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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隨著資訊科技產品的普及與社群網路的興起，數據資料量呈現高

度成長，大數據分析儼然成為一種能創造營收的商業模式，更是網路及

科技業的熱門議題。然大數據時代下，事業所蒐集、處理、利用的數據

資料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消費者所留下之紀錄，而相關資料常於個人

不知情的狀況下被取得與利用，從而引起對於個人隱私權保護的疑慮。

而在此浪潮之下，隱私權保護是否是競爭的考量面向之一？是否對競爭

法之執法造成衝擊？與個人資料保護機關如何分工？競爭法主管機關

是否有介入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均有待進一步釐清。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文嘗試透過文獻的回顧及案例的整理，就大數據的特色、所衍

生之隱私權爭議，及其所帶來的競爭法執法之挑戰進行研究，並整理競

爭法主管機關有關之案例及研究成果，進而對本會在結合審查及濫用市

場力相關案件之處理提出一些看法。 

三、主要建議事項 

（一）公平交易法在一定條件下得介入隱私權案件：網路社群平臺是一種資

訊驅動的產品，因此個人資料的近用對於事業市場地位的影響重大，

此類平臺對於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處理，並不僅僅與個人資料保護主管

機關有關，亦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關。倘事業透過使用者數據影響市 



場競爭或取得市場力量，過程中及運用方式有不正當或不公平之情

事，產生反競爭效果而侵害消費者福利時，應屬於競爭法的規範範疇。 

（二）公平交易法之現行規範亦已足以應付平臺產業所可能產生的反競爭議

題，尚無修法之必要，只是仍須透過處理原則的規範將其分析過程細

緻化。 

（三）在進行涉及隱私權之結合審查案件時須注意： 

１、在涉及資料集中的結合案中，應將①當隱私為平臺消費者會重視的品

質競爭要素時，事業結合是否可能帶動隱私保護程度的改變，或影響

消費者之選擇；以及②系爭個案是否受到國內或國際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之規範，是否會對該案所涉及市場競爭造成影響，納入評估。 

２、隱私於資料驅動數位平臺競爭個案可能為品質競爭應考量的因素，但

亦可能因為消費者於個案中對於隱私相關品質感受度的強弱，或是否

存在預先安裝軟體之「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問題，而影響隱私

權作為品質競爭考量因素的重要性。 

（四）在處理涉及隱私權之市場力濫用行為案件時須注意： 

１、市場支配地位之平臺憑藉使用者或其他合作平臺對其相關服務之需

要，違反使用者之意願或以超過使用者得以認知或控制之手段取得及

利用使用者資料，可能被認定構成榨取性濫用行為。 

２、用戶資料的大量彙集將強化事業之市場力量，其數據利用行為是否有

妨礙競爭秩序之可能，則須持續掌握相關產業市場發展判斷之。 

３、對於平臺利用市場優勢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可考慮納入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中，相對市場優勢或利用資訊不對稱行為

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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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數位經濟時代，網路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發展，改變了我們生活的

各個面向，如溝通、學習、工作、購物、娛樂等，無不受其影響。一般

我們所熟知的商業模式是，生產者購買生產原料投入後，向消費者提供

商品或服務。但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數據資料呈現跳躍式的增長，伴

隨著演算技術的提升，大數據分析不再僅是單純的資料處理，而已成為

網路服務、智能產品、人工智慧、生產流程、配送物流等產品或服務的

投入要素之一，消費者成為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要素之一，為產品或服務

的提供帶來新的思維及商業模式，生產者得以根據消費者的個別需求調

整其供給，進而創造出新的經濟利益。 

觀察大數據分析所衍生之新興商業模式，相關事業的競爭優勢取決

於是否能廣泛且即時的取得相關數據資料，站在競爭法主管機關的立場

而言，似乎應該促使更多事業能夠廣泛的取得並使用相關數據資料。但

數據近用可能會導致或增強一些經濟上的進入障礙，例如：規模經濟、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及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等，進而有助於

事業排除競爭對手，產生反競爭問題。 

此外，事業所蒐集、處理、利用的數據資料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

消費者所留下之紀錄，例如：個人基本資料、網路瀏覽紀錄、定位資訊、

財務訊息、社交成員資料等敏感的個人資訊，而相關資料常於個人不知

情的狀況下被取得與利用，從而引起對於個人隱私權保護的疑慮。 

大數據的應用在本質上係追求資料開發的價值最大化，而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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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的最終目的則在於保障個人對於其自身資料的自主控制，此為兩者

保護之價值及法益本質上的差異。而當兩者之間產生交錯時，如何確保

以數據資料蒐集及處理為經營模式之事業有足夠的創新及投資動機，與

保障個人隱私權兩者之間達成衡平？而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扮演之角色

為何？隱私權保護是否是競爭的考量面向之一？亦即，隱私是否與競爭

效果分析有關？均有待進一步釐清。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 

本文所設定的研究議題是，在大數據浪潮下，「隱私權」對「競爭

法」執法所帶來的核心問題及因應方法。主要以文獻資料分析法為主，

並以案例分析法為輔進行研究。嘗試透過文獻的回顧及案例的整理，就

大數據的特色、所衍生之隱私權爭議，及其所帶來的競爭法執法挑戰進

行研究，並綜整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此一新興議題的回應作法，進

而對本會因應方式提出建言。 

（一）文獻資料分析法 

透過國內外相關期刊論文、報告、專題演講及網路資源的蒐集，瞭

解國內外對於使用者數據資料、隱私權及競爭法相關議題的研究及討論

意見，並將相關資料予以系統化整理。 

（二）案例分析法 

案例部分則整理美國、歐盟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涉及隱私權之重

要案例，以作為本會執法之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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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第二章首先將介紹「大數據」一詞的源起、定義、產業現況。

第三章則會回顧「隱私」的歷史演變，以及資訊「隱私權」的起源、發

展、概念形塑、各國普遍採用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及隱私規範面臨的

困境。第四章則回到競爭法的規範，先介紹涉及隱私權的競爭法的經典

案例，在介紹國際組織及各國研究之成果及相關立法，最後在第五章回

顧國際案例之啟示並就我國公平交易法之執法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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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數據的定義、發展與應用 

 

第一節 數位經濟的定義與特色 

在網際網路的興起及寬頻網路的普及之下，以及行動應用、資訊技

術服務及軟、硬體發展的奠基下，使傳統的經濟模式產生革命性的改變，

進而影響許多行業的發展格局，同時也給人類經濟活動、社交模式及工

作方式等帶來深入的影響與變化。而這網路化時代的新經濟法則，即為

所謂的「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 

「數位經濟」一詞，最早係於知名的資訊科技企業策略顧問 Don 

Tapscott，於 1994 年所出版的“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一書中出現，並提出數位經濟具有以

下 12 個特徵
1
： 

－知識（knowledge）：新經濟係以知識為基礎，以資訊的取得及運用

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或可能性； 

－數字化（digitization）：所有資訊以二進位（即 0 與 1）形式表示，

因此可以透過電腦操作使用； 

－虛擬化（virtualization）：透過高速處理數位資訊所創建方案，使實

質與有形事物虛擬化； 

－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小型靈活的短期團隊取代了剛性的層級

結構，使得傳統事業的層級結構變得零散和易變； 

                                                 
1
 TCI Management Consultants,“A TCI Book Review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
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http://www.consulttci.com/Book_reviews/
digit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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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網路化（tegration/internetworking）：是一種網路化的經濟，將

分子整合成群體（Cluster），以透網路交流連繫來創造財富； 

－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間人職能

被淘汰，中介的事業、職能和人員需要往食物鏈上方移動以創造新

價值； 

－匯流（convergence）：在新經濟中，是以通訊、電腦及內容提供這

三個產業融合而成的產業所主導，並作為各行各業創造財富的基

礎； 

－創新（innovation）：新經濟係以創新為基礎，利用資訊技術開發新

產品和服務； 

－消費者生產模式（presumption）：因為資訊技術使消費者能夠緊密

參與生產過程，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渴望設計專屬的產品和服務，使

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 

－即時性（immediacy）：由於數位資訊技術的發展，產品訂購到產品

製造與交付之時間大幅縮短； 

－全球化（globalization）：伴隨著通訊技術的革命性創新，新經濟不

可避免地是全球性的； 

－不和諧性（discordance）：技術素養的「擁有者」與無法獲得技術

的「匱乏者」之間的落差正在擴大，將來可能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

題。 

另依據 OECD G20 數位經濟工作小組（G20 Digital Economy Task 

Force，DETF）於 2020 年所完成的“A roadmap toward a comm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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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報告，與英國經濟和社會研究理事會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於 2017 年發表的“Defin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報告所示，有關「數位

經濟」可以定義如下，「其經濟產出完全或主要來自於以數位技術為基

礎的數位產品或服務相關之商業模式（that part of economic output derived 

solely or primarily from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a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digital goods or services）」2。其範疇與內涵已經不再侷限於傳統以生產

觀點著眼的數位產業（硬體製造、資訊服務等），而已延伸到新型態數

位服務或產業數位化（見圖 1）。  

 

圖 1 數位經濟之範疇與內涵 

資料來源：歐宜佩、陳信宏，「近期數位轉型發展趨勢之觀察」，經濟前瞻， 178 期，

94-99（2018）。  

 

                                                 
2
 UK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Defining, Conceptualizing and 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Rumana Bukht & Richard Heeks, 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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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論是電子商務、共享經濟、雲端運算、物聯網、演算法、人工

智慧等，這些新型態數位服務或產業數位化，均離不開數據資料的蒐集、

儲存與分析，所以大數據可以說是數位經濟時代下的新型態能源。隨著

巨量資料愈來愈頻繁的被提及，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於 2012

年的一篇專欄文章「大數據時代（The Age of Big Data）」正式宣告大數

據時代的到來。 

 

第二節 大數據的定義 

「大數據」一詞係自 1990 年代開始使用，也被稱為巨量資料、海

量資料，通常數據集的大小超出了常用的軟體工具所能夠擷取、整理、

管理和處理數據的範圍，包含未經整理過的非結構化數據（unstructured 

data）；有欄位，但內容格式不一致半結構化數據（ semi-structured data）；

和有固定欄位、固定格式與順序的結構化數據（structured data），但是

主要關注重點還是在於非結構化數據，常見的有文字、圖片、音樂、影

片、PDF、網頁等…3。 

大數據並非是個全新的概念，在這股網路熱潮中，隨著使用者的不

斷成長，已產生並累積許多數據資料，直到近年來數據資訊蒐集、存儲

和處理的設備及技術大幅升級，且能夠在短時間之內處理大量數據並提

出分析報告，大數據（Big Data）一詞也正式成為網路及科技業的熱門

議題。而 Google 的搜尋引擎即為一個典型的大數據服務，搜尋引擎根據

使用者的需求，從全球巨量的數據資產（或數據垃圾）中快速找出最可

能的答案並將其呈現出來4。 

                                                 
3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g_data#Definition. 

4
 富聯網網站，https://ww2.money-link.com.tw/realtimenews/BlogContent.aspx?BlogI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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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現在不只是資料處理工具，更是一種企業思維和商業模式，

因為儲存設備成本下降、資料量急速增加、軟體技術進化和雲端環境成

熟等種種客觀條件成就，使資料分析從過去的洞悉歷史進化到預測未來，

開創從所未見的商業模式。大數據與傳統的生產投入不同的是，它具有

非專屬性（Non-exclusive）。此外，大數據的資料特質和傳統資料最大

的不同是，資料來源廣、種類繁多、非結構化，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

導致資料量快速成長。但未經整合的數據，並不具任何價值，因此，如

何使用、分析數據，並將相關資料轉化出市場所期待的價值，利用類似

的技術更好地服務客戶、找出新商機、開拓新市場以及提升效率，則遠

比單純持有大量數據來得更重要。 

大數據涵蓋的範圍很廣，定義也各有不同，直到 2001 年時，META 

Group（現為 Gartner 公司）的分析師 Doug Laney 發表了「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5一文，文中雖

未直接使用「大數據（big data）」 一詞，但卻描述了大數據的概念、

內涵及性質，挑明了大數據廣為人知的 3 個 V 特性：①Volume（數量）：

電腦運算能力大幅提升並追蹤消費者行為，數據的超規模增長使事業相

較過去蒐集跟儲存更多資料；②Velocity（速度）：資料被快速的累積及

即時的分析，時效性要求高，也意謂著過時的資料沒有價值；③Variety

（多樣性）：指的是資料蒐集的廣度，數據種類及來源多元化。此外，

大數據的特性後來還進而延伸到④價值（Value）：事業藉利用特定的技

術和分析方法挖掘數據價值，將其轉換成營業收入或作為決策的依據；

及⑤真實性（Veracity）：大數據的內容應為真實資訊，事業能夠信賴且

據以做出關鍵決策。 

                                                                                                                             
pu=News_0092。  
5
 Doug Laney,“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
 https://studylib.net/doc/8647594/3d-data-management--controlling-data-volume--velocit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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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數據的發展與應用 

麥肯錫在 2011 年發表的「大數據：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個

新 領 域 （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6報告中明白揭示：「使用大數據將成為個別企業競爭和

成長的關鍵性基礎（use of big data will become a key basis of competition and 

growth for individual firms）」。而在其 2016 年發表的「分析時代：在數

據驅動的世界中競爭（The age of analytics: Competing in a data-driven 

world）」7更指出：「分析領先者正在改變競爭的本質並鞏固其優勢

（analytics leaders are changing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and consolidating big 

advantages）」。 

大數據應用對消費者最明顯的利益體現就是，低價（免費）取得商

品（服務）或是商品（服務）品質提升及創新。雖然以零價格提供產品

的經營模式並非數位時代下獨有的商業模式，在媒體產業如報紙、電視

產業即存在已久。但在數位經濟時代中，產生新型態的零價格經濟，並

有不同的特徵及經營型態。根據 OECD 2018 年 11 月競爭論壇背景資料

「零價格經濟之品質考量」（Quality Considerations in Zero-price Economy）

指出，所謂零價格商業模式係指事業透過提供個別消費者價格為零之商

品或服務，從而獲取消費者個人資料、對廣告的關注（attention to 

advertisements）、建立消費基礎客群等，所進行之「非貨幣性交易

（non-monetary transactions）」，並與廣告主、個人資料購買者等所為之

「貨幣性交易」8。在雙邊市場的商業模式下，廠商一邊提供消費者免費

                                                 
6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big
-data-the-next-frontier-for-innovation. 
7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The age of analytics: Competing in a data-driven world”,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analytics/our-insights/the-age-of-analyti
cs-competing-in-a-data-driven-world. 
8
 洪財隆委員、潘旻蕙專員、洪進安專員、陳淑芳專員，「出席 2018 年 11 月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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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或是大量的補貼），並將消費者數據資料在平臺的另一邊予以

貨幣化（monetization），藉以賺取利潤，而此一免費（低價）的服務是

有利於消費者的。此外， 搜索引擎業者將「數據」用來精進商品（服務）

並對使用者進行加值（value-added）服務，例如電子商務平臺依消費者

過去購買的資訊和瀏覽的歷史紀錄製作個人化的購物建議。 

大數據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市場進入障礙，轉換成本和鎖定效應普

遍存在於數位經濟產業之中，而且先發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的

市場力是會長久持續的，特別是在規模經濟很顯著的資訊產業中更是如

此；OECD 也指出數據資料導向的市場（data-driven markets）會導致贏者

全拿的結果，進而造成市場的高集中度。 此外， 大數據可藉由「回饋循

環（feedback loop）」造就出規模經濟，而網路效果更進一步的強化回饋

循環的力量，在在有利於既存的廠商。因此，既存廠商為了獲取和維持

在數位資料上的競爭優勢，有限制競爭者取得相關資料的強烈誘因，如

此一來，該項資料就有可能成為參進者得否進入市場的關鍵投入要素。 

對於大數據的累積及存取是否會產生顯著的反競爭效果，競爭法主

管機關目前尚未有定見。抱持樂觀態度者認為，數據 ①無所不在

（ubiquitous）且取得並不困難、②取得之成本低、③蒐集與使用上不具

敵對性（non-rivalrous），因此不太會產生競爭法適用之問題，縱使有，

對現有競爭法之分析架構亦不致於造成挑戰。而持審慎觀點者則認為，

大數據並非都是唾手可得，某些大數據是事業願意以免費提供服務或花

費巨資之方式取得的，如此，倘對事業而言價值愈高，願意想方法防止

他人取得的誘因也會更高，進而產生反競爭問題9。一般而言，大數據的

                                                                                                                             
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委員會例會及全球競爭論壇會議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20
18）。  
9
 陳志民，「大數據時代下之競爭政策思維與法規範建制」，公平交易通訊，第 79 期，
2-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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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及回應度常被認為具有很高的促進競爭利益，惟仍有部分學者及主

管機關主張應就大數據累積的潛在反競爭效果進行詳細調查，並聚焦於

市場界定、參進障礙、隱私權保護三大領域10。 

 

第四節 個人資料的應用及隱私權保障 

數位時代下，各種資訊設備透過網路連結，使得消費者隨時隨地可

以產生、傳遞、分享並處理訊息。而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技術，將各種看

似毫無關聯的網路數據（例如網站登錄的個人資料、貼文、貼圖、按讚、

關鍵字搜尋或是網路消費紀錄等）予以分析歸納，將可產生具有高度商

業價值的內容，因此，「數據」已成為產品或服務的投入要素及產業創

新的動力之一。 

然而，使用者數據往往涉及個人隱私資料，在「大數據」蒐集及分

析的過程可能忽略對個人隱私的保護，相關資料遭事業濫用而導致數據

提供者「隱私權」被侵害的問題也隨之而生，如何在資料蒐集、處理及

運用的過程中保障個人隱私，已成為大數據時代極重要的議題。對於「大

數據」時代消費者隱私權保障的問題，形式上應與消費者保護政策及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較為相關，但近年來競爭法學界對於競爭法對此能

否發揮一定的規範功能多有討論，而對於競爭法介入管制的合適性與必

要性一直為爭議性議題，並延伸出對於現有競爭法架構的相容性疑義。  

                                                 
10
 陳淑芳，「大數據時代的競爭法」，公平交易通訊，第 69 期，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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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時代下個人資料保護之規範及國際趨勢 

 

第一節  隱私權 

無論在以西洋文化為主的歐陸、英語世界，或是漢語世界的歷史發

展脈絡下，東、西方社群其實都具有歷史悠久的隱私意識，有論者認為

這是一種「自我防衛的機制」，起源於對他人探視之「厭惡與防衛的行

為」，而這種深層的本能意識，在長久的歷史及社會變遷中，也透過建

築、文本、法院行動所展現。然而，「隱私」的認知確實直到百餘年前

才逐漸發展成為法律上的權利，也就是「隱私權」11。 

隱私權概念可從 1890 年由美國律師 Samuel Warren 和 Louis Brandeis

二人共同於哈佛法學評論（Harvard Law Review）所發表之「The Right to 

Privacy」論文作為濫觴，該文主張應被承認的隱私權乃在保護個人生活

不受干擾、獨處的權利（right to be let alone），亦即個人有不可侵害的

人格，對其思想、情緒和感受等自身事務之公開、揭露，具有決定的權

利12。此一 Warren 與 Brandeis 立論於 common law 法律觀念的「不受干擾

的權利」，遲至 1960 年代，才真正因為科技的急遽變革引起高度重視

和嚴肅辯論，可是，在歷經幾十年來的種種傳播通訊科技後，個人隱私

權的法律面貌有何轉變？在個人資訊高度流通的網路社會裡，個人能夠

容忍資訊曝光的底線究竟何在？在網路這個虛擬世界所帶來的重重迷

障下，個人資訊隱私的保護，最後能否找到生路？恐怕都依舊是根本問

                                                 
11
 鍾孝宇，巨量資料與隱私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的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40-41（2017）。 
12
 葉志良，「大數據應用下個人資料定義的檢討：以我國法院判決為例」，資訊社會

研究，第 31 期，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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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13。 

1967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Katz v. US.一案將隱私權保障係以「人」

為核心，從原本僅限於有形之物品擴大至無形的資通訊，將原本僅限於

私人處所擴大至個人在公共場所中之行為，另外奠定了「合理的隱私期

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判斷標準：人民在主觀上必須先

有「隱私期待」，再進一步判斷此一主觀的期待於客觀上是否可被認為

是合理的。其中主觀要件的判斷，關鍵在於反面角度觀察個人是否已「自

願」放棄隱私利益，藉以判斷其主觀上是否仍具有隱私期待，通常這種

判斷是建立在隱私主體的「同意」與否。至於主觀的隱私期待在客觀上

是否為「合理」之判斷，則必須綜合參考時間與空間等相對因素，不同

時代、地域、社會、科技發展與社會認知等，皆會有不同的判斷結果14。 

進入資訊社會之後，關於人的資料的蒐集、利用、儲存與交換，隨

著政府與商業組織對於電腦科技的研究與發明，已不再困難。對於個人

隱私權的侵害，已不再需要藉由實體空間的接近來完成，因為資訊社會

內的人民已開始上傳各種可以特定出個人的資料（data），並且透過資

料的蒐 集與 交換， 資 料便累 積成 為可描 繪 （profile ） 個 人的資 訊

（information）。有鑑於此，隱私權的侵權行為或憲法隱私權傳統的被

動保障路徑，已不足以應付資訊社會對於隱私的侵害類型，對於資訊的

蒐集、處理與利用可能造成的個人資料揭露，需要有清楚規範，以防止

隱私權的侵害15。 

資訊隱私權（information privacy）的提出，便是為了因應公、私部

                                                 
13
 劉靜怡，網路社會中資訊隱私權之研究—資訊隱私權與法律制度：法律經濟學的分

析取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4（2002）。 
14
 林錦鴻，警察運用監視器之法律問題分析—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為中心，國立台灣大

