競爭關係事業在市場

中緘默地實施相同的策略或行為，共同導致高於競爭水平的價格。儘管採

用演算法之事業可能對此有所認知、或默許其發生，惟其採用演算法之初

衷仍非為勾結或限制競爭，事業間亦無協議或合意，故競爭法無法對之作

成違法的評價162。  

然而，緘默勾結在傳統競爭法下雖為合法，然此非謂其亦可取，而為

競爭法所樂見。演算法的出現實質上改變了市場與競爭，如前所述，緘默

勾結之問題過去主要發生在寡占市場，理由是競爭者間高度的相互依存與

對彼此之掌握，非寡占市場則因透明度有限，故緘默勾結難以存續，演算

法的出現卻劇烈改變市場之結構與特徵，顛覆競爭世界。演算法可即時感

知並回應競爭者的策略與行為，促使市場高度透明，提高進入障礙，嚇阻

                                                      
161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3；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9。  
162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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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降低背叛之誘因，並穩定競爭者間之策略互動，使緘默勾結之形成與穩

固延伸至非寡占市場，而不再是寡占市場的專利 163，使事業能輕易觀察到

競爭者的價格與策略，並即時地察覺勾結同夥的背叛，顯然高度的市場透

明性將會損害、而非加強消費者的選擇與議價能力 164。  

試想，在賭場的牌桌上，每個賭徒都會希望有台電腦，藉以計算拿到

所須牌組與贏得勝利的可能性。同樣地，為了避免落於人後，事業均有開

發、採購演算法之動機。當市場中的全部、或至少大部分事業均採用了演

算法，緘默勾結由此而生，而緘默勾結顯然不利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的最

大福祉。然而，事業的唯一行為即是「採用並啟動演算法」，勾結結果的

發生從未出現於事業高階主管的想像中。  

此際，競爭法應否繼續維持原先的觀點，認為緘默勾結僅是對市場變

化的理性反應，而對之保持沉默？抑或認為，此之緘默勾結係以人為手段

間接創造，而仍有干預之必要？事業經由演算法的採用，促成了透明、具

有監督與懲罰機制的市場，此建構了孕育緘默勾結所須的溫床，應否受到

譴責？如是，在欠缺協議、合意、意圖與意思聯絡等要素之前提下，傳統

競爭法應如何將演算法所致之緘默勾結納入規制？競爭法能否僅因競爭者

間採用了類似的演算法，並間接產生減損有效競爭之結果，而認為「競爭

者間採用類似之演算法本身」即構成了對競爭的限制？諸如此類困境，均

有待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加以尋思並解決。Ezrachi & Stucke認為，其中之

關鍵在於證明「改變市場動態」之意圖 165，若事業明知其採用之演算法與

競爭者類似、且此將導致競爭受到減損，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則仍有

機會將之納入競爭法之規制。  

                                                      
163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793；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6、22

0-221；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97。  
164 Lynch, supra note 72. 
165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790, 1793；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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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數位之眼  

在所有分類中，「科技含量」最高、對競爭法最為棘手、介入事業之

決策最多，甚至可能取代事業作成決策者，即屬「科技之眼」（Digital Eye）

之類型。在此類型下，演算法通常已具備自主學習之機能，各事業獨立地

設定期由演算法達成之目標（如利潤最大化）、以及一定限制（如不得為

固定價格或瓜分市場等違法行為），其餘決策之作成則均交由演算法獨立

地自主學習與實驗，由演算法基於其從市場中汲取的經驗與反饋，自主執

行其認為最佳的策略，人類則成為作壁上觀的甩手掌櫃。藉由自主學習與

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等更進階的大數據運算，演算法所能蒐集與分

析之數據指數拓展，事業將可以「神之視角」（God’s View）鳥瞰市場，

在競爭策略上的應對進退更加靈活，建立對市場更廣泛、細緻的評估，並

快速而精準地反應市場變化，從而清晰地掌握市場的現在與未來動態，將

人類無法執行的策略化為可能 166。  

人類向演算法下達的指令僅有一個—達成目標，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提示，而任由演算法自行在運算過程中發掘，人類逐漸對演算法失去控制。

為了實現目標，演算法將持續、高速地試錯，不斷因應競爭者的策略，並

學習與調整。最終（儘管通常來得很快），演算法可能發現，最明智的策

略即是提高市場透明度，隨後嘗試與競爭者或其演算法勾結。演算法的速

度愈快、處理方式愈智慧，事業愈能從高度的市場透明度中受益，演算法

快速的反應能力並能將競爭者排除於市場之外，增加市場之進入障礙 167。 

與「可預測的代理人」之類型相同，演算法將自動、自主地與他事業

或其演算法勾結，此時並不存在人類間的協議或合意，且人類幾乎對演算

法失去控制。具備自主學習機能的演算法宛若「黑箱」（black box），其

                                                      
166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795；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1-222；陳

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81；Lynch, supra note 72. 
167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5；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8-79。 



90 

運算過程難以解構，人類亦無從理解勾結何以形成。演算法以複雜、精準

且快速的方式處理數據，得出「與他事業或其演算法勾結」之最理性思考

結果，而不透露任何決策背後的邏輯與考量，事業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與其競爭者形成緘默勾結。若演算法彼此間的「思想」類似，而可「相互

理解」，則演算法將更容易適應市場的變化，並能預測、理解其他具有類

似思想之演算法的可能反應與策略，使緘默勾結更易形成與穩固。由於演

算法本質上即是一組程式碼，而可輕易地複製，故市場可能由一群具有類

似思想的複製人進行統治。簡言之，在高度透明的市場中，數個具有相同

目標，而「志同道合」的演算法，縱使人類未以程式碼或指令「告知」演

算法達成目標之方式，演算法仍將經由自我學習，得出「勾結是最佳策略」

的答案，其過程與結果將令人類無法解釋與掌握 168。  

與「可預測的代理人」之類型相同，此之勾結乃緘默勾結。人類僅片

面地設定演算法之目標，而由演算法獨立自主地達成勾結，其決策過程宛

若「黑箱」，人類無法尋跡追蹤，對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而言，其勾結之

覺察與舉證更加困難169。最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欠缺協議、合意與反競

爭意圖的緘默勾結在當前的傳統競爭法下，並不違法。因此，競爭法將再

次面臨相同的困境——若緘默勾結係由智慧演算法在價格與商業決策具有

高度可預測性之數位市場環境中實施，競爭法應否加以譴責？隨著演算法

迅速適應新的數據與競爭環境，演算法之開發者與使用者或許能預期市場

透明度將會提高、價格將在超越競爭水平之處達到平衡，惟其無法預期其

發生之時間、持續時間與嚴重程度。若事業就其緘默勾結全無認知，其是

否仍應負責？抑或回歸設計演算法之初始階段（ initiation phase），觀察限

制競爭之運算結果是否為演算法之最初設計目的，或是否為演算法之設計

者或使用者所能預見，以此作為評估責任歸屬之依據 170？   

                                                      
16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6；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78-79、98。 
169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74。  
170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83, 1795；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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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歸納的演算法類型與一致性行為  

（一）一致性行為的演算法類型  

根據演算法使用方式會產生不同的一致性行為，依OECD研究報告與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AI與演算法競爭報告的分類分別為：監控演算法的一

致性行為、平行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信號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自學演

算法的一致性行為171。  

1.監控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  

關於監控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監視型アルゴリズムを利用した協調

的行為），在競爭事業之間就聯合行為等達成協議的情況時，將使用搜尋

價格演算法，來蒐集競爭事業價格等資訊，或用以報復任何偏離聯合（訂

價）行為協議的一方，進而確保聯合行為協議的效力。透過監控演算法，

此類協議的各事業可以自動地、持續地監控其他事業的價格等，且同時可

以在發現任何違反協議的行為時即時作出報復行為。在以監控演算法達成

相互監督及相互報復的情形，因事業違反協議的誘因較少，故協議可穩定

維持下去。  

2.平行演算法一致性行為  

根據有無非競爭事業的第三方介入，平行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アル

ゴリズムの並行利用による協調的行為）可再分為兩種：  

第一種情形，若競爭事業間就聯合價格達成協議，且該等事業利用演

算法以依照協議訂定價格。如競爭事業使用會根據市場變化自動調整價格

的演算法，則彼此間即不需要就協議細節頻繁地重新談判，實行協議將更

加容易，被主管機關查獲的風險也將降低。  

                                                      
171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

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4-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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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情形則是有非競爭事業的第三方介入，即有多數的競爭事業使

用同一第三方（如訂價演算法的供應商、相同數位顧問或軟體公司）提供

之演算法，並因使用該演算法而導致彼此間價格協調。此外，為市場大多

數使用演算法的事業提供訂價演算法的供應商，若提供協調價格的演算法，

卻未通知用戶企業該演算法的效果，即使這些企業並無協調價格的意圖，

亦可能被認為有協調價格行為。  

多數競爭事業因使用由同一演算法供應商提供的訂價演算法而發生

價格協調，其等所訂價格是以演算法供應商為中心軸相互協調，此種情形

被歸類為軸輻式情形。使用演算法的軸輻式一致性行為，其特點為，縱使

競爭企業間並未交換訊息，或不知道任何演算法的存在時，亦將發生價格

一致結果。  

3.信號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  

演算用以發送價格上漲的信號，並檢查競爭事業對此類信號的反應，

稱之為信號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シグナリングアルゴリズムを利用した

協調的行為）。發送信號事業不斷發送信號（如關於未來意圖提高價格的

資訊），並監控其他事業對此回應的信號。在每個事業發送的最終信號表

明與其他事業價格相同後，可認為這些事業間達成了協議。利用信號演算

法，發送信號及確認競爭事業的反應可以迅速、自動地進行，因此得僅向

競爭事業發送漲價信號，且消費者不會察覺（如，於夜間時段短時間發送

漲價信號，此時僅有競爭對手的搜尋價格演算法才能偵測），故使用信號

演算法將可能使競爭事業提高價格，卻不用承擔失去消費者的風險。  

4.自學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  

有研究認為，競爭事業企業以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訂定價格，其所訂

價格將在競爭價格之上，縱競爭事業間無意相互協調價格，然基於自學演

算法之間的相互作用，其價格仍可能高於競爭價格。自學演算法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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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自己学習アルゴリズムによる協調的行為）雖尚未有案例，然根據

近期的經濟分析，使用強化學習（Q-learning，在特定條件下演算法間重複

進行賽局）的訂價演算法，該等演算法彼此間並未相互競爭，但學會了不

斷地將價格訂定在競爭力價格之上。  

（二）日本競爭法應用於演算法一致性行為  

關於競爭法如何適用於演算法，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AI與演算法競爭

報告有清楚論述。依照日本獨占禁止法規定，禁止不當交易限制，即禁止

任何事業與其他事業相互溝通進而共同訂定任何產品的價格、銷售量、生

產數量等。當事業間提高價格或限制數量時，需有意思聯絡始符合獨占禁

止法第2條第6款所謂「與他事業者共同決定」要件。被視為「協議」的行

為除明示的要約及要約承諾外，亦應為包含默示意思聯絡，即事業意識另

一家事業的行為會影響價格上漲，並暗中接受這種行為。當競爭事業間沒

有明示協議，而價格的訂定亦不被認為是每家事業獨立所為時，除有明顯

的事實顯示該等事業的價格是以平行方式訂定外，默示意思聯絡可由那些

消除漲價是各事業獨立所為的可能性的事實中推定。而有意識的平行行為，

例如事業觀察其競爭對手的價格上漲，基於自己的利益為判斷，決定跟著

調升價格，則非不當交易限制所規範的行為。  

如前所述，不當交易限制以意思聯絡為要件，然於演算法一致性行為

的情形，競爭事業之間的聯絡並非總是明確的。例如軸輻式演算法一致性

行為，競爭事業間可於不交換資訊的情況下協調價格，信號演算法一致性

行為則難以分辨是在請求競爭事業提高價格還是常規業務活動，自學演算

法的一致性行為訂出相同或類似的價格，可能僅是演算法運算的結果。因

此，獨占禁止法如何針對不同演算法一致性行為加以適用，分析如下 172： 

                                                      
172 デジタル市場における競争政策に関する研究会，アルゴリズム／ＡＩと競争政策

報告書，公正取引委員会，20-2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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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演算法監控協議的執行或依照協議訂定的價格  

利用演算法監控協議的執行，或利用演算法按協議的約定自動訂定價

格時，此時演算法僅是用於監控、促進協議的執行等用途。然因競爭事業

間於使用此類演算法前即達成協議，因而可能構成不當交易限制。  

2.第三方提供的平行演算法導致協調價格  

當競爭事業間共同認知到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演算法將導致價格協調，

或提供訂價演算法的供應商告訴他的事業用戶，所有事業用戶銷售價格的

最大折扣率相同，且該等事業用戶於使用演算法時有這種意識，則於此情

況下，可認為該等事業達成一個共識，即縱使彼此間並未直接或間接交換

資訊，亦將產生價格協調，而將可能被視為構成不當交易限制。  

當第三方提供的平行演算法導致協調價格，競爭事業卻毫不知情。如

為特定市場中絕大多數事業提供訂價演算法的第三方事業，讓用戶事業使

用該訂價演算法並導致價格協調，此時提供訂價演算法的第三方事業將可

能違反獨占禁止法。  

3.信號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  

任何事業均可能根據其獨立判斷而調升價格，作為回應競爭事業的漲

價的手段，因此必須建立一些事實，以認定某些漲價手段不可能是透過事

業的獨立判斷而為，例如，以不利於消費者的方式發布價格消息，像是對

消費者發布沒有價值的消息、以不自然的符號作為信號，或延後、更改已

發布的價格，而可認為這些消息的發布是相關競爭事業間的合作行為。另

外，若漲價資訊的傳送方式，將令消費者而非競爭對手難以將該資訊與其

他資訊區分，且競爭對手提高價格來回應該漲價資訊，則可認為該漲價資

訊是針對競爭對手傳送，並以此達成意思聯絡。  

4.自學演算法的一致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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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演算法造成的一致性行為目前尚未有案例，雖根據經濟分析，自

學演算法有將價格訂定在競爭價格之上的疑慮，即使競爭事業間不具協調

價格的意圖，然前述情形目前不太可能於實際市場中實現，因為在造成一

致性行為前，演算法必須經過大量的相互作用，事業可能無法忍受長期損

失，且經濟分析所假設的競爭環境是穩定的，然現實的競爭環境並非如此。 

若假設透過自學演算法的交互作用而造成一致性行為已於現實中發

生，且如果價格協調僅是多個自學演算法相互自主定價的結果，則並不構

成不當交易限制。然目前案例即經驗均累積不足，是應先關注此種行為的

可行性及條件，以及相關技術趨勢。  

第五節 本章小結  

國外石化業大廠透過數位科技的應用進行數位轉型，其中主要應用創

新、大數據或演算法等方面的技術。本研究彙整石化產業推動數位化轉型

如創新、大數據、演算法等可能衍生的相關競爭議題，其中在數位創新與

競爭法方面，雖然一般認為競爭主管機關在評估水平結合時，只要結合可

能顯著減少競爭，該結合就應被視為反競爭。不過，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

響，應該同時考慮業務竊取效應（價格上漲）與創新協同效益（增加研發、

技術轉讓、開發更有效率），並輔以實證資料，才能明確掌握結合的影響。 

在探討大數據與競爭法的關係上，市場界定是關鍵議題。不過，仍迄

無定論，但資料所具有的競爭的價值，在數位時代更為重要是肯定的，或

許可以針對應用大數據的子市場加以區分，惟擁有大數據不一定能提升市

場力，因為市場競爭激烈，大數據的效益可能遞減。競爭主管機關在考量

審查結合與濫用排他性案件中可考慮大數據優勢的影響，以及關注市場是

否仍良好運作，對於因擁有數據可能引起聯合行為、濫用優勢地位與經濟

力過度集中問題，也應一併考量。演算法對供給面與需求面都帶來效率提

升，不過演算法可能透過信使、輪軸與輪幅、可預測的代理人、數位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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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科技含量的勾結，對消費者、企業的競爭對手造成傷害或限制競爭

的影響。  

數位經濟時代，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工具改變了市場環境，可

能帶來新型態的數位勾結，其中的影響因素包括事業數量、進入障礙、市

場透明度、事業間的互動頻率、需求面波動、供給面變動、小型競爭者或

買方的反制力量、事業內部訊息的隱密性、供需雙方的效率等，在經過演

算法的應用後，使得前述影響因素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變得更不容易判斷，

若為「信使」，則演算法僅係勾結同盟之「長臂」，由於勾結之形成與規

劃仍係由人類為之，故協議、合意與意圖等涉及人類主觀思想之法律概念

仍可應用；若為「輪軸」，亦即涉及競爭者間就相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

集之使用，此際，除解構演算法的運算機制是否在於扭曲市場競爭外，亦

應考量競爭者間有無採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之認知與共識，依個

案情形不同，「當然違法」與「合理原則」均有登場之可能；若為「可預

測的代理人」，其難題在於，若緘默勾結之形成或強化係假演算法之手完

成，其應否受到譴責？若尖端科技技術提高了市場透明度，惟並未損害市

場中的創新等相關投入時，是否仍應受到苛責？若為「數位之眼」，其困

境則與「可預測的代理人」相似，均在於演算法就緘默勾結之促進及其法

律責任之歸屬，惟其在舉證與歸責上可能更加複雜，甚至涉及倫理問題。  

至於日本的獨占禁止法對於使用演算法監控協議的執行或依照協議

訂定的價格，因競爭事業間於使用此類演算法前即達成協議，因而可能構

成不當交易限制；對於第三方提供的平行演算法導致協調價格，或提供訂

價演算法的供應商告訴他的事業用戶，導致所有事業用戶銷售價格的最大

折扣率相同，可認為該等事業達成一個共識，即縱使彼此間並未直接或間

接交換資訊，亦將產生價格協調，而將可能被視為構成不當交易限制。若

是第三方提供的平行演算法導致協調價格，而競爭事業卻毫不知情，此時

提供訂價演算法的第三方事業將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若事業根據其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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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而調升價格，作為回應競爭事業的漲價的手段，惟不可能是透過事業

的獨立判斷而為，則可認為該漲價資訊是針對競爭對手傳送，並以此達成

意思聯絡；若競爭事業企業以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訂定價格，導致所訂價

格將在競爭價格之上，如果僅是多個自學演算法相互自主定價的結果，則

並不構成不當交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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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石化產業數位轉型之相關政策 

以下針對我國與數位化或數位轉型有關的政策、我國石化產業數位化

轉型的產業政策以及未來數位轉型的可能方向簡述之。  

第一節 我國數位轉型有關的政策簡介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強化產業競爭力，政府積極提倡企業升級轉型，

例如在  2012 年推動「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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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的三業四化重點策略，再於  2014 年推動「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

案」，以「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及育成新興產業」為三大主軸，

訂定「前瞻趨勢、產業高質」的發展目標。為加速產業升級轉型，打造永

續發展經濟模式，政府在  2016 年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

推動  5+2 產業創新計畫（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生醫產業、

國防產業、新農業與循環經濟），作為下世代產業的成長核心，同時搭配

行政院其他重要計畫，涵蓋厚植產業創新動能、加速生產智慧化、掌握消

費者需求等三個面向的重點政策，以創造數位經濟模式、發展物聯網雲端

技術、透過雲端及網路與消費者快速連結，形成聯網製造服務體系。以下

分別說明我國與推動產業數位化或數位轉型有關的政策。  

壹、「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 173 

由於觀察到全球競逐智慧製造科技發展，有下列特性：1. 產品與服務

競爭力將從價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成本考量的獲利模式將改變為客戶服

務價值為導向的獲利模式；2. 生產線從整廠整線自動化進化為少量多樣化

訂製式智慧化生產系統；3. 商業服務業繼電子化及自動化發展後，朝智慧

零售（Smart Retailing）發展；4. 農業結合智慧科技，導入人機協作提升生

產力；5. 在新一代工業轉型中，積層製造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先進製造技術；

6. 在生產力  4.0 世代，人才培育應有新思維。因此行政院於2015年通過

「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期間自2016年至2024年。主要的核心目

標、核心技術與關鍵做法分述如下：  

1. 核心目標：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化，具體作法為：(1) 

開創高值、敏捷、人性化的智慧製造、智慧商業服務業、及智慧農業，

以加速產業深耕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2) 實踐人機協同工作環境，

                                                      
173 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  民國 105 年至民國 113 年（核定本），行政院（2015），

https://www.nchu.edu.tw/~class/bulletin/MOE/105_MoE_re_all r.pdf。  

https://www.nchu.edu.tw/~class/bulletin/MOE/105_MoE_re_all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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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鞏固國家生產效能競爭力。  

2. 核心技術：導入網實融合與人機協同關鍵自主技術，具體作法為： (1) 

將運算能力結合感測器與通訊網路，建立於生產設備及生產管理系

統，使之具備自動感知、自動預測和自動配置能力，進而彈性調整製

造生產與營運模式服務系統，以實踐訂製式量產與服務生產力；(2) 人

將被培育為技術整合應用的設計者，及生產流程的控制者與管理者。  

3. 關鍵做法：借力使力及群策群力加速培育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具

體作法為：(1) 鏈結先進工業國家，掌握關鍵技術自主能力；(2) 凝聚

跨（產學研）界、跨（工程與智慧專業）域研發創新能量，加速培育

產業網實系統軟硬實力。  

貳、「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174 

由於數位經濟帶動產業朝跨世代、跨境、跨領域、跨虛實等趨勢發展，

促使全球產業格局翻轉。而我國擁有厚實的工業基礎，面對數位經濟與物

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代的來臨，如何充分利用我國既有優勢，

建構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ecosystem），以加速產業創新及優化產業結構，

進而掌握軟硬整合創新應用之契機，將是未來產業發展重點方向。  

由於數位轉型非一次的數位化事件，需要持續性及長期性的發展，因

此需要透過政策加以引導。因而行政院於2016年提出「數位國家．創新經

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簡稱DIGI+），除延續2002年起推動的國家資

訊通信發展方案之外，並在硬體與軟體建設並重原則下，透過建構有利數

位創新的基礎環境，鞏固數位國家基磐配套措施，打造優質數位國家創新

生態，以擴大我國數位經濟規模，達成發展平等活躍的網路社會，推進高

值創新經濟並建構富裕數位國家的願景。  

                                                      
174 行政院網站，http://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f4d3319a-e2d7-4a8b-8b55-

26c936804b5b，最後瀏覽日期：2021。  

http://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f4d3319a-e2d7-4a8b-8b55-26c936804b5b
http://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f4d3319a-e2d7-4a8b-8b55-26c93680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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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方案期以全程九年時間，積極提升寬頻數位匯流基礎建設，建構

有利數位創新之基礎環境，並推動鞏固數位國家之基磐配套措施，包括：

營造友善法制環境、研發先進數位科技、培育跨域數位人才，進而激勵創

新創業、發展數位經濟、拓展數位商務，支持亞洲‧矽谷等產業創新之高

值化發展。同時，透過打造數位政府、建構智慧城鄉、發展活躍網路社會，

落實參與式民主以及區域平衡發展，打造優質之數位國家創新生態，以達

成保障數位人權、開拓安康富裕數位國土、孕育創新活躍數位國力之目的。 

DIGI+方案除了建構六項主軸發展方案外，特別強化智慧產業創新、前

瞻基礎建設、營造總體競爭力等重要政策的聯結，同時推出「前瞻基礎建

設--數位建設」、「台灣AI行動計畫」、「台灣5G行動計畫」及「台灣顯示科

技與應用行動計畫」等方案，併入DIGI+方案整合推動發展。  

其中「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的重大

建設之一，依據行政院2016年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的架構

規劃而成，以推動網路安全、數位文創、智慧城鄉、智慧學習及科研設施

等軟性基礎建設為主，同時規劃了物聯網、AR/VR（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

AI（人工智慧）及智慧機器人等所需的基礎建設項目，投資未來。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數位建設」原規劃於2017至2020年分2期投入

431億元特別預算，其中第1期（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及第2期（2019

至2020年）已分別編列159億元、272億元，新增第3期（2021至2022年）編

列443億元。再結合民間投入2,000億元寬頻建設及381億元內容與服務研發

經費，以「寬頻建設暨網路安全」、「寬頻建設」、「內容建設」、「服務建設」、

「人才建設」等5大主軸推動19項重點建設項目。  

由於迎接後疫情時代，人們生活習慣將大幅改變，全球產業鏈也將重

新定位，同時，零接觸經濟也加速產業的數位轉型，擴大國家數位基礎建

設需求。因此，數位建設於2021年至2025年，以「5G發展驅動臺灣數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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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與全球定位」為推動策略，將在前階段所進行的五大主軸外，再規劃「基

礎建設環境」、「產業數位轉型」、「數位人才淬煉」、「5G基礎公共建設」、

「縮短5G偏鄉數位落差」、「推廣數位公益服務」共11大推動主軸，54項重

點建設項目，將以「建構支持臺灣未來10年發展的數位建設」為願景，協

助「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發展，建構「智慧國家」的基石，加速臺灣數位

轉型，累積後疫情時代的國家數位競爭力。尤其數位轉型是未來政府四年

施政的重中之重，所以，數位計畫的預算也因此大幅增加，從原本占整體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5%提升至16%。  

參、「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175 

隨著科技的快速演變，國家經濟與社會環境面臨新的需求與挑戰，為

了解決人工智慧帶來經濟產業改變、高齡少子化對社會衝擊，以及能資源

的永續運用等，政府於2017年核定「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

至  109 年）」，以強化科研環境與國際接軌，創造科技新價值，加速發展尖

端新興科技，並持續打底基礎研究，以人為本，連結全世界。  

其中有鑑於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與愈來愈多的客製化訂單，產業須加

速朝向高值化發展，透過上中下游的系統整合，打造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

才能快速接單、彈性生產與穩定出貨，以及我國企業有  97%以上屬於中小

企業，在面對全球產業生態系因為智慧科技引起的快速變化，亟需透過激

勵政策或導入外界資源強化技術能力，累積智慧資本，加速生產模式智慧

化，並且因應人工智慧技術成熟所帶來新的工作機會，因此在2017年核定

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第五項，特別針對

智慧革命浪潮下的產業升級與轉型加以規劃。  

主要因應策略為重塑產業價值鏈，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具體做法包括： 

                                                      
175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附錄（核定本），科技部（2017），

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21e8618-af9d-4f66-bfff-3d666f242d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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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置資訊平臺，強化垂直整合  

建置出口重點產業鏈的資訊整合平臺，提高產品開發、生產與銷售的

時效，並能提供企業遴選合作夥伴的建議，有效回應市場需求。例如建構

從需求下單、派工生產、到配送銷售的完整智慧價值鏈，甚至可應用物聯

網技術，掌握即時產銷狀況，並透過大數據分析預測未來需求。  

2. 整合科研能量，建立核心實力  

針對不同的產業需求，引進學研界研發能量，加速產業智慧化，建立

智慧生產模式，強化市場競爭力，並鼓勵產業建立創新合作機制，促進知

識、技術及人才的交流，帶動產業升級轉型。  

3. 促進國際鏈結，強化人才培育  

整合各部會的人才資料庫，搭配國際商情資訊平臺，掌握國內人才供

需狀況、分布及全球產業未來發展趨勢，推動學習未來技能的人才培育政

策，厚植產業人力資本，以經由科學與技術的創新突破，創造無限的經濟

與社會價值，發揮小國大戰略的真諦。  

而在2020年第11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全科會），已通過「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110至113年）」將在「人才與價值創造」、「科研與前

瞻」、「經濟與創新」、「安心社會與智慧生活」等面向制訂策略措施，由各

部會分工推動，以逐步落實2030的願景。其中在經濟與創新方面，也肯定

我國必須推動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轉型，並加強科

研成果轉化力道，優化環境以協助新創。可見到2030年，未來的科技會跟

社會需求、經濟、產業、環境永續有所結合，藉由科技鏈結上、中、下游，

形成人跟萬物連網、多元族群包容、循環永續的社會。  

肆、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 176 

                                                      
176  台 灣 AI 行 動 計 畫 （ 2018-2021 年 ）（ 核 定 本 ）， 行 政 院 （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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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架構下，依據行政院「智慧系統

與晶片產業發展策略會議」共識及結論，規劃「臺灣  AI 行動計畫」，以實

現「創新體驗為先，軟硬攜手發展，激發產業最大動能」為願景，在聚焦

原則下，透過法規鬆綁、場域與資料開放、加速投資動能的基本思維，規

劃  AI 人才衝刺、AI 領航推動、場域40與法規開放、建構國際  AI 創新樞

紐及產業  AI 化等五項行動主軸。  

並將結合人才、ICT 與半導體產業、開放場域與資料等，強化臺灣既

有優勢為出發點，藉統合政府相關計畫及產業資源，鏈結國際夥伴能量，

希望建立  5+2 產業  AI 創新的完整布局，並期塑造臺灣成為全球智慧科

技創新重要樞紐。包括建構  AI 研發開放式服務平臺、成立智慧系統整合

服務中心，以及推動產業共通標準與設計框架等，提供垂直式完善的  AI 

發展環境，使各主軸推動最終能落實到產業  AI 化應用。  

其中在產業  AI 化方面，主要為落實產業面創造效益，以推動  AI 創

新媒合平臺，媒合與培訓  5+2 產業創新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建立完善產業  

AI 化環境，帶動中小企業  AI 創新轉型，協助產業解決問題。  

從前述的國家政策綱領與產業政策來看，政府各相關政策所指的數位

化，應同時包涵數位化與數位轉型，企業可視組織的數位化程度自我規劃

數位化目標。不過，如果從5+2 產業創新計畫的加速生產智慧化面向，發

展物聯網雲端技術、透過雲端及網路與消費者快速連結、而「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第五項也特別針對智慧革命浪潮下

的產業升級與轉型，以及「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國110至113年）」將

推動產業智慧化與數位經濟發展等內容來看，應以數位轉型較符合政策的

規劃內容。  

                                                      
https://digi.ey.gov.tw/File/4C622B6A10053DAD。  

https://digi.ey.gov.tw/File/4C622B6A10053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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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與石化產業數位轉型有關的政策  

壹、石化產業的範圍及發展現況  

石化產業是指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來製造化學品的產業 177，並不包

括石油、天然氣、汽油、輕油等原料，所包含的範疇概指經濟部統計處所

定義的化學材料製造業，包括上游生產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

二甲苯等石化基本原料的製造業，以及中游的橡、塑膠等合成原料製造業，

國內三大主要石化產品為塑膠、合成纖維，以及合成橡膠。如表4- 1及圖4- 

1所示。  

 

 

 

 

 

 

表 4- 1 石化產業特性  

產業別  產業特性  

石化產業  

基本原料產業  

 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  

 由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寡占  

 產能擴充受到阻礙  

塑膠原料產業  

 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  

 發展大宗塑膠原料為主  

 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出口市場  

                                                      
177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石 化 產 業 高 值 化 推 動 專 案 網 站 ，「 石 化 業 定 義 與 範 疇 」，

https://www.pipo.org.tw/About/about_explain_1，最後瀏覽日期：2021。  

https://www.pipo.org.tw/About/about_explain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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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膠產業  

 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  

 發展大宗合成橡膠原料為主  

 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出口市場  

人纖原料產業  

 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  

 發展大宗人纖原料為主  

 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出口市場  

資料來源：范振誠，林國權，陳育誠，劉致中，曾繁銘，曾益民與史惠慈等，《 2012

石化產業年鑑》，新竹：工研院  IEK（201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綠色創新材料產業 2020-2022 專業人才需求推估調
查」，經濟部（2019）。  

圖 4- 1 石化產業上、中、下游範疇及關聯產業  

貳、石化產業的數位化轉型政策  

由於石化產業為國內支柱型產業，為其他產業和民生提供經濟活動必

須的原材物料，具有相當高的向前關聯效果及向後關聯效果 178，在成長動

                                                      
178 范振誠，「我國石化產業面臨的挑戰與未來展望」，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2017）；梁啟源、鄭睿合，「由高雄氣爆事件談石化業未來發展」，經濟前瞻，

155：3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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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長期停滯下，促使政府提出相關轉型政策及計畫，因此，行政院在2012

年3月即通過「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方案」，經濟部並成立推動辦公室，以

積極促成我國石化業者轉型，其具體作法包含 (1) 料源穩定供應；(2) 投資

障礙排除；(3) 推動成立研發中心；(4) 人才養成；(5) 試驗工廠驗證補助；

(6) 頁岩氣之關注以及促進台美產業合作； (7) 藍圖項目及租稅優惠之核

定；(8) 積極推動研發聯盟179，其中尚未涉及數位轉型。  

近年來受美中貿易戰、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以及2020年9月及10月

中、日、韓相繼宣示2060年或2050年達到碳中和  (Carbon Neutral)，加入歐

盟、英國、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南非、紐西蘭等國的行列，加上美國

拜登總統宣布達到2035年無碳電力、2050年淨零排碳目標，有著全球經濟

環境不確定和碳排放減量壓力，同時因區域貿易障礙、中國大陸石化廠新

產能、限塑等因素，促使業者加速進行全球布局，並積極投入綠色低碳、

高值研發和轉型。  

鑑於前述國內外經濟情勢的轉變，政府更致力於推動產業的高值化與

國際化，依據2017年2月20日「總統府經濟策略顧問小組第2次會議」制訂

的「石化產業發展綱領」180，期能配合國家安全、效率、節能、減碳、永

續循環及科技發展，引導石化產業朝向「綠色環保」與「高附加價值」目

標邁進181，並由五大策略面向推動石化產業發展，分別為環保安全永續經

營、高值化循環經濟、減碳減廢和減排、擴大研發創新應用，與培育人才

等（如圖4- 2所示），其中與數位轉型較具相關性者，係藉汰舊換新加速於

石化製程導入工業4.0與智慧管理。  

                                                      
179 林志森、黃宗煌及林茂文，「石化產業國際化與高值化」，財團法人中技社專題報告（2013）。 
180 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石化產業與政策重點說明」，經濟部（ 2017）。 
181 林茂文、陳建緯、許振邦、盧姵君、丁俊元、徐玉珊及王尚博，「傳統產業與政府創