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0-71（2007）。 
15
 同註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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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對於電腦科技與資料庫效能的發展，所引發的隱私侵害風險，以賦予

個人主動的「資訊控制」（information control）手段，免於可能來自於公、

私部門的隱私權侵害。資訊隱私權與傳統隱私權保障的主要差異在於個

人的主動／被動性，具體概念為，後者僅侷限於「不讓他人取得我們的

個人資訊」，而前者則是擴張到由個人「控制資訊的使用與流向」16。 

至於資訊隱私權的權利行使原則，則是透過賦予個人對於其個人資

料的蒐集利用發動權、停止權、內容提示權、更正權等權利行使工具，

具體的行使方式則如對於個人資料蒐集的「告知同意」（informed consent）

原則，資料二次利用的禁止、資料閱覽及查詢、更正、請求刪除的保障

程序等。藉由資訊隱私權的提出，彌補傳統隱私權保障路徑的不足，透

過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建立，得以賦予個人控制其資訊流通的權利。然

而，這套國際普遍採用至今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及其資訊隱私權指導原

則，隨著網際網路的誕生、Web 2.0 的蓬勃發展、資料探勘技術的出現、

巨量資料科技的應用、以及現在及可見未來可能將改寫資訊社會生態的

人工智慧，使得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對於個人資料使用與流向之「控制」

功能的疲軟與無力。隨著巨量資料革命的興起，「資料」與「資訊」在

巨量資料科技與技術的效能之下，有了新的意義，資訊隱私權對於個人

資料流通的「控制」原則，應不再是最主要的隱私風險控管機制，在巨

量資料時代，對於資訊隱私權的規範，必須要有管制思維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17
。 

 

 

                                                 
16
 同註 11，52。 

17
 同註 1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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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組織隱私權保護 

國外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的兩個治理框架有二，分別為歐盟一般資

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以及 APEC 跨

境隱私規則（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CBPR）。GDPR 已經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生效，無論是傳統工業，或是新型態的電子商務公司，都

會因為與個人資料相關的產品或是服務跨出國界，而增加適用 GDPR 的

可能性18。在 2011 年，APEC 經濟領袖會議宣示推動執行 CBPR，CBPR

為美國在 APEC 推動的跨境隱私保護制度，係 APEC 架構下之個人隱私

保護措施，APEC CBPR 體系旨在促進跨境資料傳輸與流通，相較於 GDPR，

APEC CBPR 體系對企業及組織的隱私保護乃是較低程度的要求19。  

一、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一）背景20 

資料隱私（Data Privacy）是歐盟歷史上最優先保障的人權之一，

歐盟的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可以溯及至 1970 年代的德國，德國政府通

過了第⼀部全面性保護個人資料的法案，對於政府蒐集個人資料的行

為設了許多限制。在德國制定該法案後，瑞典、法國等國家亦隨之修

訂個人資料保護法規，雖然各國陸續修訂法規保護隱私權，但在規範

內容上仍有許多漏洞，僅有隱私保護的意識，但具體執行上仍有許多

不完備之處。  

                                                 
18
 蕭崴仁，「個資保護兩大治理框架 釐清 GDPR 與 CBPR 異同」，網管人網站，htt

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zh-tw/viewpoint/6EC52AD5CC574479AA224EB2608ED3
01。  
19
 國發會新聞稿，「我國獲准成為 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 CBPR 成員」，https:

//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ms=DF717169EA26F1A3&
s=3B2BE22B043A962A。 
20
 馮震宇，從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及電子隱私規則草案探討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36-4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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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歐盟以數據隱私（Data Privacy）為規範綱領，制定數據

保護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及資料保護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Directive 95/46/EC）。資料保護指令可說是歐盟個人資料保護

重要的里程碑，主要規範內容與歐盟境內個人資料與私人生活保護息

息相關，然而資料保護指令為框架式立法，各會員國仍須將其內國法

化，資料保護指令具有彈性的立法空間，各會員國所訂立的內國法內

容並不⼀致，相關要件的寬嚴標準不一，保護範圍亦有差異。此外，

資料保護指令制定之時為 1995 年，與現今物聯網（the Internet of things）

及大數據（Big Data）等新科技發展之時空背景迥異，為了解決各會

員國法規內容不一致及指令內容與現行資訊科技的落差，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遂於 2012 年 1 月 25 日向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及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提出「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草案共 91 條，整合既有的資料保護指令、歐盟 E-Privacy 指令與

歐盟 Cookies 指令於 2015 年施行，並全面適用於各會員國。2016 年 4

月，經過長久的協商與草擬程序後，歐洲議會終於通過了 GDPR，並

於兩年的緩衝期結束後，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正式生效。 

（二）內容21 

1.適用範圍 

本規則之保護對象為歐盟境內之資料主體，凡為歐盟境內之資

料主體，雖由非設立於歐盟境內之控管者及處理者進行個人資料處

理，其處理活動涉及為該等資料主體提供商品或服務者，不問是否

涉及付款，本規則亦有其適用，不問該資料主體之國籍或住居所，

凡涉及其個人資料之處理均屬之。於此種情形，控管者或處理者應

                                                 
21
 國家發展委員會，「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簡介」，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htt

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49C4A38DD9249E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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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指定歐盟境內之代表22。 

2.個資定義 

本規則之個人資料係指可以識別個人的任何資訊，可識別之自

然人指的是直接或間接，以單⼀資訊或結合多個識別資訊識別個人

物理、心理、社會、經濟、文化、或社會認同等層面之身分。惟

GDPR 保護的個人資料並不限於此，其他如人種、宗教、政治意見、

血統、信仰、健康相關的資訊亦屬個資的保護範圍（GDPR 以特種

個資的方式保護）23。 

3.同意之合法要件 

同意之給予必須是資料主體依其意思決定就其個人資料處理

所為具體、肯定、自由、明確、受充分告知及非模糊之指示，如：

口頭或書面之聲明，包括以電子方式為之者。如單純沉默、預設選

項為同意（pre-ticked boxes）或不為表示等，均不構成同意。同意須

涵蓋基於相同之一個或多個目的所為之全部處理活動，如資料之處

理具有多重目的時，全部目的均應取得同意24。 

4.企業責任25 

（1）個人資料保護影響評估  

就個人資料之處理可能造成當事人之權利或自由有高度風險

之情形，控管者應於處理前執行資料保護影響評估（data protection 

                                                 
22
 蔡柏毅，「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導讀」，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https://www.

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417F294CBF7FFF3。 
23
 同註 20，50。 

24
 同註 22。 

25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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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ssessment，DPIA），以衡量風險的來源、本質、特殊性與嚴

重性，尤應包括預計用以降低風險及確保個人資料保護的措施與機

制。為證明個人資料之處理符合本規則，在決定有關資料處理之適

當措施時，前揭評估之結果應納入考量。  

（2）資料保護官（資料保護長） 

除法院行使司法權外，由公務機關或機構執行個人資料處理時 

；控管者或處理者需要定期且系統性地大規模監控（regular and 

systematic monitoring）資料主體時；大規模處理特殊類型個人資料

或與前科及犯罪相關之個人資料時；或歐盟或會員國法有明確要求

時，應指定具資料保護法律與實踐之專業知識的資料保護官或資料

保護長（data protection officer，DPO）。  

（3）資料處理記錄 

資料處理記錄義務主要針對，員工人數 250 人以上的大型的企

業或組織，原則應完整記錄處理資料之行為，記錄內容應包含資料

控制者姓名、聯絡資訊、資料控制者之代表等26。 

    （4）個人資料侵害之通報  

一旦控管者發現個人資料侵害已然發生，應即向監管機關通報，

不得無故遲延。若可能，應於發現後 72 小時內通報，控管者如證

明依歸責原則，該個人資料之侵害不可能造成當事人權利與自由的

風險者，不在此限。 

（5）個人資料保護設計及預設 

                                                 
26
 同註 20，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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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控制者應考量資料處理之各項因素（如：資料本質、範圍、

內容、處理⽬的等），制定適當的科技或組織性資料保護措施或策

略。 

（6）提高罰則金額 

違反 GDPR 規範之資料處理者，最高將被處以 2,000 萬歐元或

全球營業總額 4%的罰鍰。 

5.當事人權利27 

（1）更正權及刪除權（「被遺忘權」） 

資料主體應有修改或刪除其個人資料之權利，以及當資料之保

存違反本規則、歐盟法或會員國法時，應有刪除權（right to erasure），

或「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即於該個人資料就資料蒐

集或處理之目的已無必要時；已拒絕其個人資料之處理時；或已撤

回其同意時；或於其個人資料處理違反本規則時，資料主體應有請

求不再處理其個人資料之權利。另方面，資料主體亦應有權請求完

整化其有欠缺之個人資料，包括以提供補充說明之方式，即所謂「更

正權（right to rectification）」。  

為強化網路環境之被遺忘權，刪除權應擴張至「公開個人資訊」

之控管者有義務通知「刻正進行個人資料處理」之控管者刪除任何

該個人資料之連結、複製或仿製（links, copies or replications）。為

確保個人資料未遭留存超過必要期間，控管者應設定個人資料銷毀

之期限或定期確認，並採用各種措施更正、刪除或補充不正確之個

人資料。 

                                                 
27
 同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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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可攜權  

為進一步強化資料主體對自己資料之掌控，當個人資料以自動

化手段執行處理時，資料主體應有權以結構的（structured）、廣泛

使用的（commonly used）、機器可讀的（machine-readable），及可

共同操作的格式（interoperable format）接收其提供予控管者之資料，

並有權將之傳送給其他控管者。資料控管者應被鼓勵發展具資料可

攜性（data portability）之可共同操作格式。當技術上可行時，資料

主體應有權使該個人資料由一控管者直接移轉其個人資料予其他

控管者。但資料可攜之權利不得優先於「刪除權」相關規定行使，

並且，該權利不適用於符合公共利益而執行職務者，或委託資料控

管者行使公權力而為必要處理之情形。  

（3）拒絕權  

資料主體得基於與其具體情況有關之理由，隨時拒絕本規則所

定關於其個人資料之處理，即所謂拒絕權（right to object）。控管者

應不得再處理該個人資料，除非該控管者證明其處理有優先於資料

主體權利及自由之法律依據，或為建立、行使或防禦法律上請求所

為之者。個人資料處理係為科學或歷史研究目的或統計目的者（參

照本規則第 89 條第 1 項），資料主體應有權基於與具體情況有關

之理由，拒絕與其有關資料之處理，除非該處理係基於符合公共利

益之職務執行之理由而有必要者。  

（4）對於自動決策及資料剖析/建檔之相關權利 

資料主體應有權不受自動化決策之拘束（not to be subject to 

decision），該決策包括對其產生法律效果或類似之重大影響，而係

以自動化處理來評估其個人特徵之措施。例如：網路申請貸款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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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拒絕，或不包括任何人為介入之電子化人力招募等。即使為締結

履行資料主體與控管者間之契約所必要，或資料主體已明確同意，

資料控管者仍應執行適當措施，以保護資料主體之權利、自由及正

當 利 益 。 前 項 措 施 至 少 應 確 保 得 以 部 分 之 人 為 參 與 （ human 

intervention）、表達意見（to express his or her point of view）及獲得

挑戰該決策（contest the decision）之機會等。  

自動化處理包括以任何形式評估個人特徵之「資料剖析/建檔」

（profiling）行為，特別是使用個人資料分析或預測資料主體之工作

表現、經濟狀況、健康、個人偏好或興趣、可信度或行為、地點或

動向等特徵，而對其產生法律效果或類似之重大影響。控管者應於

建檔時使用適當之數學或統計程式、實施科技化且有組織的措施，

以確保個人資料得以即時更正，並將錯誤風險最小化。 

6.限制個資跨境傳輸 

為了增進國際貿易與國際合作，個人資料之國際傳輸有其必要，

但資料於國際流通之增加已然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有關個人資料保

護之課題。在任何情況下，向第三國或國際組織之個人資料移轉僅

得於完全遵循本規則之前提下執行，唯有當控管者或處理者已遵守

本規則所定關於個人資料移轉至第三國或國際組織之規範，且受本

規則所定其他條款之拘束時，個人資料之移轉始得為之。第三國應

確保有效而獨立之資料保護監督機制（effective independent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ion），對人權、法治與自由之基本尊重，且應提

供資料主體有效且可實現的權利及有效的行政與司法救濟。  

評估第三國個人資料保護程度是否充足時，應考量是否具有一

個（或以上）獨立監管機關之存在並有效運作、是否已參與或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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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資料保護之國際協定或其他具法律拘束力之合約、或參與

多邊或區域體系而生之義務等。第三國不具充足之資料保護程度時，

向該第三國之資料移轉應被禁止，此時控管者或處理者應採取適當

之保護措施以彌補第三國對資料保護之欠缺，該等措施可能包括利

用有拘束力之企業守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標準資料保護條

款或由監管機關授權之契約條款等。 

二、APEC 跨境隱私規則 

（一）背景 

1998 年，APEC《電子商務行動計畫藍圖（Blueprint for Action on 

Electric Commerce）》中首次提及隱私保障，並開始於 APEC 電子商務

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f E-commerce）下發展相關事宜。在當時，

企業為提供有效率且低成本的服務，必須每日 24 小時皆能同步存入

及取得資料，對資訊流通加諸不必要限制將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因此，為強化資訊倫理實務（ethical information practices），APEC 會

員體認到必須發展一套保護隱私資訊的體系，作為確保亞太地區資訊

自由流動發展之工具，因而在 2004 年 APEC 部長會議提出了《APEC

隱私綱領（APEC Privacy Framework）》。除了實質之隱私保護原則外，

綱領中揭示了國內與國際執行之相關原則。在國際執行方面，各會員

應考量：資訊交換、調查與執行之跨境合作、發展跨境隱私規則等。  

2007 年，APEC 部長會議上通過「資料隱私保護開路者倡議實驗

計畫（APEC Data Privacy Pathfinder）」，以求在 APEC 地區建立一套

方便且透明跨境資料傳輸保護體系。該計畫最後催生了 CBPR 體系，

並在 2011 年經 APEC 領袖會議批准其作為《APEC 隱私綱領（APEC 



23 

 

Privacy Framework）》之執行機制28。2016 年年度部長聲明中承認 CBPR 

System 之重要性，尋求會員體擴大參與該項以自願性機制為基礎之體

制，並支持包括能力建構在內之合作。至於 CBPR 體系現況詳下表29： 

 

項目 說明 

正式成員 美國、日本、加拿大與墨西哥 

當責機構 美國：TRUSTe 

日本：日本情報經濟社會推進協 

會（JIPDEC） 

已獲當責機構認證的企

業 

美國 19 家（包括 Apple、HP 等） 

日本 1 家（IntaSect） 

已提交加入意向書者 韓國（2017.1.17 提交） 

有意加入者 澳洲、香港、俄羅斯、菲律賓、新加坡與我

國 

（二）內容30 

CBPR 體系係由 APEC 會員經濟體所共同參與，經過尋求企業和

社會各界意見後制訂，期望建立消費者、企業和監督管理者對個人資

料跨境流動之信任。加入 APEC CBPR 體系的程序分為三階段：首先，

會員經濟體（Member Economies）須提出至少一個隱私或個人資料保

                                                 
28
 李旺達、劉心國，「試析我國於 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下隱私執法機關之設

立」，經貿法訊，第 228 期，6（2018）。 
29
 出席資訊政策領導中心（CIPL）「新資訊時代之日本新資料隱私規範及其如何促使

跨境資料流通、創新及隱私保護 、創新及隱私保護」圓桌會議與研討會出國報告，ht
tps://report.nat.gov.tw/ReportFront/PageSystem/reportFileDownload/C10601152/001，9（201
7）。 
30
 楊長蓉，「亞太區也有 CBPR 隱私規範 由『問責機構』驗證昭公信」，網管人網

站，https://www.netadmin.com.tw/netadmin/zh-tw/viewpoint/FCB6499809954BDC87BC673EE
9B150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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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執法機關（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y，PEA）並取得 APEC 之認

可；之後，APEC 將審查該經濟體之個資保護體制是否符合 CBPR 計

畫要求；第三，若通過 APEC 認可，會員經濟體可指定問責機構

（Accountability Agent，或譯為「當責機構」），負責確認企業是否符

合 CBPR 相關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為現代貿易之關鍵要素，CBPR 體系即是為了平衡

促進個資的跨境傳輸與保護兩者之間所產生的機制。CBPR 體系特點

在於其為一自願參與體系，希望企業能透過自我管理模式採取相關個

資保護措施，並向問責機構申請驗證。這種做法對企業法遵成本較小，

以鼓勵的方式希望企業參與 CBPR 體系，在發展經濟貿易的同時，重

視個人資料保護。 

因此，在 CBPR 體系下，問責機構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關鍵。問責

機構負責驗證企業是否符合加入 CBPR 體系之相關要求，故問責機構

必須是值得信賴的機構，企業取得其所發之隱私驗證標章方有實益。 

1.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問責機構在 APEC CBPR 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其任務係對於

參與企業之隱私政策與實踐進行驗證，以確保其符合 CBPR 體系之

相關要求。 

問責機構與企業組織、消費者以及政府共同合作，確保跨境個

人資料的傳輸符合 APEC 隱私保護綱領所要求之標準，並解決可能

產生的爭議。作為 APEC CBPR 體系所認可之問責機構，除可利用

APEC 官方公布的 CBPR 問卷（CBPR Intake Questionnaire）及 CBPR

計畫要求條件（Program Requirements）評估企業或其他組織是否符

合規定外，亦得使用自有之隱私驗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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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機構必須先取得 APEC 認可，方得加入 CBPR 體系，而通

過認可後，才可宣傳受 APEC CBPR 體系認可之事。此外，問責機

構的驗證範圍僅及於有參與「跨境隱私合作協議（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CPEA）之隱私執法機關（PEA）

監管範圍內的組織。 

2.問責機構之申請資格 

有意申請成為 APEC 經濟體下的問責機構之機構（下稱申請機

構）須符合下列資格並遵守相關事項： 

（1）受監督管理：申請機構須為已加入 APEC CBPR 體系之相關隱

私執法機關（PEA）所監管的機構，而且在申請時必須說明，

其是如何受到上述相關隱私執法機關之監管。 

（2）符合認可標準：申請機構須符合《附件 A》（Annex A）「問

責機構之認可標準」（Accountability Agent Recognition Criteria）。

這部分申請組織必須使用《附件 B》「清單」（Checklist）來

說明其係如何符合《附件 A》的各項要求。 

（3）應使用特定之問卷與計畫要求：申請組織須同意使用 APEC

經濟體所發展的範例文件，即 CBPR 問卷（Intake Questionnaire）

與 CBPR 計畫要求（Program Requirements），做為日後驗證時

評估申請組織是否符合 CBPR 之標準。 

（4）計畫要求圖（Program Requirements Map）之參照：申請機構若

不打算用前述（3）之範例文件，亦可使用機構自己的標準與

審查程序，但這部分須透過 CBPR 計畫要求圖之比對以證明機

構自己的標準與審查程序符合基本要求。 

（5）記載聯絡資訊：申請機構須完成《附件 F》（Annex F）「簽

名與聯絡資訊表」（Signatur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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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經問責機構驗證之實益 

在 CBPR 體系下，企業組織應制訂並實施隱私保護政策與相關

準則，致力於保護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安全。問責機構的任務即在於

審查與驗證企業組織是否合規，以及若發生企業與消費者間之個資

爭議時，提供消費者與企業之間一個解決機制。 

例如，美國的問責機構 TrustArc 即有提供爭端解決表給消費者，

若為 TrustArc 驗證的組織即可受理。處理程序為，消費者須先直接

與企業組織聯絡處理該爭議，惟該組織若無法迅速處理問題或是消

費者對企業組織處理方式不滿意，消費者可填寫爭端解決表單，

TrustArc 將檢視該申訴，若可受理將提出解決方案。這解決方案可

能是中止（Suspension）該企業組織使用 TrustArc 之隱私驗證標章，

而若組織再不改善，嚴重者可能呈報主管機關，進而裁罰。目前有

TrustArc APEC CBPR 標準驗證的公司將近 20 間，包括 Apple Inc.、

IBM、HP Inc.等等。 

由於美國在相關立法與政策上採取企業自律方式，聯邦層級並

無隱私或個人保護專法，因此企業組織如何取得消費者的信賴，確

保個人資料之安全且不被濫用，更需依靠有公信力的驗證標章。 

CBPR 體系的出發點為，提供企業組織一個實際又有彈性的方

式，展現其對個人資料的可信賴性以及有責性。也就是說，在缺乏

明確法律規定保障下，若企業能擁有具公信力之機構所發隱私驗證

標章，可大大提升消費者信心。 

三、差異比較31 

                                                 
31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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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RP 與 GDPR 在原則方面部份重疊，但是強制力卻有明顯不同，

若對比治理模式，一方是由上而下，規定公司應履行的義務，而另一方

卻是由下而上，採取自我調節。但在面對全球化的議題時，往往也難以

具有全球一致的標準。以下說明各細項： 

（一）部份重疊 

APEC 的「通知」、「選擇」和「蒐集限制」等原則，類似於 GDPR

的「合法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原則。APEC 的「預防」、「損害要

求向隱私執法部門通報重大資料洩露」，這符合 GDPR 中「問責制」

原則。而另一方面，GDPR 包括了 OECD 隱私框架、CBPR 或隱私識

別流程（Privacy Recognition for Processes，PRP）系統未涵蓋的原則與

義務，例如 GDPR 中要求不保存資料超過必要的時間的「儲存限制」

原則，就沒有被 APEC 隱私框架所包含，而當資料外洩時的通知義務

等等，在兩者間亦存在差異。 

（二）強制力 

目前 GDPR 已經針對多家跨境公司進行裁罰，包括 Google 等多家

企業已受到最高 2 千萬歐元或全球總營業額 4%的罰鍰，且已經對未

於歐洲經濟體內設立據點的境外公司進行裁罰。而 CBPR 是讓隱私執

法機構自願共享資訊並為跨境數據隱私執法提供幫助，並不具備直接

裁罰的強制力。 

（三）對比治理模式 

GDPR 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詳細規定，其規定一系列應由公司

履行的義務，如不履行這些義務，將處以巨額罰款。相反地，CBPR

是「自下而上」的規定，屬於自我調節模型，除了加入 APEC 成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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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門應填寫的申請文件，以便向聯合監督小組提交申請外，在細節

上沒有規定，也沒有規定其成員應該如何修改其資料隱私法規。 

（四）全球化 

個人資料以及其自由流動將是未來數位創新和經濟增長的基石，

有鑑於其監管方式與強度等在全球均有不同，因此有必要尋求一致性

的管理機制，但這並不容易。而亦有建議將個人資料保護規則納入貿

易談判，但實際上是充滿困難的。首先，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是基本

權利，而大多數的事項與基本權產生衝突時，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將

具有優先權，那麼談判上將產生困難。其次，人們對於到底要犧牲多

少隱私權為代價，而換取利益的可接受程度是有差異，例如當隱私與

國家安全產生衝突的時候，雙方所應退讓的程度到底為何，此時到底

應以何者為重？也因此雖然大多數人均認為隱私與個人資料的保護

是重要的，但各地區所認為的重要程度卻有所不同，而難以具有全球

一致的標準 

三、小結32 

CBPR 建立了個人資料保護的底線標準，隨著更多的成員經濟體和

公司加入 CBPR，建立相互信任關係將可能有效保護隱私，更有助於避

免資訊流動的障礙，以確保持續的貿易和經濟增長。然而，根據 GDPR

的要求，兩者如要構建連結時應考慮幾個方面，包括儲存限制的原則、

特種資料處理、資料外洩通知的義務、被遺忘權和資料可攜權。更重要

的是，針對處理者的執法必須要有強制性的要求，這些部份都有待 APEC

接下來與歐盟間的協調，以有效連結兩者。 

 

                                                 
32
 同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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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國隱私權保護規範   

一、美國 

美國的隱私權保護法令分為聯邦法與州法，聯邦法規範範圍在於特

定的政府部門行為，而州法主要聚焦在保護消費者的個人隱私權利。

2018 年 6 月 28 日，加州議會為了避免類似 Facebook 洩漏個資的案件再

次發生，通過了美國版的 GDPR—加州消費者隱私法（The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該法規堪稱是美國最完善的消費者隱私保護法

規，並於 2020 年 1 月生效。當地企業為了不違反該法律，紛紛開始改變

公司的經營策略，而美國其他州如：馬里蘭、紐澤西及華盛頓等均仿效

加州制定了類似的州法以保護隱私權33。 

加州消費者隱私法（下稱 CCPA）摘要說明如下34：  

（一）規範對象及地域效力：CCPA 適用對象為於加州境內有營業行

為且符合特定條件之營利事業。 

（二）個人資料定義：係指任何識別、關聯、描述，或不論直接或間

接，足以合理關聯或可合理連結特定消費者或家戶之資料。但

不包含政府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以及已經去識別（de-identified）

或總合性（aggregate）之消費者資料。 

（三）告知要求：企業於蒐集前或蒐集時，應告知當事人蒐集之個人

資料類型及目的；在告知前，不得蒐集或為其他目的之利用。  

（四）消費者權利： 

1.近用權：消費者得請求企業免費提供近 12 個月所蒐集該當事人之

                                                 
33
 賴奕霖，從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及電子隱私規則草案探討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修正，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碩士論文，26-27（2020）。 
34
 國家發展委員會，「加州消費者隱私保護法（CCPA）規範重點說明」，國家發展委

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6E5ACB0B5AF4064
0&sms=9EFE8F0973C48275&s=9F2745CB2A5D95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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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類型、資料來源與揭露之第三人類型，企業並應提供兩

種以上管道供當事人提出申請。 

2.刪除權：除必要事由外，企業應遵照消費者申請將個資刪除，並

指示相關服務提供者刪除申請人資料。 

3.拒絕販售權：企業於販售個人資料前，應提供超過 16 歲之人「選

擇退出（opt-out）」之權利；對於 13 歲至 15 歲之人，應取得其

「選擇同意（opt-in）」；未滿 13 歲之人，應取得其法定代理人

之「選擇同意」。 

4.資料可攜權：當事人請求查詢或複製其個人資料時，企業應以隨

時可用之格式（in a readily useable format）提供，使當事人得不受

阻礙地將該資料傳輸至另一主體。 

（五）處罰 

1.CCPA 係由加州檢察長（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負責調查與執

行起訴；起訴後，法院針對單一違法行為最高得處 2500 美元（故

意犯 7500 美元）之罰金，並得發布相關禁制或確認性救濟令

（injunctive or declaratory relief）。  

2.針對個資侵害事故，消費者得依據實際損害金額或法定賠償金額

（100 至 750 美元／每一消費者、單一事件）向法院請求民事損

害賠償。但該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僅適用於「未被加密且未被

遮隱之個人資料」遭受侵害之情形。 

二、英國35 

1998 年，英國國會通過了數據保護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並於 2000 年生效。2017 年，受到歐盟⼀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35
 同註 33，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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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Regulation，下稱 GDPR）影響，英國公布修正後的數據保護草

案（Data Protection Bill），該草案並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通過。該法案除

了增訂許多新規範以因應數位時代下對於資料保護漸趨嚴格的趨勢外，

也參考歐盟 GDPR、「法律執行指令（Law Enforcement Directive），下

稱 LED」中許多關於跨境資料傳輸之規定，以制訂⼀部更完整保護個人

資料之法案。  

由於英國已經脫歐，2018 年生效的 GDPR 將直接適⽤於英國。為

避免 GDPR 適用後國內現行法制有落差，英國勢必要在 GDPR 賦予各國

的修法權限內，修訂國內的法規以填補新舊法之差異，並檢視國內的立

法是否符合 GDPR 就個人資料處理事項之規定。  

以下將簡要介紹數據保護法案（下稱該法案）：  

（一）第一部分：前言  

第⼀部分主要在定義相關的名詞。在個人資料方面，只要能夠特

定個人身分的資料均屬於個人資料，例如：網頁瀏覽紀錄、網頁 Cookies

等均屬之。 

（二）第二部分：⼀般資料加工  

此部分主要分成三個章節，第一部分主要是名詞定義，界定出一

個規範適用的範圍；第二章大多規定均與 GDPR 相仿，僅有部分規定

內容與 GDPR 內容有些許差異，如：資訊控制者、公共權力與公眾機

構、與刑事定罪和犯罪或相關安全措施有關的個人數據等。第三章主

要針對 GDPR 無法規範到的部分，包含部分在英國的資料加工行為。 

（三）第三部分：資料保護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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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適用的對象為法案中所規定具有任何執法權限的個人、

團體或組織，以及與此相關的個人資料主體，主要針對的行為包括預

防、調查、偵查或起訴刑事犯罪或執行刑事處罰等行為。  

第三部分主要分成 6 個章節，析述如下：  

1.第⼀章—定義與範圍：主要是此部分規定中名詞之定義與範圍。  

2.第二章—原則：列出了6 項資料控制者必須遵守的資料保護原則，

以及必須遵守的各種資料保護措施。  

3.第三章—資料權利：揭示資料主體對抗資料控制者的若干權利，

包含接近權、更正權刪除或限制處理權等。  

4.第四章—資料控制者與處理者：對於資料控制者與處理者規定若

干資料保護義務，包括指派資料保護官、資料處理者處理資料不

得踰越資料控制者授權範圍、資料處理不得踰越必要範圍等。  

5.第五章—資料移轉至第三國家：確保如何以及何時將個人資料傳

輸到歐盟或國際組織以外的第三國。  

6.第六章—補充：提供其他的補充性條款。  

（四）第四部分：情報部門資料處理  

由於國家安全不屬於歐盟法律的管轄範圍，英國情報部門的行為

並不在 GDPR 或是 LED 管轄範圍。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第四部分特

別引入情報部門與處理個人數據的保護制度，該情報部門包含：國安

局、秘密情報局及政府通訊總部。此部分主要有 6 章節，與前項第三

部分大同小異。  

（五）第五部分：資訊專員 

為了達到 GDPR、LED 及數據保護法案的目的，英國特別設置了

資訊專員，資訊專員為國家監督機構，負責監督政府，使人民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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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政府單位持有個人資訊和個人資料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規範。第五

部分規定意旨在確保資訊專員辦公室能夠穩定運作，並列出該部門的

責任、權力及功能。  

（六）第六部分：執行  

第六部分主要規定資訊專員執法的權限、通知義務、通知後效果，

以及個人針對通知可以採取的行動等。另外，也規定了資料主體的救

濟程序、補救措施及相關的刑罰效果。 

三、日本36 

資訊通訊技術快速發展，巨量的數據的分析與使用帶來了新的商業

模式。然而，隨著個人隱私權的意識提高，舊個人資料保護法對於個人

資料保護的廣度及深度早已無法因應快速發展的科技與企業全球化的

潮流所帶來新型態的資訊流通。此外，含有個人資料的資訊流廣泛地跨

境流傳，亦提升了個人資料保護的難度。因此，日本在 2013 年將修訂

個人資料保護法納入日本「再興戰略」與「世界最先端 IT 國家創造宣

言」。  

日本 2015 年的修正案主要有 5 大重點，其包含：  

（一）調整個人資料的定義並使其明確化：具體內容包括新增「個人

識別符號」及「敏感性特種資料」。  

（二）強化個資保護規範內容：具體內容包括新增「去識別化資料」

及「去識別化資料事業」相關規定。  

（三）確保個人資料文件流通的正確性與妥適性，具體內容包括：  

                                                 
36
 同註 3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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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人時，必須確實記載相關資料的流通紀

錄；  

2.將「販賣個人數據資料庫」之行為入罪化；  

3.未得資料主體同意將其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人時採取選擇退出設

計制度。  

（四）個資情報處理全球化：新增域外管轄之效力。個人資料處理相

關事業在日本境外處理個人資料或將資料去識別化時須符合

日本個人資料法相關規定 

（五）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運作：2013 年，本政府依該年通過的「個

人識別標號利用法」設置特定個人資訊保護委員會（特定個人

情報保護委員會），在本次修法後，調整為現行體制。  

除了修法外，日本自 2016 年起與歐盟執行委員會積極溝通，於 2017

年與歐盟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將積極提升個人資料保護的水準，建立雙

方的信任感，並積極取得歐盟適足性保護的認可。經過多次的洽談後，

日本在 2019 年 1 月 23 日取得歐盟認可，歐盟委員會認定日本的個人資

料保護制度完善，歐盟域內的個人資料在符合相關規定下得跨境傳輸至

日本。 

四、其他國家37 

除了美國、英國、日本外，印度在 2018 年也提出個人資料保護草

案（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 2018），並已於 2019 年 6 月於國會

表決。另外，韓國在 2011 年便制定了個人資料保護法案（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其規範內容與 GDPR 相差不遠。而澳洲、

巴西等國家亦積極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巴西國內的個⼈資料保護

                                                 
37
 同註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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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Lei Geral de Proteçao de Dados（LGPD）之規範內容與 GDPR 幾乎相

同，該法案已於 2020 年 2 月生效；澳洲則在 2018 年修訂了國內的個人

資料保護法。 

 

第四節 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一、舊法制訂背景 

在個人資料保護領域內，最常被提及的兩個基本權利，主要為資訊

隱私權與資訊自主權，兩者概念形成分別來自內美國與德國。兩個歷史、

文化不同的國家，在建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時，大致上並無二致38。我

國釋憲實務就個人資料保護之標竿性指標為 2005 年第 603 號解釋文中提

到「維護人性尊嚴及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

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

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

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 條

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

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

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

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39可謂採美國資訊隱私權與德國資訊自決權

兩家之說，兼容並蓄。 

1990 年 9 月間，行政院鑑於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開始大量使用電腦

儲存、處理因業務需要所蒐集的民眾或消費者之個人資料，並廣泛予利

用，其流通與運用得當者，對於交易安全保障、整體經濟發展、社會秩

序維護與學術研究均有助益，然如有誤用或濫用情事，勢必嚴重侵害個

                                                 
38
 司法院，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 29 輯行政類第 1 篇，19（2012）。 

39
 同註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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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隱私，行政院爰指示法務部研擬與個資保護之相關法律，作為利用個

人資料與保護隱私權益的基本規範。 

1995 年 7 月完成「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三讀立法程序，並於

同年 8 月 11 日公布施行，在我國法制上有關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權益方

面，建立一重要之里程碑。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諸多規範，係參

照歐洲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所揭示的保護個人資料 8 大原則
40
及外國立法例所

制訂41。 

二、新法修訂沿革 

「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因實務運作窒礙難行，且社會進步快

速，前開法規已無法涵蓋實務上各項個人資料蒐集的樣貌。是時正好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體認電子商

務蓬勃發展，有關個人資料隱私權益之保護將日趨重要，於 2003 年初

成立個人資料隱私權保護分組（Data Privacy Sub-Group），研擬制訂 APEC

隱私權保護原則（APEC Privacy Principles），法務部利用參與的過程中，

積極瞭解各國的相關立法規定，並觀察國外實務的運作狀況，經與國內

諸多學者討論並召開公聽會聽取民間意見後，於 2004 年完成「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查。因對人民權益影響極大，

又涉及新聞媒體採訪自由等爭議，在數次討論審議後，於 2010 年立法

院第 7 屆第 5 會期完成三讀之立法程序，新法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料

                                                 
40
 OECD 指導綱領中有關隱私權保護之 8 大原則：1.限制搜集原則（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nciple）；2.品質保證原則（data quality principle）；3.目的明確原則（purpose specification 
principle）；4.限制使用原則（use limitation principle）；5.安全保護原則（security safeguards 
principle）；6.公開原則（openness principle）；7.個人參與原則（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8.責任原則（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41
 劉佐國、李世德，個人資料保護法釋義與實務，第二版，碁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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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法」，並於 2010 年 5 月 26 日由總統公布，因其中部分條文仍受爭

議，行政院爰公布爭議條文暫緩施行，再提修法，其餘條文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上路42。 

在民國 99 年的修法中，主要的重點有以下幾點： 

（一）擴大保護客體：落實對個人資料之保護，不再以經電腦處理為

限，爰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普遍適用主體：刪除行業別限制，涵蓋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團

體。  

（三）增修行為規範：嚴格限制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等五類特種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增修個人資料蒐

集、處理與利用之合法要件、告知義務、書面同意意涵、個資

外洩通知、拒絕接受行銷權利等規範。  

（四）強化行政監督：明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之行政

檢查權，違法者得裁處罰鍰與行政處分。  

（五）促進民眾參與：增訂財團法人與公益社團法人提起團體訴訟之

相關規定。  

（六）調整責任內涵：提高意圖營利犯罪刑度、領域外犯罪適用、提

高損害賠償總額、提高非公務機關罰鍰額度及代表人、管理人

或其他有代表權人之併罰。   

（七）除外適用條款（豁免本法適用）。 

由於本次修訂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甚嚴，與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相比對於受規範者衝擊過大，法務部甚至建議暫緩施行第 6 條、

第 54 條。為了回應學界與產業界之意見及需求，並兼顧隱私權保障及

個人資料合理使用，爰再次修訂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範圍包含第 6 條

                                                 
42
 同註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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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第 11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41 條、

第 45 條、第 53 條、第 54 條等條文，並經行政院令於民國 105 年 3 月

15 日施行。 

三、個人資料保護法簡介43 

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立法目的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其核心是為了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合理利

用。 

（一）適用客體 

所謂的個人資料，根據個資法第一章第 2 條第 1 項：「指自然人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

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另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補充解釋

間接方式識別：「……指保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

不能直接識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該特定

之個人。」如個人在購物網站會員之暱稱，結合會員購物之手機號碼、

寄貨地址等個人資料，則網站會員之暱稱也可認定為個資。其中，個

資法特別把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等資料歸納於

特種資料範圍內，明令此類資料除非特殊情形，不得蒐集、處理或利

用。 

個人資料保護並非毫無限制，人民的日常⽣活、工作、社交等常

涉及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若因單純的社交、家庭活動之目的而蒐

                                                 
43
 劉若芬，「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子報專

題報導（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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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處理個人資料仍須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將造成許多不便且

提升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另外，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個人在網路上

分享個人資訊，或是與他人之共同創作、影音資料等甚為普遍，若資

料持有處理人處理這類資料仍須取得其他當事人之書面同意，甚為不

便，且這類資訊通常在取得時已經經過當事人之同意，對於雙方適當

的合理使用應有預見且同意，應排除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而回歸民

法44，此乃就言論自由與資訊隱私自主權衡後，允許「公共場所影音

資料例外」之立法選擇，是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1 條第 1 項設有兩

種例外排除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的情形：1. 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

活動之目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2.於公開場所或公開活

動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之影音資料。 

（二）規範主體45 

在主體的規範上，個人資料保護法在民國 99 年修正後不再僅適

用於特定產業類別，只要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之個人或產

業均須適用。另外，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我國人民使用外國網站的情

形非常普遍，為避免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蒐集、處

理或利用我國人民個人資料而不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形成立

法上的漏洞，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1 條第 2 項將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

用範圍擴增，依該規定：「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在中華民國領域

外對中華民國人民個人資料蒐集、處理或利用者，亦適用本法。」故

中華民國領域外的機關蒐集、處理或利用我國人民個人資料亦應受到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 

                                                 
44
 李永然、田欣永，「企業如何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實施」，永然聯合法律事

務所網站，http://www.law119.com.tw/newdesign/comptaipei/personview.asp?kname=%A7%F5
%A5%C3%B5M&ktop=%A5%F8%B7%7E%A6p%A6%F3%A6%5D%C0%B3%A1m%AD%D
3%A4H%B8%EA&idno=6562&keywords=。 
45
 同註 3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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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資料蒐集之基本原則與處理要件 

個人資料處理基本原則有三：第一個原則為「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資料主體所擁有的權利已如前述，為避免侵害當事人的資料控制權，

資料持有者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思，避免以不符合當事人意思之方式處

理其個人資料。第二個原則為「誠信原則」，誠信原則原本是民法的

重要原則，個人資料保護法乃仿效民法之規定，將誠實信用原則作為

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的基本原則，以利日後爭議解釋上得遵循。

第三個原則為「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資料蒐集、利用及

處理的「特定目的」與「個人資料類別」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3 條

規定係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提供公務機關及非

公務機關參考使用。蒐集個人資料是否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需

以個人資料可能呈現的內容與蒐集的特定目的有無合理關聯判斷46。 

個資法主要從蒐集、處理和利用等三個層面，來規範個人資料的

合理利用。在蒐集個人資料時，個資法規定蒐集者應盡告知義務，除

了部分特殊情形外，必須盡到告知當事人的義務，應明確告知當事人

其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蒐集目的、資料類別、資料使用期間、

地區、對象及方式、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當事人選擇不提供

個資時，對其權益之影響。處理與利用個資時，必須於個資法所明訂

之特定目的之規定範疇內，並與原先蒐集目的有關聯，不得擅自挪用，

並在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要求，刪除、停

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除了蒐集個資必須符合特定目的，蒐集者必須盡到告知義務外，

個資當事人也有可行使之權利，包括了查詢、修改、補充個資，要求

                                                 
46
 同註 33，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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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資副本、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個資，或者要求直接刪除

個資，而且這些權利是不得被事先要求放棄或以合約限制的47。 

（四）資料所有權人的權利48 

資訊自決權係指個人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將個人資訊交付與提供

利用。個人資料非經個人同意，不得任意蒐集、儲存、運用與傳遞。

資訊自決權賦予個人對於其自身相關的資訊，能擁有決定在何種範圍、

於何時、向何人、以何種方式加以揭露或處分使用的自主權，此即賦

予個人對個人資訊得擁有自我決定之權。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

規定，資料所有權人享有的權利包含：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47
 同註 43。 

48
 同註 33，167-168。 



42 

 

圖 2  個人資料之當事人所擁有之權利 

資料來源：劉若芬，「認識個人資料保護法」，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

心電子報專題報導（2012）。 

個人資料保護法強調對於個人隱私的保護，資料主體的查詢請求

權、請求資料控制者給予複本可說是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保障

人民就其個人資料享有知悉與控制權」的回應，蓋資料主體之知悉權

與資料控制權之實踐須先瞭解其資料被蒐集、利用及處理的情況，資

料主體若知其個人資料有誤或是不完整，進而侵害其個人權益時，得

請求資料控制者停止蒐集、利用、更正或是刪除，且資料控制者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契約限制資料主體上開的權利。  