新策接軌之雙贏策略」，財團法人中技社專題報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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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辦公室（2017）。  

圖 4- 2 推動石化產業發展之五大策略  

由前述可知，政府對石化產業的數位轉型或朝向工業4.0提升係採取

支持態度，惟實際的政策支持仍有待發展。若借鑑德國推動工業 4.0的經

驗，以年產量萬噸級的化工產業而言，若能善用工業4.0策略，將各製程

單元的各類操作變（因）與由智慧傳感技術所獲得的生產數據，利用雲

端大數據加以彙整分析、再藉由CPS與PHM技術可得到有關動態模擬與

穩態運作的資訊，將有助於順利開／停車，最後再由物聯網（原料端、

產品端）來規劃其生產排程，如此將可透過預測性的維護，而達成零工

安災害（停機）和維持持續可靠的生產目標，進而創造高產值的效益 182。

蘇孟宗等（2016）建議台灣石化產業推動工業4.0策略，應以現有自動化

廠區設施為基礎，循序漸進，並配合專業合作廠商，發展關鍵技術與系

                                                      
182 經濟部工業局，「匯智俱樂部專題講座（十四） 如何將工業 4.0 智能製程導入化工產

業」，https://www.pipo.org.tw/News/More?id=210（2016）。  

https://www.pipo.org.tw/News/More?id=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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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183。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數位經濟時代，產業數位轉型已是國際趨勢，政府也積極推動傳統產

業數位化，自2015年通過「行政院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期間自2016年至

2024年，以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及智慧化，期能開創高值、敏捷、

人性化的智慧製造、智慧商業服務業，以及智慧農業，以加速產業深耕國

際市場的競爭優勢，鞏固國家生產效能競爭力。2016年又推出「數位國家

・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以延續2002年起推動的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

並在硬體與軟體建設並重原則下，透過建構有利數位創新的基礎環境，鞏

固數位國家基磐配套措施，打造優質數位國家創新生態，推進高值創新經

濟並建構富裕數位國家的願景。同時2017年核定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民國  106 年至  109 年）」與2020年核定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民

國110至113年）」，也都規劃透過各部會分工推動，以逐步落實2030年由科

技鏈結上、中、下游，形成人跟萬物連網、多元族群包容、循環永續的社

會的願景。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架構下，並規劃「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其中在產業  AI 化方面，為落實產業面創造效益，

更以推動  AI 創新媒合平臺，媒合與培訓  5+2 產業創新需求為導向的人

才，建立完善產業  AI 化環境，帶動中小企業  AI 創新轉型為主要的工作

目標。  

本研究所指石化產業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來製造化學品的產業，亦

即化學材料製造業，包括上游生產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

苯等石化基本原料的製造業，以及中游的橡、塑膠等合成原料製造業，國

內三大主要石化產品為塑膠、合成纖維，以及合成橡膠，並不包括石油、

                                                      
183 蘇孟宗、熊治民及劉致中，「工業 4.0 趨勢與石化產業應用案例」， IEK 產業情報網

（2016），https://www.pipo.org.tw/News/More?id=210，最後瀏覽日期：2021。  

https://www.pipo.org.tw/News/More?id=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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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汽油、輕油等產業。石化產業為國內支柱型產業，為其他產業和

民生提供經濟活動必須的原材物料，具有相當高的向前關聯效果及向後關

聯效果，行政院在2012年3月即通過「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方案」，經濟部

並成立推動辦公室，以積極促成我國石化業者轉型，2017年更制訂「石化

產業發展綱領」，引導石化產業朝向「綠色環保」與「高附加價值」目標邁

進，其中與數位轉型較具相關性者，係藉汰舊換新加速於石化製程導入工

業4.0與智慧管理，期能達成零工安災害（停機）和維持持續可靠的生產目

標，進而創造高產值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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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石化產業的競爭與數位化現況  

第一節 石化產業的市場結構、供應鏈與發展趨勢  

我國石化產業發展始於1960年代，台灣中油第一輕裂廠完工，為東南

亞第一座輕裂廠。1970年代台灣塑膠工業起飛，石化業由進口原料加工的

萌芽階段，轉變為下游加工與中上游原料自製的產業發展型態。1980年代

時期因為國內多起環保工安事件以及全球化浪潮造成新台幣升值、工資上

漲等因素，使得出口產品為勞力密集型的石化下游產業紛紛外移。此外，

台灣亦在自由化的趨勢下逐漸放寬管制，於1990年正式核准台塑的六輕計

畫，使得石化業開始有民營業者加入競爭、朝向多角化發展184。其中，基

本原料產業偏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且呈現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

司寡占的產業型態，唯因環保工安議題之故，在產能擴充上並不容易，且

中國大陸為我國石化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如圖5- 1所示。  

 

 Panel A 2019 年臺灣石化產品出
口概況  

 Panel B 2019 年我國出口中國大陸各
項大宗石化產品之比重  

圖 5- 1 我國 2019 年石化產品出口概況及出口至中國大陸品項 185 

                                                      
184 梁啟源、鄭睿合，「由高雄氣爆事件談石化業未來發展」，經濟前瞻，155：32（2014）。  
185 范振誠，「疫情衝擊下石化產業發展與機會」，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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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石化業之上下游供應鏈而言（見圖5- 2），從上游的輕油裂解，到

聚酯合成、碳纖維等高分子複合材料，再到塑化製品之二次加工，及相

關設備和周邊零件等，已發展出完整的產業鏈結。我國石化產品以泛用

塑膠原料為主，代表性原料如PVC(聚氯乙烯 )、PE(聚乙烯 )、PS(聚苯乙

烯 )等，其中台塑集團是台灣最大的塑化集團。  

資料來源：張真卿 (2020)186 。  

圖 5- 2 我國石化業上中下游供應鏈  

此外，根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近十多年來石化產業整體的生

產量指數走勢呈現停滯情況，若以2016年為基期，則2000年至2016年總成

長率超過40%，然而2019年相較2016年呈微幅下跌，至於石化業中的人造

纖維製造業則持續衰退，使得2019年的生產量指數相較於2000年已衰退超

過50%，由此可知，石化業迫切面臨轉型挑戰，如圖5- 3所示。  

                                                      
186 張真卿，「2020 年為塑化業最谷底  拐點將至」，理財周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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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繪製 187。  

圖 5- 3 2000 年至 2019 年之石化產業生產量指數  

當前，國際間除了既往推動節能和減碳之政策主軸外，近年則因全球

各國極推廣碳有價化，且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諾淨零排放目標，台灣則於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即「氣候變遷因應法」中設定2050

淨零排放目標，逐步與國際接軌，同時「歐盟綠色新政  (European Green 

Deal, EGD)」中碳邊境調整機制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若實施後，將會依照產品的碳排放含量加以課徵稅費，以平衡國產

品與進口品的價格差異。在各方的壓力下將促使能源密集產業加速轉型，

而我國石化業亦屬碳排放量較高的產業，勢必面臨更多壓力，將朝向綠色

永續、資源循環再利用等方向發展。就國內石化業的產業發展政策，仍以

「石化產業發展綱領」為主軸，在產業發展上有下列原則：  

1.石油之應用研發應以材料發展為主。  

2.穩固既有大宗石化產品的經濟規模基石持續推動石化產業轉型高

                                                      
187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業別統計」，經濟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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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化，發展綠色創新材料。   

3.不增加整體環境負擔，並朝循環永續方向發展，促進潔淨、安全、

健康、科技之生活環境。   

4.對於石化產業轉型高值化之投資案應協助各方溝通及加速行政審

核程序。  

另一方面，為協助石化產業因應市場之挑戰和風險，政策主管當局主

要採取下列措施推動產業升級：  

1.在現有的規模下持續精進製程及綠色化  

2.擴大並加深產業的資源及能源循環化  

3.分階段減碳、減廢、減排與國際環保法規接軌，確保提供  

4.輔導設立研發中心  以建立高階研發能力；  

5.推動材料產業高值低碳轉型，接軌  「  5+2 ｣ 產業創新方案，提供

綠色創新材料  

6.鼓勵石化產業擴大研發投入從生產導向轉型為創新應用  

7.深化產學合作投入多層次人才培育。  

其中，數位應用為促進石化業轉型的重要關鍵，而石化業大多以化工

人才見長，缺少能協助石化業進行數位轉型之資訊人員，因而培育適當人

力，結合數位技術和石化產業的專業知識，融合運用以解決現階段石化產

業升級之課題，將為國內石化業者的首要工作。本研究於後續章節及訪談

中，將會說明我國石化業如何投入數位轉型及相關發展趨勢。  

第二節 石化產業數位化發展現況  

為瞭解石化產業數位化或數位轉型的現況，本研究根據2020年中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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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研究院對工業區石化產業的調查 188，發現數位化層次明顯不同，其中以

「已使用專業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並加入人工智慧技術的運用，系統

具有自我學習、偵錯之功能」的數位化程度最高，其次為「已開始使用專

業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在內部管理具有單一平臺，並具跨單位資訊整

合功能」，再次為「已使用具特定功能的電腦專業系統或軟體」。  

就國內石化產業的數位化程度來看，以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已開始使用專業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在內部管理具有單一平臺，並

具跨單位資訊整合功能」的比率最高，達61.9%，其次為化學原材料及人造

纖維製造業超過5成、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達44.6%，除了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之外，其餘業別「已開始使用專業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在內部管

理具有單一平臺，並具跨單位資訊整合功能」的比率均高於製造業的平均

水準38.5%。  

至於「已開始使用專業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在內部管理具有單一

平臺，並具跨單位資訊整合功能」的比率（37.5%）也高於製造業平均水準

30.2%。相對來看，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的數位化程

度相對較低。（如表5- 1）  

至於正在進行或有規劃數位轉型的比率則以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較

高，達50%，其餘多為三分之一，相對低於製造業的平均水準35.5%。（如

表5- 2）  

就石化產業數位轉型的重點而言，各行業重點不同，其中石油及煤製

品製造業以行銷預算配置的比率最高，達50%，而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

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則都以績效管

理/查核為主，其餘如業務開發、客戶關係管理(CRM)、服務研發 /產品開發

                                                      
188

 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委託，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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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型重點的比率亦不低。（如表5- 3）   

表 5- 1 公司內部營運的數位化程度  

行業別  

總計  

內部仍
以紙
本、人
工為主  

已使用
基本電
腦軟體
來管理  

已使用
具特定
功能的
電腦專
業系統
或軟體  

已開始
使用專
業企業
資源規
劃 ERP
系統，
在內部
管理具
有單一
平臺，  
並具跨
單位資
訊整合
功能  

已使用
專業企
業資源
規劃

ERP 系
統，並
加入人
工智慧
技術的
運用，  
系統具
有自我
學習、
偵錯之
功能  

家數  百分比  

製造業總計  1,614 100.0 6.7 20.2 30.2 38.5 4.5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6 100.0 16.7 33.3 16.7 33.3 - 

化學原材料及人
造纖維製造業  

33 100.0 3.0 18.2 18.2 51.5 9.1 

其他化學製品製
造業  

56 100.0 1.8 12.5 37.5 44.6 3.6 

藥品及醫用化學
製品製造業  

21 100.0 4.8 4.8 23.8 61.9 4.8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委託，2020。  

 

表 5- 2 是否有規劃（或正在進行）數位轉型  

行業別  
總計  

是  否  
家數  百分比  

製造業總計  1,614 100.0 35.5 64.5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6 100.0 33.3 66.7 

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33 100.0 33.3 66.7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56 100.0 50.0 50.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21 100.0 33.3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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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委託，2020。  

表 5- 3 公司數位轉型的重點  

行業別  家數  

人力

資源

管理  

生產

管理  

業務

開發  

績效

管理

/ 

查核  

財務

管理  

公司

內部

的  

預算

編列  

客戶

關係

管理

CRM 

擬定

市場

行銷

策略  

行銷

預算

配置  

服務

研發

/ 

產品

開發  

其他  

製造業總計  1,614 6.7 20.2 30.2 38.5 4.5 7.3 19.4 8.9 8.2 18.8 2.6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6 16.7 33.3 16.7 33.3 - - - - 50.0 - - 

化學原材料及人
造纖維製造業  

33 3.0 18.2 18.2 51.5 9.1 9.1 27.3 - - 18.2 - 

其他化學製品製
造業  

56 1.8 12.5 37.5 44.6 3.6 7.1 35.7 14.3 3.6 17.9 7.1 

藥品及醫用化學
製品製造業  

21 4.8 4.8 23.8 61.9 4.8 - 14.3 14.3 14.3 42.9 -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委託，2020。  

 

至於石化產業的公司沒有進行數位轉型的原因，以認為公司沒有數位

轉型的需要為主，尤其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都有高

達7成以上，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也有5成以上持相同看法，可見數位轉型在石化

產業仍尚未普遍（如表5- 4）。  

對於協助數位轉型的需求，有6成以上的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

業認為不需要政府協助，而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則以希望政府提供

輔導經費補助為主，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則除了希望政府提供輔導經費補

助以外，也希望政府辦理數位轉型相關的訓練課程，至於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則以辦理數位轉型相關訓練課程、數位轉型人才的培育與提供為主（如

表5- 5）。  



118 

 

表 5- 4 公司沒有進行數位轉型的原因  

行業別  家數  

不知  

相關  

訊息  

沒有  

相關  

人才  

沒有  

資金  

沒有  

合作  

夥伴  

不是  

公司  

未來的  

目標  

公司  

設備  

無法  

配合  

公司  

沒有  

數位  

轉型  

的需要  

其他  

製造業總計  1,041 7.6 11.3 13.0 2.6 14.3 12.6 64.2 1.4 

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  

4 - - - - 25.0 25.0 75.0 - 

化學原材料及
人造纖維製造
業  

22 9.1 18.2 13.6 4.5 18.2 - 59.1 4.5 

其他化學製品
製造業  

28 3.6 10.7 3.6 - 17.9 7.1 71.4 3.6 

藥品及醫用化
學製品製造業  

14 - 21.4 28.6 - 28.6 35.7 57.1 - 

資料來源：整理自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委託，2020。  

表 5- 5 公司因應數位轉型希望政府提供的協助措施  

行業別  家數  

提供
專業
諮詢
與  

診斷
服務  

輔導
經費
補助  

辦理
數位
轉型
相關
訓練
課程  

數位
轉型
成功
案例
分享  

數位
轉型
人才
的培
育與
提供  

對  

企業
數位
轉型
進行
規劃
輔導  

按產
業別
建立
企業
數位
轉型
指引  

不  

需  

要  

其他  

製造業總計 1,614 14.9 35.4 16.2 8.3 12.1 13.6 16.5 43.9 - 

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6 - 16.7 33.3 16.7 33.3 - 16.7 33.3 - 

化學原材料及人
造纖維製造業 

33 9.1 27.3 6.1 9.1 6.1 9.1 12.1 60.6 - 

其他化學製品製
造業 

56 19.6 37.5 28.6 16.1 8.9 19.6 10.7 28.6 - 

藥品及醫用化學
製品製造業 

21 19.0 66.7 19.0 4.8 23.8 9.5 19.0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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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彭素玲、王素彎與彭佳玲，工業區勞動力需求調查，勞動與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委託，2020。  

第三節 石化廠商對於 AI 發展方向與技術需求  

一、國外數位轉型技術發展趨勢  

近年來因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受到重創，亦有許多企業紛紛倒

閉，但在此一危機之下，卻加速了產業採用相關技術以及數位轉型，同時

在商務活動的快速變遷下，企業導入數位技術已為趨勢。本計畫彙整國際

機構或單位所提出之未來數位轉型策略技術，從相關趨勢瞭解可能形塑之

產業營運動態或方向，以及後續發展影響，可從中探尋我國石化業是否有

已採用之技術，和可能應用的潛在技術。  

美國資訊科技研究和顧問公司Gartner於2018年時提出2019年十大戰

略技術趨勢189，認為未來如何讓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滲透所有事物，將成

為科技廠商的主要戰場，且特點是智慧設備將在任何地方提供越來越具洞見

的數位服務，並稱之為智慧數位網格（intelligent digital mesh），每一個主題

下的趨勢都是推動持續創新過程的關鍵因素，如圖5- 4所示並說明如後190。 

1. 智慧。人工智慧如何應用於幾乎所有現有技術，並創造全新的類別。

所涵蓋的戰略技術趨勢係自動化物件（Autonomous Things）、增強

分析（ Augmented Analytics）及人工智慧驅動開發（ AI-Driven 

Development）：  

(1) 自動化物件。無論是汽車、機器人還是農業，自動化物件都使用

人工智慧來執行傳統上由人類完成的任務，雖然各物件的智慧複

雜程度不同，但都透過人工智慧與環境進行更自然的互動。自動

                                                      
189 Gartner 對「戰略技術趨勢」的定義為：正處於突破階段或崛起狀態，並可能帶來顛

覆性影響，且將發展出更多相關應用；同時，該趨勢也具有快速成長、變動性高，與

即將在未來  5 年內達引爆點的特性。  
190 Gartner，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 

-trends-for-2019/，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5/25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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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件主要含括五種類型，分別為機器人、車輛、無人機、家電

和代理商。  

資料來源：Gartner（2018）、本研究計畫重製。  

圖 5- 4 Gartner 提出之 2019 年十大戰略技術趨勢  

(2) 增強分析。隨著數據科學家使用自動化演算法探索更多假設，增

強分析代表了數據和分析能力的第三次大浪潮，且數據科學和機

器學習平臺將改變企業產生分析觀點的方式，在數據科學任務實

現自動化之下，將進而提高生產力。  

(3) 人工智慧驅動開發。著眼於將  AI 嵌入應用程式並使用  AI 為開

發過程創建  AI 驅動工具，為了利用這一趨勢，數據科學家必須

與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合作，創建 AI 增強型解決方案即服務。在

AI 自主開發所有流程下，能縮減開發流程所需時間，也能更快速

地因應市場需求。  

2. 數位。混合數位和物理空間，創造一個身臨其境的世界，主要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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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分身（Digital Twin）、強化邊緣運算（Empowered Edge）和沉

浸式體驗（ Immersive Experience）等三項戰略技術趨勢：  

(1) 數位分身。意指鏡象現實生活中的目標、過程或系統的數位表徵。

當今的重點是物聯網中的數位分身，它可以透過提供有關維護和

可靠的訊息、對產品如何更有效地執行的洞見、有關新產品的數

據和提高效率等，來改進企業決策。組織的數位分身正在興起，

以創建組織流程模型，進而實現即時監控並提高流程效率。  

(2) 強化邊緣運算。資訊的處理、蒐集和傳遞若能更接近資訊來源，

儘量讓流量留在當地則可減少延遲，稱之邊緣運算。強化邊緣運

算專注於為邊緣設備提供更強大的功能，這一趨勢主要集中於雲

到邊緣、強化邊緣設備與邊緣通信等三個領域。  

(3) 沉浸式體驗。到  2028 年，改變用戶與世界互動方式的平臺，以

及改變用戶感知世界方式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混

合實境  (mixed reality, MR) 和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 等技

術，將帶來全新體驗。AR、MR 和 VR 具提高生產力的潛力，而  

MR 則使人們能夠觀看他們的世界並與之互動。例如，製造設備

因零件損壞導致生產停機，在等待修理的時間可能已損失數百萬

美元，應用沉浸式技術能使位於不同位置的工程師得以快速遠端

查看和修復問題。  

3. 網格。開拓持續擴大的人群、企業、設備、內容和服務間之聯繫。此

一主軸裡主要包含區塊鏈（Blockchain）和智慧空間（Smart Spaces）

等兩項戰略技術趨勢：  

(1) 區塊鏈。是一種分散式賬本，它是一種在不受信任的環境中提供

信任的技術，允許企業在無中心化機構下，亦能追踪交易並與未

獲信任的各方合作，增加交易效率並減少衝突。  

(2) 智慧空間。以創新方式將技術和趨勢融合在一起的環境，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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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包括人員、流程、服務和事物，共同創造了一種沉浸式

體驗，例如先進數位工作場所或互聯工廠。至於智慧空間要能發

展的五個關鍵面向，則有開放性 191、連接性192、協調性193、智慧

性194和範圍195。  

4. 智慧數位網格。涉及前述三項主軸的戰略技術趨勢，則有數位隱私

及倫理道德（Privacy and Ethics）和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

等兩項：  

(1) 數位隱私及倫理道德。消費者會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個人資訊的價

值，也越來越關注公共和私人企業如何使用這些訊息，不重視此

議題的企業就可能會面臨消費者反彈的風險。  

(2) 量子運算。係基於亞原子粒子的量子狀態來運作的非典型運算方

式，以量子位元（qubit）為儲存資訊的單位，在運算能力上和傳

統電腦有顯著不同。舉例而言，傳統電腦會以線性方式閱讀圖書

館中的每一本書，而量子電腦則會同時閱讀所有書籍，理論上量

子電腦能夠同時進行數百萬次計算，以商用、可負擔且可靠的服

務形式出現的量子運算將改變一些行業。  

Gartner於2019年提出2020年的十大戰略技術趨勢時，則指出過往的主

要趨勢集中在智慧數位網格，但2020年的趨勢則是圍繞“以人為本的智慧空

間”之理念所構建，表示需考慮技術將如何影響人們（即客戶、員工）和他

們居住的地方（即家庭、辦公室、汽車），這些趨勢對人們及其居住的空間

會產生深遠影響。然而，這些技術並非獨立存在，領導者必須決定哪種趨勢

                                                      
191 指空間內元素的可觸及性程度。  
192 指元素之間聯繫的深度、廣度和穩健性。  
193 指元素之間聯繫的協調度和穩健性。  
194 指使用機器學習和其他人工智慧技術，來推動空間內自動化。  
195 指智慧空間及其參與者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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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將推動最多的創新和策略，如圖5- 5所示。十大戰略技術趨勢如下196： 

1. 超自動化（Hyperautomation）。組織使用技術來自動化曾經需要人工

判斷或行動的任務，而超自動化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組織

使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的組合來快速識別和自動化所有可能的

業務流程。另外，超自動化有四個關鍵含義，即範圍轉移 197、進化

技術198、提高敏捷性和199員工參與200，且超自動化通常會導致創建

組織的數位分身。  

資料來源：Gartner（2019）、本研究計畫重製。  

圖 5- 5 Gartner 提出之 2020 年十大戰略技術趨勢  

2. 多重體驗（Multiexperience）。運算設備的傳統觀點將從單點互動演

                                                      
196 Gartner，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

technology-trends-for-2020/，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5/25 
197 指自動化範圍從單獨的離散任務轉移到知識工作，驅動更動態的體驗，最終帶來更

好的商業成果。  
198 指支持超自動化所需的技術將持續發展，以支持廣泛的業務範圍並納入更多的機器

學習。  
199 指隨著需求（和威脅）的發展，組織需更加敏捷地做出回應。  
200 指員工必須充分參與，以獲取超自動化的全部價值。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
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10-strategic-technology


124 

變為包括多感官和多觸點界面，如穿戴設備式裝置。這種趨勢將成

為環境體驗，但目前多體驗側重於使用AR、VR、MR、多通道人機

界面和傳感技術的沉浸式體驗。  

3.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技術的民主化代表著無需大量且昂貴的

訓練，即可讓人們輕鬆獲得技術或業務專業知識，它專注於四個關

鍵領域，分別為應用程式開發、數據和分析、設計和知識。例如，

目前應用程式開發人員必須與專業的數據科學家合作，來創建人工

智慧增強型解決方案。但隨著民主化興起，開發人員可以利用專門

設計用於集成  AI 功能的  AI 模型或易於配置的開發工具，如此一

來可降低特定項目所需的時間和資源。  

4. 增進人類賦能（Human augmentation）。意指使用技術來增強一個人

的認知和身體體驗，例如，汽車或採礦業使用穿戴式設備來提高工

人安全；在零售和旅遊等其他行業，運用穿戴式裝置可提高員工的

生產力。至於認知增強則強化人類思考和做出更好決策的能力，例

如，利用資訊和應用程式來促進學習或新體驗。此外，人工智慧和

機器學習將越來越多地被用於代替人類做出決策。  

5. 透明度與可追溯性（Transparency and traceability）。隨著消費者越

來越了解他們的數據是如何收集和使用之際，組織也意識到儲存和

收集數據的責任越來越大，加上有越來越多運用人工智慧和機器學

習來推動業務決策的情況，信任危機也漸漸浮現，除了增加立法和

潛在的監管問題外，消費者將開始根據透明數據政策選擇適當的企

業。  

6. 強化邊緣運算（The empowered edge）。資訊的處理、蒐集和傳遞更

為靠近訊息源頭，著眼於有關設備如何增加並形成智慧空間的基

礎，並將關鍵應用程式和服務移向使用它們的人和設備。  

7. 分散式雲端（The distributed cloud）。係指是指將公有雲服務分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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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提供商物理數據中心之外的位置，但仍由提供商控制，並

負責雲端服務架構、傳輸、營運、治理和更新等所有面向，從集中

式公有雲到分散式公有雲的演進，開啟了雲端計算的新時代。  

8. 自動化物件（Autonomous things）。意指使用人工智慧來自動化以前

由人類執行功能的物理設備，包括無人機、機器人、船舶和電器等，

利用人工智慧來執行通常由人類完成的任務。該技術在一系列智慧

上運行，從半自主到完全自主，並跨越包括空中、海洋和陸地在內

的各種環境。 雖然目前自動化物件主要存在於受控環境中，例如礦

山或倉庫，但它們最終將演變為能於開放公共空間運行，此外，隨

著自動化物件數量增加，也將從獨立群體轉變為協作群體。  

9. 實用區塊鏈（Practical blockchain）。是一種分散式賬本，可讓彼此

不認識的雙方或多方能夠在不需要中央授權的情況下交換價值。完

整的區塊鏈包括五個要素，分別為分散、不變性、去中心化、加密

和代幣化。然而，由於一系列技術問題，包括較差的可擴展性和相

互操作性，企業導入區塊鏈仍不成熟。未來，隨著人工智慧和物聯

網等互補技術開始與區塊鏈整合，真正的區塊鏈或“完整的區塊鏈”

將有可能改變行業，並最終改變經濟。  

10. 人工智慧安全性（AI security）。超自動化和自動化物件等不斷發

展的技術為商業世界提供了轉型機會，但是，也會在新的潛在攻擊

點中產生安全性漏洞。因此，組織需要應對這些挑戰，並瞭解人工

智慧將如何影響安全領域。  

Gartner於2020年提出2021年九大戰略技術趨勢，讓企業在  COVID-

19 和當前世界經濟狀況的動盪中實現所需的可塑性或靈活性，主要包含

三項主軸，分別為以人為本（People centricity）、位置獨立性（Location 

independence）和彈性傳遞（Resilient delivery），並分為九種戰略技術趨

勢，如圖5- 6所示，且需注意的是各技術間是相互促進和加強，如何組合



126 

創新是這些趨勢的首要主題，說明如後 201。  

資料來源：Gartner（2020）、本研究計畫重製。  

圖 5- 6 Gartner 提出之 2021 年十大戰略技術趨勢  

1. 以人為本。儘管COVID-19改變工作和與組織互動的人數，但人仍然

是所有業務的中心，只是在當今環境中需要數字化流程才能發揮作

用。所涵蓋的戰略技術趨勢係行為互聯網（ Internet of Behaviors, 

IoB）、全面體驗（Total Experience）及隱私強化運算（Privacy-

enhancing Computation）：  

(1) 行為互聯網。意指從各種來源捕捉人們生活中的 “數位塵埃 ”

（digital dust），公共或私人實體可以使用這些訊息來影響行為，

且將所有數據整合並得出洞察力的技術正變得越來越複雜。然而，

雖然收集數據以影響行為有可能成為一種強大的工具，但存在社

                                                      
201 Gartner，https://www.gartner.com/smarterwithgartner/gartner-top-strategic-technology-

trends-for-2021/，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5/25 



127 

會和倫理層面的議題，如何取得數據和隱私間的平衡，也是政府

與企業需注重的一環。  

(2) 全面體驗。係結合了多種體驗（multiexperience, MX）、客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CX）、員工體驗（employee experience, EX）、

和用戶體驗（user experience, UX），並將它們聯繫起來為各方創

造更好的整體體驗，進而轉變為業務成果、市場的競爭優勢。  

(3) 隱私強化運算。包括三種技術來保護正在使用的數據，分別為提

供可以處理或分析敏感數據的可信環境、以分散的方式執行處理

和分析資料，以及在處理或分析資料前之加密數據和演算法。此

一技術趨勢使組織能夠在不犧牲機敏性的情況下，安全地與競爭

對手跨域合作展開研究。  

2. 位置獨立性。COVID-19 已經轉移員工、客戶、供應商和組織生態系

統等實際存在的位置，故需要技術轉變來支持這種新型態的業務，

主要包含分散式雲端（Distributed Cloud）、隨處操作（Anywhere 

operations）和網路安全網格（Cybersecurity Mesh）等三項戰略技術

趨勢：  

(1) 分散式雲端。意指將雲端服務分佈到不同物理位置，但營運、治

理和演進仍然是公共雲提供商的責任，可使組織能夠在更低延遲

的情境下運作、降低數據成本、並能符合資料必須被保存在特定

區域的法規要求。  

(2) 隨處操作。是一種  IT 營運模式，為數據優先、遠端優先，旨在

讓客戶、員工能在不受物理空間的限制下，在任何地方都能相互

觸及、交流、開展業務。然而，提供無縫且可擴展的數位體驗，

需改變技術基礎架構、管理實踐、安全和治理策略以及員工和客

戶參與模式。  

(3) 網路安全網格。是一種分散式架構，用於實現可擴展、靈活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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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網路安全控制。由於大多數資產和設備位於傳統的物理和邏

輯安全參數之外，網路安全網格則能使任何人或事物能夠安全地

觸及和使用任何數位資產。  

3. 彈性傳遞。無論是COVID-19還是經濟衰退，世界都存在波動，因而

準備轉變和具適應能力的組織將可承受住所有類型的衝擊。此一主

軸裡主要包含智慧化組合業務（ Intelligent Composable Business）、

AI 工程化（AI Engineering）和超級自動化（Hyperautomation）等三

項戰略技術趨勢：  

(1) 智慧化組合業務。過往組織過於重視效率，但在面臨像 COVID-

19 般的事情下，許多業務流程無法快速適應。智慧化組合業務則

是一種可根據當前情況進行調整並從根本上重新安排自身的業

務，運用數據來快速做出業務決策。為達成此一策略，在設計架

構上須使組織能夠更好地觸及訊息，以更好的洞察力擴展資訊的

意涵，並能夠快速回應以洞察力知悉的訊息。  

(2) AI 工程化。強大的人工智慧工程戰略將促進人工智慧模型的性

能、可擴展性、可解釋性和可靠性，同時實現人工智慧投資的全

部價值。如果沒有  AI 工程，大多數組織將無法使  AI 項目從概

念驗證和原型轉移到全面生產。  

(3) 超自動化。超自動化的理念是，組織中任何可以自動化的東西都

應該自動化，例如使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事件驅動軟體、機

器人流程自動化，以及其他類型的決策流程和任務自動化工具等，

讓企業流程或業務儘可能地自動化。  

依據前述三個年度報告中所提技術，彙整於表5- 6中。由表5- 6可知，

隨著時間經過，有些技術預估持續會對未來產生影響力，部分技術則除了

可能已被普遍應用外，也會因經濟情勢變動而被排除。例如將企業內部所

有可能的事務或流程予以自動化，將是相當重要具影響性的技術與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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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別是在COVID-19疫情讓人們展開和習慣遠距接觸、遠端作業的型態，

更加速了相關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譬如分散式雲端），亦產生有別於疫情

前的商業模式；另一方面，讓員工或消費者可應用沉浸式體驗或全面體驗，

處理設備維修作業，和相關銷售服務，也將是未來整體商業運用的重點。

至於區塊鏈在早期的許多小型示範應用後，目前已逐漸被企業所熟悉，因

而就未來的發展上已不完全屬於戰略性技術。然而，在越來越多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等相關數據分析的方法更廣為應用，消費者意識到任何行為都已

被轉換為數據，並進一步有相關公部門或私人企業在蒐集與運用有關數據，

和資訊安全、隱私相關的議題與技術將逐漸浮現。  

表 5- 6 Gartner 提出之未來戰略技術趨勢  

年  2019 2020 2021 

項目  

1.自動化物件  

2.增強分析  

3.人工智慧驅動開發  

4.數位分身  

5.強化邊緣運算  

6.沉浸式體驗  

7.區塊鏈  

8.智慧空間  

9.數位隱私及倫理道德  

10.量子運算  

1.超自動化  

2.多重體驗  

3.民主化  

4.增進人類賦能  

5.透明度與可追溯性  

6.強化邊緣運算  

7.分散式雲端  

8.自動化物件  

9.實用區塊鏈  

10.人工智慧安全性  

1.行為互聯網  

2.全面體驗  

3.隱私強化運算  

4.分散式雲端  

5.隨處操作  

6.網路安全網格  

7.智慧化組合業務  

8.AI 工程化  

9.超自動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我國石化業者應用數位化之經驗和技術需求  

本研究透過訪談推動石化產業發展主管機關、國內石化業者，以及培

育AI人才的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瞭解我國石化業運用數位化之實務情況、

經驗和技術需求。鑑於國內石化產業發展已久，且是個較為封閉的行業，

石化業的工廠在設計與建造初期，已決定市場定位與走向，後續更動不易，

通常以新建廠房較易導入數位應用和相關設計，同時產品性質固定，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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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客戶也具特定性，長期以來之變動性不高，基於產業特性之故，石化