然而，資料主體行使其權利亦非全無限制。首先，資料控制者在

執行職務或是業務時，可能無法一經資料主體請求停止蒐集或處理其

個人資料即停止，是以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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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資料控制者一經當事人請求即應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惟例外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是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則不在

此限。另外，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0 條規定，若有「妨害國家安全、

外交及軍事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利益」、「妨害公務

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利益」之情

形，當事人請求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本之權利亦會受到限制。 

（五）罰則：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責任分別有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及行政責

任。在以往，若發生個資遭到不法蒐集、處理、利用等糾紛時，受害

者必須親自舉證，獨自進行訴訟，新的個資法規定，不但舉證責任歸

屬於被告機關的責任，也建立團體訴訟機制，可由公益團體出面代表

所有受害者進行訴訟，發揮民間團體之力量，保護受害者。除此之外，

更提高相關刑事與民事責任，落實保護個人資料制度。 

四、現行資料保護機制的困境49 

處於網路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大數據環境之下，巨量資料技術的應

用，其「量變造成質變」的特徵，也造成隱私侵害風險屬性的改變與狀

態的變遷，並且隨著智慧演算法、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等科技的精進，

更擴大風險範圍與實現的可能性。 

（一）個人資料性質改變 

在今日的數位環境，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對於個人資料的二分

法定義，可能失去規範上的意義。有兩個主要原因：1.巨量資料的蒐

集、處理、利用過程可能都不涉及特定的個人可識別資訊（personal 

                                                 
49
 同註 11，13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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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但作用結果會造成隱私侵害；2.巨量資

料技術得輕易將「去識別化」資料的回溯為可識別資料（identifiable 

data）。也就是說，巨量資料技術可藉由非個人可識別資訊（non-PII）

的蒐集、處理、利用產生識別特定個人的效果；並且還可透過其他非

個人資料的比對，再識別化（re-identification）資料主體。 

Paul M. Schwartz 與 Daniel J. Solove 即指出，現今商業組織的個人

化「行為行銷」（behavioral marketing）運作機制的過程，可能完全不

牽涉到個人可識別資料（PII）的利用，商業組織利用 cookies、flash 

cookies 等技術，不僅可追蹤使用者於其網站的瀏覽紀錄，還可追蹤使

用者在整個網際網路的活動，這些都不屬於傳統對於個人可識別資料

的範圍之內。並且，重點在於商業組織利用巨量資料進行統計相關性

的知識生產，其聚焦於特定群體的分類，因此它的分析結果並不必須

要得出可識別「特定」個人的資料，而是利用群體的識別因素，影響

個人可觸及的廣告、服務、內容。 

（二）告知與同意機制無效 

「告知與同意」（notice and consent）機制，一般認為是目前具備

個人資料保護或隱私規範的國家，所採納之最重要也最具支配性的資

料保護機制，查我國個資法第 7 條、第 8 條、第 15 條、第 19 條

有關當事人同意與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有關蒐集個人資料的告知事

項的規定，亦將「告知義務」與「同意」相互連結，確立了「告知與

同意」的原則。藉由賦予當事人對個人資料的控制權，讓當事人得自

行選擇有關個人資料是否流通的權利，保障其對於「是否揭露其個人

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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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H. Cate 早在 2006 年即提出「告知與同意」機制在操作層面

所面臨的 7 個困境50。而 Cat 則於 2016 年針對「告知與同意」機制面

對巨量資料挑戰時另外提出 8 個困境： 

1.複雜性（complexity）：鑒於大量資料使用的根本複雜性，因此告

知事項必須使用複雜的文字敘述，而使用者卻普遍缺乏理解的能

力。  

2.不可接近性（inaccessibility）：巨量資料時代下，大量資料的產生

與蒐集都不在資料主體可察覺與控制的範圍，隨處可見的監控攝

影機等都可以是蒐集資料與產生資料的來源。 

3.無效率（ineffectiveness）：對於商業組織而言，許多的資料是經由

第三方取得。在巨量資料的脈絡下，無所不在的資料蒐集與資料

流通，和難以計數的資料處理者，都使得以使用者選擇作為保障

隱私的單一原則越趨不切實際。 

4.選擇假象（the illusion of choice）：在數位社會下，當使用者被迫

必須要換取提供個人資料才能夠使用商品或服務時，或告知事項

過於空泛，都導致告知與同意機制雖然完成，使用者實際上行使

的是「未被告知的同意」（uninformed consent）。  

5.不適當的隱私保障（inadequate privacy protection）：目前極度仰賴

「告知與同意」機制的事實產生一個重要的誤解，就是同意等同

於完成隱私保障的責任，而忽略其他的隱私保障機制。  

                                                 
50
 Fred H. Cate, “The Failure of 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 Principles, i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AGE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344、357-369 (Jane K. 
Winn eds., 2006)。其中所提 7 個困境分別為 1.多數人並不會真正閱讀商業組織所提供的
告知事項；2.即便閱讀告知事項，多數人並無法真正理解其內容；3.商業組織實際落實
「告知」與使用者行使「同意」的執行成本過高；4.在特定脈絡下的資料利用，若取
得使用者同意，則會削弱其功能，如信用評等系統；5.若勾選「我同意」（I accept）
是開通某項服務或帳戶的必要步驟，則使用者僅能選擇接受或放棄使用該服務；6.並
非所有國家都嚴格適用公平資訊實踐原則；7.資料處理者對於資料保護規範的遵循，
最大化的聚焦於取得使用者的同意，而忽略資料流通時的資訊隱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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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錯誤二分（false dichotomy）：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過於簡

化的將個人資料二分為「可識別」及「不可識別」或「去識別」

的資料，前者受個人資料規範或隱私規範保障，後者則不一定。

但在巨量資料時代，只要具備一定的資料比對，即便是去識別化

或匿名化的資料都可重新識別特定個人。 

7.個人承擔責任（burden on the individual）：在資料流通速度大量增

加的巨量資料時代，將隱私保障連結於個人同意，實際上並非給

予個人控制的權利，而是強加個人作出未準備好的選擇義務，並

承擔其選擇的後果。 

8.造成個人與社會損害的選擇（choice as a disservice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最後，一次性允許的「告知與同意」機制，會使得某

些具有公共利益或社會利益的研究難以推動。重點在於，我們愈

依賴「告知與同意」機制，就愈可能限制那些潛在的、但並不一

定與最初資料蒐集目的不相容的資料再利用行為，而有可能抹殺

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利用機會。 

（三）資料汙染  

巨量資料與演算法分析，對於傳統個人資料保護機制，所造成的

另一個威脅就是所謂的「資料汙染」（data pollution）現象。資料汙染

的現象說明，即便個人完美控制其個人資料流通，但是他的個人可識

別性卻可能經由他人無意間提供的資訊所揭露。巨量資料的全面蒐集

能力，可使得我們所揭露的有關他人的資訊持續被蒐集、分析與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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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的再思考 

綜上，個人資料保護機制隨時代變化不斷的調整，但依法可以保

護的資料為資料所有人直接提供的；而依法可以管轄的範圍，則為直

接取得個人資料的機關。然而，在數位時代下，各事業透過直接或間

接取得個人資料，又經過數位資料處理技術分析與再利用，個資的型

式或流通管道愈來愈多元、複雜，或許已經超脫個人資料保護規範所

能管制的範疇。 

大數據時代，取得大量個人資料與相關數據成為事業經營要素之

一，藉由取得大量數據資料進行分析，事業得以提升商品（或服務）

的品質，或藉此強化其競爭力。因此，當蒐集個資或數據成為擴增市

場力的條件之一，那麼各個事業應該會無所不用其極設法獲取大量的

個資或數據，以作為其增強競爭力的要素。所以，當個資法不足以保

護個人資料時，適度以競爭法角度介入個資或數據取得之行為，規範

事業應妥適處理隱私權保護的作為，或許是個可思考的方向。 



48 

 

第四章  隱私權與競爭法 

 

第一節 背景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和競爭法的交錯問題並不是現在才出現，這個議題受

到重視是因為個人資料和數據的蒐集與使用已成為現在經濟發展不可

或缺的重要部分。在過去，事業利用商業資料（commercial data）進行反

競爭行為以取得市場優勢地位的案例屢見不鮮，而在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成為可交易的商品之後，事業則可利用其獨家近用的個人資料取

得市場地位。倘事業擁有大量的商業及個人資料，將使其相較於競爭對

手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此愈來愈多的聲音呼籲競爭法主管機關將

個人資料保護納入反競爭行為的分析。 

前歐盟主管競爭事務的執行委員 Margrethe Vestager 將個人資料形容

為網路的新貨幣（the new currency of the Internet），而隱私權則是這種新

貨幣交易時所產生的副產品。當非法蒐集或探勘數據資料時，隱私權就

變得很重要，這增加了從事反競爭行為的可能性。 

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和利用過程中所涉及的反競爭行為主要有兩

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是，個人資料在未經同意之下被竊取或利用以提

升市場支配力；第二種情況則是，網路或平臺藉由取得之個人資料損害

競爭，從而導致經濟效率低下。首先，事業對數據資料的蒐集及探勘

（mining）或許能為消費者帶來許多好處，例如：改善服務、精準推薦

產品或提供免費的數位內容。但是消費者為取得相關網路服務的代價，

已不僅僅是網頁旁閃爍的橫幅廣告（banner advertising）或是定時出現的

廣告插播（advertising break）；事業在數據探勘過程中可能會對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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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同程度的侵擾，並從其中獲得了特定的資訊，藉此為自身創造獲

取競爭優勢的有利體系或環境，而使無法取得該特定資訊或不具備也無

能力進行數據探勘的競爭對手處於不利的局面。其次，對於與個人資訊

相關之數據資料保護的憂慮，尤其是對隱私權侵害的疑慮，更是與日俱

增。而網路用戶對於自身隱私權的保護更是難以掌控，因為不瞭解或是

被刻意誤導，實務上不瞭解被追蹤（tracking）的行為範圍，而相關資料

卻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個人識別資料及訊息。人們對於網路平臺、系統及

設施如何蒐集及使用其數據資料並不理解，亦不清楚相關資料會如何被

使用，在此種欠缺掌控權的情況下，更遑論保護自身隱私權不被侵害。

正如同 Stucke & Grunes 所描述的：「消費者覺得挫折，覺得已無法控制

個人的資訊。消費者不知道誰取得了他們個人的資訊、什麼資訊已被使

用、何時及如何被使用、以及使用對其隱私之意義」51。 

有學者提出疑問，透過 cookie 及網路信標（web bug）秘密蒐集電腦

用戶的上網習慣等數據資料之行為在何種程度下應該要被禁止。倘若允

許，是否有告知服務網站的用戶之義務？倘若禁止，則秘密蒐集、探勘

數據的行為就等同於數據竊取。而大多數的服務、網站或平臺用戶都經

由所謂的隱私政策（privacy policies）通知，一定程度上暗默（implicit）

同意（consent）相關事業的數據蒐集行為。主要的爭議點應是在於所謂

「同意」的有效性，因為同意可以實質或暗默同意的方式表達，而具體

判斷則取決於各國法律或超國家組織規範。 

從關鍵設施的角度去看待數據資料，賦予其他競爭者近用具支配力

平臺所積累的數據，毫無疑問的有助於消除進入障礙並促進競爭；但是

從隱私權的角度來看，其所造成個人資料的散布，則必須要嚴肅以待，

而個人資料可攜性（data portability）可以降低交換成本，也會促進平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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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https://www.lawbank.com.tw/treatise/pl_issue.aspx?IID=PI04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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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社群網路）之間的競爭。 

因此一直有呼聲認為反托拉斯法有必要針對案件事實涉及數據集

（dataset）時，例如支配地位、限制行為或結合審查中，數據集所扮演

之角色進行評估，並認為當任何規模的數據集包含法律所定義的個人資

料，而這些資料並被用於獲取支配地位時，競爭法就應當要介入，去評

估相關數據資料潛在或實質的危害，因為這些數據資料正被用來建構一

種將競爭對手拒之門外的環境。 

吾人所面臨的挑戰並不僅僅在於判斷競爭法介入隱私保護的必要

性，更需將競爭法與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規或機制配合運作以保障隱私

權，並確保這兩種規範之間的衡平。而數據保護（尤其是個人資料數據）

與反競爭行為之間在判斷上往往只是一線之隔，各國政府一方面期望商

業和個人資料能獲得保護，另一方面不想扼殺事業創新，因此也使得這

條界限變得更加模糊。 

 

第二節 外國執法案例介紹 

近年來競爭法主管機關與學術界對隱私權問題的關注度日益增加，

惟目前對於隱私保護是否應納入競爭法執法仍具爭議性。雖然競爭法與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關注重點並不相同，但是隨著事業反競爭行為中往往

涉及了大量個人資料的使用，從而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也隨之受到重視，

而競爭法和個人資料保護法兩者確實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消費者保護

功能。 

支持將隱私權保護納入競爭分析框架者認為，隱私權保護屬於非價

格競爭的一環，而因為結合或其他反競爭行為所導致的非價格競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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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當然屬於競爭法的規範範疇。而持反對論者則認為，隱私權保護並

不符合競爭法的規範目的、隱私侵害難以量化評估、競爭法的矯正措施

並無法處理隱私權問題、仍有其他法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可以處理隱私

權問題、若將隱私權考量納入則會降低競爭法執法的確定性等，因而不

適宜將隱私權問題納入競爭分析的框架。 

對於個人資料與反競爭行為之間是否確實存在問題，引起了廣泛的

爭論。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面對 Google 與 DoubleClick 結合後可

能引發的隱私質疑，於決定書中明確指出其並非隱私權的主管機關，亦

無權審查與反托拉斯審查目的無關的事項，但仍針對事業結合後對非價

格競爭（例如消費者隱私）產生不利的影響進行評估。在個人資料保護

法發展領先的歐洲也是如此，歐盟法院 2006 年在 Asnef-Equifax 一案對

於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間可能存在交錯所提出的結論是，個人資料

與競爭法間並無相關；而早期時，歐盟執委會則在 Google/DoubleClick

案 中 拒 絕 將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納 入 競 爭 法 案 件 的 評 估 中 ， 並 在

Facebook/WhatsApp 的結合案中指出，「……對於因該交易造成 Facebook

所控制數據越來越集中，而引起任何與隱私權相關的疑慮，並不屬於歐

盟競爭法規範的範圍，而是屬於歐盟資料保護規範的範疇」52。而這樣

的法律思維隨著科技的發展及時間的推移開始改變，在 2016 年德國聯

邦 卡 特 爾 署 （ Bundeskartellamt ） 和 法 國 競 爭 委 員 會 （ 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聯合發表的「競爭法與數據（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報告中明確表示，「儘管某些特定的法律工具可解決個人資料中的敏感

議題，但並不意味著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不相干（the fact that some specific 

legal instruments serve to resolve sensitive issues on personal data does not 

entail that competition law is irrelevant to personal data）」。 

                                                 
52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

EN.pdf, 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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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存在諸多爭議，但近年來全球競爭法執法中部分案例已經開始

對隱私問題予以回應。以下針對涉及隱私權分析的幾個重要案件進行介

紹： 

一、Google/DoubleClick 結合案 

（一）背景說明 

Google 在 2007 年 4 月 14 日宣布以 31 億美元收購網路廣告廠商

DoubleClick，其最受爭議的議題包括反托拉斯及隱私權問題。收購

DoubleClick 之後，Google 於網路廣告市場的市場力將進一步提升，從

而引起競爭法主管機關的注意，微軟及 AT&T 等公司亦明白表達對兩

者結合的疑慮，因 Google 已經控制了大部分網路搜尋廣告市場，讓兩

家最大的網路廣告供應商結合，將大幅降低網路廣告市場的競爭。而

其他包括隱私權團體及歐盟也質疑合併後所產生的隱私權問題，因為

這將使得 Google 能夠掌控大量的用戶個人資訊。 

DoubleClick 提供網路廣告平臺服務給廣告主（advertisers）、網

路廣告媒體（publishers）及廣告代理商（agent）和管理技術的公司，

其所提供的網路廣告服務主要以圖形廣告（graphical advertisements）

為主。相對的，Google 主要業務係銷售其搜尋引擎（www.google.com）、

Youtube 頻道及第三方網站的網路廣告空間給廣告主，所提供的是網

路廣告服務為文字廣告（text-based advertisements）。其係透過 AdSense

和 AdWords 投放廣告，此外亦擔任廣告主及網路廣告媒體在第三方網

站上買賣廣告空間的中介商，因此，AdSense 的用戶不會直接與廣告

主就出售廣告空間進行協商，而是由 Google 代表；同樣的，AdWords

客戶也不會直接與網路廣告媒體協商，而也是由 Google 代表。因此，

Google 欲透過此結合案使其在網路廣告平臺上取得領先地位，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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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術設備53。 

圖 3  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的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Lantern Tseng，「程序化廣告新手村-廣告生態」，https://medium.com/@lant

erntseng/%E7%A8%8B%E5%BA%8F%E5%8C%96%E5%BB%A3%E5%91%8A

%E6%96%B0%E6%89%8B%E6%9D%91-%E5%BB%A3%E5%91%8A%E7%94

%9F%E6%85%8B-e6e356c29ad9。 

 

（二）澳洲 ACCC 的立場54 

澳洲 ACCC 率先於 2007 年 10 月 30 日宣佈，將不會干預 Google

收購 DoubleClick 的交易。ACCC 審查時聚焦於網路廣告市場，調查的

重點在於 Google 的廣告媒體（publishers）網路和 DoubleClick 的廣告

服務的結合，是否會增加網路廣告媒體和廣告主投放廣告的成本。

                                                 
53
 馮秋蕙，數位匯流下市場界定之實證分析—以台固媒體與凱擘之結合案為例，國立

中山大學經濟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20（2011）。 
54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ers/documents/D07%2B111568.pdf.  

https://medium.com/@lanterntseng?source=post_page-----e6e356c29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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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指出 Google 和 DoubleClick 經營的業務類型並不相同，在廣告

服務市場並無競爭關係，而該市場中仍有其他競爭對手的存在能與

Google 和 DoubleClick 相抗衡，因此認定兩者結合之後不太可能實質減

損市場競爭。 

（三）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立場55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歷經 8 個月的調查，在 2007 年 12

月 20 日表示，Google 與 DoubleClick 結合不太可能實質減損競爭，因

此不會阻止該收購案。但指出網路廣告的市場持續且快速地發展，預

測其未來狀況並非易事，FTC 將密切關注這些市場，如果 Google 從事

非法搭售或其他反競爭行為，FTC 將會迅速採取行動。 

FTC 調查後發現，網路廣告空間來源可分為搜尋引擎廣告及內容

供應商（content providers）廣告。所謂的內容供應商指的也就是網路

廣告媒體（publishers in the online advertising business），其行銷方式可

能是透過中介商（ad intermediation firm）銷售，或者利用第三方伺服

器（third party ad server）直接銷售，三者間並不具競爭關係。首先，

搜尋引擎廣告及內容供應商廣告兩者間並無替代關係，因為廣告主的

決策與其目的有關，即廣告主購買搜尋廣告主要為了提供活動訊息或

尋找潛在客戶；如果選擇內容供應商之廣告空間則是想要直接接觸目

標客群，因此兩者的銷售及價格並不會相互影響56。其次，內容供應

商透過中介商銷售或利用第三方伺服器直接銷售的通路間亦無替代

關係，因為從廣告客戶的觀點來看，兩者並無替代性，前者客戶無法

確保廣告出現在其需求的網站或位置，而後者客戶則能保持對廣告的

                                                 
55
 Statement of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FTC 

File No. 071-017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418081/071
220googledc-commstmt.pdf. 
56
 同註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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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並確保廣告出現在直接銷售的位置。 

FTC 從 3 個面向分析了潛在競爭損害（potential competitive harm）。

首先，它試圖確定 Google 與 DoubleClick 結合後是否會對兩家公司間

的直接和實質性競爭造成威脅，由於兩者在相關市場皆非直接競爭對

手，故無需進一步分析。其次，如果結合可能消滅在這些市場上的競

爭者，則將引起反托拉斯問題。但證據顯示，該市場中事業間的競爭

非常激烈，即使 Google 成功進入相關市場，也不會對競爭產生重大影

響。最後，對於 Google 收購 DoubleClick 後，是否會利用 DoubleClick

在第三方廣告服務市場中的優勢，獨厚其廣告中介平臺 AdSense，從

而損害競爭，FTC 表示，只有在結合後事業在相關市場享有支配力的

情況下，才會有反競爭疑慮，由於尚無證據顯示 DoubleClick 在第三方

廣告服務市場中具有市場支配力，因此在結合後，Google 不太可能有

效地封鎖相關廣告中介市場的競爭；或對 DoubleClick 的第三方廣告服

務產品進行操縱，從而在廣告中介市場上對 Google 的競爭對手造成不

利影響。另因結合所產生的消費者和競爭數據的整合亦不太可能減損

害廣告中介市場中的競爭57。  

FTC 在一開始決定書即表明，隱私權問題固然重要，但 FTC 對於

結合案進行反托拉斯審查的目的是在識別及矯正損害競爭的交易，且

FTC 並非隱私權之主管機關，亦無權審查與反托拉斯審查無關的事項。

惟 FTC 仍針對兩事業結合對非價格競爭（例如消費者隱私）產生不利

影響的可能性進行調查研析，但認為仍不足以作為反對相關交易的理

由58。當時 FTC 的委員 Pamela Jones Harbor 發表了聲明，擔心 Google

                                                 
5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07/12/federal-trade-commission-closes-goog

ledoubleclick-investigation.  
58
 原文如下：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ommission has been asked to block a merger,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transaction is not likely to create, enhance, or facilitate market power in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statutes we enforce. The Commission has been asked before to interv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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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oubleClick 結合後，將剝奪消費者有意義的隱私選擇權59。 