業較不具備發展商業端數位化應用的需要，大多著重於工廠內部的導入與

採用。  

例如石化業對客戶之間的銷售行為均依契約訂之，且客戶大致都是同

樣的客群，因此並不需要就銷售部分採行數位化，但若以工廠現場抄表作

業為例，早期工廠作業員在現場抄表記錄時係用紙本方式登載，每天定時

巡檢現場並將所觀察的數據寫在紙本上，完成巡檢記錄。隨著時間經過，

則漸次改由自動化和電腦化設備取代紙本，在記錄與儲存數據時也大多改

為數位方式進行，節省人力記錄時間和降低錯誤率，也可以更為即時的讓

管理階層得知數據，掌握現場或機器運轉情況，大致上國內石化業的工廠

在此方面均已數位化，而就石化公會的會員而言，製程發展大多已達到工

業3.5的程度，各廠內所蒐集到的溫度、壓力等模擬數據皆已數位化，然而，

多數業者並未善用所蒐集到的數據，同時在數據庫的建置上亦不甚完整，

需再經過加工後方能利用。  

然而，近幾年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等應用和成效日漸明朗，國內代

表性業者例如台塑、奇美實業等，均於不同管道介紹及說明其導入人工智

慧、大數據分析之經驗，加上石化產業高值化辦公室透過各式說明會或研

討會，邀請台塑、奇美等石化業者將工廠的作業引進人工智慧、大數據的

過程和沿革和同業分享，藉以促進整體石化產業的升級和轉型，惟因涉及

製程相關的人工智慧應用屬於商業機密，企業對外公開的內容，著重於工

安、環保方面等具公共性質領域，例如如何將人工智慧應用於有機揮發性

或有毒氣體之偵測和預警，避免因事故發生而造成重大災害。  

當前在石化業有關人工智慧之應用，主要為與工廠管理相關之人

（Man）、機（Machine）、料（Material）、法（Method）、環（Environments）、

測（Measurement）等面向，亦稱為5M1E分析法，如圖5- 7所示，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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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 7 石化業應用 AI 之面向  

首先就人的部分，係指工廠作業現場的操作人員，應用重點是行為偵

測（action detection），不論是作業員或是搬運員，最重要的是依循標準作

業程序（SOP）執行工作；就機方面，指的是機器設備可做預測性維護，因

為機器可能有許多問題，若能預先知道異常情況，就能回報原因，藉由蒐

集適宜數據，掌握正常情況與異常情況之差異，提早發現可能產生狀況的

時點，再加以處理和因應；料的部分，係指原材料組合最佳化，藉由AI可

以進行最適化配置，有別於傳統作法，是仰賴人員或師傅的經驗，沒有數

據和資料支持，難以複製可行的最適化做法。  

法即指方法，最常見的是自動流程控制，或是相關流程安排、作業程

序間之銜接等，傳統上也是依靠人的經驗來控制，沒有很好的制式策略能

夠複製與傳承，所以可以藉由人工智慧，透過收集資料、建立模型，找出

最適當的作業方法。環代表環境，通常為生產現場的溫度、濕度、照明…

等環境因素，某些環境需要維持一定程度的條件可仰賴人工智慧來達成，

抑或藉由人工智慧確保環境的安全以避免發生事故，例如工廠的火災偵測，

石化業
應用AI

之面向

人

機

料

法

環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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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用人工觀察，但是運用人工智慧就能有自動功能判斷冒煙、起火，甚

至預先發出告警訊息。最後的測則主要包含瑕疵檢測與檢驗預測、量測等，

因為石化業有大量的檢驗和量測需求，假使僅透過人力在實驗室加以分析，

將耗費許多時間才知道結果，且可能有人為上的誤差，若能改用人工智慧

處理相關流程，則可有效縮短產出結果的時間。  

比較國內現行案例和國外技術趨勢，大抵上僅用了少部分關鍵技術，

例如設備自動化、人工智慧應用於機器的預知保養或環境監控或資訊安全，

以及分散式雲端將數據和資料雲端化，讓人員可以遠端作業執行業務，至

於像數位分身、沉浸式體驗、區塊鏈等，則尚未於國內石化業有實際應用

案例。  

第四節 石化產業數位轉型實例  

為聚焦於本研究計畫的探討對象，參採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彙整石化

產業之上游及中游的主要企業，石化上游原料及相關鑽探設備產業包含中

油、南亞、中碳、台硝、台塑化、特藝-DR、環拓科技；石化中間原料之主

要企業，則有台化、遠東新、台聚、亞聚、長興、福盈科、上品、永光、

三晃、元禎、國際中橡、中華化、磐亞、長春化工等，如表5- 7所示。另外

亦參考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之會員名冊 202，以及台灣化學產業協

會之理監事資訊203，蒐集石化業業者名單，進而依各公司年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或相關公開資訊和訪談，瞭解國內石化業進行數位轉型之實例。  

經訪談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和相關國內石化業業者，石化業大致已導入

諸如ERP或是將制式作業予以自動化（例如抄表作業），在人工智慧和大

數據方面的應用，則以規模較大的企業國集團導入較為積極，中小型的石

化業則大抵觀望領先業者的成效，再據以仿效和運用，例如聯成化學當前

                                                      
202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工會，「會員公司名冊」，取自 http://piat.org.tw/Member.html（2021）。 
203 台灣化學產業協會，「理監事名單」，取自 http://www.twcia.org.tw/about/boar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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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採用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的經驗，未來或有機會朝此一領域發展；台灣

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氯）則是在看到台塑集團應用大數據和

人工智慧所發揮的良好成效後，才投入資源展開示範計畫，預估約需三年

的時間才會有所成果，因而本研究主要說明台灣中油、台塑集團、長春集

團、奇美實業、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亞東石

化、東聯化學等企業之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等數位轉型應用案例。  

表 5- 7 石化產業鏈中之上市、上櫃或興櫃企業  

上游產業石化  

上游原料  

中游產業  

石化中間原料(乙烯、丙烯、丁二烯、苯、酚等 ) 

企業  項目  企業  

中油、  

南亞、  

中碳、  

台硝、  

台塑化、  

特藝-DR、  

環拓科技  

PTA(對苯二甲酸)觸媒  
台化、遠東新、新纖、元禎、中華化、

美琪瑪、信昌化、環拓科技  

工業用合成樹脂  

台聚、亞聚、長興、三晃、元禎、  

中華化、日勝化、福盈科、大立、  

國精化、雙鍵、環拓科技、上品  

橡塑膠添加劑  
永光、三晃、元禎、國際中橡、  

奇鈦科、雙鍵、環拓科技  

界面活性劑  
和益、和桐、元禎、中華化、福盈科、

磐亞、環拓科技  

資料來源：產業價值鏈資訊平臺，「石化及塑橡膠產業鏈簡介」，取自
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N000（2021）。  

 

一、台灣中油之數位轉型進程  

鑑於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如何分析與善用企業內部及外部數據和資

訊，進而找到提高營運效率的創新方法，以及開創嶄新的商業模式成為當

前企業重要課題。自油品市場自由化之後，中油公司著手進行企業流程改

造，自行開發和建置企業資源規劃（ERP）系統，有助營運作業優化204，

                                                      
204

 莊瑞泉，「大數據發功  營收獲利金雞母」，石油通訊（2018）。  

https://ic.tpex.org.tw/introduce.php?ic=N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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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油公司於2011年時將數位系統導入油品儲運及煉製作業，輔助經營決

策，藉由智慧巡檢提升設備智慧，來達成煉化一體之生產調配，改善維修

排程與最適化生產配置，如圖5- 8所示，並且考量未來自助加油的風潮可能

興起，2012年預先打造和建置數位化監控系統205。其後，中油公司於2018

年著手研究公司內部數據的應用方向，以關鍵性業務議題整合含空氣污染、

油槽存量、管線等議題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也和資策會合作展開「大數據

應用案例開發案委託研究計畫」206，並於2019年以油品銷售為核心建置主

資料庫試驗平臺 207，亦持續進行數位人才育成，且於教育訓練中導入AR

（Angmented Reality 擴增實境）/VR（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技術，減少

移地訓練的時間與成本，並模擬操作錯誤可能產生的工安危害情景208。  

                                                      
205

 林傢弘，「中油打造數位化監控  將關鍵訊息一把抓」， DIGITIMES ，取自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cat3=10&id=

0000303886_zk09xheo7tnrcv7ibh37g（2012）。  
206

 黃彥文，「打造巨量資料倉儲系統   開啟大數據金鑰」，石油通訊（2018）。  
207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數位當道  人才轉型」  台灣中油人力訓練所參與

ATD2019APC 人才發展協會亞太區年會」，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新聞稿，取自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ms=8920&s=4477（2019）。  
208

 李宜穎及賴俊穎，「大數據與 AIOT 再創中油公司轉型契機」，企業永續決策平臺，取

自 http://trice.tri.org.tw/index/article/detail?artId=fd63815f6c50d99b016db1168af20047（2019）。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cat3=10&id=0000303886_zk09xheo7tnrcv7ibh37g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cat2=10&cat3=10&id=0000303886_zk09xheo7tnrcv7ibh37g
https://www.cpc.com.tw/News_Content.aspx?n=28&sms=8920&s=4477
http://trice.tri.org.tw/index/article/detail?artId=fd63815f6c50d99b016db1168af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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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宜穎及賴俊穎 (2019)。  

圖 5- 8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之數位化應用案例及進程  

此外，呂政芳及趙仁德運用貝氏網路解析低硫燃油最佳流動點，採用

中油大林廠之上千筆數據，分析影響媒床溫度之因素，有助降低客訴 209。

黃國維及朱寶萱 210則從英國石油公司所揭示未來在能源領域之投資重

點︰智慧交通（電動車）、能源及儲電設備、碳源管理、生質化學品以及

數位轉型（工業  4.0），和日本石油公司JXTG能源株式會社之營運方向：

加速  LNG 供應網的建置及加大參與海外能源的勘採、強化現有生產設施

的規模、導入智慧製造提升生產的效能、加速發展石油化學品產業、開發

氫能源車輛及其能源供應體系、傳統加油站的轉型（多能源的複合供應站）

與優化（物聯網化），建議中油公司朝向『智慧型新能源網路』提供者之

                                                      
209

 呂政芳及趙仁德，「運用貝氏網路解析低硫燃油最佳流動點」，石油通訊（2019）。  
210

 黃國維及朱寶萱，「從國外石油產業的轉型看台灣中油的轉型策略」，工研院產業經

濟與趨勢研究中心 (IE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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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前進。  

依據中油公司之2020永續報告書211，目前在AI、大數據、物聯網之應

用上，包含下列面向，並持續藉由人工智慧、機器人與巨量資料分析等新

科技提升工廠效率以降低營運成本 212：  

(1) 關鍵設備異常檢測：藉由機器學習與分析技術，整合設備檢查與

維修管理，建立設備失效預測模型與能力，提前採取設備預防維

護的措施，防止設備異常造成製程損失與工安事件發生。  

(2) 承攬商管理應用：開發車牌辨識及車輛追蹤系統。  

(3) 電子圍籬與門禁管理：關鍵基礎設施推動設置，以利事前防範及

後續追查。  

(4) 警報管理系統：使警報合理及有效化、落實警報分級、蒐集警報

歷史資料分析工場狀況、自動化管理警報設定。  

(5) 輕裂產品產率分析模擬：輕裂工場裂解爐在不同進料情況下，改

變裂解溫度對輕裂產品產率的影響，並蒐集各產品產率實際操作

數據進行分析驗證，以達生產最佳化。  

(6) 油罐車車道偏移警示與防撞警示：增加先進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可從回饋資料了解駕駛員在運輸過程中是否有發生異常行為，並

記錄異常情形與位置，提升油罐車行車安全。  

(7) 於 2020 年投產之查德礦區，結合複雜演算以及資料視覺化等技

術來創造資料的價值，透過從油層、油井與設施中取得的數據，

幫助油田達到最佳化生產作業。  

 

                                                      
211 台 灣 中 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20 永 續 報 告 書 」， 取 自

https://www.cpc.com.tw/News_EBookList.aspx?n=1504&sms=8980&_CSN=36（2020）。 
212

 台灣中油整合傳播部，「三策略六方向  中油轉型為綠能專家的祕訣」，天下雜誌，取

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1673（2020）。  

https://www.cpc.com.tw/News_EBookList.aspx?n=1504&sms=8980&_CSN=36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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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防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洩漏濃

度提升，引起火災之相關事故，於溶劑事業部嘉義廠區導入 VOCs 

AIoT 專案，利用紅外線遙測，提早發現洩漏點、洩漏濃度，並

結合 AI 技術與大數據分析，提高檢測效率。  

二、台塑之數位轉型進程  

除了中油以外，台塑石化(FPC)為國內第一大民營企業，在面臨競爭壓

力下，持續應用人工智慧提高生產效率，並且將現有分散式控制系統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DCS）蒐集大數據透過AI技術整合數據，建立

製程操作模型、最適化操作管理，減少產品品質波動、提升產值，亦於煉

油製程投資AI系統以輔助決策，發揮增加營收及節約能源支出之效益，也

藉著數位轉型重塑競爭優勢。213其因應工業4.0、工業物聯網之大趨勢，台

塑石化將六輕選定一廠導入工業物聯網之示範廠，此計畫將傳統之製程監

控(DCS)升級為廣域智慧控制系統平臺(Big SCADA)，計畫範疇涵蓋國產化

PC-based DCS系統、整廠資訊整合至中央監控室、工業流體監控訊息物聯

網化、設備震動分析雲端化、升級為Big SCADA之中央監控中心，建立一

智慧工廠，如圖5- 9所示，預期發揮減少現場通訊管線之實體佈建，達到廣

域型智慧監控和預知維護保養之預警目的。  

 

                                                      
213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fpg.com. 

tw/tw/csr/report（2020）；工商時報，「台塑化董事長陳寶郎：數位轉型重新塑造競爭優

勢」，取自 https://ctee.com.tw/bookstore/recommendation/377625.html（2020）。  

https://ctee.com.tw/bookstore/recommendation/3776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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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塑石化 Big SCADA 工業物聯網專案，取自
https://www.nexaiot.com/tw/news/AS-%20FPC%20Project。  

圖 5- 9 台塑石化六輕智慧工廠示意圖  

在人才培育上，截至2019 年底，台塑石化已派員66 位參與AI 受訓並

結業，藉由導入最新AI 技術訓練，提升企業競爭力。台塑現階段以仁武為

數據中心基地累積AI發展和應用經驗，未來則預計透過AI技術進行五大應

用，持續推動工業4.0，發展自動化產銷系統並擴大應用至所有產品，以提

升營運效益，如圖5- 10所示214：  

                                                      
214

 台塑 CSR，「產業促進」，取自

http://csr.fpc.com.tw/FPC_CSR/latest_news/promotion.aspx（2017）；台灣塑膠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fpg.com.tw/tw/csr/report（2020）；程倚華，「台塑導入 AI 拚轉型！120

個專案展開中，喊出效益上看 3 億元」，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280/formosa-plastics-ai-strategy (2020)；翁芊

儒，「萬人台塑全員發展 AI，盡速推動 120 項 AI 專案目標要創造 3 億元效益」，

iThome，取自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407(2020)。  

https://www.nexaiot.com/tw/news/AS-%20FPC%20Project
http://csr.fpc.com.tw/FPC_CSR/latest_news/promotion.aspx
https://www.fpg.com.tw/tw/csr/report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6280/formosa-plastics-ai-strategy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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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翁芊儒（2020），「萬人台塑全員發展 AI，盡速推動 120 項 AI 專案目標
要創造 3 億元效益」， iThome，取自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407。  

圖 5- 10 台塑規劃 AI 應用領域  

(1) 產銷優化：為了增進達交率、優化產能、縮短生產週期，在接到

訂單之後，台塑利用 AI 來推估要在哪個工廠生產、交期時間、

以及整個運輸、輸送流程。同時，這樣的作法也可以協助客戶透

過系統即時了解出貨資訊。  

(2) 品質確保：過去使用人工抽樣檢驗，使得生產品質異常的原因追

查不易，若透過 AI 的協助，台塑可以即時得知生產異常的原因，

並且即時解決。  

(3) 智慧保養：過去必須依靠經驗來判斷計畫性停機保養週期，也時

常必須要等到設備異常警報、停機才能夠維修，然而在導入 AI 之

後，透過數據化管理，可以提前得知設備可能出問題的時間，並

且根據工廠適合的時間停機維修，降低維護成本、提升工廠工作

安全。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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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巡檢數位化：過往是依賴工程人員定期巡檢、人工抄錶，而監工

部門則要在現場施工巡查，在導入自動光學檢查（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 AOI）技術後，直接以攝影機讀取儀表值，不

僅省去了作業人力，也能將讀取到的數值直接傳到控制室進行比

對，當發現異常狀況時，能及時告警處理，來降低工安意外發生

風險。  

(5) 降低成本（節能操作）：導入 AI 優化操作後，可以兼顧設備安全

運轉與產品品質，進而減低生產能耗。同時可以兼顧安全、品質

與節能。  

依據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之資訊顯示，自2018年6月成立「AI推動小

組」以來截至2019年底，共提出91項AI開發案，已完成41項，其餘50項持

續進行中，預估年效益1.6億元；2020年則有156項AI專案，預計投資金額

為5.4億元，預期年效益達3.5億元。  

三、長春集團之數位轉型進程  

長春集團雖然從事化工業，但產品被廣泛應用在 iPhone等各種3C用品，

目前已經開發出負極材料的銅箔，供應松下等大廠，間接打進特斯拉供應

鏈，隨著「工業4.0」時代來臨215，以「工業4.0」為核心並涉入大數據管理、

人機介面、智慧自動化和物聯網等領域，工廠管理進入智慧化，同時在下

列項目中探尋發展機會216：  

(1) 優化產品品質、降低不良率及提升效益。  

(2) 機械智慧化控制，提升人力資源分配效率。  

                                                      
215

 曾仁凱，「長春集團林董  帶頭衝刺 AI 物聯網」，經濟日報，

https://www.pipo.org.tw/News/PNews_More?id=1469（2019）。  
216

 黃至善，「 IoT＋ AI →石化業的工業 4.0 之路」，旗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road-to-the-

petrochemical-industry/（2019）。  

https://www.pipo.org.tw/News/PNews_More?id=1469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road-to-the-petrochemical-industry/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road-to-the-petrochemica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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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化瑕疵判定，使標準一致化。  

(4) 預測性保養，降低故障率及維修成本。  

長春集團在推動數位轉型時成立了相關專案及編組，如圖5- 11所示，

包含物聯網IoT組、製程改善組、軟體開發組，將原本非由資訊部門管理的

工業系統，列入資訊部門管理範疇，並跨領域整合相關人材，包含化工、

數學、材料…等，從工廠端收集影像和數據資料，進而進行品質預測、加

速出貨流程，同時重視資料的正確性和完整性，重複校正模型，增進AI運

用的準確度與可信度。另一方面，為了利於管理，推動數據視覺化的整合

平臺，呈現各類型數據的統計圖表，整合各工廠的製程數據，以掌握即時

狀況。  

 

資料來源：黃至善（2019），「 IoT＋AI →石化業的工業 4.0 之路」，旗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取自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

road-to-the-petrochemical-industry/。  

圖 5- 11 長春石化之大數據應用專案編組  

 

大數據應用專案

物聯網IoT組

架設資料傳輸網
管理工廠物流

自動倉

製程改善組

預測產品品質
最適化操作
產品瑕疵判定

軟體開發組

開發人機介面
相關需求研發
整合資訊套裝軟

體化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road-to-the-petrochemical-industry/
https://www.cio.com.tw/iot-ai-%E2%86%92-the-industrial-4-0-road-to-the-petrochemical-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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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奇美實業之數位轉型進程217 218 

奇美實業是全球主要塑膠與橡膠材料供應商，亦為全球最大的  ABS 

樹脂、PMMA 樹脂及導光板供應商。為提升因應市場變化的速度，奇美實

業於2010年引進SAP系統，藉以加快決策與執行速度。2011年則導入虛擬

化，IT資源得以更加靈活運用，快速回應市場需求，後續更成立了「E化改

善委員會」，持續推動 IT優化與進化。  

鑑於國際競爭對手紛紛導入工業4.0及人工智慧等概念和技術，奇美實

業在維持世界市場競爭力的考量下，引發應用人工智慧的動機，惟國內並

未有足夠的人才，因此自2018年度起至2020年度分三期共捐款3,000萬元予

「財團法人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金會」，以推動成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並於2019年度將仁德新田廠區約1,000坪之空間經整修後無償提供給其南部

分校使用，加速南部企業培養AI人才的腳步，同時在受訓員工的建議下，建

立與統整資料庫，將原散落於各廠的數據，藉由加裝感測器，以蒐集更多、

更好的數據，進而交由AI分析，取代以往人工作業所產生的耗時和低效率，

惟奇美實業運用AI的核心觀念為改變員工的深度和樣態而非為了取代人

力，而是提升產線的品質與效率。奇美實業數位轉型進程如圖5- 12所示。 

                                                      
217  陳育晟，「奇美六位 AI 尖兵領軍  三招拉升智慧產線效能」，遠見雜誌，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6177（2018）。  
218 奇美實業，「奇美實業  以全閃存優化 IT 架構，奠定 HA 備援與工業 4.0 完美基礎」，

iThome，取自 https://www.ithome.com.tw/pr/11529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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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奇美實業（2020），「2019 奇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ec.chimei.com.tw/apis/filestorage/files/display/5fe16d8839f8930487df35

b8。  

圖 5- 12 奇美實業數位轉型進程  

其次，除了捐助資金和場地推動台灣人工智慧之人才育成外，也實際

派員參與課程受訓，截至2019年底，奇美實業和奇菱科技累計派訓共55人，

並認為人工智慧將成為帶動工業4.0的主要動力。現階段，在數位化進程和

人工智慧的應用則有下列相關案例：  

(1) 推動生產過程智慧化：引進多項自動化設備，以減少作業人力、

提升作業品質及精準度，完成數位轉型。例如採用全自動標準品

配置、自動分注及自動清瓶系統，做為檢測儀器的檢測項目校正

指標；引進全自動 ABS 薄片汙點檢測儀，取代全廠 ABS 產品汙

點光學人工檢測；導入全自動萬用拉力試驗機，自動化提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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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精準度。  

(2) 建置設備維保管理系統平臺：機台人員以條碼掃描快速登入 APP，

直接在平板或手機上報修、上傳故障照片，建立維修工單，且維

修人員亦可透過 APP 接收工單、查詢維修紀錄、回報維修進度等

作業，以對快速回應現場人員。也因系統保存完整即時的機台故

障維修和保養紀錄，可結合大數據進行機台設備、維修保養成本

等績效分析，或進行預測性保養、人力、備料管理 219。  

(3) 智慧廢水處理系統：奇美實業和成大環工系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共同開發智慧廢水處理系統，希望運用人工智慧探尋溫度、氣候、

營養等參數中，哪些會影響水處理的效能。  

(4) 導光板 AOI 導入 AI 強化專案：針對線上 AOI 判斷瑕疵結果進

行 AI 複判，改善漏檢率與誤判率，大幅提高產品出貨品質並減

少客訴機率。  

(5) 成品包裝噴印與縫線不良辨識：利用 AI 視覺針對線上成品包裝

紙袋的噴印與縫線不良進行辨識，並結合自動化流程剔除瑕疵品，

減少包裝人員目視誤判率與勞力搬運，大幅提高產品出貨品質並

減少客訴機率。  

(6) 資訊安全：與 AI 人工智慧學校合作，使用 AI 技術提升資安防禦。 

五、中石化之數位轉型進程  

中石化以生產石化中間產品、工程塑料、合成樹脂及化學纖維原料等

衍生產品為核心事業，主要產品包含己內醯胺  CPL、丙烯腈（AN）和鄰苯

基苯酚（OPP）等。隨著近年來全球石化業及能源密集產業面臨著工業安

全、環境污染，以及氣候變遷和能源問題等風險與挑戰，中石化逐步調整

                                                      
219 孟華科技，「案例實績—奇美實業」，取自

https://www.mt.com.tw/customers/success_story/chimeicorp/（2021）。  

https://www.mt.com.tw/customers/success_story/chimei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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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營策略，持續改善營運效率。鑑於智慧製造已成為全球趨勢浪潮，故

中石化自2016年底著手推動智慧化專案，透過跨部門整合與系統性檢討的

方式，分成六個小組，以工業4.0為方向，依據工廠原有的大數據建立人工

智慧訓練模組，藉以達到現場無人化之目標，一方面進行必要的自動化基

礎建設，一方面引進數據化的資訊系統，再同時架構終端的智慧化管理。  

其在其短期經營策略上，持續致力於工廠營運優化，加速推動工廠智

慧化，並逐步導入人工智慧技術，朝無人化工廠邁進。長期而言則規劃持

續開發多元高值新產品市場，並透過工廠智慧化推動，逐步發展AI應用，

建構石化事業的AI基礎，以建立優勢技術競爭力，並且打造智慧管理體系，

藉由提升影音指揮中心綜效，規劃建置企業智慧管理平臺，冀望透過整合

生產監控、供需分析、市場調度、價格預測及經營績效分析等數據長期納

編，提供完備資訊以提高決策品質，建立管理競爭優勢。  

中石化智慧化專案於2017年7月啟動第一階段工程（如圖5- 13所示），

投入新台幣3.93 億元推動51項智慧化專案，2018年共質完成43項專案，工

程進度達成率86％。第二階段工程於2018年6月展開，規劃投入新台幣3.49

億元推行20 項專案，著重於改善現有產品製程技術，導入智慧化生產管理

以提升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同時發展節能減碳之綠色製程。截至2019年

底，中石化智慧化專案共投入新台幣6.47億元推動69項智慧化專案，完成

智慧化生產的基礎建設，包括製程數據、門禁管理（含承攬商）、輸儲管

理、作業環境監測、電力監控等系統全面資訊化，年化實質效益達1.22億

元，投資回收年限約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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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石化（2018），「2017 中石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cpdc.com.tw/uploads/Files/201906/CPDC2017CSRReport.pdf。  

圖 5- 13 中石化智慧化生產發展  

就數位轉型之案例方面，中石化的小港廠氣體偵測器眾多，但景觀盤

機型老舊無法將數據連接到網路，相關線路也老舊無法提升為智慧化監控。

2019年更新為圖控式氣體偵測器景觀盤及相關設備，現場偵測器訊號可透

過PLC 經圖控電腦系統連接到  PHD 資料系統，若廠區有偵測到氣體洩

漏，可立即由圖控電腦系統發出警報。相關數據可經由PHD資料系統串接

網路連接到台北辦公室影音中心，達到智慧化即時監控之目的。  

其次，就工業安全之應用方面，中石化將人工智慧影像智慧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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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工安高風險作業與環保議題相關場域，優化人機協作並降低危害風險。

此外，中石化智慧化專案之面向包含自動檢驗、預知保養、智慧控制、即

時監控和智慧輸儲，若以件數而言係以智慧控制占比將近一半為主，若以

支出金額觀之，在智慧控制占總支出比重約為33%，如圖5- 14所示  

  

Panel A 件數占比(%) Panel B 金額占比(%) 

資料來源：中石化（2021），「2020 中石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cpdc.com.tw/uploads/Files/202007/202010/2020_CPDC_CSR.pdf。  

圖 5- 14 中石化智慧化專案面向  

六、亞東石化之數位轉型進程220 221 

亞東石化為遠東集團企業之一，位處紡織供應鏈上游端，生產純對苯

二甲酸(PTA)，是生產聚酯纖維、聚酯粒的基礎原料。聚酯纖維可製作成吸

濕排汗衣、發熱衣使用的機能布料，而聚酯粒則用於製造薄膜和寶特瓶。

其生產現場的工安操作員係一天24小時，三班輪值，一邊巡邏並抄寫責任

區內設備的操作數據，一旦有異常情況會交由現場主管處理，同時觀察周

                                                      
220 遠傳，「亞東石化：擁抱智慧巡檢，風險預知力倍增」，取自

https://corporate.fetnet.net/content/ebu/tw/success -case/case-study-49-ai.html（2015）。  
221 遠東集團，「智慧把關品質與耗能  亞東石化開創 AI 大未來」，取自

https://magazine.feg.com.tw/magazine/tw/magazine_detail.aspx?id=1206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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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rporate.fetnet.net/content/ebu/tw/success-case/case-study-49-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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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環境狀態，然而，長期以來該作業均採「紙本記錄」，直至2015年11月

後才改為數位化作業、建立智慧巡檢系統，即巡檢技術員在巡檢作業行程

裡將原本採用手抄寫數據，改成把數據直接填入手機中的電子表單，除了

能讓主管即時掌握資訊、縮短處理時間外，也避免紙本作業可能產生的人

為疏失。  

其次，智慧巡檢系統也能發揮預知維護的成效。以往的設備可靠度仰

賴人力觀察操作數據，需要從龐大的紙本資料中找出需要的數值加以分析，

藉由設置智慧巡檢系統將設備以物聯網技術將資訊傳至雲端資料庫，在每

次數據更新的同時若發生異常現象，系統會發出即時警示和進行設備複查，

藉由預警資訊並提前處理，可降低因設備故障導致停機而產生的損失。  

再者，就應用人工智慧和大數據等技術方面，亞東石化技術部於2018

年著手將人工智慧導入製程，協助氧化製程品質預測和工廠的主動式能源

管理。在氧化製程品質預測部分，由亞東石化提供對苯二甲酸生產相關的

專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並協助適當地處理數據，結合對苯二甲

酸專業知識與AI演算法程式設計，建立良好模型進行品質預測，與化驗室

分析相較，AI氧化品質預測可提早2～3小時取得數據，讓控制人員得以提

早調整製程參數，以穩定產品品質。  

另外，過去的能源管理方式大多採事後分析（每週／每月檢討）再進

行調整，且能源耗用在不同煉量下，無法靠分散式控制系統（Distribution 

Control System, DCS）的警報功能得知是否異常，故和外部研究單位合作，

第一階段先收集大量能源相關的操作資料以建立AI能源基線，再以AI能源

基線模型預測的合理能源單耗為基準，輔以設定合理的範圍做為管控界限，

即時呈現能源單耗的趨勢，當即時能耗數據超出管控範圍，代表可能發生

異常能耗，並於第二階段裡，開發「能耗異常設備自動查找」功能，找到

發生異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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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聯化學之數位轉型進程222 223 

東聯化學亦為遠東集團企業之一，以生產乙二醇為立業基礎，並有液

氧、液氮等氣體事業，以及環氧乙烷衍生物（EOD）、乙醇胺（EA）等特

用化學品事業。面對工業4.0、AI 人工智慧、物聯網、5G、大數據浪潮，

東聯化學力行智慧製造理念，利用科技優化及提升傳統產業生產力，在「綠

色化學、智慧製造」的理念下，展開相關數位技術之應用。例如建構即時

資料庫系統（PI），於生產機械設備安裝感測器，將生產數據自動上傳至

控制系統，透過報表、分析工具等，讓管理人員即時掌握生產狀況，有效

降低故障率及維修成本。  

其次，為迅速反應客戶需求，氣體廠設有容量  10,500 公噸以上的液

態氣體儲槽，並全面安裝遠端液位 /壓力傳送系統，透過此系統，將開發智

慧派車系統及大數據分析系統。再者，東聯化學於2020年導入SAP Analytics 

Cloud 分析雲(SAC)，將BI商業智慧、策略規劃與預測分析集結於單一精簡

的雲端平臺，有效發揮資料潛力，針對經營決策者或各部門型態，滿足各

種分析需求，迅速制定有效決策，建立數位轉型的重要里程，如圖5- 15所

示。此外，為因應新冠疫情，東聯開發企業訊息平臺（EIP），將表單全面

電子化，2020年共有6,537筆文件以電子化流程完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224。 

                                                      
222 東聯化學 CSR 委員會，「東聯化學致力數位轉型，獲 SAP 2020 年 ESAC 卓越獎殊

榮」，取自 https://www.oucc.com.tw/csr-97-page515（2020）。  
223 東聯化學，「水資源管理」，取自 https://www.oucc.com.tw/csr-101-115-page453（2020）。  
224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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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聯化學 CSR 委員會（2020），「東聯化學致力數位轉型，獲 SAP 2020

年 ESAC 卓越獎殊榮」，取自 https://www.oucc.com.tw/csr-97-page515。  

圖 5- 15 東聯化學之營運資訊整合平臺  

另外，東聯化學亦積極接軌「物聯網」，推行智慧物流與服務，於客

戶端建立儲槽監控系統，動態分析客戶使用狀況，並自動進行出貨排程，

同時促進供應鏈資訊的透明度與水平整合，提供最快速之應對服務。除了

著重於效率提升外，資安方面亦予以強化，東聯化學引進Veeam Availability 

Suite Enterprise Plus，打造新世代備份、備援機制，藉以達成同時保存三份

備份資料、分別放在兩種不同儲存設備，以及其中一份存放異地機房的目

標外，也能於4小時內啟動異地備援機制，應對資安威脅225。同時亦持續派

員前往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研習AI相關知識技能，致力於提升營運效率、數

位轉型。  

 

                                                      
225 蕭怡恩，「東聯化學競爭力進化  運用 Veeam 打造異地備援機制有成」，取自

https://www.oucc.com.tw/csr-97-page444 (2020)。  

https://www.oucc.com.tw/csr-97-page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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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26 227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在其大發廠導入智慧巡檢系統