（四）歐盟執委會的立場60 

歐盟執委會於 2008 年 3 月 11 日表示無條件通過 Google 收購

DoubleClick 的申報案。該委員會於 2007 年 11 月就該案進行調查，認

該交易尚不至於對廣告投放（ad serving）還是網路廣告中介服務市場

（intermediation in online advertising）的消費者造成損害。 

執委會調查後發現，Google 和 DoubleClick 並無競爭關係，即使

DoubleClick 有可能成為Google 在網路廣告中介服務市場的競爭對手，

但兩者結合後仍可能有其他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加入市場，因此，執

委會認為該收購案並不會對相關市場的競爭產生不利影響。另有利害

關係事業對於 Facebook可能透過 DoubleClick 在廣告投放市場的地位，

提高中介業者廣告投放的成本：或憑藉 Facebook 本身在搜尋廣告及廣

告中介服務市場的力量，要求使用 DoubleClick 工具提出質疑。執委會

認為雙方結合後，用戶（廣告媒體/廣告主/廣告網路）仍可轉換使用

Microsoft、Yahoo!或 AOL 的替代服務，並無重大證據顯示會壓縮競爭

                                                                                                                             
in transactions for reasons unrelated to antitrust concerns, such as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quality or impact on employees. Although such issues may present important policy questions for 
the Nation, the sole purpose of federal antitrust review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s to identify 
and remedy transactions that harm competition. Not only does the Commission lack legal 
authority to require conditions to this merger that do not relate to antitrust, regulating the privacy 
requirements of just one company could itself pose a serious detriment to competition in this vast 
and rapidly evolving industry. That said, we investig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transaction could 
adversely affect non-price attributes of competition, such as consumer privacy.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a conclusion that it would do so. We have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privacy considerations, as such, do not provide a basis to challenge this 
transaction. 
59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statement-matter-google/d

oubleclick/071220harbour_0.pdf.  
6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731_20080311_2068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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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的生存空間，而且也沒有動機在廣告投放市場封鎖競爭對手61。 

執委會評估了 Facebook 及 DoubleClick 數據資料的整合是否將阻

礙競爭，雖然隱私權並不在執委會考量範圍之內，但其仍指出參與結

合事業仍須遵守歐盟對隱私權及數據資料相關規定賦予之義務62。 

二、Facebook/WhatsApp 結合案 

（一）背景說明 

WhatsApp 是提供即時通訊服務（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的公司，

與 Facebook 相同的，都會從用戶端蒐集數據資訊，但是在消費者隱私

方面卻提出不同的承諾和聲明。WhatsApp 就其蒐集、維護及與第三方

共享的資料性質做出限制，承諾範圍遠超過了當時 Facebook 對用戶承

諾的保護範圍，WhatsApp 保證不會從使用者通訊錄或聯繫人列表中，

蒐集行動電話號碼以外的個人資料（如：姓名、電子郵件、地址或其

他聯繫訊息），亦不會蒐集用戶的位置資訊，也不會複製、保留或儲

存由 WhatsApp 服務傳遞的郵件內容；且在未經使用者同意的情況下，

並不會透過所蒐集的使用手機號碼或其他個人身分資訊發送商業或

行銷訊息，或將相關資訊出售或與其他第三方事業共享作為商業或行

銷用途，且並向使用者象徵性收取 1 美元年費，因而建立了數量可觀

的用戶群。而 Facebook 的基本營利模式是根據用戶的性別、年齡與其

                                                 
6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08_426.  

62
 歐盟決定 Case No COMP/M.4731 – Google/ DoubleClick （368） This Decision refers 

exclusively to the appraisal of this operation with Community rules on competition, namely 
whether the merger is compatible with the objectives of the Merger Regulation in that it does not 
imped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this Decis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obligations imposed onto the parties by Community legisl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Irrespective of the approval of the merger, the new entity is obliged in its day to day 
business to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rights recognised by all relevant instruments to its users, 
namely but not limited to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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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質分析後精準的投放廣告。 

Facebook 在 2014 年 2 月宣布以 190 億美元（最終收購價格為 220

億美元）收購 WhatsApp 後，美國網路使用者權益保護的非營利團體

電子隱私資訊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EPIC）與數

位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CDD）隨即向美國 FTC 遞

交陳情書63，要求阻止這筆交易，除非 Facebook 能夠確保不將 WhatsApp

擁有的 4.5 億名用戶隱私資料導入其商業模式，並表示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的舉動，將使得 WhatsApp 用戶的隱私資訊暴露於廣告與商

業用途。認為這個收購案係不公平及欺罔的交易行為，強烈要求 FTC

介入調查。 

雖然 Facebook 多次表明，收購後 WhatsApp 依然會以獨立公司的

模式運作，且使用用戶資料的方式絕對不會改變，也會繼續維持原有

的隱私權及安全性政策。由於 Facebook 並非沒有變更被收購公司隱私

權政策的前例，照片及視訊分享社群軟體 Instagram 在 2012 年 4 月時

被納入 Facebook 旗下，其隱私權政策與服務條款即在同年 12 月被修

改，允許廣告商向使用者「提供更精準的行銷服務」，引起大批使用

者揚言出走64。 

（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立場 

本案於 2014 年 4 月通過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競爭審查，該委員

會並未針對本案進一步發動調查，而是由當時「消費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的局長 Jessica Rich 致函給 Facebook，表示

                                                 
63
 The 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 and The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C

omplaint,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Injunction, and Other Relief Submitted”, https://www.
democraticmedia.org/sites/default/files/WhatsApp%20Complaint.pdf.  
64
風傳媒，「臉書買 WhatsApp 用戶資料門戶大開？」，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8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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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應持續落實 WhatsApp 對消費者的隱私權保護政策承諾65。倘

若不遵守對使用者所做的隱私權承諾；或在沒有得到消費者明確同意

的情況下，公司不能以與蒐集數據資料時所做的承諾實質上不一致的

方式使用數據資料，可能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5 條的規定所稱之欺罔行為（deceptive practice）或

是不公平競爭行為（unfair practice） 66。 

（三）歐盟執委會的立場 

Facebook 於 2014 年 8 月底主動與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聯繫，要求審查這宗收購案。此舉雖然可能使此交易遭受歐盟的

正式調查，但卻得以避免分別受到歐盟會員國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NCAs）審查的繁重負擔。歐盟執委會最後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做出

決定，認定 Facebook 與 WhatsApp 結合後，並不會對歐盟經濟區域（EEA）

內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以及網路廣告服務市場

競爭造成影響，故未對本收購案持反對意見，理由如下： 

1.市場界定 

Facebook 與 WhatsApp 兩者均為美國公司。Facebook 為社群網路

服務平臺，旗下另有消費者通訊服務軟體 Messenger，及圖片、影片

分享平臺 Instagram，這些服務可透過一般個人電腦、智慧手機與平

板電腦上的應用程式提供。Facebook 蒐集並分析社群網路平臺上的

使用者資料，使廣告商能針對平臺上特定使用者投放目標式廣告

（Targeted advertising）。Facebook 全球約有 13 億用戶，而 Messenger

有 3 億用戶。WhatsApp 係透過行動通訊軟體提供消費者通訊服務，

                                                 
65
 同註 51，18。 

66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297701/140410facebookwhatap

plt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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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在個人電腦及平板電腦提供相關服務，亦未提供廣告服務，全

球約有 6 億用戶。而本結合案所涉及的相關市場包括消費者通訊服

務市場（consumer communications services）、社群網路服務市場（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以及網路廣告服務市場（online advertising 

services），市場界定說明如下： 

（1）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 

主要是讓使用者能與其朋友、家庭成員或他人，進行即時聯繫

的多媒體通訊服務，而在產品市場界定上，僅限於消費者通訊服務，

而排除企業通訊服務。鑑於消費者通訊服務在平臺、作業系統或功

能性上，對市場競爭影響可能有所不同，須逐一檢視。首先，在平

臺部分，由於 WhatsApp 僅於智慧手機提供服務，且並無意發展到

其他平臺，故將本案市場限定於透過智慧手機的消費者通訊服務。

其次，在作業系統部分，依據市場調查的結果，則不特別區隔 Android

或 iOS 系統上之消費者通訊軟體。最後，在功能部分，依據調查結

果顯示，雖以不同方式提供通訊服務（如簡訊、照片、影片、通話

等），但並不足以針對特定功能進行區隔，或劃分不同的市場。此

外，依市場調查結果顯示，相關服務與傳統電信通訊服務（traditional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services），如語音通話、簡訊、多媒體訊

息、電子郵件等間具有替代性，因此將傳統電信通訊服務納入考量。

總而言之，在產品市場的界定，本項市場範圍納入傳統電信通訊服

務，但僅侷限於智慧手機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服務（consumer 

communications apps for smartphones）。至於在地理市場的界定部分，

執委會認定本案縱使非屬全球市場，也至少應是在歐盟經濟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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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之內67。 

（2）社群網路服務市場 

社群網路服務讓用戶之間能透過網路或 app 連結、分享、通訊

及表達意見，其服務通常是不具金錢對價的，但透過廣告或付費進

階服務（premium services）獲得收益。在產品市場的界定部分，由

於社群網路服務仍未有普遍的定義，而 Facebook Messenger 及

WhatsApp 雖然在用戶溝通服務功能上與社群網路有所重疊，但對於

訊息回復及時性要求、訊息分享的對象範圍等卻有所差異，對於是

否屬於社群網路服務的潛在市場，執委會決定採取開放的定義。至

於在地理市場的界定部分，執委會認定本案縱使非屬全球市場，也

至少應是在歐盟經濟區域（EEA）之內68。 

（3）網路廣告服務市場 

社群網路平臺 Facebook提供的是網路廣告服務而非搜尋廣告，

而其所屬 Messenger 則未提供任何廣告服務。此外，Facebook 會蒐

集平臺用戶的資料進行分析，以供廠商進行目標式廣告的投放，但

相關資料僅供分析作為平臺上廣告空間（advertising space）投放的

使用，並未作為單獨商品（stand-alone product）進行販售。被收購

的 WhatsApp 則未有任何廣告服務，亦未有以廣告目的蒐集用戶個

人資料之行為，且用戶的通訊資料並非儲存在 WhatsApp 的伺服器，

而是儲存在用戶個人的行動通訊設備或其指定的雲端空間。而執委

會延續 2008 年 Google /DoubleClick 及 2010 年 Microsoft/ Yahoo!結合

                                                 
67
 宋佩珊、鄭嘉逸、許芳瑜、楊証淙、黃上川、林玉書、陳雨平，通訊傳播事業投資

整併對產業相關影響及監理機制之委託研究，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委託研究報
告，93-94（2018）。 
68
 同註 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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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對廣告市場的見解，將廣告市場區分為網路廣告（online advertising）

及非網路廣告（offline advertising）空間。但對於是否要細分為搜尋

廣告和非搜尋廣告則未有結論，另網路行動廣告（mobile advertising）

與網路靜態廣告（static online advertising）雖存有相當之差異，但未

來差異可能會減少，對於是否應再予細分，未有定論但亦不排除任

何可能性。至於地理市場界定部分，其認定網路廣告地理市場應以

國家或歐盟經濟區域（EEA）的語言區為準69。 

2.歐盟執委會之分析 

（1）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70： 

執委會調查後發現，相關市場競爭的主要驅動力主要在於－ 

a.所提供的功能（the functionalities offered）：消費者會根據自身特

定 需 求 同 時 使 用 多 個 手 機 通 訊 應 用 程 式 ， 稱 為 多 重 歸 屬

（Multi-homing），而應用程式業者主要透過功能上的創新服務

爭取客戶，而根據執委會調查結果顯示，最關鍵的領域為①通

訊服務的可靠性，這直接影響到服務評價及對用戶的吸引力；

②隱私和安全性，其重要性雖因用戶不同而異，但愈來愈受到

重視。 

b.基礎網路（the underlying network）：對消費者而言，倘若其通訊

對象也是同樣應用程式服務的用戶，得到的效益最大，因此，

用戶群的相關性（relevance of the user base）似乎比其整體規模

（overall size）更為重要。但實際上，對用戶而言，網路規模可

                                                 
69
 同註 67，94-95。 

70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

EN.pdf, 15-26.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7217_20141003_20310_396213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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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兩個面向為用戶帶來價值：①規模較大的用戶基礎可能

表示現有聯繫對象已經在使用相同之通訊應用程式；②規模較

大的網路將提供更多取得和發掘連繫對象的機會。此外，價格

是影響消費者選擇通訊應用程式的一個重要因素，用戶對價格

非常敏感，並期待免費得到服務，在這行業中，幾乎所有應用

程式服務業者對消費者都不收取任何費用，僅有極少數的例外，

例如：Threema 與 WhatsApp。 

c.執委會的觀點： 

（a）市場占有率 

本案兩事業結合後在歐盟經濟區域（EEA）的智慧手機消費者

通訊應用程式（apps）服務市場占有率為 30~40%（根據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5 月間的統計資料顯示，WhatsApp 市占率為 20~30%；

Facebook Messenger 市占率為 10~20%），而全球市場的占有率應該

更低。雖然上述市占率很有可能被低估了，但執委會尚無足夠資

料推翻結合事業所提出的數據，且消費通訊行業是一個新興且快

速成長的行業，特點就是事業更迭頻繁和較短的創新周期，高度

的市場占有率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因此，執委會認為高度的市場

占有率並不一定代表具有市場力，也不代表會對市場競爭造成持

續性的損害。而為評估本結合對消費者的影響，執委會就結合前

後的兩事業間的競爭限制（competitive constraint）進行檢驗。 

（b）是否具競爭關係（close competitor） 

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間並非密切之競

爭者（close competitor）。由於 Messenger 是以 Facebook 社群網路

功能為基礎所開發的應用程式，因此與 WhatsApp 在①使用識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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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②聯絡人的來源、③用戶體驗的豐富性、④隱私權政策及⑤

應用程式使用頻率上有許多差異，也因此使市場調查受訪者認為，

除皆有通訊功能和擁有的用戶規模外，兩者並不相同。市場上仍

有其他提供與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同樣功能的業者，

且相關市場具有多重歸屬的特性，此外，WhatsApp 和 Facebook 客

戶網路高度重疊，顯見這兩者間具有某種程度的互補性，而非密

切之直接競爭對手。 

（c）消費者轉換服務提供者的能力 

執委會市場調查的多數受訪者表示，結合後仍有許多提供消

費者通訊應用程式服務的業者，而執委會也認為消費者在轉換上

並不需要耗費重大成本，因為相類似服務多是以免費或非常低的

價格提供的、應用程式下載容易且不占手機容量、介面操作容易

故轉換學習成本低、新程式訊息容易取得等。此外，使用者大多

使用超過一種的通訊軟體，因此除了網路效應外，執委會認為消

費者在轉換不同通訊服務業者上並無太大障礙。雖然電信運營商

指出轉換時資料和互動紀錄的喪失就是轉換成本，但並未被執委

會採納，且並不認為數據可移植性問題將成為阻礙消費者轉換的

重大障礙。 

（d）參進障礙（General barriers to entry and expansion） 

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市場的特點是破壞性創新，新事業進入

市場並沒有「傳統」的參進障礙。該市場是動態且成長快速的，

而開發相關應用程式並不需要大量的時間及投資，且並不存在專

業技術（know-how）或智財權（IPRs）。雖然 Facebook 擁有一些

專利，但並非開發程式所必需的。因為 Facebook 及 WhatsApp 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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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任何影響參進的要素，執委會認為該交易不太可能導致進入

障礙的增加。雖然有些被調查者表示不同應用程式間數據可移植

性及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會造成進入障礙，執委會也注意到這

個問題，但認為除非 Facebook 決定合併這兩個平臺或允許跨平臺

通訊，否則並不會對互通性造成任何影響。 

（e）網路效應 

網路效應的存在可能會引起競爭問題，特別是如果結合事業

將競爭對手拒之門外，並使其更難以擴展客戶群。在本案中，有

許多因素會降低網路效應的影響。首先，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是

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客戶的轉換成本和進入/擴張的參進障礙較

低，即使存在有網路效應，在新競爭者的挑戰下，任何領先的市

場地位也不一定會長久。其次，在 EEA 中大多數消費者使用兩個

或多個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且不同程式間切換十分容易，結合

事業不太可能阻礙消費者使用競爭對手的程式。此外，結合事業

並未控制任何影響參進的要素，如網路或行動通訊系統。儘管電

信業者指出，結合事業將控制和限制數據的可移植性（例如訊息

歷史紀錄），但尚不致對使用者造成鎖定（lock-in）效果。因此，

儘管相關市場上存在網路效應，但執委會認為，就目前而言，不

太可能使結合事業能免於受新進競爭者或現存競爭者的挑戰。 

執委會亦評估了結合案通過後是否會實質導致網路效應的增

強，發現如果 WhatsApp 和 Facebook 將各自獨立的用戶網路加以合

併，即結合事業雙方網路進行某種程度的整合，則網路效應的效果

會被提升。而在市場調查時，第三方事業認為結合後 WhatsApp 與

Facebook（包括 Facebook Messenger）會進行某種形式的整合，如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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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和 Facebook 可以跨平臺通訊，且從技術角度來看，實施

上是相當容易的。但結合事業則表示平臺整合在實施上困難度極高，

兩者平臺架構及用戶識別（Facebook ID 及手機號碼）的基礎不同，

如果沒有用戶的協助，要將使用者資料予以整合將會非常複雜，且

可能會造成雙方用戶的反彈。基於結合事業的陳述，執委會認為

WhatsApp 和 Facebook 之間的整合並不像第三方的所說的那樣簡

單。 

綜上，除了電信運營商外，所有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業者都

認為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不會對相關市場的競爭產生負面影響，

而執委會最終認定本收購案並不會對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競爭帶

來嚴重的影響。 

（2）社群網路服務市場 

鑑於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仍在持續成長，Facebook 在全球有 13

億用戶，其中歐盟經濟區域（EEA）亦有 2-3 億用戶。有部分受訪

對象指出，倘若沒有本收購案，WhatsApp 有機會成為 Facebook 的

潛在競爭對手，但執委會指出，WhatsApp 一直將經營重點放在智慧

型手機的通信服務上，且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其有從事社群網路服務

的計畫。另外也有受訪者認為 WhatsApp 已經是 Facebook 的競爭對

手，雖然執委會認為社群網路服務市場因仍在成長發展中而定義不

明，但對於 WhatsApp 是否屬於社群網路服務，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與 WhatsApp 兩者之功能及發展焦點並不相同，並非屬社群網路服

務市場的競爭者。而如果認定 WhatsApp 與 Facebook 為競爭對手，

將消費者通訊服務納入社群網路服務市場，則消費者可選擇的範圍

則更廣。事實上，據調查結果顯示，使用社群網路服務與消費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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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的用戶間有很大一部分是重疊的，故倘若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後進行數據整合，因兩者間用戶重疊性高達 70-90%，並

無法為 Facebook 新增大量用戶，其收益的增加仍屬有限。因此，執

委會認為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不會對社群網路市場競爭帶來

嚴重的影響71。 

 

 

 

 

 

 

 

 

 

圖 4 網路資訊蒐集占比 

資料來源：歐盟決定書引用 Ghostery 公司 2013 年 1 月至 3 月統計資料。 

（3）網路廣告服務市場 

執委會表示，「對於因此交易造成 Facebook 所控制數據越來越

集中，而引起任何與隱私權相關的疑慮，並不屬於歐盟競爭法規範

                                                 
71
 同註 67，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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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而是屬於歐盟資料保護規範的範疇。（Any privacy-related 

concerns flowing from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data within the 

control of Facebook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action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EU competition law rules bu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EU data 

protection rules.）」 

Facebook 在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的占有率至少為 20-30%，

WhatsApp 則並未經營網路廣告業務，也未蒐集使用者年齡、真實姓

名、性別、社交圈（social group）、活動、消費習慣等數據資訊，

故結合後並不會讓 Facebook 基於廣告目的所取得的數據量增加。但

執委會在審查過程中，仍特別關注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後，是

否降低相關市場的競爭。因此，執委會仍針對結合後是否會增加

Facebook 在網路廣告市場的地位並阻礙競爭進行評估，可能採取的

作為包括：①在 WhatsApp 引進廣告服務；②利用 WhatsApp 用戶資

料作為分析基礎，用以強化 Facebook 的目標式行銷廣告活動，而兩

者都必須修改 WhatsApp 的隱私權條款才能達成。 

分析後，執委會認為，縱使結合後 WhatsApp 轉而從事廣告投

放業務，也不會危害網路廣告服務市場的競爭，因為市場上仍存在

許多服務廠商，如 Google（包括 Google 搜索、Google +和 YouTube）、

Yahoo！、MSN 等，能提供替代性服務。此外，對於有利網路廣告

服務之有價值的資料，也非 Facebook 專屬控制，其中以 Google 於

網路用戶數據的占有率為最，此外，還包括 Apple、Amazon、eBay、

Microsoft、AOL、Yahoo！、Twitter、IAC、LinkedIn、Adobe 及 Yelp

等公司；即使有用戶資料過於集中的問題，對於市場競爭的影響程

度也較輕微。因而認定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並不會阻礙網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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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競爭72。 

（四）歐盟執委會以提供誤導資訊裁罰 Facebook 73 

歐盟執委會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的新聞稿表示，在 2014 年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 審查過程中，Facebook 於提交的文件表示，Facebook

和 WhatsApp 用戶帳戶間，不太可能發展出可靠的自動化比對（reliable 

automated matching）功能。但 WhatsApp 卻於 2016 年 8 月宣布更新使

用者條款與隱私權政策，其中提到將 WhatsApp 用戶的電話與 Facebook

用戶身分相連結的可能性。執委會進一步調查後發現，相關用戶身分

比對技術在 2014 年即已經存在，而 Facebook 的員工也知悉，但 Facebook

卻仍提供執委會不正確且誤導的資訊，縱使不是故意但也是有過失的

（negligent）。  

歐盟執委會委員 Margrethe Vestager 表示，結合審查必須要有完整

的正確資訊，才能對結合效果作出決定，而且不論相關資訊對結合評

估的結果是否會產生影響，事業均應遵守相關義務。而本次 Facebook

違反程序上義務提供不實資訊，是歐盟首次因在結合申報過程中提供

不正確或誤導性資訊而開罰的先例。依據歐盟結合規則（Regulation No 

139/2004），裁罰金額可高達結合事業整體營業額的百分之一，但考

量 Facebook 在調查過程中的配合情形，最後罰款 1.1 億歐元。  

而本案 Facebook 雖然提供誤導性資訊，但尚不足以推翻當初的審

查結果。因為當初的分析過程，已預期有自動化比對功能的可能性，

並認為結合後不太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危害74。 

                                                 
72
 同註 67，97。 

7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369. 

74
 同註 67，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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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國 FTC 提出反托拉斯訴訟拆分 WhatsApp75 

美國 FTC 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對 Facebook 提出訴訟，指控該公司

非法從事長達數年的反競爭行為以維持在社群網路市場（Personal 

Social Networking）的壟斷地位，以併購潛在競爭對手的方式，消除可

能危及其市場獨占地位的威脅，例如：2012 年收購嶄露頭角的競爭對

手 Instagram、2014 年收購行動通訊軟體 WhatsApp 並對軟件開發商附

加反競爭條款。競爭為消費者帶來的好處包括：額外的創新（例如新

功能）、品質的提升或者更多的選擇（用戶能夠選擇更適合其偏好的

供應商，如廣告數量、隱私權保護選項等）。但 Facebook 的行為損害

了競爭、剝奪了消費者選擇社群網路的機會，並損害廣告銷售市場致

使廣告主無法享有競爭所帶來的好處76。 

FTC 認為 Facebook 收購後整合 Instagram、WhatsApp 使用者資料

的行為，扼殺了相關市場的競爭，違反休曼法（Sherman Act）第 2 條

的規定，且合致「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第 5 條（a）所稱的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而 FTC 正在向聯邦法院申請永久性禁令 ，包括：拆分（ divestitures）

Instagram 和 WhatsApp、禁止 Facebook 向軟體開發商施加反競爭條款，

並要求未來 Facebook 進行購併前必須事先通知取得核准。 

儘管 Facebook 表示，FTC 試圖撤銷過去默許的結合案是不公平的，

但 FTC 律師 Charlotte Slaiman 表示，問題在於 Facebook 是否從事反競

爭行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 FTC 就可以提出任何必要矯正措施

來解決該問題。市場認為短期間不太可能使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分

                                                 
75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10134fbcomplaint.pdf. 

76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12/ftc-sues-facebook-illegal-monopol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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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出去成為獨立的事業，但倘若國會繼續對科技巨擘施加壓力，則

Facebook 可能會自主提出其他較緩和的方案，以解決反托拉斯的訴訟

問題77。 

三、Microsoft 與 LinkedIn 結合案78 

（一）背景說明 

Microsoft 是國際性之科技公司，主要產品為包括個人電腦的作業

系統、伺服器或行動裝置之相關服務，及跨裝置的生產力工具、其他

軟體方案、硬體設備、雲端方案、網路搜尋、網路廣告（主要是其搜

尋引擎 Bing）等。 

LinkedIn 則是一個專業的社群網路（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

PSN），透過以下 3 種方式獲取收益：①包括人才招聘工具及線上教

育課程的人才解決方案（Talent Solutions）；②讓個人以及企業能以向

LinkedIn 的 PSN 會員進行廣告行銷的行銷解決方案 （Marketing 

Solutions）；及③提供個人及企業用戶的付費訂閱服務（Premium 

Subscriptions）。LinkedIn 2006 年全球會員 4.33 億，每月不重覆造訪會

員超過 1.05 億，每季會員網頁瀏覽次數超過 450 億次，刊登工作數超

過 700 萬，而行動使用率為 60%。在服務方面，2015 年 LinkedIn 收購

了線上學習平臺 Lynda.com 以進軍新市場，此外還推出新版 LinkedIn 

App 及企業招聘產品 Recruiter
79
。 

微軟於 2016 年 6 月 13 日宣布將以 262 億美元收購專業人才社群

                                                 
77
 Fortune，Will Facebook have to spin off WhatsApp and Instagram? Unlikely，https://fo

rtune.com/2020/12/09/facebook-antitrust-lawsuit-spin-off-whatsapp-instagram/. 
78
 Case M.8124–Microsoft/LinkedIn，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

/m8124_1349_5.pdf. 
79
 iThome，「微軟砸 262 億美元收購專業人才社交網站」，LinkedIn，https://www.itho

me.com.tw/news/1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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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LinkedIn，收購後 LinkedIn 仍將保有其品牌和文化的獨立性。媒

體分析，LinkedIn 龐大的產業、工作及專業人士關係網路圖譜，可能

配合微軟自有 Dynamics CRM 成為產品銷售的超強通路，也能補足微

軟現有企業協同及溝通工具，甚至 LinkedIn 還能結合 Cortana 作為更

有用的企業工具。此外，LinkedIn 的 Lynda 還能作為微軟產品的銷售

以及教育訓練工具80。 

（二）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立場81  

曾與 Microsoft 競購 LinkedIn 失敗的顧客關係管理平臺事業

Salesforce 執行長 Marc Benioff 公開表示，Microsoft 此舉係為鞏固該公

司於文書作業軟體市場的地位、阻礙競爭對手使用 LinkedIn 用戶數據

的機會、數據整合後會有隱私權疑慮等反競爭質疑，並敦請 FTC 進行

反托拉斯審查。但 FTC 決定不啟動調查而予以核准。 

（三）歐盟執委會的立場82 

歐盟執委會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宣布附條件核准 Microsoft 與

LinkedIn 的結合案。執委會於調查過程中發現，Microsoft 和 LinkedIn

除了在網路廣告市場中有部分重疊外，產品及服務上有極大差異。因

此，分析主要集中在 3 個領域：①專業社群網路服務；②顧客關係管

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軟體解決方案；及③網

路廣告服務。 

1.專業社群網路服務市場 

                                                 
80
 同註 79。 

81
 Marc Benioff says companies buy each other for the data, and the government isn’t 

doing anything about it, https://www.vox.com/2016/11/15/13631938/benioff-salesforce-data-g
overnment-federal-trade-commission-ftc-linkedin-microsoft.  
82
 Mergers: Commission approves acquisition of LinkedIn by Microsoft, subject to conditi

ons，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6_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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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針對 Microsoft 在結合後是否可以利用其在個人電腦作

業系統（Windows）和生產力軟體（包括 Outlook，Word，Excel 和

Power Point）市場中的強大市場地位，來增強 LinkedIn 在專業社群

網路市場的地位進行分析。執委會擔心 Microsoft 會透過①在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的個人電腦上預先安裝搭載 LinkedIn 軟體；和②

將 LinkedIn 整合到 Microsoft Office 中，並嘗試在用戶合約和隱私權

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整合兩者的用戶數據，同時藉此將 LinkedIn 的競

爭對手排除於 Microsoft 應用程式介面之外（必須通過該介面與

Microsoft 產品互通或存取雲端服務的用戶資料），來增強 LinkedIn

在相關市場的地位，並增加其用戶人數及活動。執委會發現，上述

措施可以明顯提高 LinkedIn 的知名度，同時有可能使與其競爭的專

業社群網路無法近用相關數據資料。這樣將使新進業者更難在歐洲

經濟區域（EEA）拓展業務；此外，也無可避免地會逐漸將 LinkedIn

的競爭對手所在成員國（例如奧地利，德國或波蘭）的客戶吸引過

來。 

2.顧客關係管理軟體解決方案市場 

執委會針對結合後 Microsoft 是否能透過①要求顧客關係管理

客戶在購買 Microsoft 的顧客關係管理軟體時，同時必須購買

LinkedIn 的銷售智能解決方案；和②拒絕其競爭對手近用完整的

LinkedIn 資料庫，從而阻止渠等透過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開發高級顧客關係管理功能，來排除競爭對手。而執委會調查後發

現，兩者的客戶基礎幾乎重疊，且並非「必備的」解決方案；LinkedIn

資料庫對於在相關市場競爭上亦非是不可或缺的；再者，Microsoft

在顧客關係管理市場中的規模相對較小，並必須面對 Oracle、SAP

和 Salesforce 這些競爭對手。因此，結合後 Microsoft 不太可能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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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競爭對手或排除市場上的競爭。 

3.網路廣告服務 

Microsoft 與 LinkedIn 兩者在網路廣告服務市場業務重疊，但是

市場占有率有限且分散，執委會認為兩者結合並不會引起任何競爭

問題。此外，結合後所造成的數據集中也不會引發競爭疑慮，因為

市場上仍有大量類似資料；而且也不會造成第三方可用數據資料的

減少，因為兩者目前都未將相關資料提供第三方作為廣告目的使用

83。 

4.執委會決定 

綜上，執委會最後對本結合案附加以下負擔： 

（1）確保個人電腦製造商和經銷商可以自由選擇不在 Windows 上

安裝 LinkedIn 軟體；縱使電腦製造商和經銷商決定要安裝

LinkedIn 軟體，用戶仍可隨時刪除。 

（2）允許相競爭的專業社群網路服務廠商通過 Office 加載程式

（ Office add-in program ） 和 應 用 程 式 介 面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維持與 Microsoft Office 產品套件的互

通（interoperability）水準。 

（3）向相互競爭的專業社群網路服務廠商開放近用 Microsoft Graph

的權限。因為 Microsoft Graph 讓軟體開發人員可以構建應用程

式和服務，且可在用戶同意的情況下近用 Microsoft 雲端所存儲

                                                 
83
 Privacy related concerns as such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EU competition law but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competition assessment to the extent that consumers see it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of quality, and the merging partie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on this factor. In 
this instance,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that data privacy wa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of 
competi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social networks on the market, which could have been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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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軟體開發人員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來潛在地驅使用戶訂

閱及改用其社群網路。 

值得一提的是，執委會雖然仍然如 Facebook 與 WhatsApp 案一

樣，維持隱私權保護相關的議題並非歐盟競爭法規範範圍之觀點，

但卻在新聞稿中特別指出了隱私若在個案當中為消費者所重視的

品質因素，而結合事業間就此相互競爭時，則可以列入競爭的評估。

而在本案中，執委會認定數據隱私是專業社群網路市場競爭的重要

參數，但這些整合的資料只能在個人料保護相關規範同意的範圍內

應用，某程度上限制了結合事業對資料的利用，故相關市場並不會

因兩事業的結合而受到不利的影響。 

四、德國 Facebook 案   

（一）背景說明84 

2016 年 3 月 2 日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下稱 FCO）

宣布對 Facebook 展開調查，認為其部分有關使用用戶數據之條款，涉

有違反數據保護規範，有濫用其在德國境內所擁有之社群網路市場地

位 ， 而 構 成 違 反 德 國 限 制 競 爭 防 止 法 （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GWB）之虞85。 

2017 年 12 月 19 日 FCO 發布初步評估通知（preliminary assessment 

notice），認為 Facebook 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毫無限制地蒐集使用

                                                 
84
 德國卡特爾署網站，Bundeskartellamt initiates proceeding against Facebook on suspicio

n of having abused its market power by infringing data protection rules，https://www.bun
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
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  
85
 德國卡特爾署網站，Bundeskartellamt initiates proceeding against Facebook on suspicion

 of having abused its market power by infringing data protection rules，https://www.bund
eskartellamt.de/S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16/02_03_2016_Fac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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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網站生成的各種數據，並將相關數據與 Facebook 的用戶帳戶進

行整合，Facebook 有構成違反 GWB 第 19 條有關濫用支配地位規定之

虞。而所謂的第三方網站，包括Facebook所屬的WhatsApp或 Instagram，

及其他嵌入 Facebook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86 的其他網站或應用軟體（apps） 87。 

本案中，FCO 將 Facebook 蒐集數據的來源分類為兩種，第一種為

來自用戶使用 Facebook.com 所生之數據；另一種則為 Facebook.com 以

外之其他來源的用戶使用數據。而其他來源的用戶使用數據又可再分

為兩種，一種源自 Facebook 所擁有之服務產品，例如 WhatsApp 或

Instagram；另一種源自第三方網站或應用程式 API。若第三方網站有

嵌入 Facebook 應用程式介面，例如：「讚」按鈕（Like Button）、登

入服務（Facebook Login）或分析服務（Facebook Analytics），只要用

戶進入這些網站，用戶數據就會立刻由 API 傳輸到 Facebook88。FCO

認為 Facebook.com 於其用戶條款中附加不公平之條件，而用戶必需完

全接受其條款並廣泛揭露用戶個人數據，否則就只能選擇不使用

Facebook.com。 

（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的立場89 

1.決定內容 

                                                 
86
 根據維基百科對應用程式介面（API）的定義，是指各種軟體組件之間一套明確定義

的溝通方法，好的模組會使程式撰寫更為輕鬆。 
87
 德國卡特爾署網站，Preliminary assessment in Facebook proceeding: Facebook's collect

ion and use of data from third-party sources is abusive，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
haredDocs/Meldung/EN/Pressemitteilungen/2017/19_12_2017_Facebook.htm. 
88
 張安潔，「論數據蒐集行為於歐盟競爭法下之合法性—以德國調查 Facebook 案為例」，

經貿法訊，第 236 期，22（2018）。 
89
 德國卡特爾署網站，Case Summary Facebook, 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 pursuant to 

Section 19(1) GWB for inadequate data processing，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
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
File&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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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6 日 FCO 發布決定，認為 Facebook 在未取得用戶

明 確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 從 所 屬 WhatsApp 、 Instagram 、 Oculus 和 

Masquerade 等應用程式及其他第三方網站蒐集、利用用戶個人數據

資料，違反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規定，因而涉及違反 GWB 第 19 條第 1 項有關濫用支配地

位行為之規定，並依同法及第 32 條要求 Facebook 停止其不當蒐集、

利用用戶資料之行為，且不得在未經使用者同意下，逕自將

WhatsApp、Instagram、Oculus 和 Masquerade 等應用程式及其他第三

方來源之個人用戶資料整合至 Facebook.com 帳戶。 

本案 FCO 並未對 Facebook 裁處罰鍰，而是要求 Facebook 停止

現有違法數據利用政策，於 4 個月內向 FCO 提出改正方案，並限期

於 12 個月內修改其「使用者條款」有關數據及暫存資訊（cookie）

的相關條款內容。此外，FCO 也禁止 Facebook 運用其企業管理平臺

工具（Facebook Business Tools）介面，在未經用戶同意下，蒐集用

戶所造訪網站或第三方行動應用程式之相關資料，並將資料整合於

用戶在 Facebook.com 之帳戶中，予以運用之行為90。 

2.市場界定91 

FCO 在本案中將相關市場界定為德國境內的個人用戶社群網

路服務（private social network service）市場。就地理市場來說，因為

德國的用戶主要透過 Facebook.com 與境內的其他用戶連繫、互動，

因而將本案地理市場界定為「德國」境內。 從產品市場分析之，

則被界定為「個人社群網站市場」。 

                                                 
90
 徐曼慈，「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決定禁止 Facebook 濫用市場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

為」，公平交易通訊，第 86 期，15 (2019)。 
91
 同註 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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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O 首先檢視 Facebook.com 之商業模式及多邊網路市場之特性，

將 Facebook 社群網路多邊的使用族群概分為個人用戶（private users）、

廣告主（advertiser）、在專頁上發布內容之廣告發布商（publishers）、

使用應用程式介面將網站或 apps 與 Facebook.com 整合之程式開發商

（developers）。鑑於廣告主、發佈商及開發商等族群，渠等使用

Facebook.com 之需求皆與個人用戶有所不同，且 FCO 在分析其他多

種可歸類為社群網路服務後，亦發現，如：提供專業特定服務的社

群網站 LinkedIn、Xing：或 YouTube、Snapchat、Pinterest、Twitter 等，

渠等所提供之服務功能雖然在彼此之間或與 Facebook 及旗下商業

服務略有重疊之處，但仍具相當程度的產品差異性，不必然具有競

爭關係，因此，FCO 將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個人用戶社群網站市

場」。 

圖 5  Facebook 市場關係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卡特爾署 Facebook 個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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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cebook 具有優勢地位92 

FCO 係分別從市占率及參進障礙切入，認定 Facebook 在相關市

場上具有優勢地位。首先，Facebook 在以用戶為基礎的社群網站市

場占有率相當高，尤其在日活躍用戶（Daily Active Users，DAU）市

場中占有率超過 95%，而在月活躍用戶（Monthly Active Users，MAU）

市場中占有率亦逾 80%，而在已註冊用戶中的市占率亦逾 50%。FCO

認為日活躍用戶數量是評估社群網路的競爭重要性和市場成功的

關鍵指標，因為社群網路是否成功，是透過使用強度來衡量的。 

另一個市場支配力判斷的重要因素是，Facebook 商業模式所帶

來的直接網路效應，以及轉換到其社群網路的困難程度。而因網路

效應所帶來的鎖住效果（lock-in effect），造成用戶不會輕易轉移使

用其他的服務，導致進入障礙較高，使得原本產品應具有的替代性

受到限制。Facebook 用戶朋友都是使用 Facebook 的情況下，他們不

會移轉到其他社交網站，間接因為此社群網路影響，而提高新競爭

者的市場進入障礙，產生鎖住效果。由於在社群網站上需要有一定

數量的用戶才能帶動廣告收入，而間接的網路效應阻礙了市場進入，

因此跟 Facebook 相比，市場新進入者要透過廣告營收來獲利是非常

困難的。同時，FCO 並未在社群網路服務市場找到多重歸屬

（multi-homing）的現象，即同一用戶同時使用多個數位平臺，因此

更得證 Facebook 的用戶在使用上有鎖住效果的現象，因此 FCO 認

為 Facebook 在此相關市場中，具有優勢地位。 

4.濫用數據利用政策93 

                                                 
92

 同註 88，21-33。 
93
 同註 8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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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O 在判斷 Facebook 之數據蒐集、利用相關服務條款是否構成

濫用行為時，係以德國 GWB 第 19 條作為其法律依據。GWB 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一或數事業之濫用支配市場的地位，禁止之。」

Facebook 為落實相關數據政策，蒐集 Facebook 以外的用戶和設備相

關數據，並將其與在 Facebook 上蒐集的數據進行整合，要求交易相

對人接受不公平或不符合一般法律規定的契約或交易條件，即採取

以榨取性商業條件（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濫用了社群網路市場

上的主導地位。FCO 認為，Facebook 的用戶條款體現了其所擁有的

市場力量，違反了 GDPR 的規定，且合致 GWB 第 19 條第 1 款所稱

的濫用行為。 

FCO 是根據德國聯 邦法院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在

VBL-Gegenwert 和 Pechstein 此二案件所建立的判例法，作為濫用優

勢地位的評判標準。根據 VBL-Gegenwert 案的判決，在商業條款和

條件是締約一方的市場力或市場優勢的體現，且內容違反德國民法

第 307 條的規定時，相關合約條款即可能被認定構成濫用。而在

Pechstein 案中，聯邦法院則認定，需要考量包括憲法所保障權利在

內，所有權益的衡平。所以，當契約一方強大到實際上能夠制定契

約條款，並使另一方失去契約自主權時，則有 GWB 第 19 條的適用。

如果法院認為，在此情況下，具優勢地位的事業侵害其契約另一方

的憲法權利，法律則必須介入進行干預。FCO 認為，任何旨在保護

談判地位居於劣勢當事方的法律原則，都可以用來判斷商業條款是

否具有榨取性，因為這些原則常常來自不公平契約條款之相關規範

或不符德國基本法（Basic Law）之規定。FCO 依循聯邦法院的判例，

在評估 Facebook 條款和條件時，將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納

入考量因素，因為該規範與競爭法具有相同的目的，都是在防止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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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數據資料遭締約之另一方濫用，以消除組織和個人之間的權力