平臺，將室外抄表記錄電子化，並由系統判讀數據是否符合規範，一旦超

出規範則自動通報，同時可依巡檢需求結合打卡／拍照功能，現階段取代

手抄記錄約17,200 筆／日。其次也規劃一系列優化檢驗數據管理機制，預

計導入實驗室管理系統（LIMS），並由資訊中心開發品檢系統監測製程偏

移預警功能及監控氣相層析儀層析圖譜異常預警系統。三項作業全面自動

化，有助於大發廠建置具有統計價值之大數據資料庫，同步提升化驗室數

據管理能力與製程管理能力。  

再者，大連化工也著重推展智慧製造和工業4.0，在人工智慧方面之應

用，包含如最佳機組負載量與蒸氣分配量等（見圖5- 16），並自行研發企

業內部即時通訊系統「 iSender」，可與企業  ERP 高度整合，落實「物聯

網」的概念，使各廠區的數據能及時傳送至管理者的手機，讓管理者得以

迅速瞭解狀況採取預防性管控，且具備流暢的基礎通訊、群組討論功能，

設有通告區，讓每名員工能即時掌握重要公告。此外，亦開發  iEar 專案，

於設備旁架設超聲波錄音裝置，善用AI分析時頻圖，可自動預警判斷生產

設備是否產生異音，即早檢測設備異常情形以防患於未然，避免事故發生。

另一方面，除了應用人工智慧於智慧製造外，就環境保護部分則開發環保

數位平臺，整合、監控各廠與環保局連線之相關數據，若數據出現異常，

iSender 通知機器人便會自動通報相關人員，緊急處理應變，維護環境安

全。然而，除了製造端之應用外，大連化工也為員工開設AI、IoT 資訊等

相關課程，增進高階主管之大數據思維。  

 

                                                      
226 大連化工，「2019 年永續報告書」 (2020)。  
227 大連化工，「2020 年永續報告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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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連化工，「2020 年永續報告書」，取自
https://www.dcc.com.tw/ccpweb.nsf/0/93614DB4E52F079E4825870600236F42

/$FILE/DCC_2020_ESG_Report_TW_210805.pdf。  

圖 5- 16 大連化工之智慧製造應用領域  

九、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228 229 

為因應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之發展趨勢，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推動智慧工廠，著手利用大數據建構製程優化、生產節能、管理智慧，除

了派員至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學習，並成立AI專案組，由副董事長指派執行

副總經理擔任總召，各事業部由協理、資深工程師，生產廠及保養處設廠

(處)級主管專責推動，並由工務部提供AI智慧技術資源，讓企業從由上而

下，逐步累積發展為全面人工智慧工廠。2019年總計投入10,830千元執行

12件人工智慧專案，預估年效益達68,328千元，2020年則投入41,886千元執

行34件專案，預估年效益可達172,569千元，在投資效益上具經濟性，2021

年則持續進行相關投資。至於就應用層面而言，則涵蓋產品品質提升、設

備故障預警診斷、製程調整優化以及產銷管理優化（見圖5- 17），台灣化

學纖維善用既有工廠資訊整合系統  (Plant Information, PI) 開發生管、製程

優化、設備保養預警、保養預知、工安管理、節能系統等模組，進行各面

向的轉型。  

                                                      
228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229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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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http://www.fcfc.com.tw/CSR/TW/SNM-AnnualReport.html#gsc.tab=0。  

圖 5- 17 台灣化學纖維之智慧工廠應用層面  

 

十、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30 231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AI人工智慧小組，致力於推動數位

轉型，提升公司競爭力，其於2019 年推動「高壓反應器預測保養」專案，

透過AI分析結果（見圖5- 18），輔助現場人員做決策判斷，減少檢驗及維

修人員進入高壓防爆牆內的次數、提升工安防護；另外在萃取特徵工程的

過程，將師傅豐富的決策經驗科學化、標準化，縮短新進同仁摸索時間，

決策經驗也能更有效傳承，甚至減少非計畫性停車損失，有效提升產業競

爭力。  

                                                      
230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0)。  
231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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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usife.com/CSR/zh-tw/CSR72.aspx。  

圖 5- 18 台聚之人工智慧應用案例  

十一、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32 233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2014年提出重大原物料暨產品價格

策略平臺，運用大數據技術於化工原料的價格預測，藉以精準分析化工產

業的營運變數與情勢（見圖5- 19），原物料價格趨勢預測準確度在80%以

上。其次，為強化資訊的應用及管理，積極推動智慧製造，透過建制平臺、

視覺化資訊、報表自動化、遠端製程監控等技術運用，達到營運成本降低

的效益，並鼓勵各廠區持續發想「管理系統智慧化」的運用，朝向安全監

控、節能減碳、預知保養與製程與物料品質監控之智慧製造目標。2019年

其所建立的人工智慧模型，可提早一個小時預測產品的在線物性，現場操

作人員再據此預測，進行操作參數調整，以降低不合規產品之發生率。  

                                                      
232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ESG 報告書」(2020)。  
233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ESG 報告書」(2021)。  



155 

 

資料來源：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ESG報告書」，取自  
https://www.lcygroup.com/lcygroup/tc/ESG.php。  

圖 5- 19 李長榮化工之數位轉型歷程  

再者，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透過系統分析以得到設備運作最

佳控制範圍，達到資源使用效能最大化，導入制氮機操作參數與電力監測

資訊，系統能精準計算不同生產環境下的氮氣使用成本，同時分析電力監

測與制氮機操作的最佳控制參數，為單一廠區省下超過新台幣880.2萬元的

營運成本。此外，尚將人工智慧應用於轉動設備預知保養、能源管理等，

產生節能減碳智慧調控降低3% - 8%能耗和設備預知保養有效命中率大於

80%之效益，以及消防、安全與環保等領域，藉以降低事故風和確保符合

法規要求，未來則除了持續優化現有的應用項目外，也規劃將人工智慧應

用於多製程參數生產異常偵測、原物料價格決策輔助與AI 模型協同作業

平臺，如圖5- 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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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ESG 報告書」，取自
https://www.lcygroup.com/lcygroup/tc/ESG.php。  

圖 5- 20 李長榮化工之人工智慧應用領域與規劃  

十二、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34 235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基於公司之經營方針，其自2018年起建立

內部人工智慧推動團隊，由董事長指派總經理擔任公司總召集人，總經理

室、經理室及廠 (處)之資料科學家和製程領域專家共同組成人工智慧推動

小組，致力於發展相關技術，應用於影像瑕疵檢測、虛擬儀表建立及其他

應用領域等開發作業，期望透過製程優化搭配人工智慧技術導入，提升工

廠自動化、數位化與智慧化程度，逐步建構智慧工廠。  

為培訓AI 專業人才，強化內部自主發展AI 應用之能力，藉由「派訓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內部人工智慧相關教育訓練」、「業界及學術界

產學合作」等方式加以推展，例如和元智大學、長庚大學及明志科大等學

校合作，導入人工智慧應用開發之領域包含(1)瑕疵圖像辨識、(2)智慧農場、

(3)轉動設備壽命預測，以及(4)電力系統可靠度監測等。現階段的主要應用

                                                      
234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20)。  
235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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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包含製程條件最佳化、作業流程優化、品質預測 (虛擬分析儀)、設備狀

態監控以及瑕疵圖像辨識等，如圖5- 21所示。  

 

資料來源：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lcygroup.com/lcygroup/tc/ESG.php。  

圖 5- 21 南亞塑膠之人工智慧應用領域與規劃  

十三、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236 237 

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起導入工廠智慧化能源管

理，係由經濟部工業局輔導建置能源績效量測監視系統，以看板式管理顯

示即時化數據進行電力監控、報表以及異常警報管理。其後，南寶樹脂開

發相關技以推展數位轉型，例如以人工智慧科技應用於馬達震動頻譜檢測，

可針對工廠數百顆馬達運轉過程收集資料，預測馬達健康狀態，提早預知

                                                      
236 南寶樹脂，「2019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暨永續報告書」(2020)。  
237 南寶樹脂，「2020 年度企業社會責任暨永續報告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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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狀況；為了達成自主開發系統電腦與行動平臺同時使用，全面推動系統

行動化轉型，增加系統使用率與方便性，也為了因應Covid-19疫情開展線上

與線下整合工作平臺，落實工作型態之數位轉型，相關智慧化管理面向如

圖5- 22所示。2021年工業局輔導南寶樹脂提出「AI雲端優化生產效能解決

方案」，依據南寶樹脂之產線上所能蒐集到的原料數據，透過人工智慧演

算法分析產線如何影響生產品質及如何優化生產效能，找出預測模型基準

參考238。  

 

資料來源：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取自
https://www.lcygroup.com/lcygroup/tc/ESG.php。  

圖 5- 22 南寶樹脂之智慧化管理面向  

由前述石化業者推動數位轉型的經驗可知，各企業投入的時間尚短，

更重要的是能否導入相關應用，企業領導者的支持和認同與否將是關鍵，

且現階段以大數據應用、人工智慧及物聯網主要技術項目，並從內部管理

效能、工廠品質管理及相關預警功能、資訊安全等，為當前發展的重點，

藉由提升企業的運作成效、降低有關成本，縮短產品產出及交付時間，發

揮數位轉型的效益。然而，大數據應用、人工智慧及物聯網均需大量資源

挹注亦需逐步改變既有人力的操作模式，故也需搭配教育訓練和適當機制，

方有助於企業進行完整的數位轉型，企業在人才資源的培育和養成，決定

了數位轉型的速度和成效。另一方面，中游業者在人工智慧或大數據之應

用，大致以公共安全、環境監測、能源管理、人才培訓等方面有較為一致

                                                      
238

 伊雲谷，「加速產業 AI 轉型，工業局輔導南寶樹脂提出「AI 雲端優化生產效能解

決方案」」，取自 https://www.ecloudvalley.com/zh-hant/nanpa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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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在製程方面則因公司作業型態相異，且為機敏性資訊，同時在人

力和資金等資源不同下，則視公司領導者的觀點和布局而定，因而僅在「公」

領域（即公共安全、環境面）等較有複製和參考性。至於石化業下游並無

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應用之需求和案例。  

第五節 石化產業競爭現況  

產業市場結構是指企業關係的特徵和形式，基本言之，係反應市場

競爭或市場力的概念，而產業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之一，在於瞭解產業間

或產業內的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和經營績效間的關連，同時涵蓋政府政

策對產業中廠商的影響，相關架構如圖5- 23所示。在探討此一議題時，

主 要 採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包 含 以 結 構 - 行 為 - 績 效 （ 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 SCP）的分析架構，來瞭解某一產業之結構與產業內廠商行

為及績效間的關係；另一種研究方法則以價格理論  ( price theory )或市

場模擬中的經濟模型來研究廠商行為及市場結構。SCP分析方法側重於

聯結市場結構（某一廠商在已界定好市場裡的市場占有率）的非競爭性

結果；後者更著重於透過各種模擬來瞭解產業廠商運用市場力程度的問

題和估計建模方法。本研究計畫因應研究計畫所需，選擇SCP分析方法

研析石化產業的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經營績效間的互動關係，和數位

轉型對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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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朱南勳（2019）、本研究計畫重製。  

圖 5- 23 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架構  

哈佛學者Mason 率先於1939 年提出SCP理論並實證分析廠商的市場

力，其主張產業績效受買方和賣方行為引導，而買方和賣方行為又決定於

市場結構，而市場結構為外生給定，會受到外部衝擊所影響。市場結構通

常指廠商的市場佔有率（集中度，CRn）或其他衡量廠商分布的指標（例如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若CR1、CR5分別超過  33.3%及66.7%

時，或者HHI大於1000即被視為集中。其後，Bain(1959) 從  Mason 的理論

發展出「結構–行為–績效」，從市場結構、廠商行為與經營績效等產業分析

供給： 
原物料 
關鍵零組件 
技術 

需求： 
替代性商品 
採購通路 
市場成長 

基本條件 

買賣人數  

產品設計差異  

市場進入障礙  

成本組成  

企業架構  

垂直整合  

Structure 結構  影響  

訂價策略  

研究與發展  

行銷策略  

網路廣告  

產品開發  

技術創新  

Conduct 行為  影響  

生產效率  

成本下降  

超額利潤  

產生  Performance 績效  

租稅政策 
研發補貼 
財政政策 
公平交易法 
價格管制 

政府政策 

影
響 

影響 



161 

三要素著手，探討研究產業經濟的相關議題。然而，SCP方法並不僅限於衡

量市場結構，典型的SCP也能透過迴歸方程式探討市場績效（例如利潤或

利潤率價格成本差距）與結構變數（例如集中度、HHI）間的關係。其中，

市場結構變數通常以市場占有率、集中度、HHI等加以衡量，可作為廠商行

為的變數則可能有研發費用、設備投資等，至於績效變數則能用利潤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等相關數值來呈現，藉由文獻彙整，茲列舉相關計量分析

之模型如下239：  

1. 多元迴歸方程式  

藉由多元迴歸分析方法，透過控制多項解釋變數，探討對應變數（績

效）的關聯性，並由係數結果瞭解影響程度，其一般式如下：  

𝑌𝑖𝑡 = 𝑓(𝑋𝑖𝑡, 𝛽) 

其中，𝑌為績效變數；𝑋為自變數，將可能影響績效變數之因子列入；

𝛽為待估計係數； i表示產業中的第 i個廠商， t為時間。  

視資料的型態為橫斷面資料（cross section data）、時間序列資料（ time 

series data）或縱橫斷面資料（panel data），有其對應的估計及處理方法，

並藉由求算𝛽係數值和檢定其顯著性，判斷市場結構因子和廠商行為因子

對經營績效的影響與程度。  

2. 聯立方程組  

考量設立一條單元或多元迴歸方程式來求解應變數和自變數間的關

係，可能會忽略變數間存在的交互作用與回饋效果影響，因而有學者提出

                                                      
239 劉祥熹及吳明澤，「產業集中度、貿易與市場獨占力之關聯性 -臺灣電子資訊業之個案

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6 卷第 3 期，51-99 (1998)；林亭汝，「運用 SCP 模型分析

台灣 TFT-LCD 產業」，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新竹市 (2007)；Shaik, S., Allen, A. J., 

Edwards, S., and Harris, J., "Market 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 hypothesis revisited 

using stochastic frontier efficiency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Forum, Vol. 48. No. 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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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建立聯立方程組的方式，衡量彼此間的關聯，其一般式如下：  

𝑋1 = 𝑓1(𝑍1, 𝑍2, 𝑍3 … , 𝛼) 

𝑋2 = 𝑓2(𝑍1, 𝑍2, … , 𝑋1, 𝛽) 

𝑋3 = 𝑓3(𝑍1, 𝑍4, … , 𝑋1, 𝑋2, 𝛾) 

其中，𝑍𝑖為外生變數，𝑋𝑖為內生變數， 𝛼、𝛽及𝛾為待估計係數。因內生

變數間可能存在交互影響的情形，故需同時求解，瞭解其間之市場結構、

廠商行為和經營績效間的關係。  

3. 隨機邊界分析法  

傳統以利潤、價格成本差距或利潤率等作為績效指標，探討市場結構

與經營績效的關係，此為結構績效假說。在該假說中，市場集中度與競爭

程度成反比，原因在於市場越集中讓企業有勾結的動機及可能，具體而言，

標準的SCP模式指出市場集中度與公司間的競爭度間存在直接關係。如果

市場集中度（按集中度比率衡量）與績效（按利潤衡量）間呈正相關，則

支持該假說成立，故產業集中度較高的廠商所獲得的利潤，會高於位於產

業集中度低（即較競爭）者。  

除了結構績效假說外，亦有學者就效率結構假說加以探討。效率結構

假說係指廠商績效與其效率成正比。原因在於低成本結構的廠商會藉由降

低價格和擴大市場占有率來增加利潤並和其他業者競爭，進而使市場集中

浮現。廠商獲利與市場結構間的正向關係歸因於效率更高的廠商在市場占

有率中獲得的收益。這些收益反過來導致市場集中度的提高。亦即，更高

的利潤被認為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廠商，是因為更有效率而不是傳統SCP

模式所指出的廠商勾結行為，能帶來較佳績效，因此有學者運用隨機邊界

分析法，探討效率結構假說是否成立，其一般式如下：  

𝑦 = 𝑓(𝑥, 𝛽) ∙ 𝑣 − 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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𝑢 = 𝑓(𝑍, δ) 

其中，𝑦為產出（例如營收）；𝑥為投入（例如員工人數、資本投入）；

𝛽為待估計參數；vt假設為隨機誤差項，係無法控制的部份，呈現常態分配

(即 ),(~ 2

vt Niidv  ，此即為考慮隨機因素對各產業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影響；

itu 為非負的隨機誤差項(non-negative random variable)，符合平均數為Zt及

變異數為 2

u 的半常態分配(half-normal distribution)，即 ),( iid~ 2

utt ZNu  ，

為模型中衡量績效的變數。Zt為影響廠商效率之相關外生變數（例如市場

占有率、市場集中度）；δ為影響廠商效率之待估計參數。  

藉著同時求解上述兩式，獲知𝑢與𝑍的關聯性，驗證效率結構假說是否

成立。  

為進行實證研究，本研究計畫首先衡量石化產業之市場集中度，其次

再建構模型探討我國石化業在數位轉型下，對於市場績效之影響。研究中

主要參考產業經濟理論  (Tirole, 1998)，以集中度比率  (concentration ratio, 

CR) 240、赫芬達爾—赫希曼指數(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 241衡量

競爭狀態。在一個已界定好的產品市場中，若廠商的數目越多、彼此競爭

越激烈，意謂著市場壟斷或集中程度較低；然而，假若市場內廠商數目不

變，但有較大規模廠商的存在，則代表市場的壟斷程度較高、競爭程度較

低242。  

在市場界定部分，研究中所稱石化業範疇為化學材料製造業（包括上

游生產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等石化基本原料的製造業），

以及中游的橡、塑膠等合成原料製造業，因此以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

                                                      
240 美國經濟學家貝恩，將產業市場結構粗分為寡占型（CR8 ≥ 40%）和競爭型（CR4<30%

或 CR8<40%）兩類。其中，視指標為 CR4 或 CR8 可將寡占型進一步加以細分為Ｉ

（CR4≥85%或）至 V 型（30%≤CR4<35%或 40≤CR8<45%）。  
241

 根據美國 2010 年「水平結合指導原則」，HHI＜1500，屬低度集中市場；1500＜HHI

＜2500，屬中度集中市場；HHI>2500，屬高度集中市場。  
242 詹立宇和林惠玲，「產業地理與市場集中度之相關性：台灣製造業之分析」，經濟研

究，第 49 卷第 2 期，頁 167-20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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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會員名錄為主，同時參考石化業上市與上櫃石化業業者，再到各企業

之官方網站下載公開之財務報告或年報資料，且排除位於石化產業鏈下游

業者以及無公開資訊者，最後總計約有41家業者符合研究範圍，並彙整營

業收入及研發費用等數據如表5- 8所示。由表中可知，就現階段我國石化業

業者之營收而言，因品項、所屬產業位置及產業集團243等因素之故，業者

間的營收規模有較大落差，也影響其研發費用之投入金額。  

表 5- 8 國內主要石化業業者之營收及研發費用  

單位：百萬元  

公司  
營收  研發費用  

108年度  109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14,108 721,701 1,595 1,515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6,843 49,561 188 154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0,816 35,732 0 0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9,624 17,583 402 442 

國際中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271 17,106 590 613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7,672 15,498 25 21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253,295 253,295 667 735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  28,911 24,024 390 351 

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219 8,113 21 6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7,849 185,813 1,246 1,068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  55,657 50,201 416 363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984 2,796 16 15 

奇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35,754 117,226 1,054 958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07,249 99,359 401 370 

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  6,791 5,704 5 5 

和益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797 8,482 50 63 

和桐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7,460 25,849 93 67 

                                                      
243 長春樹脂、長春石化和大連化工為長春集團；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塑膠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為台塑集

團；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為遠東集團；聯成化學則屬聯華

神通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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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營收  研發費用  

108年度  109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東聯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2,341 18,763 161 150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86,303 273,354 1,238 1,255 

南帝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2,392 14,403 92 113 

國喬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20,468 16,576 33 30 

聯成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715 51,867 31 26 

磐亞股份有限公司  1,711 1,458 22 23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936 3,819 27 41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646,023 415,282 483 536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  108,274 100,922 458 431 

勝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508 7,778 166 202 

東鹼股份有限公司  4,343 4,035 0 0 

國泰化工  593 476 0 0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0,363 38,370 1,368 1,385 

三晃股份有限公司  3,244 2,753 56 54 

台灣肥料公司  12,891 10,170 67 67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7,542 5,364 122 131 

台硝股份有限公司  1,901 1,746 9 7 

元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588 7,073 0 0 

臺灣中華化學工業(股)公司  2,315 1,773 39 25 

日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175 2,363 79 70 

展宇科技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14 1,381 32 31 

國精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4,293 3,823 52 50 

雙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497 2,633 73 59 

南寶樹脂化學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7,114 15,551 446 500 

合計  3,301,445 2,639,775 12,216 11,934 

CR4 66.63 63.02 

 CR8 83.57 82.09 

HHI 1,052.79 1,016.19 

註：  

1.行業集中度指數CR4（CR8）指，該分類當中的前四（八）大業者的營業收入除以

產業的總營業收入。  

2.HHI指，計算該分類當中各業者的市場占有率，取平方值後乘以1000再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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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例如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中油）於2020年之營收約

為7,217億元新台幣，研發費用僅約15.2億元新台幣，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

僅0.21%，占比雖低，但若以絕對金額而言，台灣中油的研發費用已為最高，

然而若就台塑集團整體來看，2020年之研發費用總計為35.94億元係高於台

灣中油，惟相較集團營收，此一比率仍低。另一方面，各企業的研發費用

占營收比重大多低於1%，部分石化業業者更無投資源於研究發展，至於國

際中橡、勝一化工、長興材料、日勝化工、展宇科技材料、雙鍵化工和南

寶樹脂化學工廠，為研發費用占營收比重較高的公司，只是從絕對金額來

看依舊低於台灣中油、台塑集團等。  

此外，若以CR4、CR8和HHI指標而言，石化產業之CR4和CR8分別高

於60與80，HHI則在1000之上，可知我國石化產業的集中程度明顯，產業中

大抵以台灣中油、台塑集團為領先群，其後為奇美實業、長春集團等，雖

然中小型業者較多讓整體市場為低度集中市場，只是產業中仍有少數規模

較大的業者。  

在探討石化產業之SCP理論實證研究方面，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生

產函數部分以員工人數、總資產和油價為解釋變數，原因在於生產要素投

入對營收有直接影響，且因石化業之營收受原油價格變動影響甚大，故於模

型中亦參採國內進口原油平均價格探討此一影響。至於在效率項方程式中，

為瞭解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相關數位技術之應用，是否對於石化業效率會

產生影響，考量國內石化業者可能會以現有人力進行編組，推動相關專案

計畫，因而未公布或統計金額，難以有其他可衡量深化程度之資訊及變數，

故此部分以石化業者運用有關技術開發之累計專案數量為衡量變數 244，同

                                                      
244 本研究從石化企業之公開資訊彙整各企業投入和發展人工智慧之概況，惟僅有一、

兩家企業統計和公布應用人工智慧所產生的效益，因此研究中改用人工智慧專案數

量視為各企業對人工智慧投入之重視，假使未來隨著石化業投入此一領域的資源和

時間越長，或可有更為適合的變數能代表深化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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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因研究發展應有助於效率提升，在方程式中亦將此因素納入，並且以市

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HHI指標）為市場力的衡量指標，同時納入相關財

務指標（例如總資產週轉率、營運資金週轉率等）。在資料期間上，考量

石化業者大多自2018年後才較為積極地推動人工智慧、大數據之應用，因

此在期間的選擇上僅取2019年和2020年。  

茲建立模型方程式如下，以及彙整模型中相關變數說明和預期符號於

表5- 9中，各變數之敘述統計如表5- 10所示。  

表 5- 9 模型變數說明  

變數  說明  預期符號  

隨機邊界生產函數（被解釋變數：營收）  

員工人數（𝐿𝑎𝑏𝑜𝑟）  
依據經濟理論，生產要素投入越多則
產出會越高。  

正向  

總資產（𝑇𝐴𝑠𝑠𝑒𝑡）  
依據經濟理論，生產要素投入越多則
產出會越高。  

正向  

進口油價（𝑃𝑜）  
石化業之營收受油價變動影響大，油
價高(低)有助(不利)營收。  

正向  

結構-行為-績效方程式（被解釋變數：效率）  

市場占有率（𝑆）  
定義為企業營業收入除以產業總營
收。根據文獻探討，市場的競爭程度對
效率影響結果並無一致結論。  

不一定  

集中度指標（HHI）  
根據傳統SCP理論，市場集中度和效率
呈正相關，因為大型廠商可能有勾結
或寡占情形。  

正向  

研發費用（R&D）  
根據理論和相關實證研究，研發支出
有助於企業效率提升。  

正向  

應用人工智慧與大
數據技術之累計專
案數量（AIQuantity） 

運用相關數位技術開發之專案，應有
助於企業提升效率。  

正向  

總資產週轉率（𝑇𝐴𝐸） 

定義為「營業收入 /資產總額」衡量企
業總資產運用效能及總資產投資之適
度性，就資金運用觀點而言，週轉次數
愈高愈佳。  

正向  

營 運 資 金 週 轉 率
（𝑊𝐶𝑇𝑢𝑟𝑛𝑜𝑣𝑒𝑟）  

定義為「營業收入 /(流動資產 -流動負
債)」。代表企業之經營效能，就資金
運用觀點而言，若數值越高表示效能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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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說明  預期符號  

越佳。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  

表 5- 10 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單位：仟元；人；%；件  

變數  觀察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營收  82 72,500,000.00  164,000,000.00  475,644.00  1,010,000,000.00  

總資產  82 114,000,000.00  206,000,000.00  1,880,485.00  802,000,000.00  

員工人數  82 2,632.62  5,481.86  88.00  32,271.00  

市場占有率  82 2.44  4.42  0.04  17.32  

HHI 82 1,034.49  18.41  1,016.19  1,052.79  

進口油價  82 66.98  3.35  63.66  70.31  

AIQuantity 82 8.83  25.85  0.00  156.00  

研發費用  82 294,508.80  415,174.70  0.00  1,595,315.00  

總資產週轉率  82 4.98  4.74  -6.70  25.12  

營運資金週轉率  82 286.85  865.02  -2,934.57  5,90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彙整。  

 

𝐿𝑛(𝑌𝑖𝑡) = 𝛽0 + 𝛽1𝐿𝑛(𝐿𝑎𝑏𝑜𝑟𝑖𝑡) + 𝛽2𝐿𝑛(𝑇𝐴𝑠𝑠𝑒𝑡𝑖𝑡) + 𝛽3𝐿𝑛(𝑃𝑜𝑡) + 휀𝑖𝑡  , 𝑖 =

1, 2, … . , 41;  𝑡 = 2019, 2020 

𝑢𝑖𝑡 = 𝛿0 + 𝛿1𝑆𝑖𝑡 + 𝛿2𝐻𝐻𝐼𝑡 + 𝛿3𝑅&𝐷𝑖𝑡 + 𝛿4𝐴𝐼𝑞𝑢𝑎𝑛𝑡𝑖𝑡𝑦𝑖𝑡 + 𝛿5𝑇𝐴𝐸𝑖𝑡

+ 𝛿6𝑊𝐶𝑇𝑢𝑟𝑛𝑜𝑣𝑒𝑟𝑖𝑡 + 𝑤𝑖𝑡       , 𝑖 = 1, 2, … . , 41;  𝑡 = 2019, 2020     

其中， i由1、2、3至41，𝑌𝑖𝑡表示第 i個決策單位在 t時點的實際營收，

𝐿𝑎𝑏𝑜𝑟𝑖𝑡及𝑇𝐴𝑠𝑠𝑒𝑡𝑖𝑡表示第i個決策單位在 t時點的之員工人數與總資產，𝑃𝑜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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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平均進口油價，𝛽0表示截距項，𝛽𝑗表示待估計之係數，表示組合性誤

差項，包含隨機誤差項(𝑣𝑖)則和技術無效率誤差項(𝑢𝑖)，𝑣𝑖𝑡為隨機誤差項，

假設符合對稱性常態分配，即𝑣𝑖𝑡~ 𝑖𝑖𝑑 𝑁(0, 𝑠𝑣
2)；𝑢𝑖𝑡為非負的技術無效率誤差

項，且在𝑢𝑖𝑡特性未知的情況下，假設符合半常態分配，即𝑢𝑖𝑡~ 𝑖𝑖𝑑 𝑁+(0, 𝜎𝑢
2)，

並與𝑣𝑖𝑡相互獨立且組合性誤差項的變異數 (𝜎2)即為隨機誤差項之變異數

(𝜎𝑣
2)與技術無效率誤差項之變異數  (𝜎𝑢

2)的加總，即𝜎2 = 𝜎𝑣
2 + 𝜎𝑢

2，而𝛾 =

𝜎𝑢
2 (𝜎𝑣

2 + 𝜎𝑢
2)⁄ 則代表無效率因素在組合性誤差項中的重要程度。  

於結構-行為-績效方程式中，𝑢𝑖𝑡為效率項，則預期會受到𝐻𝐻𝐼𝑡、𝑅&𝐷𝑖𝑡、

𝐴𝐼𝑞𝑢𝑎𝑛𝑡𝑖𝑡𝑦𝑖𝑡、𝑇𝐴𝐸𝑖𝑡和𝑊𝐶𝑇𝑢𝑟𝑛𝑜𝑣𝑒𝑟𝑖𝑡之影響，𝛿0為截距項，𝛿𝑗表示待估計之係

數。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求解，估計隨機邊界生產函數及結構-行為-

績效方程式，結果如表5- 11所示。  

首先根據表5- 9可知，石化產業中的營收規模差異甚大，最高業者的營

收數倍於最小者，且從公司總資產與員工人數而言，亦能得知各企業間的

量體差異，即大者相當大、小者相當小，此也反應出企業的市場占有率數

值，最小者約為0.04%，最大者則為17.32%。再從研發費用來看，有石化產

業中有業者未編列研發費用，編列最多的企業則投入約16億元新台幣，至

於在應用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之累計專案數量上，則更是多數企業並未

投入此一領域，大致上僅有台灣中油、台塑集團、長春集團、遠東集團、

李長榮化工、奇美實業等產業中的領導企業相對較為重視。至於在財務指

標方面，石化產業中的總資產週轉率和營運資金週轉率之平均值，分別為

4.98%、286.85%。  

再由表5- 10發現，就生產函數之估計結果顯示，員工人數、總資產及

進口油價的係數符號皆符合預期，均為正值且相當顯著，表示當員工人數

投入越多與隨著總資產成長，有助於企業營收提高，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

當員工人數增加1%，預期營收增幅為0.28%，假使為總資產成長1%，預估

營收增幅為0.725%，至於石化業屬景氣循環產業，營收易隨油價變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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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油價越高代表著國際原油價格越高，在營收與油價呈現正向關連下，則

石化業平均而言的營收也會較高。  

表 5- 11 石化業隨機邊界函數估計結果  

 
解釋變數  

係數  

(標準誤) 

生產函數（被解釋變數：營收）   

 𝐿𝑛(員工人數) 0.2797*** 

(0.0923) 

 𝐿𝑛(總資產) 0.725*** 

(0.0763) 

 𝐿𝑛(進口油價) 1.831*** 

(0.2067) 

 常數  -4.3275*** 

(1.3046) 

結構-行為-績效函數（被解釋變數：效率性）  
 

 市場占有率  0.2036*** 

(0.038) 

 集中度指標  0.0033 

 (0.0024) 

 研發費用  0.4723*** 

(0.0924) 

 AIQuantity -0.0002 

(0.0031) 

 總資產週轉率  0.0006 

(0.0144) 

 營運資金週轉率  0.0000 

(0.0001) 

 常數  8.2696*** 

(2.6024) 

最大概似估計(𝐇𝟎: 𝛄 = 𝟎) 

 P-value 0.0000*** 

說明：***、**、*分別表示在 1%、5%、10%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畫估算。  

其次由結構-行為 -績效函數的係數估計結果而言，在六個變數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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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占有率及研發費用在顯著水準1%下達顯著標準，且數值皆為正，隱

含廠商的市場占有率越高，與投入的研發費用越高時，對廠商的效率提升

有正向助益，至於集中度指標之係數雖為正但在10%的顯著水準下不具顯

著性。其中，市場占有率越高通常伴隨著較佳的獲利，也有相對較多資源

投入於促進效率提升，同時在石化產業屬低度集中市場，仍有一定的競爭

程度，在市場較為競爭下也會帶動廠商增加效率，亦即可能會讓廠商有誘

因降低成本、調降市場價格來提高市場占有率，在減少成本的過程即會讓

企業改善效率，也由於集中度指標不顯著，因此在實證上較為支持效率結

構假說，而非傳統SCP理論中所提，係因產業過於集中而促成較高的效率

和績效。  

另一方面，隨著企業投入於研究發展的資源越多，效率也會越高，進

而對營運績效有所助益，雖然AIQuantity之係數估計結果並不顯著，然而在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之投入也間接代表著和研究發展有所關連，因此即

使AIQuantity係數未達顯著標準，但是仍不能忽略企業在此一領域發展能對

效率提升帶來之潛在益處。至於AIQuantity係數不具顯著性之原因可能包含

(1) 產業發展僅為初期，且多數企業並未投入此項領域；(2) 石化業受原料

成本影響較高，投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所能帶來的效率改善程度有限。此

外，就估計結果顯示，總資產週轉率及營運資金週轉率均未達顯著性，表

示總資產週轉率和營運資金週轉率之高低，並不影響廠商效率。  

除了觀察國內產業內部的競爭情勢之外，由於石化產業市場遍布全

球，實務上，若亞洲存在套利空間時，美洲的石化品亦會銷往亞洲，競爭

市場不僅限於亞洲區域本身，且根據Deloitte發布的《2016全球化工業數位

能力調查》(2016 Global Digital Chemistry Survey) 報告顯示，雖然大多數

認為數位化能提高組織效能，但實際運用者甚少 245，亦即因推動數位化而

                                                      
245

 顏曉芳、龍小平、舒世明、許瑞軒、吳志洋、胥傳沛、袁金蘭和朱孝甫等，「化工企

業的數位商機：創造永續價值」，勤業眾信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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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到全球競爭的情況尚未普遍，同時石化產業的主要成本來源仍為原料，