不對稱，並確保數據控制者和數據主體之間利益的適當平衡。 

本案 FCO 評估 Facebook 數據利用政策是否構成榨取性商業條

件主要係以 GDPR 第 6 條第 1 項（a）、（b）及（f）款為評估標準，

分述如下： 

（1）Facebook 並未讓用戶充分瞭解其蒐集、利用數據的方式，縱

使用戶有辦法知悉其數據利用數據政策，考量到 Facebook 市場

力量，用戶處於相對弱勢之地位，為能繼續使用 Facebook 社群

網站服務，只能同意其使用條款，故其所給予的「同意」並非

自主為之，Facebook 數據政策侵害用戶控制其個人資料之權利，

違反 GDPR 第 6 條第 1 項（a）規定，同時侵害德國憲法所保

障之「資訊自主權」（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2）對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社群網站產業而言，數據為優化

個人服務或投放廣告所必需，但 Facebook 為經營社群網站所蒐

集的數據資料範圍應限於 Facebook 網站之用戶數據（即

on-Facebook 管道），其廣泛地從 Facebook 網站以外來源（即

off-Facebook 管道）蒐集、利用用戶資料，已違反 GDPR 第 6

條第 1 項（b）款。 

（3）用戶無法「合理預期」其個資將從何種管道被蒐集、整合及

應用，違反 GDPR 第 6 條第 1 項（f）款規定： 

a. Facebook 旗下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係透過獨立應用程式運作，

用戶難以「合理預期」其社群活動數據會被整合至 Facebook 網

站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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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當第三方網站嵌入內嵌「Facebook 商業工具（Facebook Business 

Tool）」，如：Facebook 登入、「讚」按鈕等顯性方式外，還包

括 Facebook Pixel、Facebook SDK 等，並不呈現在頁面上的後端

分析工具（Facebook Analytics），只要用戶訪問該第三方網站，

個人數據將通過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

APIs）傳輸整合到其所有 Facebook.com 帳戶，此舉亦非用戶「合

理預期」內之數據利用行為。 

（三）行政救濟 

1.賽道夫地區法院（Düsseldorf Higher Regional Court）94 

Facebook 不服 FCO 決定而向德國杜賽道夫地區高等法院（以下

簡稱「地區法院」）提起上訴，並申請在案件審理期間暫停執行該

禁令，2019 年 8 月 26 日地區法院表示，本案並未顯示 Facebook 的

數據蒐集和處理有任何反競爭效果，並裁定暫時處分（ interim 

measure）暫緩 FCO 決定對 Facebook 之要求。而 FCO 決定之適法性

則仍有待該地區法院判決，惟該地區法院同時對 FCO 決定提出初步

質疑，摘要如下95：  

（1）有關 FCO 將 Facebook.com 服務條款視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

為乙節，地區法院認為 FCO 並未分析「假設競爭存在」

（ as-if-competition ） 的 情 況 （ 即 反 事 實 分 析 ﹝ counterfactual 

analysis﹞，亦即 FCO 並未調查在充分競爭情況下，Facebook

是否仍會提出此種服務條款。 

                                                 
94
 www.d-kart.de, the antitrust blog of the University of Düsseldorf, https://www.d-kart.de/

wp-content/uploads/2019/08/OLG-D%C3%BCsseldorf-Facebook-2019-English.pdf.    
95
 Victory for Facebook as Düsseldorf court suspends the Bundeskartellamt's decision, http

s://www.cms-lawnow.com/ealerts/2019/08/victory-for-facebook-as-duesseldorf-court-suspends-th
e-bundeskartellamts-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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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外，對於 FCO 指稱 Facebook.com 服務條款導致用戶失去對

數據控制權，且違反憲法保障資訊自主權乙節，法院亦不認為

具有說服力。因無證據顯示 Facebook 係透過強制、脅迫或其他

不公平手段取得用戶同意，使用者同意 Facebook.com 服務條款

並不代表用戶失去其數據控制權，用戶仍得權衡其使用免費社

群服務及其為此作為對價提供給 Facebook 的個人數據資料，自

主性地依據個人偏好和對社群服務之使用價值決定其利用

Facebook.com 的程度。地院並指出，在德國 Facebook.com 每月

活躍用戶數雖達 3,200 萬人，但仍有 5,000 萬人並未使用。 

（3）另地區法院認為，FCO 將 Facebook 之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

建立於違反 GDPR 之上，惟前述情形僅是在討論隱私保護問題，

而非競爭議題。根據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2 條及 GWB

第 19 條，事業須從事反競爭行為，且該行為造成競爭損害，

始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FCO 卻未能明確建立 Facebook

具有市場支配地位之理由，及市場支配地位與違反隱私保護間

之因果關係，及對競爭之影響。法院並指出，競爭法對具有市

場支配地位廠商施予之義務係不得傷害競爭，而非事業不能違

反任何法律規範。 

（4）地區法院亦對於 Facebook 蒐集、利用數據之行為是否構成排

除競爭存疑，法院以 Google+為例，指出 Google 已有龐大用戶

數據來源，但多年來仍無法吸引足夠的 Google+使用者，最終

退出市場，故有關 Facebook 取得之數據類型、其如何藉此提高

其數據品質並維持市場地位，及造成競爭者進入障礙之程度，

法院認為 FCO 必須進一步檢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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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96 

FCO 針對杜塞道夫地區法院的暫停執行決定向德國聯邦最高

法院提起上訴，而聯邦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作出判決，推

翻地區法院的決定，Facebook 必須立即停止違反 GWB 第 19 條的濫

用市場地位行為，並准許聯邦卡特爾署對 Facebook 執行其禁制令。

聯邦最高法院認同 FCO 的結論，認為 Facebook 在德國境內社群網

路市場具優勢地位，且其利用「服務條款」自第三方網站蒐集使用

者資料之行為，構成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此兩點並無疑義。  

但聯邦最高法院對此一結論之推論過程，與 FCO 並不相同。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判斷 Facebook 是否濫用其優勢地位，決定性的考

量因素並非其資料處理行為違反 GDPR，而是其「使用者條款（terms 

of services）」剝奪了用戶的選擇機會。用戶無法選擇其從 Facebook

所獲得的個人化服務，是僅限於其在 Facebook.com 網站內分享之資

訊，抑或是基 Facebook 「潛在無限接取」（potentially unlimited access）

特性而在未登入 Facebook 時所取得之集團其他服務或第三方網站

資料。 對於濫用市場支配力的認定理由如下： 

（1）Facebook 透過經營社群網路活躍於兩個市場。一方面，其為

個人用戶提供表達自我與交流的社交關係平臺。另一方面，

Facebook 允許其他事業在網站刊登廣告，並以此方式提供資金，

支持並未給付任何金錢代價的個人用戶平臺端的運營。而由於

Facebook 承諾提供個人用戶個人化的服務，同時提供了超出平

臺本身功能的傳播內容（communication contents），因此導致提

供個人用戶服務與透過網路廣告取得平臺資金兩者重疊。 

                                                 
96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網站，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EN/Pres

semitteilungen/2020/23_06_2020_BGH_Fac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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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acebook 作為優勢事業，負有維護社群網路市場中競爭的特

殊責任，且必須考量數據近用（accessing data）的重要性。而

Facebook 個人用戶欠缺選擇機會，影響的不僅僅是其個人自主

權，相關訊息自決權的行使（ the exercise of their right to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同時受到 GDPR 的保障。 

（3）因 Facebook 在相關市場具有優勢地位，對想要轉換服務網路

的用戶存在相當大的障礙（即鎖定效果），而此種選擇機會的

欠缺就競爭法而言，即屬於對個人用戶的榨取行為。根據 FCO

的調查，許多 Facebook 個人用戶希望披露較少的個人資訊。若

社群網路市場處於有效競爭的狀態下，重視資訊揭露範圍的私

人用戶應可以轉換到其他替代網站。 

（4）Facebook 這樣的服務條款很可能會阻礙競爭。實務上，Facebook

的市場地位主要是來自於直接的網路效應，因為隨著使用網路

人數的增長，個人用戶和廣告主的效益也會增加。競爭者必須

想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吸引足夠數量的用戶藉以提高網路吸引

力，才能可能成功挑戰 Facebook 的市場地位。但是在廣告及社

群網路市場中，數據近用都是競爭的必要參數，而 Facebook 對

這個超乎預期大數據庫的掌控，更是加強既有的「鎖定效果」。

另外，廣告合約的收益取決於可用數據的規模和品質，而對這

個大數據的掌控，提高了利用廣告收益來資助社群網路平臺運

營的可能性。鑒於此一情況對爭取廣告客戶的不利影響，可能

最後也會影響到網路廣告市場。與賽道夫地方法院的認定不同，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不必確定 Facebook 在社群媒體廣告存這個

市場上具有優勢地位，反競效果不必然只發生在事業具有優勢

地位的市場之中，也可能發生在該事業不具優勢地位的第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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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 

（四）後續可能的發展97 

歐盟執委會設有競爭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Competition，

DG Comp），負責競爭法相關案件的調查及處分。同時，歐洲競爭

網絡（European Competition Network，ECN）採分權制度，賦予會員

國競爭執法機關執法權力，但也規範會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合作事

宜，使會員國彼此交換執法上相關資訊及經驗，確保各會員國在執

法同時，可採用同樣的法律依據及標準，各會員國在適用國內競爭

法時需與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之解釋趨於一致，並不得任意解釋歐盟競爭法。會

員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和國內法院得直接且全面適用歐盟競爭法，執

委會決定具有優位性與直接適用性。歐盟法院則具有司法管轄權，

一旦涉及競爭法爭議，可由適格之原告向執委會提出檢舉，經執委

會進行調查後作出決定，被告一方對該決定有異議，向歐盟普通法

院（General Court）提起無效之訴，若被告仍不服普通法院判決結

果，可再上訴至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本案實體部分仍在杜賽道夫地區法院審理之中，結果如何，尚

待該法院裁決。據專家指出，有鑒於聯邦最高法院的明確表態，下

級地區法院亦可能只是走個程序；惟據報導，該地區法院向來以與

聯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BGH）意見相左而聞名，如果該

地區法院認定 Facebook 勝訴， FCO 仍有權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

訴。原則上，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的裁決是不可上訴的，但若是

案件涉及歐盟法上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做出裁決後可以上訴至歐

                                                 
97
 曾秀珍，「歐盟（區域）競爭法相關之法律整合」，公平交易通訊，第 15 期，4（2

0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6%B3%95%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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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法院。至於本案訴訟判決是否會進一步上訴德國至聯邦最高法院，

甚至提交至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CJEU），

本案後續發展仍有待持續關注98。 

五、Google 收購 Fitbit 

（一）背景說明99 

Google 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宣布以 21 億美元（18 億歐元）收購

智慧手錶領導品牌 Fitbit。根據研調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資料顯示，

在穿戴式裝置市場上，Fitbit 擁有約 10%的市場占有率，儘管大大落後

於小米與蘋果，但仍擁有 2,800 萬用戶。Google 表示，Fitbit 具備優異

的產品、使用經驗和龐大用戶群，藉由和 Fitbit 團隊合作，導入 AI、

及軟硬體後，將能加速穿戴裝置的創新。但業界認為 Google 真正看中

的或許是智慧手錶背後那 3.5 兆美元的醫療市場，因為 Fitbit 在醫療領

域有著深厚耕耘，與健康保險公司、大型製藥業者都有合作，故引起

市場對於用戶健康及其他個資流入 Google，而用來發送個人化廣告的

疑慮。 

（二）歐盟執委會的立場100 

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6 月 15 日接獲結合通知，於 8 月啟動調查，

並將調查重點放該收購案，是否有利於 Google 鞏固在市場的壟斷地位。

也就是 Google 取得 Fitbit 的用戶資料庫，是否會藉由發送個人化廣告，

擠壓 Google 競爭對手在網路廣告及搜尋廣告等廣告的生存空間、使其

他 App 業者無法存取 Fitbit Web API、或是其他健康量測裝置無法存取

                                                 
98
 達文西個資暨高科技法律事務所網站，「沒有帳號也會被社群網站蒐集資料？—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認定 Facebook 資料政策違法」，https://www.davinci.idv.tw/news/795。  
99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5346/google-acquisition-fitbit-smart-watch. 

100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17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6%B3%95%E9%99%A2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3986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3986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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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API 造成不相容。 

歐盟執委會於 2020 年 12 月 17 日表示，附條件通過 Google 與 Fitbit

的併購案，Google 承諾將會分開儲存 Fitbit 歐洲市場的用戶數據，在

歐盟國家內不會使用 Fitbit 用戶資料庫（包括 GPS 定位資訊和健康數

據）發送 Google 個人化健康廣告、切割 Fitbit 用戶資料和 Google 資料

庫，歐盟地區用戶也可透過 Google 或 Fitbit 帳號接受／拒絕 Google 儲

存其個人健康資料，在獲得用戶同意的情況下，Google 才能透過 Fitbit 

的 Web API 軟體看見用戶健康數據，且相關承諾為期 10 年，而執委

會亦可要求再延長 10 年。此外 Google 也保證將持續開放其他 App 存

取 Fitbit Web API，並提供免費公開 Android API 給其他 Android 健康

裝置製造商101。歐盟執委會副主席（Executive Vice-President）Margrethe 

Vestager 表示，通過 Google 對 Fitbit 的收購案，主因是 Google 的承諾

將確保穿戴式設備和健康數據市場的開放與競爭。「相關承諾將決定

Google 如何使用以廣告為目的所蒐集的數據，確保與可穿戴式設備競

爭者與 Android 間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並使用戶能夠選擇

是否共享健康和健身數據。」 

有關本案對於穿戴式裝置市場競爭的疑慮，歐盟委員會認為，相

關市場成長快速，而 Fitbit 在歐盟的市場占有率有限，且仍存在其他

規模更大的競爭者，如蘋果（Apple）、Garmin 及三星（Samsung），

排除對手的狀況不會出現，且也會確保 Google/Fitbit 服務符合 GDPR。 

至於其他穿戴裝置市場競爭對手提出了會讓用戶更難以追踪其

健康數據用途的隱私權疑慮，歐盟執委會調查後則認定，因 Google

                                                 
101

 https://tw.mobi.yahoo.com/trendr/cnyes.com/%E8%B0%B7%E6%AD%8C%E6%94%B6%E8
%B3%BCfitbit%E4%BA%A4%E6%98%93%E6%A1%88-%E7%8D%B2%E5%BE%97%E6%
AD%90%E7%9B%9F%E6%89%B9%E5%87%86-072028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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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遵循 GDPR 的規定和原則，即除非獲得當事人明確表示同意，否

則不得對其健康有關的個人數據進行處理。此外，這並不屬於結合管

制的範圍，還有其他更適合的監管工具可以處理這類問題，而執委會

也將與歐洲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保持

密切合作102。 

（三）澳洲 ACCC 的立場 

ACCC 根據非正式結合審查處理原則（Informal Merger Review 

Process Guidelines）針對此項結合案於 2020 年 2 月 27 日提出了非正式

審查結果，其中即就收購後是否會改變對消費者資料（包括隱私權保

證）取得或近用的方式表示關注103。Google 及 Fitbit 於 2020 年 3 月 25

正式提出結合申報，而 ACCC 於 6 月 18 日發表了一份聲明書，公開

表達對於結合後 Google 獲取更多用戶的健康數據，憂心相關資料經整

合後，一方面會強化 Google 在廣告技術服務（ad tech service）市場的

主導地位，尤其是需求方平臺廣告（demand-side platform，DSP）服務

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則可能會限制競爭對手的可穿戴式裝置近用關

鍵的 Google 服務（如 Google Maps 和 Google Play app 商店），或限制

它們與 Android 智能手機的相互操作性，造成封鎖（foreclosure）效果，

影響相關市場的競爭104。 

為了消除 ACCC 的疑慮，Google 提出了一項可由法院強制執行的

協議，包括將遵循澳洲政府規定，同等對待其他穿戴式設備的廠商、

投放廣告絕不使用用戶健康相關數據，並在有限條件下允許競爭對手

                                                 
10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484.  
103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ers/documents/Google%20Fitbit%20-%20m
arket%20inquiries%20letter.PDF.pdf.  
104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ers/documents/Google%20Fitbit%20-%20St
atement%20of%20Issues%20-%2018%20June%20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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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Fitbit 用戶的健康與健身數據等105。但 ACCC 於 2020 年 12 月 22

日拒絕 Google 就收購 Fitbit 所作出的承諾，表示相關條款並無法消除

當局對 Google 收購 Fitbit 後的壟斷疑慮。ACCC 主委 Rod Sims 在聲明

中表示：「ACCC 仍然擔心，Google 收購 Fitbit 可能會導致 Fitbit（除

了蘋果以外的）的競爭對手，被擠出可穿戴式裝置市場，因為他們仰

賴 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和其他 Google 服務來確保他們的裝置有效運

作。」並指出，「雖然我們知道歐盟執委會最近接受了 Google 提出的

類似協議，但我們不認為面對如此複雜且變化快速的產業，Google 提

出這種長期性行為面的承諾能夠有效率的被監督與執行。」同時表示，

「我們承認，我們的司法管轄範圍較小，而 Fitbit 和 Google 在澳洲的

業務占比也相對較小。但鑒於這兩家公司對澳洲商業的重要性，ACCC

必須就此收購案表達自己的看法。」ACCC 因此將繼續對 Google 收購

Fitbit 一案進行調查，預計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作出決定。 

（四）至於包括美國 DOJ 在內的其它幾個競爭法主管機關則仍未做出

裁決。 

五、小結 

在 Google/DoubleClick 案，歐盟執委會雖然意識到隱私權保護在該案

的重要性，但仍僅就結合後是否會阻礙歐盟市場上的有效競爭進行分析 

，並表明隱私權保護不在執委會考量範圍之內，且在決定中提醒參與結

合事業仍須遵守歐盟對隱私權及數據資料相關規定賦予之義務；而美國

FTC 也持類似觀點，在一開始即指出，隱私權問題固然重要，但 FTC 對

於結合案進行審查的目的是在識別及矯正損害競爭的交易，且其並非個

                                                 
105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2011-australian-regulator-rejects-googles-undertaking-over
-fitbit-competition-concerns；協議內容詳見 https://www.accc.gov.au/system/files/public-regist
ers/documents/Google%20Fitbit%20-%20draft%2087B%20undertak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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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亦無權審查與反托拉斯審查無關的事項，惟 FTC

仍針對兩事業結合對非價格競爭（例如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產生不利影

響的可能性進行研析。到 Facebook/WhatsApp 案時，歐盟執委會則進一

步注意到 WhatsApp 若改變其隱私權或資安保護之政策，可能帶來的消

費者服務轉移，但仍表示，對於因該交易造成 Facebook 所控制數據越來

越集中，所引起任何與隱私權相關的疑慮非屬競爭法之議題，屬於個人

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規範範疇的立場，而未有更進一步的評估；美國 FTC

競爭局(Bureal of Competition)則並未啟動調查，而是由其「消費者保護局」

（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的時任局長 Jessica Rich 致函給 Facebook，

表示 Facebook 應持續落實 WhatsApp 對消費者的隱私權保護政策承諾。

直至 Microsoft/LinkedIn 案時，歐盟執委會才直接點明，若隱私在個案

當中為消費者所重視的品質因素，而結合事業間就此相互競爭時，則可

以列入競爭的評估；美國 FTC 則未啟動調查而予以放行106。 

順帶一提的是，檢視美國近年其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 條107處理之有關平臺事業關於個資及隱私權侵害的案件，如①FTC 於

2019 年控告 Cambridge Analytica 以欺罔之行為取得 Facebook 使用者資訊，

作為政治上及商業上目標廣告用途案；②DOJ 消費者保護局在 FTC 授權

下，於 2019 年控訴 Facebook 違反與 FTC 於 2012 年行政和解所承諾之

不得就其使用者可以控制資訊之隱私權、相關之控制程序與步驟、第三

方所得近用此些資訊之情形為虛偽不實陳述，而未能保護消費者隱私；

③FTC 及紐約州於 2019 年控訴 Google 及 YouTube，指控 YouTube 蒐

                                                 
106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學系博士論文，193（2019）。 
107

  1914 年通過的「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五條明文禁止事業使用“不公
平競爭的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但其原意是在“競爭”領域上的適用，
但 1938 年 Wheeler-Lea Act 制定後，第五條的用語擴大到也包括“商業中的不公平或欺
罔之行為”(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commerce)，從而涵蓋了消費者保護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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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兒童個人資訊卻未在隱私權政策上告知或公告，亦未通知家長並取得

同意，並違反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Rule， COPPA）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其中第 1 件已做成處分，而後兩

件則達成訴訟和解108。雖提起訴訟之機關為 FTC 或 DOJ，相關案件似乎

可能與競爭法執法有關，惟美國 FTC 同時為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事務之

主管機關，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同時具有消費者保護之功能，並

經檢視相關案件之新聞資料，應可推得相關案件係基於消費者保護自立

場所為，而非競爭法。 

 

第三節 國內執法案例介紹—網路銀行結合案 

本會在歷年來結合案件的審查上幾乎未曾將個資及隱私權保護納

入考量因素，但在這一波隱私權與競爭法交錯的浪潮下，本會於「連線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LINE Bank）」、「將來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簡稱 Next Bank）」及「樂天國際商業銀行（簡稱 Rakuten Bank）」