原料價格變動（例如原油價格走勢）影響產業獲利能力甚鉅，透過數位化

應用雖能改善效率、節省成本，惟相對於占總成本超過七成的原料成本而

言，實際上藉由提升效率所帶來的效益，仍不及原料成本波動的影響，因

而對廠商而言大抵仍會關注原料採購的金額。另一方面，以亞洲市場的競

爭而言，我國石化業在產能規模上未及中國大陸，並不具備成本優勢，所

以在市場競爭策略上係以產品差異化、減少生產低附加價值產品、產品高

值化和品質優化等方式，與國外業者在全球市場競爭，由「質」提升取代

在數量上的競爭。  

第六節 本章小結  

我國石化產業發展始於1960年代，其後因塑膠工業起飛，石化業由進

口原料加工的萌芽階段，轉變為下游加工與中上游原料自製的產業發展型

態，同時在自由化的趨勢下逐漸放寬管制，其中，基本原料產業偏向資本

密集與技術密集，且呈現台灣中油公司與台塑石化公司寡占的產業型態，

唯因環保工安議題之故，在產能擴充上並不容易，且中國大陸為我國石化

產品的主要出口市場。石化業中的人造纖維製造業則持續衰退，使得2019

年的生產量指數相較於2000年已衰退超過50%，由此可知，石化業迫切面

臨轉型挑戰。據經濟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近十多年來石化產業整體的生

產量指數走勢呈現停滯情況。當前國際間持續推動環境永續及節能減碳，

對能源密集型之石化業而言，在營運上將帶來更多挑戰。  

就國內石化業的產業發展政策，仍以「石化產業發展綱領」為主軸，

透過推動石化產業轉型高值化，發展綠色創新材料、不增加整體環境負擔，

並朝循環永續方向發展，政府則協助業者在現有的規模下持續精進製程及

綠色化，並加深產業的資源及能源循環化等，推動石化業轉型，其中，數

位應用為促進石化業轉型的重要關鍵。經先前研究調查指出，石化產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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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層次明顯不同，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以行銷預算配置的比率最高，而

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藥品及醫用化學製

品製造業則都以績效管理 /查核為主，其餘如業務開發、客戶關係管理

(CRM)、服務研發 /產品開發為轉型重點的比率亦不低，至於石化產業的公

司沒有進行數位轉型的原因，以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為主，數位

轉型在石化產業仍尚未普遍。  

參考國際經驗，就國外機構研提之未來戰略技術趨勢而言，包含讓員

工或消費者可應用沉浸式體驗或全面體驗，處理設備維修作業。至於區塊

鏈在早期的許多小型示範應用後，目前已逐漸被企業所熟悉，在越來越多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相關數據分析的方法更廣為應用，和資訊安全、隱

私相關的議題與技術將逐漸浮現。就國內石化業者之數位轉型及人工智慧

等技術應用方面，石化產業發展已久，且是個較為封閉的行業，石化業的

工廠在設計與建造初期，已決定市場定位與走向，後續更動不易，通常以

新建廠房較易導入數位應用和相關設計，同時產品及客戶固定，長期以來

之變動性不高，相對不具備發展商業端數位化應用的需要，大多著重於工

廠內部的導入與採用。另一方面，基於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浪潮，國內有部

分大型石化業自2018年後著手投入相關技術之應用，可歸納為與工廠管理

相關之人（Man）、機（Machine）、料（Material）、法（Method）、環

（Environments）、測（Measurement）等面向，大體上仍以公共安全、環

境監測和能源管理等議題為主要項目。  

最後，為瞭解石化產業的市場競爭現況、產業間或產業內的市場結構、

廠商行為和經營績效間的關連，以及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技術導入是否對

於促進企業之經營效率存在影響，研究中除了以產業經濟理論中的集中度

指標外，亦建立計量模型，採隨機邊界分析法探討石化業的結構、行為與

績效間關係。經實證研究發現，國內石化業雖為低度集中市場，但仍由少

部分大型企業主導產業發展，且廠商獲利與市場結構間呈正向關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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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石化產業的市場占有率越高確實更有效率，隱含能用相對較少投入產

生較高產出的廠商，會傾向持續降低成本、調降售價來提高市場占有率，

以進一步提升效率，所以國內石化業的市場競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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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石化產業數位化轉型與競爭法之探討  

科技的進步總是牽引著人類對新時代的想像，隨著電腦的自動化、物

聯網與相關技術的發展，以及大量數據的積累，人類的通勤、購物與溝通

等日常生活環境已迎來革新，人類對電腦與科技的仰賴日漸深化。此類發

展加速了傳統實體交易的相對沒落與現代數位市場的興起，也引起了許多

倫理問題，例如人類與電腦間的關係、人類對電腦的控制能力，以及對電

腦行為的問責等，更改變了市場競爭在數位市場環境下的樣貌 246。  

數位市場環境下的商業模式係由電腦、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等

要素驅動，此類嶄新的科技逐漸進入政府與市場中領導事業（ leading market 

player）的視野，事業投資於上述技術，試圖開發能自主學習（self-learning）

並智慧地採取行動的演算法，甚至是人工智慧，以協助改善其訂價決策、

生產規劃、交易條件設計、倉儲計劃與物流等247，進而提升事業的競爭力，

演算法可稱是具備大數據之後的設計師或規劃師。  

演算法若與自主學習相互搭配，經由後者的反饋與修正，兩者相輔相

成，將可進一步提高分析與預測的品質，並滿足消費者的期待。凡數據處

於可取得的狀態，不論係公開的開放性資料或經授權後即可取得的資料，

均可由演算法自動化地進行篩選、歸類與分析，經由大量數據與演算法的

交互作用，事業將可洞悉市場變化、贏得商業或競爭決策的先機，最終提

高其競爭優勢248。因此，如不欲為時代與科技的洪流所吞沒，事業必然得

積極投身於數位科技的懷抱，而致力投資於演算法的開發與研究。  

總體而言，事業對大數據、演算法、自主學習、人工智慧等尖端技術

的採用已是時勢所趨，若未能積極求變，必將被市場競爭的洪流淹沒。我

國石化業能否跟上這股不可逆的浪潮，提升或至少維持其競爭力？在下文

                                                      
246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 at 1776-78. 
247 Id. at 1776-79. 
248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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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文將根據對國內石化業者的訪談紀錄，回顧渠等在數位化與數位轉

型的過程中，目前的進展與可能遭遇的困難，進而探討石化產業數位化轉

型與競爭法的相關性。  

第一節 石化產業數位化可能困難及對競爭力之影響  

壹、我國石化業引進數位科技遭遇之困境  

根據2020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對工業區石化產業的調查，得知國內石化

產業的數位化程度高於製造業的平均水準，其中正在進行或有規劃數位轉

型的比率以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較高，達50%，其餘多相對低於製造業的

平均水準。各石化產業數位轉型的重點不同，化學原材料及人造纖維製造

業、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都以績效管理 /查核為主，其餘如業務開發、客戶

關係管理(CRM)、服務研發 /產品開發為轉型重點的比率亦不低。沒有進行

數位轉型的原因，以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為主，可見數位轉型在

石化產業仍尚未普遍。  

至於已經數位化的廠商所面臨的困境，根據本計畫訪談的結果說明如

下：  

一、專業人才不足  

就石化業之數位轉型而言，首先必須培養或招聘專業人才，隨後方有

如何應用專業人才之問題249。然而，具有大數據或人工智慧專業之人才通

常選擇前往電子業，導致石化業等傳統產業在人力方面相對吃虧 250，目前

即係因專業人力不足，導致數位科技之應用範圍受到限縮 251。可能的解決

方案，例如國內某一業者同意其員工在AI學校進修完畢後，繼續與AI學校

                                                      
249 訪談紀錄（三）。  
250 訪談紀錄（七）。  
251 訪談紀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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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合作，以求將理論落實於實作 252；另一業者則採取化工專業主管與

年輕的資訊專業人才一同進修的方式 253，以解決化工與資訊專業間「隔行

如隔山」的問題。  

二、設備老舊數位化成本高  

我國多數石化廠均已營運多年，設廠當時未能料想數位科技之發展，

設備沿用至今，欠缺蒐集數據所須之溫度計、流量計與電流計等監控設備，

或並未數位化、結構化地蒐集，導致無法取得足夠的數據供大數據與人工

智慧分析之用，亦無法與物聯網或電腦設備銜接。如欲在既有的廠房重新

佈建所須的儀表與感應器等設備，不但施工不易，且所費不貲，其成本甚

至可能高於開發軟體的費用 254。然而，論者認為舊廠雖欠缺相關儀表與設

備，然亦有歷史數據較多的優勢，故所謂設備老舊僅是拖延引進數位科技

的藉口255。  

三、興建新廠不易  

現下興建大型工廠已無法降低生產成本，亦須考量取得興建許可的難

度、土地容忍度、原料供應條件、國內市場需求與法規完整性等，有業者

認為目前尚能大規模擴建的亞洲先進國家僅餘韓國，惟該公司對設備老舊

的困境相對樂觀、積極，不但陸續將既有設備的運作數位化，並重新檢視

控制系統、整合資訊與數據，試圖在不興建新廠的前提下擁抱數位科技 256。 

四、其他  

國內石化廠可能遭遇的其他困境，包括（1）化工廠的製程、工藝與設

備可能數十年不變，難以從數十年如一日的生產過程中找出數位科技可以

                                                      
252 訪談紀錄（七）。  
253 訪談紀錄（八）。  
254 訪談紀錄（四）；訪談紀錄（六）。訪談紀錄（八）。  
255 訪談紀錄（五）。  
256 訪談紀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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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力之處257；（2）由於每種產品均有其獨立的製程與生產細節，若業者的

產品線較複雜，則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分析須針對每種產品分別為之，將

導致數位化與數位轉型進程趨緩 258；（3）可能遭遇內部挑戰，例如某公司

在將工廠交由電腦操作前，內部即有擔憂與爭論，其解決方法是先進行離

線的模擬測試，再以人工調整製程，確保在成果無憂的前提下，始付諸實

行259；（4）在推展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應用範圍時，可能遭到工會反對，

例如某上游業者曾嘗試以機器取代人力，尋求最佳化人力的工作時間、類

型與內容，卻遭工會反對，理由是擔憂員工被全面取代 260。  

大多數受訪者均認為，即使是受相關法規規範較多的國營事業，目前

在數位化方面也沒有受到國內法規的限制，唯一比較需要關注的是人臉辨

識可能存在隱私權疑慮261。部份業者認為數位化之所以未受到國內法規限

制，主要係因石化業目前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應用上仍相當有限，多與廠內

的生產或管理事務有關，尚未及於對外的事業間連結部分。未來隨著數位

科技的應用範圍拓展，仍有可能受國內法規限制 262。此外，也有業者指出

其在監控數據與設定警示時，通常會設定高於環保局的標準，以便在未達法

定最高標準前即可預先警示，以較為嚴格的標準確保完善的法令遵循 263。  

貳、數位科技對石化業競爭力的預期影響  

總體而言，受訪者普遍認為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數位科技的引進，確

實有助於提升石化業的競爭力與產值，例如提高品質、產能等效率，並維

持客戶的信賴，惟其效果可能相當有限，因為數位科技的採用無法「積極」

                                                      
257 訪談紀錄（八）。  
258 訪談紀錄（六）。  
259 訪談紀錄（九）。  
260 訪談紀錄（一）。  
261 訪談紀錄（一）；訪談紀錄（二）；訪談紀錄（四）；訪談紀錄（六）；訪談紀錄（九）。  
262 訪談紀錄（二）。  
263 訪談紀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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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升石化業的競爭力，而僅是「消極」地使採用者不落於人後而已，亦

即數位科技的引進乃是大勢所趨，但引進者亦未因此而大幅增加市占率或

取得巨大的競爭優勢264。其中，某公司認為石化業目前在大數據與人工智

慧取得的成效不彰，且該公司目前仍面臨無法突破設備老舊取得足夠數據

的困境，迄未真正涉足人工智慧領域，對人工智慧之瞭解亦相當有限 265，

故對數位科技之引進抱持較為保守的態度，是受訪的業者中最為悲觀者。此

外，該公司也認為石化業引進數位科技的時間不長，目前尚不足以觀察出產

業效率提升、維護設備的精準度改善與成本降低的幅度，仍須時間醞釀。  

惟石化業的電子化處理與作業程序相對成熟，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的發

展期間則相對較短，主要是製程大多屬外購技術，在自動化生產控制上目

前能導入數位科技的空間不多 266。例如，石化生產的用水會循環使用，而

其用水的損失集中於使用後，降溫過程中的蒸發，此部份迄無法數位化管

理，故數位科技仍無法均於每個生產環節中發揮作用。又，按石化業的銷

售慣例，亦使其銷售無法全面數位化 267。  

其次，某業者認為數位科技雖可為石化業節約保養與能源等成本，惟

石化業90%以上的生產成本來自原物料成本，如遇國際油價大跌或供過於

求，數位科技仍難以協助石化業規避損失。且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無法預測

國際油價走勢，蓋原油乃許多國家的經濟命脈，其數量與價格經常涉及政

治問題，無法單純從供需的角度進行預測 268。  

再者，該公司認為我國石化業者的規模不大、據點不多、產品單純、

且製程改善有其極限，雖可以數位科技降低成本，惟仍難與中國的新建工

廠競爭，故引進數位科技之必要性相對降低，著重產品的區隔化與差異化、

                                                      
264 訪談紀錄（六）；訪談紀錄（四）。  
265 訪談紀錄（六）。  
266 訪談紀錄（三）。  
267 訪談紀錄（九）。  
26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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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生產高值化產品，方是我國石化業未來的生存道路 269。  

因此，受訪者向政府提出以下建議，期能促進數位科技在石化業大放

異彩。  

第一，政府應更積極地主導相關的產業研習活動，以精進石化業的競

爭力。相較於我國，中國大陸政府的態度較為強勢、產業政策的落實力度

較高，例如在數年前即要求所有石化廠均須配備人員在廠內的定位系統，

希冀我國政府亦能強化其主導地位，使業者能瞭解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優勢，

以免石化業發展停滯，甚至從市場中消失；第二，政府應就石化業對數位

科技的投資與應用提供補助或租稅優惠，提高業者的投入意願，目前「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列的優惠項目似較偏向製程的升級，而不能涵蓋大數

據與人工智慧等資訊應用面向。就此，亦有其他受訪者認為計劃成果乃業

者的營業秘密，也是維持競爭力的重要關鍵，惟申請補助往往須揭露相關

資訊，此將降低業者申請補助的意願 270；第三，手機與無線基地台等電子

產品如欲攜入廠區，則須有防爆認證，惟我國的防爆認證耗時長、費用高，

故期待政府改善，以免限制數位科技的應用發展 271。  

總結而言，儘管石化業數位化在意向上不盡積極與樂觀，目前的應用

亦尚限於事業內部的管理與生產等方面的優化，惟我國石化業者確實已逐

漸踏上引進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的數位轉型道路，未來亦不無因演

算法而促進或形成勾結（collusion）之可能。從而，不論演算法與數位市場

環境對市場競爭有正面或負面之影響，均將及於石化業。因此，在下文中，

本文將針對石化產業數位化可能出現的水平限制競爭、垂直限制競爭、不

公平競爭問題，以及競爭法可能的解決方案加以說明。  

 

                                                      
269 同前註。  
270 訪談紀錄（四）。  
271 訪談紀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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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水平限制競爭  

壹、石化業數位化與水平勾結  

儘管進展與斬獲不一，我國石化業者確實已逐漸跟隨科技發展的腳

步，投入大數據與演算法的新時代，彼此間有無藉此等新興數位科技進行

數據交換或整合，或以數位化系統等方式，監視同業與上下游事業之價格、

庫存或產能等資訊，而可能形成以相同數據集為軸心之「輪軸與輪幅」式

勾結？  

就此，主要石化大廠的答案相對曖昧，其雖與相關業者合作建立進出

口資料庫，惟雙方簽訂有保密協定，並係於該公司本地端建置，且其內容

不及於內部之機密資料272。  

另一家中游石化廠營業處的回答是「現在、目前沒有」，並認為資訊

交換或同一數據集之建置，係以石化業內全部業者之連結與整合為前提，

而產業整合之工程相當浩大 273，言下之意似乎是未來有交換或建構同一數

據集之可能或意向。但技研處則否認有與上下游事業或同業交流資訊，尤

其在具有競爭關係之前提下，更無理由與同業進行數據交換，故目前僅能

自國外期刊雜誌得知同業之設備、產能等相關資訊 274。  

也有石化廠指出，其資訊分享僅限於所屬的集團內部，且僅涉及技術

之分享與成果展示，而未與同業有所交流，亦不及於價格、庫存與產能等

重要銷售數據275。AI學校指出，前來受訓的學員雖多保有機密敏感資料，

惟各公司有待解決之問題與所受之限制均不同，故學員在校內之互動僅止

於AI知識之分享，而未有商業機密之交換 276。有石化廠指出，其派訓至AI

                                                      
272 訪談紀錄（一）。  
273 訪談紀錄（三）。  
274 訪談紀錄（六）。  
275 訪談紀錄（四）。  
276 訪談紀錄（五）。  



182 

學校的員工，會在校內與其他來自同業之學員進行應用與技術面資訊的交

流，商業面資訊的交流則「較少」，與上下游事業則無數據交流。其中，

受訪者提到「有第三方提供資訊，讓我們可以做AI的運用」277，亦有其他

受訪者提及「目前我們都有定期在訂國際市場報告，裡面會有東北亞和原

物料價格，我們會根據裡面資訊來定價，我們給客戶的報價也是這樣產生

的」278、「像油價、國際報價這類的資訊，我們有付費購買  Platts、路孚特

系統則是可以分享的」279、「規模最大的就是Platts(普氏能源資訊)、彭博

等，我們都會訂閱。我們的計價也是根據這些報導的數據來訂價，其他公

司的資訊如某間工廠停工等，也可以從中得知所需資訊」280，故似乎仍有

間接與同業使用相同數據集之可能，值得留意。  

最後，上游石化廠也指出數位科技雖可為石化業節約保養與能源等成

本，惟石化業90%以上之生產成本均源於原物料成本，如遇國際油價大跌

或供過於求，數位科技仍難以協助石化業規避損失。且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亦無法預測國際油價走勢，蓋原油乃許多國家之經濟命脈，其數量與價格

經常涉及政治問題，而無法單純從供需的角度進行預測 281。再者，我國石

化業者規模不大、據點不多、產品單純，以數位科技改善製程、降低成本

有其極限，對於競爭優勢影響不大。在資訊交換方面，該公司表示石化同

業間交流甚少，而無實質上關於操作或銷售之資訊分享，目前僅能自Platts

（普氏能源資訊）與彭博社等來源獲知同業之資訊。此外，該公司向下游

簽約業者提出的售價均係基於固定的計價公式計算 282，並無勾結空間。  

總體而言，我國石化業者間目前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等敏感商

業資訊，故短期內尚無以數據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

                                                      
277 訪談紀錄（八）。  
278 訪談紀錄（十四）。  
279 訪談紀錄（一）。  
280 訪談紀錄（九）。  
281 訪談紀錄（九）。  
28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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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同業間如開始出現數據交

流或建構共同數據集，而有勾結之可能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

平會）仍應加以警戒。  

貳、競爭法的困境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演算法的出現引發了許多富有挑戰性的問題，例如人類與演算法間的

關係、如何限制演算法的能力、如何確保演算法遵守倫理與法律、勾結的

違法界線，以及勾結責任之歸屬等 283。目前石化產業數位化程度不一，惟

在數位化達一定程度時，可能出現目前其他產業出現的問題，本報告借鑑

目前數位化引發勾結的問題加以討論，期能提供競爭主管機關對於石化產

業數位化的前瞻思考。  

以下，本文將逐一討論，並試圖提出可能的解方。  

一、數位勾結之舉證困境  

以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第14條關於聯合行為之規定為

例，該條第1項規定合意、第2項規定契約與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第3項則

為合意之推定。因此，包含我國法在內，當今的競爭法均講求勾結之協議、

合意或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凡能說服法官的論述，其中均包含勾結同夥

間顯然具有共識或溝通之證明，而由該共識或溝通促成勾結的達成、監視

或制約。若涉及演算法，縱係明示勾結，亦未必有直接之意思聯絡，故其

舉證可能面臨阻礙。如係以演算法作為勾結之中介或核心，而由演算法完

成全部或大部分的勾結事務，此時之問題已非單純之舉證難易，更涉及協

議與合意等概念之適用與否，而將對競爭法帶來更大的衝擊284。  

各國競爭法學界無不對此抱持擔憂。隨著演算法的自主性提高，勾結

者間無須再為對話，一切均可交由演算法為之，而不留下任何包含罪證的

                                                      
283 Id. at 1778. 
284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2；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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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或語音信箱，演算法彷彿是勾結者的「萬靈丹」。顯然，數位勾

結將是競爭法有史以來的最大挑戰之一。為了控制19世紀商業巨頭而制訂

的當代競爭法，在數位市場時代下，或許已經難以（若非不可能）阻礙事

業間、甚至是演算法間的勾結 285。競爭法必須尋求解決方案。  

取決於演算法所扮演之角色，其舉證困境可能之解決方案亦有不同。

如係「信使」或「輪軸」，由於仍存在人為的決策，亦即勾結仍係由人類

形成、或至少有使用相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之共識，故此時之困境在

於，如何在演算法的掩護下，取得意思聯絡或達成共識的證據 286。其中一

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舉證責任倒置。若個案中，事業所採用之演算法對

於勾結之成立與否至關重要，則可能轉換其舉證責任分配，而由涉案之事

業證明其並無意思聯絡或協議、合意。在演算法快速發展，而競爭主管機

關尚未嫻熟掌握各類演算法前，舉證責任轉換可有效避免競爭法中關於勾

結之禁止成為具文287。然而，此種解決方案終為短期內之權宜，而不宜成

為立法上的原則，蓋「無意思聯絡、合意或協議」乃一「消極事實」，自

應由主張其勾結存在之競爭主管機關負其舉證責任。因此，最重要者仍在

於，競爭主管機關應儘速建立起對演算法與數位勾結的全面瞭解，而試圖

突破舉證責任之困境，以免涉案事業因舉證責任轉換而過度承受訴訟上之

不利。  

如係「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位之眼」，撇除協議或合意之問題（詳

後述）外，可從反競爭意圖之角度出發，解構其演算法之運算邏輯是否在

於限制競爭、或找尋其他可證明事業具有反競爭意圖之證據，如事業內部

之郵件往來或文書記錄。例如，位於雅典娜資本研究公司（Athena Capital 

Research，以下簡稱雅典娜公司）以演算法進行高頻交易，其「老酒裝新瓶」

地以複雜的演算法執行資本市場早已相當熟悉的操縱手法。2009年6月至12

                                                      
285 Lynch, supra note 72. 
286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3。  
287 同前註，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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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間，雅典娜公司對在NASDAQ公開交易的股票進行標記，在每一交易日

下午4點收盤前之最後2秒，以演算法進行大量買賣，壓制市場之流動性，

並人為地操縱股票之收盤價格（marking the close）並從中套利。雅典娜公

司規模雖不大，其以此手法操縱的交易數量卻多達NASDAQ總交易量的七

成，而在每一交易日收盤前的最後2秒完全支配相關股票之買賣。在雅典娜

公司內部的電子郵件往來中，其高階主管將該演算法稱為「肉汁」（Gravy），

員工並自稱是「遊戲的掌控者」（owning the game），雅典娜公司的員工

敏銳地意識到、並期待演算法交易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有時亦會監控演算

法影響價格之程度。例如，雅典娜公司的員工在2008年8月編制了一份表格，

其中記載了早期版本的演算法對股價之影響。最終，在沒有認罪的情況下，

雅典娜公司被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

處以100萬美元之罰款288。從雅典娜公司的電子郵件往來中，可明確得知其

設計演算法之目的在於扭曲市場之正常運作，儘管本案與競爭法或勾結無

涉，惟仍提供了一定啟示，亦即若可證明演算法之設計目的即在於限制競

爭、或事業就「演算法之自主運作或學習，將產生勾結或限制競爭之結果」

有所認知，則縱係「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位之眼」之類型，配合後述

競爭法對緘默勾結之因應方式，仍可能將其繩之以法。  

除蒐集反競爭意圖的證據外，尋找演算法的程式設計或事業策略中之

「獎懲機制」是另一種方向。演算法就緘默勾結之促成，即是演算法間不

斷訂定策略，並根據回饋修正的市場競爭過程，期間並無任何文件、言語

或訊息在人類間流通，而擴大了明示勾結與緘默勾結間之灰色地帶。換言

之，無須任何明示溝通，演算法即可藉由持續的策略試探，促成緘默勾結，

因此其勾結過程難以觀測。此時，解析演算法之運算邏輯，找出其中對勾

                                                      
288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File No. 3 16199, In 

the Matter of Athena Capital Research, LLC (2014);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8-99；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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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之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之獎懲機制，或許有助於說服法院 289。  

歐盟執委會副主席Margrethe Vestager指出，勾結均面臨著背叛的風險。

若所有事業均訂定高價，背叛者即可藉由降價，攫取大量客戶，故勾結之

存續取決於勾結同夥能多快地察覺到背叛者的降價，並跟進降價，以為報

復。若能快速察覺與報復，即可降低同夥背叛之誘因。不巧的是，上述任

務恰好是演算法的專長。其中，舉例而言，若A事業提高價格，其銷售數量

將因而下降，並使其利潤減少。此不理性的決策將使B事業意識到，A之價

格提升係其為誘使B與之勾結，而發出之信號。此時B有兩種選擇。若B選

擇勾結，而跟進漲價，雙方將形成勾結之合作關係，並因高價而收獲超額

利潤，此即勾結之獎賞。反之，若B拒絕A之勾結要約、或於勾結後背叛，

而選擇降低價格，B可在短期內因低價，而從A攫取大量客戶，但也將同時

失去與A勾結時所能獲得之獎賞，此即不勾結之處罰 290。  

上述即是勾結之獎懲機制，若能將之從演算法之運算機制、或事業間

之策略互動中加以捕捉，輔以後述競爭法因應緘默勾結之嶄新評估途徑，

即可有效地將緘默勾結納入競爭法的包圍網中。  

當然，演算法的解構並不容易，反競爭意圖的相關證據也必然難尋。

欲從整體之程式碼設計、內建函數或邏輯中檢驗、揭開其中之奧秘，係一富

有高度挑戰性的任務，惟隨著技術的進步，演算法的編寫愈加複雜，執法者

對演算法的分析也愈加熟稔，此種檢驗方式或將受到愈來愈多的倚重 291。此

正是數位市場時代下，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必須正面迎擊的挑戰。為了進

一步解決此一困境，本文將在下文中另行提出諸如「執法數位化」等建議。 

二、緘默勾結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  

如前所述，演算法的廣泛應用使緘默勾結拓展至非寡占市場。數位市

                                                      
289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59、161。  
290 同前註，頁 159-160、173。  
291 同前註，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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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時代下的緘默勾結除保有事業間欠缺共識與意思聯絡之特性外，其特色

在於演算法可作成絕對理性的決策，自發地監控、穩固勾結同盟，並對背

叛者發起制裁。如進入自主學習之「數位之眼」層次，演算法極高的自主

決行力更可完全取代人類，獨立地考量價格、產量或交易條件等市場變化，

即時因應市場中的供給、需求波動、以及競爭者的策略變動，而作成最合

宜的競爭決策，使勾結之形成、穩固、調整、監控與懲罰均全自動地執行，

無須由人類進行高風險的明示溝通，即使競爭者間之決策與行為趨於一致，

進一步促進了緘默勾結的隱密性 292。  

簡言之，演算法提供了三個面向的功能，而可促進緘默勾結：（1）使

競爭者彼此間之策略更為透明、穩定；（2）瞬時鎖定具有威脅性的潛在競

爭者，快速消滅將威脅扼殺於萌芽中；（3）充當溝通工具，免去競爭者間

高風險的明示意思聯絡。因此，演算法可快速、精準地偵測市場變化，並

排除一切不理性因素，降低勾結同盟因錯誤決策瓦解的可能性，故在緘默

勾結之形成、穩固與執行上，其效率當然遠勝人類 293。  

從而，演算法使緘默勾結踏出了寡占市場的圍籬，而使緘默勾結在更

廣泛的市場中戕害消費者之福祉，演算法自身固有的特質又使緘默勾結之

同盟關係得以大幅強化，固若金湯。競爭法是否仍應繼續對緘默勾結保持

沉默，而放任其破壞市場競爭？若否，競爭法又應如何突破緘默勾結欠缺

協議等主觀要素之困境？  

（一）結果導向途徑  

演算法促進了緘默勾結，而現階段的競爭法卻束手無策。目前，證明

事業間之協議、合意或意思聯絡，是執法的基礎，欲將演算法所致之緘默

勾結納入規制之同時，若繼續堅持上述著重主觀要素的原則，將無法突破

                                                      
292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5；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67、71。  
293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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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的瓶頸294。  

從而，「結果導向途徑」（results-based approach）可能是一種較為彈

性的執法概念。在涉及演算法之勾結案例中，從促進勾結之角度出發，若

特定演算法之應用促成勾結的形成、或導致競爭受到法所不樂見的重大限

制，儘管未能證明協議等主觀要件，仍可觸發競爭主管機關之干預，而擺

脫人類意志之束縛，維持市場競爭之活化 295。  

（二）顯失公平途徑  

如前所述，競爭法就緘默勾結面臨之難題係主觀要素之欠缺。從而，

有無任何執法工具不以主觀要素為必要，而可將緘默勾結納入規範 296？  

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五條規定是其中一種可能性，

許多州亦有類似規範：「於商業營運中或企圖影響商業營運，使用不公平

競爭手段（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UMC）、不公平或欺騙的行為安

排是違法的」。所謂不公平競爭手段，國會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以下簡稱FTC）均無明確定義，FTC直至2015年方作成指導原

則：（1）FTC將遵行競爭法的公共政策目標，亦即提升消費者福利；（2）

FTC將依類似「合理原則」之方式評估行為與措施，亦即在考量效率分析

與商業理由後，受到FTC挑戰者，將是可能損害競爭或競爭過程者；（3）

若修曼法或克萊頓法（Clayton Act）之執法已足以排除競爭損害，則FTC將

不會單獨以不公平競爭手段審視行為或措施，亦即不公平競爭手段相對於

修曼法與克萊頓法，僅具有補充性 297。認定行為（如採用演算法）是否不

公平時，不合理的消費者損害（unjustified consumer injury）將是箇中關鍵，

                                                      
294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6。  
295 同前註；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0。  
296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4. 
29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Statement of enforcement principles regarding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Under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Aug. 13, 2015)；陳和全、陳

志民，前揭註 79，頁 193-19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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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消費者損害是否（1）重大；（2）無法被行為帶給消費者或競爭之利

益所抵銷；（3）無法為消費者所合理迴避298。  

然而，FTC試圖在法院引進此類主張時，並不順利。若法院採用Ethyl

案299之標準，FTC須證明：（1）被告緘默或明示地同意不為競爭；或（2）

壓迫性（oppressiveness），例如證明被告之反競爭意圖或目的，或證明被

告之行為欠缺獨立、合法的商業理由。從而，在「可預測的代理人」之類

型下，滿足下列要件，即可認定違法：（1）被告開發演算法之動機，係為

實現反競爭效果；（2）被告意識到其行為之本質，與其行為可能產生反競

爭結果300。  

綜上所述，所謂「顯失公平途徑」，即是將聚焦點從事業間之協議、

合意或意思聯絡，轉移至演算法就「利於緘默勾結形成之既存市場條件

（pre-existing market condition）」之創造。若競爭主管機關能證明，被告

採用演算法之動機在於獲得反競爭結果、或被告意識到其行為可能產生反

競爭結果，即得認定數位勾結違法。顯失公平途徑對應至我國法，即為公

平法第25條規定，或可由公平會酌為應用 301。然而，顯失公平途徑僅能適

用於「可預測的代理人」，而不及於「數位之眼」，蓋此途徑之適用以被

告有反競爭動機或意圖為前提，惟在「數位之眼下」，意圖的概念已然不

再存在302。至於「信使」與「輪軸」，由於其仍存在人類間之共識，而可

逕行適用既有的傳統競爭法工具，故無適用顯失公平途徑之必要。  

（三）反競爭責任之歸屬  

演算法的出現，引發了人類與機器間關係的省思——人類與演算法應

                                                      
29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 Appended to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104 F.T.C. 949, 1070 (1984)；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4。 
299 Ethyl Corp. v. Fed. Trade Comm'n, 729 F.2d 128, 142, 2d Cir. (1984).  
300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4. 
301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7。  
302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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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作一體，或分別獨立？採用演算法之事業與設計演算法之開發者是否、

何時應為演算法之行為負責？若事業應為其演算法之緘默勾結負責，事業

應如何限制其演算法之行為，以避免競爭受到限制之結果？若演算法在自

主學習後自為判斷，而未遵從開發者或操作者之命令，此時事業是否仍應

負責？若演算法在勾結中係扮演「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位之眼」之角

色，事業將可針對大量即時蒐集的資料進行快速、精準的分析，甚至由演

算法自主作成決策，而無須人類之介入，輔以自主學習機能，演算法的性

能愈加強大。當決策過程欠缺人為介入，而僅餘演算法的自主運作，甚至

事業已無法有效預測演算法之運算結果時，此時是否仍得責由事業為演算

法之自主行為負責？使用具備自主學習機能之演算法應否受到譴責？若事

業開發或採用演算法之目的，係為遂行違法行為，則答案並不困難。然而，

若演算法之行為非由人類直接下令，而係其自主行為時，便無法輕易交出

答卷303。  

首先，當可排除以演算法自身或人工智慧作為歸責主體 304。就目前之

法律制度而言，僅「人」可作為法律主體，包含自然人與法人在內，至於

演算法或人工智慧等「物」，自無法享受權利與負擔義務。再者，演算法

與人工智慧雖可協助事業達成目標，惟其並不具備人類的思想與語言。縱

使演算法彼此間可傳輸數據、作成決策、甚至勾結，然此非謂其有「以勾

結限制競爭」之理解。既無理解，更無法「相互理解」，亦即不存在協議

或合意之概念。退步言，縱使演算法與人工智慧果真能理解「以勾結限制

競爭」，如何「相互理解」又是更大的難題。難以想像A演算法可理解「B

演算法認為A演算法會跟進，遂提高價格」，反之亦然。再退步言，縱使演

算法與人工智慧間果能相互理解，競爭主管機關又應如何說服法院，演算

法果真具有與人類相同的思維與理解，並能達成限制競爭之協議 305？因

                                                      
303 Id. at 1801, 1803；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8-249。  
304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52。  
305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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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演算法或人工智慧作為歸責主體，言之過早。  

其次，論者認為應區分演算法之開發者與使用者，而異其責任。演算

法之開發者可能係事業自身，亦可能係第三方之 IT專家或IT服務提供者。

就使用者（即採用演算法之事業）而言，若演算法係其自行設計、或由第

三方依其指示開發，即可推定使用者明知或可預見演算法之設計目的、以

及其導致勾結之可能性。由於演算法係事業達成特定目的、或解決特定問

題之工具，故通常均可找到使用者委託開發或採購演算法時的初衷，如就

其開發之目的或動機，可認為使用者就勾結之發生有所明知（直接故意）、

或其發生不違反其本意（間接故意），而理解演算法之運作將產生限制競

爭之結果，即為最直接的法制切入點，使用者應為演算法之緘默勾結負責。

反之，若使用者無從預見勾結之發生，不論係自始無從得知、或無足夠之

技術能力得知，均不宜使之為演算法之行為負責 306。  

本文認為，上述見解應值贊同，惟在「數位之眼」之類型則須格外謹

慎，蓋「數位之眼」通常具備自主學習功能，人類對其之控制能力已極為

有限，演算法可能計算出人類完全無法想像或預見之運算結果，故此在此

種類型下，必須特別小心地判斷使用者究竟有無預見可能性。至於明知「數

位之眼」之運算結果，恐怕不太現實 307。  

簡言之，若能掌握事業間通聯之證據，亦即「信使」與「輪軸」之情

形，傳統競爭法規範即能解決。若事業就勾結之促成幾乎未有作用、甚至

已不存在任何協議等主觀要素，亦即「可預測的代理人」與「數位之眼」

之情形，則須考量演算法之運算機制、以及事業就勾結結果之直接或間接

故意。總體而言，可彙整應考量之事項如下：（1）有無事業間明示通聯之

證據？（2）演算法之運算機制中，有無獎懲機制或訂價等交易條件之訊息？

（3）若有，事業之主觀知悉程度如何？（4）若事業就獎懲機制之存在與

                                                      
306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7、250；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57。  
307 See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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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之結果明知或有預見可能性，即有可歸責性，反之則無 308。  

就開發者而言，其應否為演算法之行為負責，取決於其在個案中所扮

演的角色、所設計之演算法功能、以及可達成之效果。從技術中立性的角

度出發，開發者依事業之指示進行演算法之設計，其行為應僅是資訊技術

服務的提供，除其有刻意協助事業達成非法目的之意圖外，原則上開發者

之設計行為應與使用者之利用行為脫鉤。然而，若同一開發者受數個競爭

關係事業之託，並刻意促使其所設計之演算法利於勾結、或明知各事業係

為達成勾結而委託開發，則開發者之行為仍具備可責性，而應為演算法之

行為負責309。  

欲認定演算法之設計目的是否在於促進或維持競爭者間的勾結，抑或

僅是類似演算法運作下之自然結果，並非易事。就此，須以證據證明其設計

演算法之意圖、背景或與委託者間之協議，其目的在於促進或維持勾結310。 

綜上所述，定奪反競爭責任之歸屬並非易事。除找尋設計演算法之目

的或動機外，亦須就演算法之程式碼進行解析，以瞭解其運算邏輯、目標、

活動範圍、獎懲機制之有無、以及勾結是否是自然產生的結果。Ezrachi & 

Stucke質疑，人類是否果能從中找出，與責任歸屬之界定具有直接關聯性

之證據？考量演算法在數據處理與自主學習上之複雜性，競爭主管機關在

執行此項艱鉅任務時，很可能偏離透明性、客觀性、可預測性與精準性等

法治理想。此外，人類能實際控制自主學習演算法之程度，亦應納入考量。

演算法雖係由人類開發並啟動，亦得由人類結束其運作，惟在創造（啟動）

與死亡（關機）之間，人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約束演算法之行為？此均

引發了道德與法律的擔憂，並將影響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以及人類控制

電腦的能力311。  

                                                      
308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85-186。  
309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7-248。  
310 同前註，頁 248。  
311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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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前防堵與事後究責之利弊與選擇  

承前所述，建立明確且可行的事後干預基準，以防止反競爭效果的發

生，就目前而言，尚有許多挑戰須克服，百廢待興312。相較之下，事前預

防則有數種可能的方向與作法，且可併用。  

第一種方向是，課予介入與防止義務。若使用者明知或可預見，其演

算法之自主學習能力將導致運算結果最終超出人為的預測範圍，則法律上

可要求使用者在發現演算法之決策可能導致反競爭結果時，必須加以監督，

並隨時預先介入與干預。同樣地，法律亦可要求開發者在演算法之設計中，

納入預警與人工介入之機制，在可能限制競爭之決策即將作成時出現警示，

提醒使用者介入或干預313。然而，此方向之問題在於，假如事業以利潤最

大化為其演算法之目標，隨著演算法優化資源配置、降低生產成本、以及

策略性地降價或提供折扣，事業之利潤有所增長，惟事業無法確定其利潤

增長，在多大程度上可歸因於勾結，甚至事業可能根本無從得知演算法之

勾結行為。  

退步言，縱使事業果能發現演算法的勾結行為，惟根據演算法與其他

訂價以外之相關功能之整合程度，關機（即結束演算法之運作）未必是可

行的選項，蓋此亦可能使其他功能之運作併同結束，而癱瘓事業之運營。

再者，事業亦未必能以人工取代演算法作成決策，人為決策雖可避免勾結，

然事業亦將同時失去演算法快速處理複雜數據，進而隨時因應市場變化，

即時調整價格之優勢，而可能遭受重大損失。最後，縱使事業已竭盡所能

地避免演算法違反競爭法，具有高度獨立性的自主學習演算法仍可能「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於純粹理性的獨立考量而促進勾結。更況，以

程式碼之編寫訓練演算法遵守法律，本即相當困難，且演算法亦可能經由

                                                      
312 Id. at 1806. 
313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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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而得出「巧妙的解決方案」314。因此，隨著人類對演算法的掌

控能力逐漸減少，課予介入與防止義務之可行性亦隨同降低。  

第二種方向是，課予申報義務，而著重於演算法的透明度與可歸責性。

亦即，要求事業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演算法之設計、相關之人與事業，並

確保與演算法相關之操作與決策過程均被詳實地記錄與留存，確保在後續

之執法調查中具有「可稽核性」。此雖可能增加事業之遵法成本與競爭主

管機關之執法成本，惟可與前述「舉證責任轉換」之解決方案相輔相成，

若事業均確保相關資料具有可稽核性，則有利於其在個案中之舉證，亦可

協助執法者確認演算法與勾結間之關聯，並提升外界對事業演算法之監督，

終能有利於市場中之公平競爭 315。應注意者，在「數位之眼」之情況下，

所要求之申報內容不宜包含「演算法之具體運作或運算過程」，蓋此時演

算法已幾乎脫離事業之掌控，其無法得知演算法之實際運作情形，非其不

願，而係不能316。  

第三種方向是，執行先期補救措施。亦即，提前對有高度數位勾結風

險之產業與事業發出警示，試圖事前防堵緘默勾結。例如，一旦歐美線上

業者經法院通知，其網站上之內容已違法而被訴時，其須立即下架相關內

容，即所謂「notice and take-down」。就演算法而言，若事業之演算法涉及

違法嫌疑，則可預先要求該事業採取些許適當的行動。雖有論者建議發展

演算法之審核機制，以謹慎地審查系爭演算法究竟有無限制競爭之虞，避

免過度執法限制了演算法與數位科技的發展，惟此種方案效率低下。理由

在於，商業係由利益驅動，事業之演算法可能以每週或每月之頻率更新升

級，故事業之演算法將永遠領先於審核機制之發展，後者對前者的日新月

異望塵莫及。此外，隨著演算法的技術進步，人類涉入之空間愈來愈小，

至「數位之眼」之類型，人類僅交付特定目標，其餘具體決策與行為則均

                                                      
314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4. 
315 邱映曦，前揭註 82，頁 244-245；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1。  
316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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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演算法自主決定，演算法日漸擴張的決行權、以及經由自我學習而持續

改良的行為準則，將使審查機制無力尋跡追蹤 317。  

第四種方向是，要求事業公開其向演算法輸入之數據 318。若能得知事

業用於演算法之數據，並輔以對演算法運算邏輯與機制之推敲，似有可能

預測運算之結果、以及勾結之形成。然而，本文認為此種作法不太實際，

理由有二。首先，不僅演算法之程式碼屬於商業機密，其數據集亦同，儘

管其中部分數據可能係源於公開資料，而僅部分資料係事業之機密資訊，

然此仍不改事業將嚴密保護其數據集之事實。要求事業交出其數據集，等

同要求其主動公開商業秘密，恐怕窒礙難行。其次，縱使事業願意公開其

數據集，惟演算法之技術升級日行千里，若具備自主學習機能，其運算與

更新邏輯之速度更是人類難以企及。從而，縱能取得事業之數據集，是否

果能以此預測演算法之預測結果與勾結之形成？不無疑問。  

第五種方向是，要求開發者在設計演算法時，使其忽略商業敏感訊息。

商業敏感訊息雖可能對客戶毫無價值，確有助於事業間達成合意，共躋超

越競爭水平之高價，故若演算法忽略商業敏感訊息，即可避免勾結之形成。

然而，此種作法之疑慮有三：（1）如何定義所謂商業敏感訊息？（2）大

數據與演算法之部分價值在於「數據融合」（data fusion），亦即由演算法

將所有數據進行連結與分析，隨後提出嶄新的見解。若限制演算法所能獲

取的數據，等同斷其命脈；（3）縱使限制演算法所能獲取的資訊，惟經由

自主學習與對其他數據之分析，演算法仍可能自行「填補」該空白，而未

能收獲預期之成效。因此，難以在不降低演算法效率的前提下，命其忽略

一定數據319。  

其餘方向居於輔助地位。第六種方向是，要求或提供訓練。事業之任

                                                      
317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3。  
318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799. 
319 Id. at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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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董事、經理人、員工或第三方，凡對該事業之演算法有影響力者，即應

給予適度訓練，使其熟知競爭法規範，並瞭解演算法之使用可能對市場競

爭產生之影響、以及演算法可能在勾結中扮演的角色，以發展健全的內部

控制與「演算法治理」。除要求事業隨時監控，並定期就演算法進行檢查

與評估外，並可配合寬恕政策或刑罰，強化事業自律之動機320。就此，歐

盟之作法積極而簡易，其要求自演算法之設計端即納入管理，訓練開發者

對競爭法之遵守，並使其瞭解，不論其係使用演算法之事業之內部部門、

員工、或外部之第三方開發者，其既向事業提供服務，即應為其所開發之

演算法負責321。  

第七種方向是，事先進行產業結構調查。雖在演算法時代，諸如市場

研究（market studies）與產業詢查（sector inquiries）等傳統執法工具仍不

可或缺。競爭主管機關如能預先瞭解產業之下列特徵，即能瞭解該市場是

否有產生或促進勾結之潛力：（1）是否具有容易促進數位勾結之特徵？例

如事業數量不多、或事業間之高互動頻率等；（2）是否具有高度透明性？

（3）競爭者間能否輕易預測彼此之決策與行為？（4）其他可能促進勾結

之市場特徵322。  

若選擇事後究責，競爭主管機關得以其調查權，要求事業揭露其演算

法之相關資訊，以確定演算法是否導致市場過度透明或勾結，進而對演算

法之競爭效果進行評估。相較於事前防堵，事後干預僅在發現勾結時發動，

其遵法與執法成本較低，亦可降低對創新與技術發展之不利影響。然而，在

將數位勾結全面納入競爭法之事後干預前，競爭法須先解決責任歸屬之問

題，亦即演算法之使用者與開發者是否、何時應為演算法之行為負責 323？

儘管本文已提出建議，惟仍須由立法者、競爭主管機關與法院做最後裁決。 

                                                      
320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91、200。  
321 同前註，頁 173。  
322 同前註，頁 191-192。  
323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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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事前預防面臨的挑戰較小，卻有成本較高之劣勢，事後究責雖

成本較低，卻必須解決演算法帶給傳統競爭法的衝擊，二者均有不同的困

境324。當然，最佳之解決方案應是考量成效與成本，適度地併用二者。不

過，前述所提出的事前矯正措施與事後究責方向，一旦數位化確實於未來

造成了限制競爭問題，究竟競爭法應在何種情況下課予事前的矯正措施？

又應如何執行？仍有賴進一步探討。  

（五）檢測法的選擇  

如前所述，對演算法的分析與解構，未來可能成為競爭主管機關的日

常工作。就此任務之執行而言，有兩種可能的途徑。  

首先是靜態檢測法（static testing），亦即靜態地檢閱演算法之程式碼，

而不對之進行實驗性的執行。其檢閱重點在於，程式碼中是否包含與競爭

者間之協調？若無，則無勾結之疑慮。反之，則應進一步審閱其中有無獎

懲機制。然而，正如Ezrachi & Stucke的質疑，人類究竟能從極端複雜的演

算法程式碼中，挖掘出多少有利於執法的資訊？尤其在「數位之眼」之情

況下，自主學習帶來的高速發展性又將進一步壓縮此可能性，自主學習將

使演算法的思考邏輯時刻改變，且程式碼與決策間對應的複雜性呈指數級

遞增，人類永遠無法理解、解釋、跟上與窺探演算法此一「黑箱」的改變

速度325。  

其次是動態檢測法（dynamic testing），亦即以大量的數據實驗性、模

擬性地「餵食」演算法，並記錄其在各種情況下作成之決策，從中觀察演

算法是否促成勾結。動態檢測法的弊端有二：（1）欲使實驗結果足夠擬真，

則須以極大量的數據進行模擬，然而執法者未必有足夠之數據、人力、經

費或時間為之；（2）演算法時刻均在改變，今日的實驗結果可能於明日即

不再適用，然而實驗卻又無法於短時間內完成，故導致動態檢測法之成效

                                                      
324 See id. 
325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85-186；see id at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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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減損326。  

因此，與事前、事後執法之選擇類似，靜態與動態檢測法各有其利弊。

前者雖無須以大量的人力與金錢為代價，卻有著程式碼解析難度極高之劣

勢。後者雖難度較低，而僅須輸入數據，並觀察結果即可，卻有成本高昂

與時效性短的弊端。從而，究竟選擇何者、或併用，須謹慎權衡。  

（六）數位化執法  

為了因應數位市場環境對競爭法的衝擊，並提升執法者瞭解、解析、

進而評估演算法之競爭效果之能力，競爭主管機關必須具備資訊科技專業，

而不僅是經濟與法學知識。為此，執法者必須延攬科技專業人才，並培訓

機關內部對演算法之熟悉，甚至與外部技術專家合作327。  

以英國為例，CMA於2014年12月，在「卡特爾與犯罪組」（Cartels and 

Criminal Group，CCG）聘任首位「數位取證與情報」（digital forensics and 

intelligence）主任，負責發展CMA之科技技術能力，同時招聘許多技術專

家，在隨後之CMA v. GB eye案中大放異彩。美國的發展亦如是，FTC於2010

年首設技術長（chief technologist），協助拓展其科技偵察能力，隨後於2015

年3月，在「技術研究與調查辦公室」（BCP’s Office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OTRI）下，聘任技術政策研究統籌人（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coordinator）以及多位技術專家328。  

因此，我國亦須加強公平會之科技資源與技術實力，以跟上 IT商業之

發展腳步。就我國而言，目前最可行、且可立竿見影之方式，應是與外部

技術專家合作。在組織擴充不易、或人力調整緩慢之情況下，與外部之第三

方合作，一方面可應付時間緊迫的要求，另一方面亦可靈活地隨時跟進技術

發展，免於落後。若然，公平會將可隨時掌握演算法的趨勢與變動，並即

                                                      
326 陳和全、陳志民，前揭註 79，頁 187。  
327 同前註，頁 187-188。  
328 同前註，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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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向外部技術專家諮詢或發出委託，而於緊迫的時間限制內達成任務 329。 

此外，若事業可藉由演算法輔助、優化其決策作成，甚至將其決策全

然交給演算法定奪，則競爭主管機關自亦能。為了分析與評估事業之演算

法，競爭主管機關應研發並發展自己之演算法，以提升其執法之效率與成

效。以CMA為例，其建立技術團隊，並宣稱可藉由演算法識別勾結，且已

建立了一個勾結篩檢工具。儘管我國短期內可能無法有相同進展，然此不

失為公平會未來的努力與發展方向。應注意者，演算法之建置不能濫竽充

數，公平會必須謹慎為之，並建立其資訊科技團隊之公信力，如此方能取

信於法院330。  

（七）區分演算法之初始與執行階段  

若勾結之形成、執行與穩固涉及演算法，則宜區分各該情形係發生於

演算法之初始階段（即設計演算法之階段）或實行階段（ implementation 

phase），而可對執法有所助益。以「信使」為例，其勾結之形成、執行與

穩固均係發生於人類主導之初始階段，而非演算法主導之實行階段，演算

法僅是輔助勾結之執行而已，故實與傳統之勾結無異。因此，必須勾結之

整體「生命週期」均納入考量，若僅著眼實行階段由演算法主導之勾結執

行，而忽略初始階段由人類形成之勾結，即可能導致消極錯誤（ false 

negative）331。  

又以「數位之眼」為例，其勾結之形成、執行與穩固全在由演算法主

導之實行階段上演，故已不存在協議等主觀要素，而須尋思如何突破傳統

競爭法以意思交流為核心的勾結觀念。  

 

                                                      
329 同前註，頁 189。  
330 同前註，頁 189-190。  
331 Ezrachi & Stucke, supra note 71, at 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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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認定事實之基準  

不限於勾結，凡涉及演算法之案例均會遇到的難題是，應以何時為認

定事實之基準時點332？  

演算法的改變可能係開發者在演算法開始運算後，中途對其程式碼進

行修改，亦可能是演算法基於自主學習，而自我優化。前者，應以最新版

本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或以勾結發生當時之版本為準，抑或以不存在演算

法的假想世界為對照？333若以勾結發生當時為準，此時問題轉變為，應如

何得知勾結之發生時點？若以不存在演算法的假想世界對照，又應如何「假

想」？後者，若演算法之變動係出於其自主學習與自我優化，此際的演算

法宛若「黑箱」，人類已無從得知其具體運算過程，「應以何時為認定事

實之基礎時點」之問題更是無從討論。  

（九）限制演算法的速度  

除了處理複雜數據的能力外，演算法之另一項優勢在於其極端的高速

處理能力，就勾結之促進而言，此二者缺一不可。既然如此，一種思考方

向是，若立法者或競爭主管機關以政策限制演算法之運算速度，則形同拔

下雄獅的利牙，此時的「慢速演算法」是否仍能促進勾結？  

首先，假設政府就演算法之提高與降低價格均施以限制，亦即演算法

雖仍可持續監控市場變化與競爭者的策略變更，惟其須待一定時間延遲經

過後，方能提高或降低價格。此際，若時間延遲夠長，第一個降價的背叛

者將可獲利，蓋其餘勾結同夥無法即時發起制裁或跟進降價。因此，似乎

有助於勾結之瓦解。然而，此種方式將面臨政治問題——事業很快便會向

政府抱怨其降價或折扣受到政策的阻礙 334。  

                                                      
332 Id. at 1804. 
333 Id. at 1805. 
33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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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若政府允許價格即時降低，而僅對價格之提升施以時間延遲，

情況如何？遺憾的是，時間延遲仍可能受到演算法的操弄。例如，勾結同

夥可藉由低價戰爭懲罰背叛者，然而，背叛者無法在降價後，即時重新提

升價格（而不再背叛），故其僅能進一步跟進降價。若背叛者之效率較低、

生產成本較高，則進一步的價格降低將使其獲利能力大幅受限，最嚴峻的

情況下，若報復持續一定期間，背叛者可能被迫退出市場。此際，政府的

延遲政策並未向破壞勾結之背叛者與消費者提供幫助，反而助長了勾結的

懲罰機制，使不遵從勾結策略之背叛者受到價格戰爭之懲罰，從而促進勾

結335。  

第三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垂直限制競爭  

壹、「中心—衛星」工廠制度與垂直限制競爭  

一、「中心—衛星」工廠制度之意義與型態  

試圖定義「中心—衛星」工廠制度（以下簡稱中衛制度），可能並非

易事。現行法律提及中衛制度者，僅有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中小

企業條例）第7條規定，而謂「主管機關為推動中小企業相互合作，應以左

列事項為輔導重點：一、業界垂直合併及中心衛星工廠制度之建立與推

廣…」，其中並無中衛制度之立法性定義。又由於中小企業條例並未授權

主管機關訂定法規命令，故主管機關亦無從藉由施行細則等法規命令加以

定義。至於公平法，其中亦無中衛制度之定義說明，法規命令中唯一相關

者，即「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中衛制度實務作法之處理原則」亦同，且已

於2016年廢除336。因此，就中衛制度之定義，目前無法從法律或行政命令

                                                      
335 Id. 
33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 11 月份重要措施」， 3（ 2016），

http://www.ftc.gov.tw/upload/important/10511.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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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具有法規範效力的說明 337。  

此外，由於中衛制度係經由整合個別法律關係，而形成之經濟組織型

式，故亦難以直接以嚴謹、精確或單一的法律用語加以定義，惟仍非不得

經由特徵的描述而間接地定義之 338。又，雖然負責推動、建立中衛制度者，

已由原先之經濟部工業局「中心衛星工廠制度推動小組」轉變為「財團法

人中衛發展中心」，而在組織上脫離行政體制，惟經濟部工業局過去之相

關說明仍具有參考價值339。  

根據過去之「申請建立中心衛星工廠制度作業辦法」，經濟部工業局

對中衛制度之定義為「中心廠將其所屬的衛星廠予以組織起來，以相輔相

成、共存共榮的經營理念長期合作，建立起多層化的金字塔型中衛組織結

構，並以經營同步、管理同步、生產同步的群體力量，健全產銷體系，增

進整體的對外競爭力」340。上述定義側重于中衛制度之合作功能，而以主

觀的經濟一體性、以及客觀的產銷流程相連結，形成具有上下統屬關係的

組織型式341。  

學者並將上述定義重新統整如下：「由一家產銷達經濟規模，或資本

額、營業額達一定標準的中心廠，組織多數具有共同經濟利害關係的中小

企業，彼此願意訂立長期供需契約，或就經營、管理或生產流程上相互聯

                                                      
337 石世豪，產業組織與公平交易—公平交易法對「中心—衛星」工廠的管制，頁 33-34

（1992）。  
338 同前註，頁 31。  
339 同前註，頁 34。  
340 事實上，經濟部工業局對中衛制度的定義不止一種。在 1988 年編印的「中心衛星工

廠體系聯誼會運作手冊」中，經濟部工業局將中衛制度定義為「以最終裝配廠或基本

原料廠為核心的中心工廠，結合其零組件製造廠商或下游加工廠的衛星工廠，使之成

立相互依存之嚴密產業體系，有計劃地密切配合，共同推動管理與技術之進步，提高

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增強產品之競爭力，以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在 1989 年

的「中衛外包契約參考手冊」中，則將中衛制度定義為「將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在

互惠互利的條件下，與大企業結成一個個金字塔形的中衛體系，藉相互依存的緊密產

業體系，有計劃的密切配合，共同推動管理與技術的改善，強化企業體質，提昇產品

品質，降低成本，增強整體競爭能力，以達共存共榮的目的」；同前註，頁 39（註解 11）。 
341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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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形成一套具有上下統屬關係的產銷體系，並於經濟部工業局登錄成為

中衛體系，接受政府協助或輔導者；包含中心廠與多數衛星廠，以及其彼

此之間的聯結關係」。所謂中心廠，係指「中衛制度中，資本額與年營業

額達一定標準，或其產銷達經濟規模，財務結構健全，而願與其衛星廠訂

立長期供需契約，並提供其技術、管理或財務上的輔導，經登記為中衛體

系中心廠，接受政府輔導的最終產品裝配廠、貿易商或中間原料生產商」。

至於衛星廠，則指「中衛體系中，生產零組件直接供應下游中心廠，或直

接接受上游中心廠所生產的中間原料，加工製造最終產品的中小企業，願

意接受輔導而經中心廠登錄為中衛體系衛星廠者」 342。  

依據個別產業之產銷性質、經營規模與依存程度，可將中衛制度區分

為三種型態：（1）第一類：由多數零組件組成整體產品的工業，例如機械、

汽車、電子工業，以其最終產品之下游裝配廠為中心廠，而以直接提供其

零組件之上游事業為衛星廠；（2）第二類：以生產鋼鐵、石化原料等中間

原料之事業為中心廠，而由其供應下游衛星廠加工製成五金、紡織品等成

品，並以直接接受上、中游中心廠之原料，加工製造螺絲、成衣等最終產

品之下游工廠為衛星廠。我國石化業者作為中間原料之生產供應商，即可

能與下游事業形成此類中衛體系；（3）第三類：以有固定廠商支持的大型

貿易商、或承包整廠工程的事業為中心廠，並以長期受託加工製造、或接

受指導生產，向中心廠供應產品之事業為衛星廠 343。  

應注意者，中衛制度與「策略聯（同）盟」不同。所謂策略聯盟或同

盟，儘管目前並無一致之定義，而有數種不同看法，例如（1）競爭者間非

                                                      
342 根據「申請建立中心衛星工廠制度作業辦法」，中心廠以同時具備下列條件為原則：

（1）資本額與年營業額達同業高標準，或其產銷達經濟規模；（2）財務結構健全，

且有意願建立完整之經營管理制度；（3）願與其衛星工廠間簽訂長期供需契約，並提

供輔導。衛星廠則以同時具備下列條件為原則：（1）與中心廠具有實質之往來關係；

（2）願與中心廠建立長期中衛關係，並接受輔導，以建立完整之經營管理制度。實

務上，「意願」係其中之關鍵要素；同前註，頁 72（註解 48-50）。  
343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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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導向的交易，包含科技的相互移轉、共同行銷、合作生產或研發、以

及少數或同等股權投資的合資事業等；（2）企業間為維持或提昇競爭優勢，

而建立之合作關係，惟未達併購之程度，亦未建立新的合資事業實體；（3）

藉資訊交換、技術發展等互補方式降低風險，而以契約約定、相互投資或

合夥等方式形成之聯盟，惟無論採取何種觀點，策略聯盟係發生於競爭關

係事業間之水平合作，僅涉及生產或供應鏈中之單一、特定階層，中衛制

度則係分屬不同產銷階層、非競爭關係事業間之垂直聯結 344，而涉及生產

或供應鏈中之數個階層。  

總體而言，中衛制度係由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中心廠與其上下游中小

企業間共構之合作關係，與垂直整合具有相類之功能 345，彼此間具有經濟

利害關係上之一體性。在生產或供應鏈中，中心廠可能是上游之原物料供

應商、貿易商、或零組件製造商，而由下游之製造商作為衛星廠，中心廠

亦可能是下游之製造商，而以上游之原物料供應商、貿易商或零組件製造

商作為衛星廠。經由中衛制度之運作，可達成與垂直整合類似之效果，降

低上下游間的交易與生產成本，並基於中心廠與衛星廠間之經濟利害關係

一體性，解決「雙重邊緣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問題，亦即避免

產業鏈中各階層之事業為追求自己之最大利益，而提昇產品之價格，導致

最終消費者購買產品時，其價格已在層層的產業鏈中經歷數次的提昇。因

此，中衛制度不僅可降低中心廠與衛星廠之交易、生產成本，亦可經由彼

此間之合作，形成更大的經濟規模，提昇效率，衛星廠接受中心廠之輔導

與協助，亦可促進生產技術的改良、創新與普及。對消費者而言，中衛制

度可有降低產品之售價，中心廠對衛星廠的輔導與監督，並有助於產品品

                                                      
344 同前註，頁 71-72。  
345 中衛制度與垂直整合雖有相類之功能，惟二者在組織結構上不同。垂直整合係由事

業收購其上下游事業，而使單一事業同時跨足生產或供應鏈中之數個階段，被收購的

事業成為收購者之一部，不再具有法律與經濟上的獨立性。中衛制度則係由中心廠與

衛星廠間進行合作，其在經濟上雖有利害關係之一體性，惟衛星廠（若為法人）在法

律上仍保有其獨立之法人格，而未與中心廠合為一體，故仍保有一定程度之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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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提昇與穩定，而有助於促進消費者福祉。  

二、「中心—衛星」工廠制度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就此議題，可區分為中衛制度之內部結構與外部經濟一體性，分別討

論。在內部結構上，中衛制度與垂直整合不同，中心廠與衛星廠間分別保

有一定之獨立性，惟在外部關係上，出於中心廠與衛星廠間共榮共存的緊

密經濟利害關係，導致衛星廠之法律上獨立性無從發揮，而表現為中衛制

度整體對外市場活動的一致性 346，亦即呈現「內部獨立、對外一致」之景

象。以下分別就中衛制度之內部結構與外部關係開展討論。  

首先討論內部結構，在石化業主要可能出現的第二類中衛制度下，中

心廠所處之中間原料市場往往高度集中，致其並無投資於中下游產業、或

輔導衛星廠提昇技術水準之強烈誘因，而放任衛星廠自行在下游市場中激

烈競爭，內部結構較為鬆散 347。其次探討外部關係。首先，就個別中衛體

系於零組件或中間原料市場中之規模而言，無論係資本、營業額或市占率，

主要仍依中心廠之規模而定。接著，中衛體系作為一整體，其訂價能力優

於非中衛體系之事業。最後，就中衛制度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以及

壓迫他事業屈服其競爭政策之能力，第二、三類中衛制度下由於中心廠欠

缺投入資本或輔導所屬衛星廠之誘因，故其在技術與產品流通渠道方面，

未必優於非中衛體系之事業 348。  

 

 

三、公平交易法對「中心—衛星」工廠制度垂直限制競爭之規制  

                                                      
346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94。  
347 同前註，頁 95-96、頁 104（註解 100）。  
348 同前註，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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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間的衝突、權衡與妥協  

中衛制度在我國係由政府輔助與推廣，其目的在於改善產業結構、提

高產業整體之對外競爭力，屬於產業政策之一環。與此同時，中衛體系既

係由生產或供應鏈中，各階層事業垂直組合而成，自然須受「以事業之商

業活動為規範對象」之公平法之拘束 349。此際，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間可

能存在衝突，為了確保「維護競爭秩序」與「提昇產業競爭力」的目標能

兼容地完滿達成，必須在二者間謹慎地權衡與妥協。  

就競爭政策而言，公平法之立法目的在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以競爭秩序之維護

為主要任務，並以事業之控制市場或不正當競爭行為為規範對象，由公平

會監督並干預事業之經濟活動，確保事業競爭行為的自由與正當性 350，當

屬「經濟基本法」。至於產業政策，則係由政府以經濟誘導為手段，引導

事業採取特定的產銷體系型態，藉以提昇產業整體的對外競爭力、改善產

業結構、追求整體經濟的成長、增加出口貿易，以達國際收支平衡 351。就

促進經濟之成長與繁榮而言，競爭與產業政策的目標一致，競爭政策在一

定情況下亦有助於實現景氣政策、國際收支均衡、結構政策與充分就業等

整體經濟目標352，惟由於競爭政策係以「管制」為主要手段，產業政策則

以「引導」為主要方法，故在達成相同目標的途中，二者間在手段與價值

判斷上可能存在分歧。  

必須強調者有二。首先，為達成維護競爭秩序之目標，競爭法的管制

並非絕對，而毫無妥協餘地353。以競爭法中常見的「合理原則」為例，事

業之特定行為雖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惟若同時產生之促進競爭效果或效率

                                                      
349 同前註，頁 10、107-109、113。  
350 同前註，頁 113-116。  
351 同前註，頁 129。  
352 同前註，頁 137-138。  
353 同前註，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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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抵銷、甚至超過限制競爭效果，則競爭法仍不對之譴責，競爭主管機關

亦不加以干預。又以公平法第15條規定為例，聯合行為在各國均被認為有

限制競爭之巨大蓋然性，而以「當然違法」或「目的性限制競爭」等強硬

立場加以規制，惟縱然如此，第15條規定仍在聯合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

公共利益之情況下，允許經許可之聯合行為合法存在。因此，在競爭法的

世界中，凡事無絕對，均有考量個案事實與評估結果而退讓之可能。  

其次，依公平法第46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

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抵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同

條之立法說明則謂「事業已有其他法律予以規範者，例如電業法、銀行法、

郵政法、礦業法、台灣省內菸酒專賣條例、保險法、農業發展條例等，該

等特定企業所為之營業上行為，已為特別法所容許，且有其主管機關加以

監督，自無須再由本法予以管理，故不適用本法之規定」。從而，中衛制

度能否進入第46條規定之「除外領域」？如前所述，我國現行法律中明文

提及中衛制度者，僅中小企業條例第7條規定，且該條僅是說明中衛制度係

主管機關之輔導重點，而非就中衛體系事業之行為加以規範，更遑論諸如

銀行法與保險法等專法，亦無主管機關對之施以特別的經濟監督，故中衛

制度實無從為公平法之「除外領域」所涵蓋 354。  

總體而言，中衛體系係由垂直關係之事業組成，且其訂價能力、提昇

市場進入障礙與壓迫競爭者之能力可能優於其他非中衛體系之事業，自然

可能引起公平法之注意。然而，中衛制度之推展係由政府輔導，具有濃厚

之產業政策背景，其目的在於積極提昇中衛體系與整體產業之對外競爭力，

若驟然以公平法介入干預，即可能因主管機關間的權限衝突、以及政策觀點

的不同，導致中衛體系之事業無所適從、推廣中衛制度之產業政策目的不

達。從而，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間應如何調適、整合，在維護競爭秩序的

同時，確保中衛制度之運作能改善產業結構、提昇我國產業整體對外之經

                                                      
354 同前註，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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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實力與競爭優勢，必須慎思 355。就此，本文認為，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

應係相輔相成、互為表裡之關係，在不破壞競爭秩序的前提下，中衛體系

事業得在市場中盡情地活動與發展，惟若其商業行為已經逾越了競爭法的

圍籬，自當觸發公平會之干預，產業政策對中衛制度的推廣與鼓勵不能以

破壞競爭秩序、戕害消費者福祉為代價。一言以蔽之，產業政策誘導中衛

制度之成長、繁榮與普及化，競爭政策則為中衛體系事業商業行為之底線。 

（二）「中心—衛星」工廠制度可能涉及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態樣  

如前所述，中衛制度係一特殊的經濟組織型式，中心廠與衛星廠以彼

此間之長期供需關係為基礎，就經營、管理與生產流程等相關事項相互依

存地合作。在內部結構上，基於中心廠對衛星廠之輔導、考核與獎懲，中

心廠對衛星廠具有領導之優勢地位。在外部關係上，中心廠與衛星廠具有

經濟一體性，並可能具有一定之競爭優勢。上述內部與外部優勢並非市場

競爭的結果，而係經由人為安排，削弱衛星廠的獨立性，並調整中衛體系

內部的競爭活動，此種人為調整即是公平法所欲規範之對象 356。  

以下，討論中衛制度可能涉及公平法之各種行為態樣。  

1.事業結合  

依公平法第10條規定，結合係指事業（1）與他事業合併；（2）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1/3以上；（3）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4）與

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5）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公平法第10條規定所列舉之五款情形，係以事業對他事業業務決策之

影響力、或其經營管理權之歸屬加以區分。若考量其結合之動機與所涉及

                                                      
355 同前註，頁 10、107-109。  
356 同前註，頁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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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階層，則尚可區分為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水平結合

係同一交易階層，競爭者間之橫向結合，其目的在於降低競爭壓力、擴大

生產規模或專業化生產，以實現規模經濟、增進效率與品質。垂直結合係

不同交易階層，上下游產業間之縱向結合，其目的在於穩定原料與零組件

等上游生產要素之供應、或掌握下游之銷售通路。多角化結合係跨越產業

之異質結合，其目的在於延伸經營版圖或分散風險，避免因特定產業之不

景氣而陷入困境357。  

結合對經濟效率的影響各有利弊，可能產生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經營

成本、節省重複投資與改善營運不善等利益，惟亦可能產生經濟力量過度

集中與易受人為操控、妨礙資本自由流通與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等負面影響，

甚至可能因結合後之規模過度龐大，事業欠缺追求效率之動機，而導致規

模不經濟358。  

就水平結合而言，其將導致市場中之競爭主體數量減少，而提高產業

之集中度，惟其對競爭之影響，仍須視市場結構與參與結合者之規模而定。

例如，若水平結合重視參與結合事業間效率或資源之互補，則可能導致結

合後之新事業，其生產價值或效率高於結合前各事業之生產總值；若市場

中之事業數量原即不多，結合後事業之市占率又偏高，則結合可能限制市

場競爭。就垂直結合而言，其雖可能提高生產效率、節省交易成本、降低

產銷間之不確定風險、提昇內部之管理與協調效益、提昇研發效益等，惟

亦可能導致潛在競爭者因無法取得生產所必須之要素，而提高進入障礙，

並產生封鎖效果（market foreclosure effect）。至於多角化結合，除結合後

之資本上優勢外，亦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並藉由交叉補貼（ cross-

subsidization）之方式，提昇結合中效率較差之事業之效率，進而提昇整體

結合事業之競爭力。然而，交叉補貼或互惠交易（ reciprocal buying）亦可

                                                      
357 同前註，頁 150-151；汪渡村，公平交易法，頁 49，2015 年 6 版。  
358 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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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用以排除競爭者或減損其競爭力，且多角化結合之事業為保護其最大

共同利益，彼此間可能形成緘默勾結，而不利於競爭 359。  

第一款規定所謂「與他事業合併」，其合併之意義與公司法、企業併

購法等相同，係指融合多數原先在法律上獨立之主體於單一的法人格中，

成為單一的經濟體，其權利與義務均由結合後之事業繼受。依公司法之理

論，可區分為創設合併（新設合併）與吸收合併，前者指二以上之事業同

時喪失其法人格，並由結合後新設之事業取代之，後者指二以上事業結合

為單一事業，被吸收之事業，其法人格與權利義務均由存續之事業吸收。

事業結合後，其彼此間之市場競爭完全消失，而將影響既存的市場結構 360。 

第二款規定所謂「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1/3以上」，係以控股之方式，取得他事業之經

營管理權、或對其業務決策之影響力。其規範法理在於，若所持有或取得

之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已達1/3，已可認為雙方具有統一管理關係，故

將之納入規範。計算其股份或出資額時，並應一併計入與該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以及與該事業受同一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事業（即兄

弟公司）所持有或取得之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應注意者，由於公平法與

公司法之規範意旨不同，此之「控制與從屬關係」應從競爭法理論之角度

出發並加以解釋，公平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即就此有所說明 361。  

第三款規定所謂「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係取得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而取得他事業之經營管理權、或影響其業務

決策之能力。其認定重點在於取得財產或營業之使用、支配權，而不問取

得財產或營業之法律上原因或形式。至於所謂「主要部分」，從競爭法之

觀點出發，除考量系爭財產之「量」占讓與事業總財產之比例、以及「質」

                                                      
359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8（註解 57）；同前註，頁 50-51。  
360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1-152；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53。  
361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2-153；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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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讓與事業其他財產之重要性外，並應考量事業之市場地位是否因而

有所改變362。  

第四款規定所謂「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係

以共同經營或受委託經營之方式，取得他事業之經營管理權、或影響其業

務決策之能力。共同經營，係數事業間訂定共同承受損益之契約，以求經

濟之一體化，且須具有經常性，如僅係暫時性之共同經營則非屬之。委託

經營，係事業將其全部營業委由受託事業利用，以委託事業之名義經營，

且營業上之損益概歸委託事業所有。受託事業受有代為經營之報酬，並受

委託事業之指揮監督。在認定上，須其共同或委託經營之契約或其他法律

關係成立並生效363。  

第五款規定所謂「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其「直接控制」如A公司控制B公司，「間接控制」如A公司透過B公司控制

C公司。所謂「控制業務經營」，主要表現在營業表徵的選擇，如決定採購

與銷售之對象或交易條件。「控制人事任免」，則指控制經理級以上管理

人員之任免。就控制而言，其控制程度須足以影響被控制事業之重要經營

決策或經營成敗，而有妨害市場競爭之危險或可能，若僅能「影響」他事

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尚不屬之，惟亦無須「徹底」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常見之方式例如，經營管理階層的人事連鎖、資本參

與與設置總管理處等364。  

公平法第10條規定之五款情形乃列舉規定。為了落實公平法維護競爭

秩序之目的，應盡可能將五款情形為「無漏洞」的解釋，盡量涵蓋條文所

未列舉、卻對競爭秩序有相同影響程度之情形，惟法律之解釋當然不得逾

越文義，故仍不得過度擴張。解決之道除修法填補條文文義可能存在之漏

                                                      
362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3；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57。  
363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3；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57-58。  
364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53-154；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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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外，應在不逾越現行規定文義之前提下，從維護競爭的立法目的出發，

充實業務經營與人事任免之「控制」概念 365。  

就中衛制度而言，第一類中衛制度可能由下游之中心廠（最終產品裝

配廠）「向上整合」上游之衛星廠（零組件供應商），第二類中衛制度可

能由上游之中心廠（中間原料供應商）「向下整合」下游之衛星廠（最終

產品製造商），第三類中衛制度則可能涉及多角化結合，而由中心廠整合

非屬同一產銷階層或產業的衛星廠。此外，在第一類中衛制度下，中心廠

對衛星廠提供輔助、引導其生產，甚至可能有考核與獎懲機制，依個案中

之具體情形，可能滿足第五款規定「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

人事任免」之定義366。  

依公平法第11條規定，結合如有下列情形，即應事先申報：（1）事業

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1/3；（2）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

1/4；（3）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計算時並應一併計算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

業、以及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

售金額。  

又，依公平法第12條規定，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即無須依第11條規定

申報：（1）參與結合之一事業或其100％持有之子公司，已持有他事業達

50％以上之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2）同一事業

所持有有表決權股份或出資額達50％以上之事業間結合者；（3）事業將其

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財產或可獨立營運之全部或一部營業，讓與其獨

自新設之他事業者；（4）事業依公司法第167條第1項但書或證券交易法第

28條之2規定收回股東所持有之股份，致其原有股東符合第10條第1項第2款

之情形者；（5）單一事業轉投資成立並持有100％股份或出資額之子公司

                                                      
365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68-169（註解 79）。  
366 同前註，頁 154-155、169（註解 80）。  



213 

者；（6）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類型。第1至3款規定係關係企業間調整其

股權、資產、營業或分割之行為，屬同一事業體之內部調整，並未當然使

事業體之規模擴大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故無須申報。第4款規定之行為如係

公司負責人依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確保公司債權之正當行為，自不應

加以處罰。第5、6款規定係於2015年修法時增訂，第5款規定係考量結合管

制之目的在於避免人為惡化市場結構，而該款之行為對市場結構並無影響，

故免除其申報義務。至於第6款規定，其目的在於使主管機關得適時調整免

予申報之範圍，遂增訂此概括條款 367。  

從而，就結合之管制而言，中衛制度與一般事業並無不同，其垂直整

合如符合第11條規定之要件、且無第12條規定之情形，即應向公平會申報，

否則即與公平法有違。  

2.垂直交易限制  

依公平法第20條規定，下列行為如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1）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易之行為；（2）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3）

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4）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

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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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第一項）本法第20條第5款所稱

限制，指搭售、獨家交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

之情形；（第二項）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  

                                                      
367 汪渡村，前揭註 357，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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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與中衛制度最相關者為第5款規定之獨家交易。所謂獨家交易，

係就交易相對人自第三人取得、或向第三人供應產品之自由加以限制 368。

如係下游事業限制上游事業僅得向其供應產品，則為獨家供應；如係上游

事業限制下游事業僅得向其採購產品，則為獨家採購（ exclusive 

purchasing）。  

以獨家採購為例，若下游事業以特定上游事業為唯一採購對象，固可

降低交易成本，上游事業亦可因銷售數量的增加，而獲致或強化規模經濟

降低生產成本之效果，從而促進效率的提昇，效率的提昇與成本的降低又

可反映在售價上，而使消費者以更低的價格享受品質同樣優異的產品；然

而，此亦同時意味著上游事業之競爭者之交易機會受到剝奪，下游事業與

其交易之意願大幅降低，市場中既有的競爭者可能因而被迫退出市場，潛

在競爭者則因進入市場可預期獲致的利潤降低而卻步，從而產生市場封鎖

效果。  

在認定上，獨家交易之成立不以具備契約關係為必要，亦未必直接對

交易相對人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加以限制，凡對交易相對人違反獨家交易

之行為加以制裁，且該制裁非單純之精神上處罰，而為交易相對人所不願

受之不利益即屬之。就限制之內容而言，不以完全的排他性（即要求交易

相對人100％向我方採購或供應）為必要，僅須要求交易相對人就其生產量

絕大部分向己方供應、或就其需求量絕大部分向己方採購，而足以阻絕競

爭者之交易機會即足，期間之長短亦應加以考量。最後，本款所謂「不正

當」，應從本款保護法益之角度出發，亦即市場中其他事業之競爭自由是

否受到限制？維持市場開放所必須之競爭是否受到妨害？以及獨家交易安

排有無商業上之正當理由？衡量時，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

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

                                                      
368 石世豪，前揭註 337，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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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369。  

在第一類中衛制度下，上游衛星廠所生產或供應之零組件或原物料係

以下游之中心廠為主要供應對象，且經常涉及下游中心廠之獨特需求或特

殊規格要求，導致上游衛星廠對下游中心廠的依賴進一步增強，而可能發

生獨家供應之情形。在第二類中衛制度下，為了確保銷售數量，上游中心

廠可能要求下游衛星廠僅得向其採購零組件、原物料等中間原料，以鞏固

中衛體系內部供需關係之穩定，而可能發生獨家採購之情形。若中心廠在

供需契約中限制衛星廠選擇交易相對人之自由，或以拒買、斷絕供應等制

裁手段，迫使衛星廠不得與中心廠之競爭者交易，且其限制或制裁欠缺商

業上的正當化基礎，即可能構成違法之獨家交易 370。  

當然，與中衛制度最相關者為獨家交易，此非謂中衛制度無發生其他

種類垂直交易限制之可能。例如，在第二類中衛制度中，中心廠可能利用

其中間原料之供應地位，而以搭售（ tying）的方式，強制衛星廠同時購買

其所生產其他較不具市場優勢之產品，中心廠亦可能限制衛星廠不得轉售

其所供應之中間原料。第1款規定之杯葛、第3款規定之低價利誘等不當競

爭行為、以及第4款規定之迫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雖較不易發生於

中衛體系內部，卻仍可能由中衛體系整體對外為之，而共同壓迫體系外之

其他事業。至於第2款規定之差別待遇，則可能與中心廠以增減供需量或調

整價格為獎懲手段、以及中心廠對衛星廠之輔導或協助措施產生關聯 371。 

3.濫用獨占地位  

依公平法第7條第1項規定，所謂獨占係指「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

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同條第2項並設有擬制

獨占之規定：「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

                                                      
369 同前註，頁 172-173。  
370 同前註，頁 173、215。  
371 同前註，頁 177-178（註解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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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前者為單一事業之獨占，後者

則為數事業之集體獨占。  

在單一事業獨占下，尚可區分為「處於無競爭狀態」與「具有壓倒性

地位，而可排除競爭」二類。就「處於無競爭狀態」而言，此係事業無任

何競爭者之完全獨占。就「具有壓倒性地位，而可排除」競爭而言，須在

個案中考量個案之具體情形而認定，例如市占率、影響市場價格之能力、

資力、銷售金額、採購或銷售渠道、與他事業間之連鎖關係、進入障礙、

產品之可替代性、以及產品之輸入或輸出情形等要素。如係數事業之集體

獨占，除具備上述情形外，尚須數事業彼此間實際上不為價格競爭。所謂

實際上不為競爭，應不包含事業間為因應市場變化，而不得不採取一致性

行為之情形。又，條文雖規定「價格競爭」，惟諸如品質與事業所在之地

點等可能影響價格之要素，亦不應加以忽視，蓋品質之差異可能涉及設備

或原料成本之高低，地點之遠近則可能涉及運輸費用之不同 372。  

除上述外，公平法第8條規定並設有消極要件，排除市占率或銷售金額

未達一定門檻之事業，惟仍不排除事業之市占率或銷售金額雖未達門檻，

卻仍因法令或技術限制等特殊情況，而具有獨占地位之情形：「（第一項）

事業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列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一、一事業於相

關市場之占有率達1/2；二、二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2/3；三、三

事業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3/4；（第二項）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

個別事業於相關市場占有率未達1/10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第三項）

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

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不列

入認定範圍之情形，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372 同前註，頁 183-184、189（註解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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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衛體系而言，在第一類中衛制度下，上游衛星廠所生產或供應之

零組件或原物料，係以下游之中心廠為主要之需求方，應考量中心廠所要

求之特殊規格、以及衛星廠轉換生產其他產品或規格之能力，而判斷是否

存在買方獨占或獨家供應之情形。在第二類中類制度下，其獨占之判斷方

式與一般情形無異，惟中心廠所處之中間原料市場經常有高度集中之情形，

而可能較易具有獨占地位。在第三類中衛制度下，其中心廠與衛星廠間之

關係與第一類中衛制度相仿，惟須將國際市場之結構與競爭因素納入考量，

其中心廠可能較不易形成獨占 373。  

如滿足上述要件，而屬獨占事業，則不得為公平法第10條各款規定之

濫用行為（abusive conduct）：（1）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

事業參與競爭；（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3）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4）其他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  

在中衛制度下，中心廠對衛星廠所為足以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之獨家

交易、價格剝削、以及拒買或斷絕供應等制裁衛星廠之手段，如無商業上

之正當事由，即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地位。此外，若中心廠以較高價格向衛

星廠採購零組件、或以較低價格向衛星廠供應原物料，而對中衛體系外之事

業適用較苛刻之交易條件，或就體系內之數衛星廠，出於獎懲之目的或產銷

策略之考量，而就相同或性質相類之交易適用不同之交易條件，且欠缺商

業上之正當事由者，其差別待遇即可能構成第2款規定之濫用獨占地位 374。 

四、石化業數位化對於中衛制度與垂直限制競爭可能造成之影響  

就我國石化業而言，數位化、數位轉型，以及大數據、演算法與人工

智慧的引進雖可優化其內部管理與決策作成，降低部分生產成本（如人力

                                                      
373 同前註，頁 185-186、192-193（註解 121-122）。  
374 同前註，頁 186、193（註解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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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能源成本），並降低工安事故發生之風險。惟對於生產總成本中，占比可

能高達90％的原物料成本，業者認為數位科技的助益目前仍相當有限375。然

而，中衛制度恰好能經由上下游間的長期穩定合作，有效解決高額原物料

成本之問題。因此，儘管中衛制度之議題不如演算法新穎，惟為了提昇事

業個別與石化業整體之競爭力，仍將是我國石化業者必經之路。從而，若

業者偕其上下游產業組成中衛體系，則公平法應如何規範其行為，並與產

業政策相互協調，力求競爭秩序與產業發展的雙贏，上文之說明興許能有

所裨益。  

此外，儘管演算法等數位科技目前尚無助於降低石化業之原物料成

本，然此非謂數位科技對於石化業所構建之中衛體系毫無影響。就水平競

爭而言，假設石化業者A引進演算法，因而獲得競爭優勢，而石化業者B出

於金錢或技術限制，無法即時跟進採用演算法，則B自須以其他手段彌補其

與A間之競爭力差距，以免落於人後，構建中衛體系即是可能的選項。換言

之，無論係引進演算法等數位科技、或構建中衛體系，無非均是事業提昇

其競爭力之手段之一。就垂直面向而言，由於演算法具有隨時監控與分析

的能力，大數據的蒐集與人工智慧的運用更可增強其敏銳度與預測評估功

能，數位轉型如果輔以其他手段，也很有可能衍生新型態的垂直限制競爭

行為，或是增強該等行為之限制競爭強度或調查偵知的困難度。  

詳言之，石化業雖然主要為上下游廠商間交易關係所構成，價格透明

度不及於面對廣大最終使用者的一般網路電子商務，然而在中衛體系中假

若衛星工廠自願性或遭強迫與中心工廠分享交易對象、價格、銷售數量、

主要成本、庫存等競爭敏感資訊，則在數位自動即時監控之下，中心廠對

於衛星廠的掌握能力與控制程度均將大幅提昇。就事業結合而言，此舉可

能使表面上並無持股超過1/3、受讓主要營業、承租或受託經營等明顯結合

型態的中心廠，實際上對於衛星廠取得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務經營之能力。

                                                      
375 訪談紀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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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新型態的控制從屬關係，較諸傳統型態更為隱諱而難以查知。就中衛

制度下容易出現的垂直交易限制與獨占濫用行為（例如獨家交易）而言，

透過上述資訊交換與數位科技的運用也將大幅提昇其實效性與控制能力。

不僅如此，藉由數位轉型，這些垂直限制競爭的舉措還可避開以契約約款

加以限制等以往常見方式，以中心廠與衛星廠在數位轉型之後其間必要的

數位化管理合作與資訊交流為名，以不起眼的方式挾帶上述垂直限制行為，

加重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民事訴訟原告偵知該等違法行為，並且對之進行調

查，成功加以舉證證明的困難程度。  

此外，引進現代數位科技，對於中衛體系的發展與運作勢必會有相當

積極正面的助益。若石化業之上下游產業普遍地引進演算法，則市場環境

將受到改變，尤其是市場透明度將大幅提昇，此將使石化業者能更詳盡地

瞭解其上下游產業之營運與競爭情況，從而能藉此挑選合適的上下游事業

組成中衛體系。換言之，演算法所導致之市場透明度提昇，將賦予或強化

石化業事前篩選合適衛星廠之功能，進而促進中衛體系之構建與長期穩固，

故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將間接地對石化業之中衛體系產生良性影響。在此基

礎上，隨著演算法促進中衛體系的構建與穩固，即意味著中衛體系外的中

小事業可能處於競爭劣勢。當然，競爭法之目的係在保護事業間之效能競

爭（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而非在保護競爭者，故僅僅「體系外中小

企業處於競爭劣勢」之事實，尚不足以觸發競爭法的干預，此事實甚至可

能是競爭法所欲鼓勵者，蓋中小企業之所以處於競爭劣勢，係因石化業者

積極藉由中衛體系強化其競爭力所致，此等效能競爭手段本即係競爭法所

欲促進，故競爭主管機關自應保持沉默，以免過度執法，反而有害於效能

競爭、並阻礙產業政策目的之達成。然而，若中衛體系濫用其競爭優勢，

而以不當之限制競爭行為壓迫、排除競爭者或體系外之事業，自當敲響競

爭法的警鈴，蓋其行為已有害於競爭秩序之維護，此業於前文述及。  

本文雖分別探討演算法與中衛體系對石化業之影響，然此二者彼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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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相隔著楚河漢界，而可能交錯、共同、深遠地改寫石化業的未來。當

演算法與中衛體系間交融產生「化學反應」，公平會的處境將更加為難，

除維護競爭秩序此一核心法定任務外，尚須適度地將技術中立性與產業政

策目的等事項納入考量。此際，若上開說明能緩解議題的複雜性，並為公

平會之執法提供合適的建議，即是本文目的之達成。  

貳、石化業資訊服務提供者與垂直限制競爭  

由於石化產業數位化多由委託資訊服務提供者協助先開始，當第三方

資訊服務提供者擁有相當多的數據，因而取得影響市場的力量時，可能有

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也可能透過結合取得競爭優勢，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一、石化產業數位化與濫用市場地位  

由於石化產業數位化需使用大量數據，而數據可能是石化業者自行建

置，亦可能向第三方購買。當第三方擁有相當多的數據，因而取得影響市

場的力量，則可能有濫用市場地位的行為。  

檢視訪談紀錄，有業者提及「如果是像油價、國際報價這類的資訊，

我們有付費購買  Platts、路孚特系統則是可以分享的。」亦有業者提到「基

本上我們上下游、同業間不會交流，但有第三方提供資訊讓我們可以做  AI

的運用，像是原物料價格行情，例如石油腦可能跟著原油價走，但我們無

法蒐集這些資料，而是由第三方的資訊來判斷，雖然這些資訊很難驗證是

否準確，但足以供我們參考預測，透過AI來看趨勢，進而討論是否補庫存、

是否下單等操作，另外在眾多第三方中價位差距通常不大，因此我們從趨

勢來做決策即可。」另有業者說到：「石化產業的資訊都有專業的報導可

供搜尋，這些提供報導的公司都有專責人員負責整理數據，規模最大的就

是Platts(普氏能源資訊)、彭博等，我們都會訂閱，我們的計價也是根據這

些報導的數據來訂價，其他公司的資訊如某間工廠停工等，也可以從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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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需資訊，國內同業間不太往來。」   

上述業者均提到無法自行蒐集相關資料，必須使用第三方所提供的數

據，而業者訂定價格需根據第三方的數據。假設第三方提供的數據為石化

業者進入市場或市場競爭所必需，即第三方掌握了數位化所不可或缺的數

據，相關數據則屬關鍵投入要素，即可能適用關鍵設施理論（ essential 

facility）。惟根據經營實況，由於第三方提供之數據尚非石化業者進行數

位化時所不可或缺，目前適用關鍵設施理論之可能性很低。 376。  

關於數據與濫用市場地位案例，可以德國IMS Health案為例，雖然本

案非直接與石化產業數位化有關，但可以此設想石化產業數位化或轉型過

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IMS 是一家德國搜集及分析藥品在地區市場銷售數

據並出售數據分析結果給藥廠之公司。本案原告  NDC 為一家藥品銷售數

據的行銷公司，向歐盟執委會檢舉主張  IMS 拒絕授權  NDC 使用其數據

統計之分區結構，已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行為，違反當時歐體條約第  82 

條（現已更名為「歐盟運行條約」第102 條）之規定。執委會支持  NDC 的

主張，認為IMS的數據統計分區方式已是市場中之產業標準，若無法取得

授權使用NDC 將無從於相關市場中競爭 377。  

另一個案例則是2014年法國Cegedim公司案，因為該公司對於使用競

爭對手軟體的任何廠商拒絕出售其獨家所有醫療資料庫之資訊，藉此排除

競爭對手。經法國競爭局調查，Cegedim公司之拒絕交易行為造成競爭對手

無法有效競爭，無正當理由拒絕廠商交易，對整體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市場

有負面影響378。  

                                                      
376 劉孔中，「以關鍵設施理論限制專利強制授權之範圍」，公平交易季刊  ，第 15 卷第 1

期  (2007)；MCI v. AT&T, 708 F.2d 1081 (7th Cir. 1983). 
377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20 (2018)；

Robert Pitofsky, Donna Patterson, Jonathan Hooks,”The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Under U.S. Antitrust Law”, 70 Antitrust L.J. 443 (2002)。  
378 張媛筑，「競爭法上使用者數據之應有定位與可能造成之衝擊」，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  ，153 (2018)；Paul Lugard, Lee Roach,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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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產業數位化與結合  

石化產業數位化，除了透過自行建置數位部門推動數位化外，亦有可

能透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以搶得先機。當參與結合之

事業與石化業者具有上游關係，必須考量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

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

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

為之可能性及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

爭效果。當參與結合之事業非屬石化產業之水平競爭關係及上、下游關係

者，如何考量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

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

計畫與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另外如何審查認定具有重要

潛在競爭可能性，也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檢視本計畫整理案例，日本住友化學主要是透過併購進行數位化。住

友化學於2009年合併負責開發和維護的住友化學系統服務公司，以推動住

友化學資訊技術知識與業務的融合，強化數位創新。住友化學在2019-2021

中期經營計畫中，以數位創新提高生產力作為。此外，2021年4月，住友化

學又與管理諮詢技術公司埃森哲 (Accenture) 合資成立 SUMIKA DX 

ACCENT公司，目的在於推動數位化創新和培養人力資源。住友化學希望

經由埃森哲擁有先進人工智慧、分析和自動化等廣泛的專業知識和專業人

力資源，推動數位化人力資源發展，促成資訊和業務部門聯繫，進一步加

速數位轉型。  

除了上述石化業者經營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外，若數

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提供石化業者服務，亦為該市場之領導者，石化業

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或服務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供應鏈，以進行

                                                      
Eu/u.s. Divergence for Refusals to Deal,  Antitrust, Spring 2017, at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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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當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

之執法焦點。  

檢視訪談紀錄，有業者提及：「在雲端方面的應用，這些企業很早就

建置了數據中心，也稱作數據中台，其應用範疇較大。而國內的石化大廠

的進程也相差不多，例如傳統的石化控制系統DCS分散式控制系統，石化

產業是不能中斷的連續製程，一旦中斷製程就會損失慘重，因此在十幾年

前便跟上國外腳步將DCS系統、產品品質分析軟體數位化，例如AspenTech、

OSI Soft PI等軟體，石化產業數位化起步很早且數位轉型一直沒停過，以

AspenTech軟體來說，是針對製程的生產設備中化學材料加溫等製程、副產

物與產物的化學分析也可以預先模擬，因此如果一開始的生產數值錯誤，

產物與副產物產出便會出錯，這是非常大的損失。」另提到：「由於石化

業專家顧問與建置公司中鼎工程都是以建置新廠為主，礙於國內新廠建置

逐次減少，因此業務幾乎70%以上都是以國外為主，針對國內與智慧方案

也只能提供與業界知名的供應商合作，例如AspenTech、 IDEC和ABB。」

由此可知石化產業數位轉型過程，石化業者可能使用相同軟體，若提供該

軟體之資訊公司為該市場領導者，且石化業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進行數

位化，則必須關注此類石化業資訊服務提供者的結合議題。  

相關國外案例有Aspen Technology收購Hyprotech案，Aspen Technology

公司主要提供石化業者與工程業者數位化服務，2002年Aspen Technology

公司以106.1百萬美元收購Hyprotech，包括Hyprotech公司所有HYSYS軟體。

後來， 2004年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命令Aspen Technology必須拆離其

Hyprotech資產，包含HYSYS軟體，將之完全轉售予Honeywell。根據美國

聯邦交易委員會公告，Aspen Technology公司收購Hyprotech違反克萊頓法

(Clayton Act)第7條規定，並大大提高了相關產品市場的集中度。此外，公

告指出，縱使第三方進入相關產品市場，亦不足以阻止或抵消收購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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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影響379。  

第四節 石化產業數位化與不公平競爭  

石化產業數位轉型過程中，必須蒐集與使用大量數據，當石化業者不

當蒐集或使用數據，可能有不公平競爭行為。  

檢視訪談紀錄，有業者提及：「在業務方面，針對主要產品做  CPL 和  

AN 的價格預測，目前能做到未來兩個月的預測，主要讓業務主管和同仁

去做決策的參考，這部分在上中下游都有蠻多參數進來，這也應用到爬蟲

的技術，從訂閱的商業期刊不定期或定期自動爬掘相關資料。」  

依照業者所述，目前已運用網路爬蟲技術自動爬掘相關資料。所謂網

路爬蟲器，也稱為網路機器人、網路蜘蛛或網路爬行器。對於網路使用者

來說，每當使用者使用  Google如此搜尋引擎時，鍵入關鍵子將產生搜尋結

果。搜尋引擎使用網路爬蟲有系統掃描、分析和保存有關網站的資訊，以

便對這些網站進行索引以進行搜索，確定它們對特定搜索的重要性，並尋

找網站之間的連接380。  

根據美國法院判決，網路爬蟲在法律上所涉及的爭議，主要涉及非法侵

入私人財產、違反使用者條款、侵害著作權或違反電腦欺詐和濫用法 381。著

名案例為2000年eBay案，案件起源於美國  Bidder's Edge公司使用網路爬蟲

爬掘eBay網站資料，eBay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Bidder's Edge的網路

爬蟲行為涉及非法侵入、不實廣告、商標稀釋、電腦欺詐和濫用以及不公

平競爭等違法行為。法院最後基於伺服器是個人財產、eBay不允許網路爬

蟲存取以及eBay已經明確告知Bidder's Edge公司不得對其伺服器使用網路

                                                      
379 FTC SUES ASPEN TECHNOLOGY OVER ACQUISITION OF HYPROTECH 21 No. 5  

Andrews Computer & Internet Litig . Rep. 5(2003). 
380 Zachary Gold, Mark Latonero, Robots Welcome? 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for 

Web Crawling and Scraping, 13 Wash. J.L. Tech. & Arts 275, 280 (2018). 
381 Eric J. Feigin, Architecture of Consent: Internet Protocols and Their Legal Implications, 

56 Stan. L. Rev. 90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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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技術而核發eBay聲請的臨時禁制令382（preliminary injunction）。  

關於網路爬蟲與不公平競爭的案例則有公處字第106084號案件，案件

事實與理由大致上為：被處分人豬豬快租自承未取得檢舉人591房屋網之同

意，即自行透過「網路爬蟲技術」擷取591房屋網出租物件資訊，將部分欄

位資料存入雲端資料庫後，充作自身豬豬快租App之內容，並透過豬豬快

租  App 將出租物件資訊提供給使用者。且豬豬科技106年3月2日資料庫中

之出租物件資訊係分別擷取自591 房屋網、樂屋網及信義好好租，其中以

擷取自  591 房屋網的數量最多。  

又自豬豬快租App於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等下載平臺

上架截至  106 年  4 月  8 日止，累積下載次數分別為 133,937 次 (iOS 

版)、20,305 次(Android 版)。iOS 版豬豬快租  App 還提供「租屋雷達」

之付費服務項目，使用者可自訂搜尋條件，經由豬豬快租  App 檢索  591 

房屋網等租屋網站，在有新刊登物件之1小時內送出符合條件之物件通知，

藉此獲取該付費服務收入。另被處分人豬豬科技亦將豬豬快租App廣告版

位提供給廣告媒合服務業者使用，並獲取廣告費用之分潤。被處分人豬豬

科技未經檢舉人之同意，逕自擷取並使用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資訊，作為

自身豬豬快租  App 之內容，並以此招攬使用者下載、付費購買租屋雷達

服務、銷售廣告版位等商業交易行為，賺取付費服務項目及廣告分潤之行

為，核屬「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

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5條規定。  

根據豬豬科技案例，如果使用網路爬蟲技術後涉及抄襲他人投入相當

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

易機會，則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依照訪

談可知，目前石化業者使用網路爬蟲爬掘資料，供內部決策參考使用，尚

                                                      
382 eBay, Inc. v. Bidder's Edge, Inc., 100 F. Supp. 2d 1058, N.D. C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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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涉及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並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

庫之內容，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的疑慮。不過，對照美國eBay案例，

石化業者使用網路爬蟲實行數位化，仍有民法侵權行為的疑慮。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根據對國內石化業者的訪談，了解石化業在數位化與數位轉

型的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包括專業人才不足、設備老舊數位化成本高、

興建新廠不易、難以從生產過程中找出數位化的部分，以及石化產品多元，

分別進行大數據分析，將導致數位化與數位轉型進程趨緩，同時可能遭遇

內部挑戰。大數據與人工智慧等數位科技的引進，確實有助於提升石化業

的競爭力與產值，惟其效果可能相當有限，目前的應用多限於事業內部的

管理與生產等方面的優化。  

目前，我國石化業者間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等敏感商業資訊，

故短期內尚無以數據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

法等數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同業間如開始出現數據交流或建構

共同數據集，而有勾結之可能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加以警戒。  

由於隨著演算法的自主性提高，勾結者間無須再為對話，一切均可交

由演算法為之，而不留下任何包含罪證的電子郵件或語音信箱，使得數位

勾結成為競爭法有史以來的最大挑戰之一。針對數位水平勾結的舉證困境

與解方，如果是「信使」或「輪軸式」勾結，由於仍存在人為的決策，故

此時之困境在於，如何在演算法的掩護下，取得意思聯絡或達成共識的證

據。其中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舉證責任倒置，因此，競爭主管機關應

儘速建立起對演算法與數位勾結的全面瞭解；如果是「可預測的代理人」

或「數位之眼」，則可從反競爭意圖之角度出發，解構其演算法之運算邏

輯是否在於限制競爭、或找尋其他可證明事業具有反競爭意圖之證據，如

事業內部之郵件往來或文書記錄。若可證明演算法之設計目的即在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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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或事業就「演算法之自主運作或學習，將產生勾結或限制競爭之結

果」有所認知，則縱係「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位之眼」之類型，配合

後述競爭法對緘默勾結之因應方式，仍可能將其繩之以法。解析演算法之

運算邏輯，找出其中對勾結之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之獎懲機制，或許有助

於說服法院，是另一種方向。  

如果是緘默勾結，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則突破緘

默勾結欠缺協議等主觀要素困境的解方可從結果導向途徑、顯失公平途徑、

反競爭責任之歸屬、事前防堵與事後究責之利弊與選擇、選擇檢測法分析

與解構演算法、數位化執法、區分演算法之初始與執行階段、擇定認定事

實之基準，或是直接限制演算法的速度等方向著手。  

我國石化業者可能與下游事業形成以石化原料等中間原料事業為中

心廠，由其供應下游衛星廠加工製造成衣等最終產品之下游工廠為衛星廠

的「中心—衛星」工廠制度。針對「中心—衛星」工廠制度，公平法並無

相關規範，僅在第15條規定在聯合行為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情況

下，允許經許可之聯合行為合法存在。目前僅「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7條

規定，依公平法第46條規定，中衛制度實無從為公平法之「除外領域」所

涵蓋。就結合管制、垂直交易限制或濫用獨佔地位而言，石化產業即便在

中衛制度之下，與一般事業並無不同，仍應受公平法之約束。  

儘管演算法等數位科技目前尚無助於降低石化業之原物料成本，然若

石化業之上下游產業普遍地引進演算法，則市場環境將受到改變，若演算

法所導致的市場透明度提昇，將賦予或強化石化業事前篩選合適衛星廠的

功能，進而促進中衛體系的構建與長期穩固，故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將間接

地對石化業之中衛體系產生良性影響，但中衛體系外的中小事業可能處於

競爭劣勢，惟尚不足以觸發競爭法的干預，以免過度執法，反而有害於效

能競爭，並阻礙產業政策目的之達成。然而，若中衛體系濫用其競爭優勢，

而以不當之限制競爭行為壓迫、排除競爭者或體系外之事業，自當以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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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維護競爭秩序。  

石化產業數位化，除了透過自行建置數位部門推動數位化外，亦有可

能透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以搶得先機。當參與結合之

事業與石化業者具有上游關係，必須考量結合後其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

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

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

為之可能性及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因素，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

爭效果。當參與結合之事業非屬石化產業之水平競爭關係及上、下游關係

者，如何考量法令管制改變之可能性及對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影響、

技術進步使參與結合事業跨業經營之可能性、參與結合事業原有跨業發展

計畫與其他影響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之因素。若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

提供石化業者服務，亦為該市場之領導者，石化業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

或服務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供應鏈，以進行數位化。當數位顧問公

司或資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焦點。  

石化業對於價格預測可能有應用到爬蟲的技術，從訂閱的商業期刊不

定期或定期自動爬掘相關資料。根據公平會的案例，如果使用網路爬蟲技

術後涉及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

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則可能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目前石化業者使用網路爬蟲爬掘資料，供價格預測與

內部決策參考使用，尚未涉及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並

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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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資訊科技的不斷演進，帶動產業生產與服務模式進化，其中在製造部

分已經發展到數位化、智慧化製造階段，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不

但各國政府大力發展，我國也陸續推出相應的政策，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包括「生產力  4.0 發展方案」、「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國

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臺灣  AI 行動計畫（2018-2021）」等數位化或

數位轉型有關的方案或計畫，加速產業鏈朝數位化及智慧化發展，以建構

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優化產業結構與提升產業競爭力。  

一向被視為傳統產業的石化產業，也已經開始進行數位化轉型，惟石

化產業數位化的轉型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外，也可能

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策略，以致影響供應鏈中不同產銷階段的競爭型態，

並可能形成新的競爭議題，因而本研究透過文獻蒐集、實證資料探討石化

產業的競爭趨勢、訪談石化產業的數位化現況，探討石化產業推動數位化

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以下就重要發現整理如下。  

一、數位轉型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結構  

數位化的發展有多重層次，從低階的數據電子化到高階的數位再造，

雖然在產業的演進速度不一，不過已經帶來全球對數位化的關注。未來全

球60%的GDP 有可能來自於數位轉型的成果，產業應加速數位轉型以提升

產業國際競爭力。不過，隨著數位轉型可能廣泛的破壞既有的商業模式，

改變傳統市場的進入障礙，而重新產生新的贏家和輸家。就文獻來看，產

業數位化不但可能改變產業的競爭型態或結構，也可能對國際競爭或產業

分工產生影響，至於驅動石化業數位化的因素多來自成本與工安的考量，

尤其在價格競爭激烈的時代，透過收集、儲存、分析和連接龐大的數據量，

可以提供決策者對業務及投資計劃的判斷能力，使得營運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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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國際上已經朝向數位轉型的石化業案例來看，無論上游或中下

游，石化業數位化的方向多朝人工智慧工廠、區塊鏈、機器人、3D列印、

數據湖、數位行銷管理等發展。  

二、國內石化產業投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應用者較少且企業效率程度影響

績效  

我國石化產業以台灣中油、台塑集團、長春集團、遠東集團、李長榮

化工、奇美實業等為領導廠商，且因導入人工智慧或大數據等需要較多的

資源挹注，中小型企業主要採跟隨策略，待有明確的案例和成果後才會嘗

試，因此當前在此方面的涉入仍以規模較大的企業或集團有相對較多的實

績與成效。另一方面，傳統結構 -行為-績效理論認為市場集中度與競爭程

度成反比，市場越集中讓企業有勾結的動機及可能，也就能獲致較佳績效，

然經實證研究發現，廠商獲利與市場結構間的正向關係歸因於效率更高的

廠商在市場占有率中獲得的收益，更高的利潤被認為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

廠商，而非因為市場集中的型態而使企業有較高的績效，並且投入資源於

研究發展可促進廠商的經營效率，故國內石化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此

外，當前可能因石化產業之相關廠商導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尚處初期階段，

相關成果還未顯現，以及石化業受原料成本影響較高，投入人工智慧與大

數據所能帶來的效率改善程度有限，故大體上未對企業效率與市場競爭產

生影響，然而，因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之投入也間接代表著和研究發展

有所關連，仍不能忽略企業在此一領域發展能對效率提升帶來之潛在益處。 

三、產業數位化可能產生新型態數位勾結  

數位轉型主要應用創新、大數據或演算法等方面的技術，尤以大數據、

演算法等可能衍生相關競爭議題討論最多。尤其數位經濟時代，大數據與

演算法等數位科技工具可能帶來新型態的數位勾結，使得數位化對市場競

爭的影響變得更不容易判斷，其中仍須視演算法的設計、功能、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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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及演算法介入勾結決策的程度而定，並要思考意圖與協議證據之

找尋與反競爭責任的可能歸屬。根據Ezrachi & Stucke的分類，若演算法扮

演「信使」角色，則勾結之形成與規劃仍係由人類為之，故協議、合意與

意圖等涉及人類主觀思想的法律概念仍可應用；若競爭者間就相同或類似

演算法或數據集之使用，使演算法扮演類似「輪軸」角色，則除了考慮演

算法的運算機制是否在於扭曲市場競爭外，亦應考量競爭者間有無採用相

同或類似演算法或數據集的認知與共識，依個案情形不同，而分別有「當

然違法」與「合理原則」的可能；若產業全體就類似演算機制普遍使用，

導致事業間在全無溝通的前提下，不約而同地提高價格，或就交易條件為

不利於消費者之變更，形成「可預測的代理人」 式「緘默勾結」，Ezrachi 

& Stucke認為，若事業明知其採用的演算法與競爭者類似，且將導致競爭受

到減損，或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則仍有機會受競爭法規範；對於科技含量

最高的數位之眼（或Descamps, Klein &  Shier（2021）所指的自主演算法勾

結），由於演算法係自動、自主地與他事業或其演算法勾結，此時並不存

在人類間的協議或合意，事業將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其競爭者形成緘

默勾結。就現行的競爭法思維下，欠缺協議、合意與反競爭意圖的緘默勾

結並不違法，惟或可觀察限制競爭之運算結果是否為演算法最初之設計目

的，或為演算法設計者或使用者所能預見，作為評估責任歸屬的依據。  

四、石化產業目前尚無水平限制競爭疑慮惟仍應警戒  

數位化主要目的在於跟隨產業發展趨勢，維持或提升競爭力，雖然國

內石化產業的數位化程度高於製造業的平均水準，惟各石化業數位轉型的

重點不同，且多數仍認為公司沒有數位轉型的需要，可見數位轉型在石化

產業仍尚未普遍。就本研究對已進行數位化的石化產業訪談結果來看，發

現在數位化主要倚賴大數據、演算法、自主學習、人工智慧等尖端技術的

綜合運用，在技術創新或經營模式創新方面則相對為少，因此，本研究從

與大數據、演算法有關的數位化發展，可能衍生的競爭議題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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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結果發現多數廠商主要從國外期刊雜誌得知同業之設備、產能

等相關資訊，部分廠商反映目前並無資訊交換或建置同一數據集之可能，

資訊分享僅限於所屬的集團內部，且僅涉及技術之分享與成果展示，並未

與同業有所交流，亦不及於價格、庫存與產能等重要銷售數據，故我國石

化業者間目前應無交流價格、庫存與產量等敏感商業資訊，短期內尚無以

數據集作為勾結輪軸之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法等數位科技的

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同數據集，而

有勾結之可能，主管機關仍應加以警戒。  

五、偵辦聯合行為數位勾結之解方  

為克服演算法產生勾結行為的舉證困境，若演算法係扮演「信使」或

「輪軸」角色，則短期內可採舉證責任倒置方式，要求涉案之事業證明其

並無意思聯絡或協議、合意作為權宜之計，然競爭主管機關長期仍應儘速

建立對演算法與數位勾結的全面瞭解，以免涉案事業因舉證責任轉換而過

度承受訴訟上之不利。若演算法所扮演的角色為「可預測的代理人」或「數

位之眼」，則可從反競爭意圖的角度出發，解構其演算法的運算邏輯是否

在於限制競爭，或找尋其他可證明事業具有反競爭意圖或「獎懲機制」的

證據，如事業內部之郵件往來或文書記錄，證明演算法的設計目的在於限

制競爭，或事業就「演算法之自主運作或學習，將產生勾結或限制競爭之

結果」有所認知，或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獎懲機制等方式處理。  

六、克服欠缺協議、合意與意思聯絡等主觀要素的可能作法  

演算法的廣泛應用，已使緘默勾結從寡占市場拓展至非寡占市場也可

能出現，惟因數位化促進的緘默勾結，使得事業間共識與意思聯絡的證據

欠缺，並透過其自動化的作成最適的競爭決策，進一步促進緘默勾結的隱

密性，也使主管機關執法所需的事業間之協議、合意或意思聯絡證明的主

觀要件難以取得，目前可能的作法，包括（1）從結果導向以促進勾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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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發；（2）在「可預測的代理人」的情況下酌為應用公平法第25條有關

顯失公平的規定；（3）尋找設計演算法的目的或動機，並且解析演算法之

程式碼，以瞭解其運算邏輯、目標、活動範圍、有無獎懲機制，以及勾結

是否是自然產生的結果；（4）併用事前要求事業提供演算法的相關資訊與

事後以調查權要求事業揭露其演算法的相關資訊，以確定演算法是否導致

市場過度透明或勾結；（5）靜態與動態檢測法視需要搭配使用；（6）數

位化執法，以提升執法效率與成效；（7）區分演算法勾結的發生階段，以

判斷人類在數位勾結中所扮演的角色；（8）掌握事實認定的基準點；（9）

限制演算法的速度不一定可完全改善勾結問題。  

七、石化業中衛體系若違反垂直限制競爭仍可適用公平法  

我國石化產業多以石化原料供應事業為中心廠，提供下游衛星廠加工

製成最終產品，形成中衛體系，上下游間具有合作關係，與垂直整合具有

相類功能，彼此間具有經濟利害關係上之一體性。由於中衛體系係由垂直

關係之事業組成，且其訂價能力、提昇市場進入障礙與壓迫競爭者之能力

可能優於其他非中衛體系之事業，自然可能引起公平法之注意。就結合之

管制而言，中衛制度與一般事業並無不同，其垂直整合如符合第11條規定之

要件、且無第12條規定之情形，即應向公平會申報，否則即與公平法有違；

就垂直交易限制而言，若石化業中心廠為了確保銷售數量，可能要求下游

衛星廠僅得向其採購零組件、原物料等中間原料，以鞏固中衛體系內部供

需關係之穩定而發生獨家採購，或中心廠在供需契約中限制衛星廠選擇交

易相對人之自由，或以拒買、斷絕供應等制裁手段，迫使衛星廠不得與中

心廠之競爭者交易，且其限制或制裁欠缺商業上的正當化基礎，而產生獨

家交易，或中心廠利用其中間原料之供應地位，而以搭售的方式，強制衛

星廠同時購買其所生產其他較不具市場優勢之產品，或限制衛星廠不得轉

售其所供應之中間原料，則都可能違反公平法第20條規定，自應以公平法

論之。就濫用獨占地位而言，若中心廠已達公平法獨占事業之標準，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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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廠所為足以阻礙競爭者進入市場之獨家交易、價格剝削，以及拒買或

斷絕供應等制裁衛星廠之手段，如無商業上之正當事由，即可能構成濫用

獨占地位之情事。此外，若中心廠以較高價格向衛星廠採購零組件、或以

較低價格向衛星廠供應原物料，而對中衛體系外之事業適用較苛刻之交易

條件，或就體系內之數衛星廠，出於獎懲之目的或產銷策略之考量，而就

相同或性質相類之交易適用不同之交易條件，且欠缺商業上之正當事由者，

其差別待遇即可能構成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規定之濫用獨占地位之虞。  

八、關注石化業數位化的資訊服務提供者的垂直限制競爭  

根據訪談結果得知，石化業數位化多無法自行蒐集相關資料，必須委

託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協助，假設第三方提供的數據為石化業者進入市

場或市場競爭所必需，第三方即掌握了數位化所不可或缺的數據，屬於關

鍵投入要素，符合關鍵設施理論，可能須進一步審視有無拒絕交易或差別

取價的行為，視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擁有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的強弱，

仍然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第5款，或是構成第25條所禁止的

顯失公平行為。除了第三方資訊服務提供者可能濫用優勢地位之外，石化

產業的數位化也可能透過併購或與數位顧問公司合資設立公司，以搶得先

機。當參與結合之事業與石化業者具有上游關係時，則必須考量結合後其

他競爭者選擇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非參與結合事業進入相關市場之困難

度、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之可能性、增加競爭對手成本

之可能性、導致聯合行為之可能性及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的因素，

以評估該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另外，若數位顧問公司或資訊公司提供石

化業者服務，亦為該市場之領導者，石化業者必須依靠該公司軟體或服務

來優化其生產流程並管理其供應鏈，以進行數位化，當數位顧問公司或資

訊公司間發生結合時，亦為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執法焦點。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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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競爭審查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  

石化產業在國內為中度集中市場，雖然已經進行數位化，不過在大數

據部分，根據訪談結果，似僅限於公司內部使用，還未達數據交易階段，

無須就數據交易進行市場界定，但在數位化達一定規模後，石化產業的數

據逐漸豐富與完整，運用大數據或交叉引用多個數據資料庫的能力，在進

行競爭分析時仍應予以納入考量。尤其分析結合和濫用優勢地位案件時，

更應該關注石化業運用大數據可強化其市場力，並且提高市場進入障礙的

排他性投入要素或資產。不過，應有實際佐證資料，以避免過度執法反而

影響市場競爭和創新。  

二、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統思維  

石化業數位化可能促進創新，以保護企業免於未來的挑戰，企業也可

透過結合，達成創新目的，惟過去結合評估所關注的焦點多是兩家彼此競

爭的公司結合，可能導致更高的價格效應。在數位化之後，結合企業可能

因此投資創新，增加研發投入，並使消費者受益，也可能促進兩家結合公

司的自願技術轉讓，降低生產成本，也可能使得開發新產品更有效率，視

結合公司彼此的資產互補性而定，因此，數位化之後評估創新對結合的影

響，應該同時考慮價格上漲與創新帶來增加研發、技術轉讓、開發更有效

率的協同效益，並輔以實證資料。  

三、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  

目前根據本研究的訪談與實證資料蒐集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雖然

有應用AI、大數據、物聯網等數位化案例。不過，經由數位化應用對提升

市場力仍有限，同時透過大數據預測價格走勢亦有其限制。不過，並不表

示石化產業未來不可能出現與競爭法議題有關的問題，主管機關仍應持續

關注。尤其因為數位化取得大數據，帶動演算法的進一步發展，使得機器

學習和AI被廣泛應用，預估這種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不過，演算法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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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過傳統競爭法的禁制，促進或穩固勾結，從而導致更高的價格，使現有

具優勢地位公司妨礙競爭對手或新進入者，或是導致價格聯合行為等反市

場競爭的結果。尤其隨著技術的進步，演算法的編寫愈加複雜，在緘默勾

結之下，執法者對演算法的解構變得更為關鍵，惟卻是一高度挑戰的任務，

「執法數位化」的重要性於焉產生。  

因此，建議主管機關與時俱進，仿效法國競爭管理局成立數位經濟部

門，或英國的數位市場部門，以培訓專門檢測和分析數位領域參與者行為

的人才，建立核心的專業知識，了解公司數位化的商業模式及數據應用可能

性，以便支援重要的數位案件如結合與競爭法的相關調查，俾在數位時代發

揮監督作用，同時預先防止傷害發生，迅速採取行動，以促進競爭秩序。  

四、放寬聯合行為的例外許可範圍  

2021年9月，英國因疫情與脫歐引發工作簽證等議題，造成國內燃油短

缺，因此英國宣布針對石油行業暫時豁免該行業遵守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以允許該業共享資訊（share information），從而可以針對燃

料供應不足的地區進行調度提供汽油。由於共享資訊進行市場分配調度，

可能被視為是聯合行為，而目前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對於聯合行為雖然

有例外許可的相關規範。然而，所列前7款似無法涵蓋前述情況，而第8款

又主要限於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或可

思考是否放寬第8款的適用範圍，以因應未來可能的經貿情勢改變。  

五、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  

據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國內石化產業較符合效率結構假說，廠商的市

場占有率提升有助於增進效率及經營績效，考量我國石化業主要仍由集團

型企業領導產業走向，中小型石化業採跟隨的策略，即使是在大數據與人

工智慧之應用上，雖能帶來潛在提升效率的可能性，然在資源有限與未知

明確的成本和效益性時，中小型業者大多不敢貿然投入，甚至未編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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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研究和發展，長期下可能導致各業者間的經營效率差距將會拉大，使

市場更為集中，故宜持續關注領導廠商在研發費用與營收上之增長，進而

掌握市場結構的變動程度，與是否產生不利市場競爭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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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談紀錄節錄表 

 項目  訪談內容節錄  

石
化
業
者  

訪談紀錄
（一）  

成立大數據中心並非一蹴可幾，我們對於 AI 也完全不熟
悉，便前往 AI 學校上課，並持續進行大數據發展，有資料科學
家來為大家上課，皆是為了原先要成立智慧營運發展處而準備，
但仍未完成。  

曾想做人力工時最適化，以機器取代部分人力，希望能提
升人力的工作類型、內容，但工會因擔心員工被取代而反對，
以運輸的最適化路線安排來說，便是屬於該項數位化做的範圍。 

同業都是私下的分享。另外就是我們有發包給台塑網這家
公司，建立進出口原料資料庫的系統，像油價、部分報價這類
的資訊我們有付費的 PLUS、路孚特系統是可以分享的，但仍無
法分享內部資訊。  

訪談紀錄
（二）  

就我們公司的經驗，因為當前只先做有關廠內的管理事務，
並未對外聯網或聯結，所以未受到法規影響或限制，假若未來
要對外時，可能才會面臨相關限制，目前僅為初期，暫時不會
有影響。  

訪談紀錄
（三）  

一般而言，業界都有心投入此項新領域、工具，但有一些
事情需要克服。首先是人力資源的培養，其次是當人力養成之
後，公司要如何應用。  

除了 AI、大數據因為發展時間較短之外，石化業的電子化
處理和廠商作業等則是比較成熟的，例如早期像是 SAP 作業、
商務作業、財會結帳、行政管理、生產管理、作業平臺的數位
管理，一般的石化業者都做的相對成熟，且石化業的製程長，
同時大多外購技術，是自動化生產控制，不易有導入 AI、大數
據的空間，這方面要進一步等自發展相關技術，較會有導入 AI、
大數據的可能，都還是需要時間。  

同業間資訊分享是要把整個石化業變成一個平臺、連結在
一起，或是把相近的產品整個鏈結在一起，是非常大的工程。  

訪談紀錄
（四）  

由於國內大部分的石化廠的營運年限已久，相關設備較老
舊，而且在建廠時期並沒有導入大數據收集的規劃與建置，如：
溫度計、流量計和電流等監控設備，因此沒有適合的資料可作
後續分析與應用；若要在既有舊廠房重新佈線建構收集大數據
的儀表與設備，施工相對不易且費用高。整體而言，設置建模
所需的相關儀表與設備成本非常高，甚至高於開發軟體的費用，
雖然可以選擇採用無線儀表以降低整體投資費用，但並不適合
所有的工廠。  

就產業競爭而言，OPTC 相較國內石化業導入大數據和 AI

的開發並不算很早，但進展較順利，也積極擴展到其他應用，
因此可以算是在領先群當中，雖然不致於因此增加市場占有率，
或有太強的競爭優勢，但在未來趨勢下，相信導入大數據和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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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訪談內容節錄  

是必須的。  

就  OPTC 執行 AI 和大數據的經驗而言，如何突破就屬於
較機密的資訊，我們不會對外揭露，這些技術的積累就是我們
的競爭力的提升。另外，若要申請政府補助案，往往會需要揭
露相關資訊，如同前述所提，計畫成果的資訊是公司的機密性
資料，也是維持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因此  OPTC 並未考慮
申請政府補助計畫。  

目前關於 AI 和大數據這方面的資訊交流，OPTC 僅限於
集團內部，並不會與外部進行交流；交流時，也大概是技術面
分享與成果展示，一般並不包含數據分享。  

訪談紀錄
（六）  

四、五十年的老廠，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瓶頸是，有些生產
設備非常老舊，無法與物聯網、電腦設備銜接，因此以目前情
況要做到 AI 應用會有一定難度，而我們目前僅能利用歲修來逐
步汰換故障的設備，對於四十幾年的老廠來說，發展的速度會
有一定的限制。  

本公司產品線較複雜，多角化的經營跨足氣體、EG（乙二
醇）、EA（乙醇胺）、EC（碳酸乙烯酯）、EOD（環氧乙烷衍生
物），相較於集團關係企業只有一項產品，能做到利用數據分析、
AI 來解決問題或優化其單純的製程，我們則複雜許多，每項產
品各有不同製程，新產品 EOD 少量多樣的製程複雜度就更高更
繁瑣。  

我們利用了如 PI（實時資料庫）這樣的平臺，將工廠的數
據擷取出來，結合計算，但對於這些數據的應用仍未非常了解，
更不用說進階到 AI 了，再來是國內石化業應用 AI 獲得成效也
不多，原料占成本的比重約七成至八成，如果原料具有競爭力，
公司的獲利應該不會差太多，大數據或許會對能耗、銷售會有
影響，但最後還是取決於產品，因此我覺得影響不大。  

基本上不同產業不太相互分享，相同產業在競爭的前提下
就更不可能，最多透過國外期刊雜誌得知某些公司的設備產能
等同業間的資訊。  

訪談紀錄
（八）  

所有公司在進入新領域會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才問
題，市場上 AI 工程師難尋，AI 人才要熟悉化工更加困難，因
此決定由化工專業主管搭配年輕 AI 人才一起上課。  

過去建置設備時沒有想到要將資料讀取，因此一來可能沒
有數據留存，再來是沒有將數據讀出來的窗口，過去許多製程
控制都是憑老師傅經驗來調節，如今這些都需要靠要增加介面
或 IOT device（物聯網設備）、sensor（感應器）才能將數據讀
出來，雖然不一定每項數據都有用，但沒有讀出來前都是未知，
這些問題大概都得經歷過，很難一次做到位。  

化工廠製程、工藝、設備都是二、三十年前設定好的，我
們要如何提出問題，面對每天同樣的良率、耗率，其實很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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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問題與改善，處於如何找到問題、找對問題的階段，緊接著
就是「資料在哪裡」，我們公司歷史很長，雖有許多資料，但沒
有數位化、結構化的搜集，有些地方甚至缺乏資料  

為了法遵，在監控數據上我們自己會將環保局標準打折來
設定警示（尚未達法定標準就警示，比較嚴格）。廠區很多設備
都需有防爆認證，但台灣防爆認證時間長、費用高，在費用上
政府若能有支援，廠商投入速度會更快，以手機來說，防爆手
機要能進入製程區對於作業上會比較方便，但成本就會提高，
廠商無法將每代手機產品進行防爆認證的結果，版本也落後好
幾代，因此 AI 設備的導入就變得困難，一來廠商因成本高不願
意做防爆認證，  AI 運用上也受到阻礙，防爆認證速度若能加
快，比較不會限制應用發展。其實石化產業商品行情和其他產
業類似，廠商間不會交流，市場行情怎麼訂就看第三方，基本
上我們上下游、同業間不會交流，但有第三方提供資訊讓我們
可以做 AI 的運用，雖然這些資訊很難驗證是否準確，但足以供
我們參考預測，透過 AI 來看趨勢，進而討論是否補庫存、是否
下單等操作，另外在眾多第三方中價位差距通常不大，因此我
們從趨勢來做決策即可。  

訪談紀錄
（九）  

國內石化產業除非進行更新，否則要再有大型擴建的機會
很小，我們既有的設備運作大部分都已數陸續位化，也會透過
重新檢視控制系統，將過去沒有蒐集完整的資訊與數據重新整
合，不一定要蓋新工廠，如何應用重新整合的資訊，會是我們
的主要目的。目前的環境已無法像過去透過蓋大工廠來降低成
本，美國由於地很大或許還可行，除了因土地容受度還能負荷
外，也有較便宜的原料供應條件，現今有透過大規模的擴產或
投資的地區，大多集中在中國與印度，一方面有國內市場需求，
另外是其法規尚未完整，因此能做到大規模擴建，亞洲先進國
家較有可能做到的大概只有韓國。  

內部的挑戰一定會有，剛開始要將工廠操作交給電腦時，
大家總是會因為不安而產生一些爭論，我們的作法則是先做一
些離線的模擬測試，再以人工調整製程，看是否得到好的結果，
下一步才由電腦上線運作，這些都是內部必經過程。  

石化生產所使用的水有兩方面，一是冷卻用水，雖然會循
環使用這些水，但使用過後需加以降溫，降溫過程中會有一些
損失，大部分水的損失都集中在這個過程，另外就是製程或其
餘零星的用水，這些水則可以透過再生後重複使用，這些不需
用到數位化管理，我們也計算過每滴水使用的次數，盡量做到
循環使用，但蒸發過程的損失是無法控制的。  

一直未找到適合的工具來進行預測的原因，主要是原油數
量與價格許多時候都涉及政治問題，對很多國家來說，原油的
收入是最主要的國家財源，因此形成了一種合法的獨佔市場
（Cartel），如同 OPEC，很難就供需來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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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油以外，其餘規模都不大，在台灣的據點也不多、
產品單純，因此應該仍無需使用到大數據或 AI 來操作管理。  

沒有實質上對於操作或銷售的分享，石化產業的資訊都有
專業的報導可供搜尋，這些提供報導的公司都有專責人員負責
整理數據，規模最大的就是 Platts（普氏能源資訊）、彭博等，
我們都會訂閱，我們的計價也是根據這些報導的數據來訂價，
其他公司的資訊如某間工廠停工等，也可以從中得知所需資訊，
國內同業間不太往來。石化產業方面，我們對下游簽約業者皆
有固定計價公式，90%的產品都是依據合約販售，計價公式則是
根據整合不同報導而產生，每年更新  

訪談紀錄
（十四）  

關於目前的定價模式，目前我們都有定期在訂國際市場報
告，裡面會有東北亞和原物料價格，我們會根據裡面資訊來定
價，我們給客戶的報價也是這樣產生的。  

專
家
學
者  

訪談紀錄
（五）  

對於企業主而言，只要還能使用的儀器設備就會繼續使用，
所以一個廠房應會有新、舊設備併存的情況，要建立全新廠房，
特別是石化業要建立新廠面臨的挑戰和限制很高，若僅因為是
舊廠就未導入人工智慧、大數據，可能只是拖延應用人工智慧、
大數據的理由，應用人工智慧、訓練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相
較之下，舊廠才會有較多歷史資料可供應用，運用舊廠數據和
人工智慧得到的結果，能否也用在新廠，亦是考量的面向之一。 

技術班旳學員屬於公司派訓，負有任務亦保有相關公司機
敏性資料，不同公司之間有其待解決的問題和限制，再透過學
校這個場域加以開發，專題也是自己公司自組一隊完成，以避
免機密外洩，沒有跨公司組隊的情況；經理人班則屬大班制，
也不太容易有深入交流，大概僅止於 AI 知識的分享或互動，而
且各公司也會給予學員一些限制，所以未見交換商業機密的情
形。  

訪談紀錄
（七）  

目前石化廠最大的問題在於人才，有 AI 知識背景的人才，
到企業端才能真正執行，石化傳統產業在招聘新人上非常吃虧，
最好的人才都被電子業搶走了，每家公司如有一兩位能做程式
的人才就不錯了。  

某企業的幾個子公司則是同意上完課員工可再去找學校老
師合作，原因在於上課的員工雖學會 AI 基本的技法、演算法、
程式，但如何應用在實務問題上才是最困難的，之前聽其他公
司提到在智慧學校上完課後，回來不知道如何應用，而該企業
的幾個子公司，皆是以公司授權請學校老師來引導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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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石化產業、數位化、競爭法 

資訊科技帶動產業生產與服務模式進化，其中在製造部分已經發展到

數位化、智慧化製造階段，以快速反應或預測市場需求。一向被視為傳統

產業的石化產業，也已經開始進行數位化轉型，惟石化產業數位化的轉型

過程，除了對整體石化產業結構有所影響外，也可能因數位化採取不同的

策略，以致產生新型態的數位勾結，目前國內石化產業投入人工智慧與大

數據應用者較少，尚無水平限制競爭疑慮。惟隨著業者對大數據與演算法

等數位科技的應用進一步熟稔，未來或可能出現同業間數據交流或建構共

同數據集，而有勾結之可能，主管機關仍應加以警戒。我國石化產業上下

游間多以中心衛星體系進行合作，使其供應鏈的訂價能力、提高市場進入

障礙與壓迫競爭者的能力，優於其他非中衛體系的事業，若石化業中心衛

星體系違反垂直限制競爭，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此外，石化業數位化的

資訊服務提供者若掌握關鍵投入要素（如市場資訊），須進一步審視有無

拒絕交易或差別取價的行為，也應加以關注。因此，本研究建議競爭審查

時應逐漸重視擁有大數據的優勢、數位化的結合評估在創新部分應跳脫傳

統思維、數位執法需有數位經濟部門或數位經濟評估人才、放寬聯合行為

的例外許可範圍、持續留意石化產業中領導廠商之市場占有率變化。 

 

  



259 

  



260 

Abstra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has led to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 business models.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 has been 

developed to the stage of application digital and AI to respond and predict 

market demand quickly.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which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industry, has also begun to underg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may not only have an impact on the overall structure, but may also on 

the strategies adopted, resulting in a new type of digital collusion. In Taiwa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inves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s has not so popular at this time, there is no anti-competition concern.  

Once the industry has been familiar with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ols, such as 

use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to exchange data or collaborate build data set by 

many petrochemical firms, the possibility of collusion could be happened in the 

future. It is worth noting by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cooperation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often uses a Central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to improve its power on supply chain pricing or raising 

entry barriers and oppressing competitors, higher than not in central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s. If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central satellite system has 

violated the vertical restrictions, the competition law should still be applied. In 

addition, to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s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s with essential 

facility elements (such as essential market information), it is worth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are transactions refusal or pricing differential. Therefore,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dvantages with big data gradually, merger evaluation with digital innovation 

should think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box, digital law enforcement requires digital 

economic departments or digital economic talents, relax the exceptions field for 

collusion and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leading companies’ 

market share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