等 3 宗純網路銀行的結合申報案件中，首次將事業對個人資料的保護情

形納入結合之綜合評估。 

本會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第 1476 次委員會議決議，由台灣連線金融

科技公司、台北富邦銀行、聯邦銀行、中國信託銀行、渣打銀行、台灣

大哥大公司、遠傳電信公司等 7 事業發起設立 LINE Bank，以及中華電

信、兆豐銀行、新光人壽、全聯公司、凱基銀行、關貿公司、新光銀行、

新光保全、大台北瓦斯等 9 事業發起設立的 Next Bank，此 2 件純網路

銀行事業結合申報案，經審酌後尚不具有顯著限制競爭疑慮，認渠等結

                                                 
108

 廖義男、莊弘鈺、黃銘傑、謝國廉，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獨占及其
他（非聯合）限制競爭行為為中心，公平交易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666-67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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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

第 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其後，於 109 年 4 月 29 日第 1486 次委員

會議決議，有關樂天銀行、樂天 Card 公司與國票金融控公司等 3 事業擬

合資成立 Rakuten Bank 結合申報案，亦無顯著限制競爭疑慮，依公平交

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其 中 有 關 於 個 資 保 護 議 題 是 否 降 低 以 隱 私 權 為 基 礎 的 競 爭

（privacy-based competition），本會認定此 3 案參與結合事業在個資保護

方面，並無消除競爭壓力之效果，因此尚無降低「以隱私為基礎的競爭」，

但仍去函提醒案關參與結合事業應注意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

規範： 

－在 Next Bank 結合案中，本會認為參與結合事業分屬銀行、電信、

超市量販等不同領域，且並無證據顯示結合前相關事業及其所屬事

業在個資保護方面進行非價格之競爭，故結合後亦無消除參與結合

事業在個資保護面向競爭壓力之效果，尚無減損以隱私權為基礎的

競爭之疑慮。 

－在 LINE Bank 結合案中，台灣連線金融科技公司係 Line 集團為籌設

LINE Bank 所設立的，該集團的 LINE 即時通訊軟體採用的是雙邊平

臺的營運模式經營，一方面針對消費者提供免費服務，另一方面透

過消費者端用戶資料的蒐集及分析，提供廣告投放服務予廣告主；

消費者端係以個資等數據資料交換平臺服務，故相關平臺事業蒐集

與利用個資的程度、隱私政策友善性、是否採取隱私強化技術等，

即為消費者選擇時的重要考量因素，故可認為個資保護為消費者端

市場之重要參數。儘管如此，本會認為本結合案尚不致減損以隱私

權為基礎的競爭，此外，本案參與結合事業分屬即時通訊軟體、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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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電信等不同領域，且並無證據顯示結合前 LINE 即時通訊軟體

及或 LINE 集團所屬事業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在個資保護方面進行

非價格之競爭，故結合後亦無消除參與結合事業在個資保護面向競

爭壓力之效果，尚無減損以隱私權為基礎的競爭之疑慮。 

－在 Rakuten Bank 結合案中，本會認定參與結合事業分屬金融業、資

訊服務業（網路購物平臺、網路旅遊平臺、電子書平臺、即時通訊

軟體、網路影本串流等）等不同領域，且並無事證顯示結合前參與

結合事業或其所屬事業，與其他參與結合事業在個資保護方面進行

非價格競爭，故結合後並無消除參與結合事業在個資保護面向的競

爭壓力之效果，尚無減損「以隱私為基礎的競爭」疑慮。 

 

第四節 國際研究成果 

針對數位經濟發展對競爭法適用所帶來的挑戰，德國及法國、日本、

新加坡及加拿大等競爭法主管機關均對此發布相關政策分析報告，歸納

盤點特定競爭議題及執法需要重視的項目，以因應執法之需要，其中並

以結合管制之調整為大宗。謹就上述各國分析報告中，涉及隱私權或個

人資料保護的部分簡述如下： 

（一）OECD 

OECD 競爭委員會秘書處於 2016 年 10 月 27 日為 11 月召開的例

會所準備的背景說明書（background note）—「大數據：將競爭政策導

入數位時代（Big Data: Bringing Competition Policy to Digital Era）」109中

指出，對於透過競爭法處理隱私權議題的呼籲，競爭法界的看法並不

                                                 
109

 https://one.oecd.org/document/DAF/COMP（2016）14/en/pdf.  



95 

 

相同。有些認為競爭政策應以促進競爭為唯一目標，以利資源有效分

配，至於其他的公共利益事項，則應由各個主管部門處理。亦有認為，

當事業藉由行使市場支配力侵害隱私權的情況下，競爭法主管機關即

有正當理由將隱私權作為反托拉斯問題加以處理。 

該背景資料亦指出，將隱私權保障納入結合審查時，可將其視為

品質競爭的一環；此外，個人資料的蒐集不一定對消費者是有害的，

有時候可能有助於事業改善服務品質。數據已被譽為「網路上的新貨

幣（the  new currency of the internet）」，因此，某種程度而言，蒐集個

人數據的數量增加，等同於價格上漲。或者，當消費者將數據的保護

視為商品或服務很重要的特性時，則隱私權保護的降低，可視為所提

供的商品或服務品質降低。而多數的競爭法主管機構已經認知到品質

作為競爭特徵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商品或服務是免費提供的情況下。

實際上，對於隱私權的擔憂可以納入非價格品質競爭的範疇。正如學

者 Robert H.  Land 所說的，反托拉斯實際上是關於消費者的選擇，而

價格只是選擇的一種類型。反托拉斯法的最終目的是幫助確保市場自

由競爭，使消費者得到想要的一切，除了具有競爭力的價格，消費者

也會希望有更多的選擇、創新、品質或其他形式的非價格競爭，當然

也包括隱私權的保護。 

有呼聲認為個人資料的蒐集對消費者而言不一定是不利，事業可

藉此提高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改善顧客區隔。即便如此，隱私權顯然

具有品質維護，且需依照不同產品或服務市場進行評估，因為某些消

費者可能希望獲得更高程度的個人資料保護，而其他消費者可能願意

透露其個人訊息以得到更多個人化的內容及目標式廣告。 

將隱私權保護視為非價格競爭的相關參數將對結合審查產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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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響。尤其是在潛在競爭評估合併是否會實質降低具有較高隱私權

偏好消費者的福利時，競爭法主管機關可以決定阻止市場上少數提供

隱私權保護程度較高的事業被收購。 

（二）德國、法國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FCO）與法國競爭委員會

（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於 2016 年 10 月 5 日共同發布「競爭法與

數據（Competition Law and Data）」110報告，並明確指出「…儘管某些

特定的法律工具可解決個人資料中的敏感議題，但並不意味著競爭法

與個人資料不相干…」。一般而言，在進行競爭評估時，只有在作為

背景要素時，才會去考慮其他法規範體系的要求。例如歐洲法院在

2013 年 Allianz Hungária 一案中，主張在判斷合約條款是否該當歐盟條

約（TFEU）第 101 條所稱之（目的性）競爭限制，必須就條款之內容、

目的及其經濟和法律之背景進行檢視，故可針對相關條款是否對其他

的 國 家 律 法 目 的 造 成 損 害 加 以 考 量 評 估 。 而 德 國 聯 邦 法 院 在

VBL-Gegenwert II 案之判決也指出，如果事業憑藉其市場優勢地位締

結了不符合德國民法中規定的一般法律規範的不公平合約條款，則可

能會構成優勢地位的濫用。確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競爭法的目標並不

相同，但也不能僅因為兩者性質不同就將隱私權問題排除在競爭法之

外。在以數據作為其產品或服務重要投入的產業，市場優勢事業針對

個人資料蒐集和使用的決策可能同時對經濟和競爭造成影響，當其隱

私權政策影響到競爭時，就可以從競爭法的角度去評價隱私權規定

111。 

                                                 
110

 Bundeskartellamt & 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https://ww
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df?__blob
=publicationFile&v=2.  
111

 同註 11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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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案中，倘事業挾其龐大的市場力而自其終端用戶獲取利益，

則數據隱私問題將可能會被認為與競爭有關。藉由結合取得市場地位

的事業可能會透過蒐集更多消費者數據及降低隱私的方式來進一步

獲取市場力。如果兩個將隱私保護作為品質競爭一部分的水平競爭的

事業結合，則可合理認為結合後品質會降低。但這仍然只是一種理論

上的假設，隱私權保護尚未成為競爭法主管機關執法的重要參數112。 

此外，倘若事業以違反個人資料保護規定的方式來蒐集數據，且

因而獲取市場地位，則隱私權降低就可能會成為競爭法上濫用行為管

制的議題。而目前為止，競爭法主管機關處理的榨取行為（exploitative 

conduct）類型主要是超額定價（excessive pricing），而要找到所謂的

「基準（benchmark）」價格並不容易。但是如果是針對異常交易條件

（excessive trading conditions），尤其是對消費者使用服務或產品所施加的

條款，則個人資料保護法規或許可作為評估榨取行為的有用基準，尤

其是在大多數消費者都沒有仔細閱讀服務及隱私權條款的情況下113。 

（三）日本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研究中心於 2017 年 6 月 6 日發布

「數據競爭政策相關檢討報告（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

告書）」114，針對日本國內大數據或是數位網路市場當中，涉及數據

市場競爭的情況加以整理及分析，並參考國際案例或文獻，對於日本

現行法的適用性，及競爭政策上是否需要對數據相關的議題在法規面

或執法方式加以考量進行探討。 

                                                 
112

 同註 110，24-25。 
113

 同註 110，25。 
11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データと競争政策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https://www.jftc.g
o.jp/cprc/conference/index_files/170606data01.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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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位平臺免費提供之服務，在進行市場界定時，並無法適用 

SSNIP（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價格調漲）檢測法，或可改採用 SSNDQ

（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品質調降）檢測法、調查消費者使用數位平

臺服務之目的、買方挑選服務時所使用之準則，以及其他服務在買方

心中是否具有替代性等，作為市場界定之依據，而數位平臺對於個人

資料之隱私保護程度可視為品質之衡量要素之一。 

其中最為具體者，即為針對與數據相關事業結合審查時必須評估

的項目，以及結合之申報門檻對於數據相關影響所需的考量事項，所

提出操作建議115。其中並指出，就社群網路這類免費提供服務的數位

平臺，其隱私權保護程度為重要的競爭手段之一，可認定為商品品質

要素之一，若從事限制競爭行為導致隱私權保護程度弱化，應可評價

其有削弱競爭效果。鑒於事業可能利用個人資料形成、強化或維持市

場支配力，因此在進行事業結合審查時有時也應考慮附加事業結合後

不得變更隱私權保護政策的負擔條件116，以消弭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

可能降低隱私權保護程度而導致減損競爭之效果。 

（四）新加坡 

新加坡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簡稱 CCCS）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發布「數據：成長的引擎—

對於競爭法、個人資料保護及智慧財產權的影響（Data: Engine for 

                                                 
115

 同註 106，187。 
116

 同註 114，52，原文：ＳＮＳなど「無料」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デジタル・プ ラッ
トフォームにおいて，プライバシーの保護水準が重要な競争手段となってい る場合
には，当該保護水準を商品の品質の一要素と捉え，制限行為による当該保 護水準の
低下により競争減殺効果を評価することもあり得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また，企
業結合審査において，プライバシーの保護に関して，パーソナル・デ ータを利用し
た商品の市場における市場支配力の形成，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よ うなプライバシ
ー保護方針の変更を行わないといった条件付けを行うことが必要 となる場合もあ
り得ると考え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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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Law,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117，對於資料隱私（data privacy）問題，

CCCS 指出儘管有人呼籲透過競爭法來促進資料保護和隱私政策，但

這與 CCCS 的角色和功能並不相符，作為新加坡之競爭法主管機關，

主要的角色應該是促進市場的有效運作，為事業及消費者創造機會與

選擇。因此 CCCS 旨在藉由保護競爭的過程來確保市場具有並保持競

爭狀態，故只有於資料保護作為非價格競爭因素，可能影響服務品質

的提供，才會被納入 CCCS 市場競爭動態的考量。而 CCCS 現有的競

爭分析架構，已涵蓋非價格競爭因素，足以將資料保護議題納入現有

評估架構處理之118。 

（五）加拿大119 

加拿大競爭局於於 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告「大數據及創新：對於

加拿大競爭政策之意涵 （Big data and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Canada）」之諮詢文件徵詢各界意見，並於 2018

年 2 月 19 日發布「大數據及創新：加拿大競爭政策之關鍵主題（ key 

theme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Canada）」研究報告120，揭示該局對大數

據議題 的觀 點及執 法 立場 ， 並分 別由 結 合 及獨占 （ monopolistic 

practices）、聯合行為 、欺罔之行銷行為（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117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 Data: Engine for Growth—Impli
cations forCompetition Law,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tt
ps://www.cccs.gov.sg/-/media/custom/ccs/files/media-and-publications/publications/occasional-p
aper/ccs-big-data-paper-16-aug-2017nonconfi-final.pdf?la=en&hash=C314AA57F128A1691A21
FE3ED2BDBDDFC1F3B345. 
118

 同註 117，13。 
119

 張心怡，「加拿大競爭局對大數據之研究報告」，公平交易通訊，第 81 期，14-15
（2018）。 

120
 Competition Bureau of Canada, Big data and innovation: key theme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Canada,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vwapj/CB-Report-Big
Data-Eng.pdf/$file/CB-Report-BigData-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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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面向論述之。 

對於結合行為及獨占，該局指出，儘管法院已經意識到相關行為

的非價格效果，並且認為執法機關應該要加以處理，但競爭法主管機

關通常都聚焦於價格效果。而在大數據案件中，非價格效果可能會相

當明顯，因為數據可能會促使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改進。「品質」即為

很重要的一種非價格效果，而在某些情況下，消費者可能會將隱私權

保護視為品質的重要組成。雖然商品或服務品質的部分面向（如：個

人隱私權），可能屬於其他主管機關監管範疇，但並不會因此限縮加

拿大競爭局之執法。 

至於欺罔之行銷行為，該局旨在防止事業從事相關違法行為，以

確保廣告的真實性及資訊充分揭露，供消費者進行決策。該局指出，

有關消費者隱私權的保護，加拿大隱私委員辦公室（Canada´s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OPC）目前係透過個人資料保護法及電子

文件法（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onic Documents Act ，

PIPEDA）保護及促進有關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及揭露的隱私權，旨在

防止組織透過誤導或欺罔（misleading or deceiving）個人有關蒐集資訊

的目方式獲取相關訊息；而加拿大競爭法則在規範在實質面向公眾作

出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false or misleading）的陳述。因此，競爭局

對廣告真實性的要求，與 OPC 保護個人隱私權的目標，兩者在執法上

將會有所重疊。不論相關違法行為是否也屬於隱私權保護規範的範疇 

，該局仍將持續依法處理廣告不實行為，但將會持續與 OPC 進行協調

合作 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六）澳洲 

2017 年 12 月 3 日澳洲政府責成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

https://www.priv.gc.ca/en/privacy-topics/privacy-laws-in-canada/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nd-electronic-documents-act-pipeda/
https://www.priv.gc.ca/en/privacy-topics/privacy-laws-in-canada/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nd-electronic-documents-act-pip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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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ACCC）就網路搜尋

引擎、社群媒體和數位內容整合事業（digital content aggregators，也就

是數位平臺）對媒體和廣告服務市場競爭的影響進行研究，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發布「數位平臺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初步報

告，並於 2019 年 7 月 26 日發布的最終報告121，對於具有優勢地位的

數位平臺事業所引發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媒體規範及隱私權等相關

議題，提出改革建議方向。該報告認為數據保護、競爭和消費者保護

三個領域是有重疊的部分。ACCC 主委 Rod Sims 表示，對於處理數位

平臺事業市場力量及積累的消費者數據所造成的問題，有賴消費者保

護法、隱私權法規及競爭法與競爭政策都必須採取行動122。 

圖 6  數據保護、競爭和消費者保護三個領域重疊 

資料來源：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數位平臺調查（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最

終報告。 

                                                 
121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Digital platforms inquiry-Final Report, 
file:///C:/Users/fao.FTC/Desktop/Digital%20platforms%20inquiry%20-%20final%20report.pdf. 
122

 原文“[a]ction on consumer law and privacy issues, as well as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will all be vital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platforms’ market 

power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onsumer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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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提出 23 項建議，涵蓋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媒體法規和

隱私權，反映數位平臺交叉引起的問題，主要建議包括修正結合相關

法規、制定行為準則、強化個資保護措施、禁止不公平交易條款和措

施、建立數位平臺 監督體制等，並擬在 ACCC 內部設立專門數位平

臺單位，以調查、監視和 執法數位平臺在市場中的問題。其中 6 項

是與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護有關的建議包括：①強化隱私權法

（Privacy Act）之保護：更新對個人資訊之定義， 以涵蓋 IP 位址、裝

置識別碼及位置數據等資訊； ②澳洲隱私權法律之改革：鑑於數位經

濟中數據蒐集的數量及範圍不斷擴大，澳洲隱私權改革將確保其繼續

有效地保護消費者之個人資訊； ③澳洲隱私權保護辦公室（Office of  

the  Australian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OAIC）數位平臺隱私權守則

（DP Privacy Code）：提供網路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和數位內容整合

事業的平臺事業均適用之；④)引入嚴重侵犯隱私權之法定侵權行為：

支 持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ALRC）

引入以嚴 重侵犯隱私權作為提起訴訟之理由； ⑤禁止不公平之契約條

款：修改競爭暨消費者法（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CCA），禁

止不公平之 契約條款（而非僅視為無效），也可據以請求民事罰款； ⑥)

禁止不正當交易行為：例如在未告知 之情況下變更服務條款，以及勸

阻消費者行使其合約或法律權利等。  

該報告中針對 Facebook 進行市場力量分析時指出，ACCC 並不認

同 Catherine Tucker 教授認為持有大量數據並不會因此獲得市場優勢，

真正使數據有價值的是事業根據數據做出正確推斷的能力的說法；而

支持 Cremer, de Montjoye and Schweitzer 在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報告中的結論，認為長期大量積累相關數據通常會為既存

事業提供強大的競爭優勢（…having accumulated large amou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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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data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ften provides a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incumbent.）123。另外對於平臺事業結合審查提出建議時，

ACCC 表示數位市場中數據是非常寶貴的資產，對許多公司而言它代

表的是重要的競爭優勢。對於大型數位平臺來說，進行收購增強其本

已龐大的數據量和數據範圍，可能會進一步鞏固其市場支配力，並增

加相關市場進入和擴張的障礙。但也可能提升公司的產品內容，從而

提升效率124。 

（七）小結 

各國競爭法主官機關對於數位時代下競爭法適用之討論、研究範

圍及可能採取之因應做法不盡相同。其中，態度最積極的應屬德國，

德國於 2017 年針對限制競爭防止法（GWB）進行第 9 次修正，除配

合歐盟競爭法之訴訟損害賠償相關規則指令（Directive 2014/104/EU）

進行修訂外，即將卡特爾署實務分析之結果，尤其對於結合管制面臨

數位市場相關的市場控制地位認定以及相關結合管制適用門檻進行

修訂。而目前德國正在研擬第 10 次修正案，修正重點之一在加強對

網路平臺商濫用市場地位行為的規範，並於修正草案第 19a 條新增「優

越跨市場重要性」（overwhelming importance across multiple markets），

可說是此次修法最大創新125。至於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的競爭法主

管機關，則主要是在不改變現有法規架構的原則之下，透過審查原則

的調整予以補充。  

                                                 
123

 同前註，87。 
124

 同前註，108。 
125

 https://medium.com/@Thomas_Chu/%E6%B7%BA%E8%AB%87%E5%BE%B7%E5%9C%
8B%E9%99%90%E5%88%B6%E7%AB%B6%E7%88%AD%E9%98%B2%E6%AD%A2%E6
%B3%95%E7%AC%AC10%E6%AC%A1%E4%BF%AE%E6%AD%A3%E8%8D%89%E6%A
1%88%E7%AC%AC19a%E6%A2%9D-%E5%84%AA%E8%B6%8A%E8%B7%A8%E5%B8%
82%E5%A0%B4%E9%87%8D%E8%A6%81%E6%80%A7-%E6%A6%82%E5%BF%B5-2a20
4f270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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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基本上，只要是數位平臺產業，因其營運模式不論是透過平臺蒐

集使用者的使用習慣、消費傾向、所在位置等資訊的追蹤與分析，以

促進投放目標式廣告服務之運用或與其他數位平臺進行交易；或消費

者為有效利用平臺服務而主動提供個人資料，皆會涉及龐大個人資料

的處理及應用，也不可避免的會觸及個人資料的隱私權保護問題。而

平臺事業透過消費者知悉、可控制或無從得知、無法控制的方式蒐集、

處理與運用所取得之個人數據，經分析後甚至可取得足以影響市場競

爭的優勢地位。據此，對於事業蒐集、處理、運用使用者數據所涉及

之消費者隱私權保護問題，在本質上雖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範

疇，但實務應用上已超過個資法所能處理之邊界，而涉及競爭法的核

心—維護市場競爭，故有競爭法應介入處理的呼聲，對於隱私權是否

為競爭法應關切的問題，競爭法理論界與實務界看法分歧，贊成者有

之，反對者亦有之。 

贊成者認為，對消費者而言，個資與隱私權保護程度的高低，可

認為屬於決定是否購買商品或使用服務的「品質」考量之一，故可認

隱私權保障的降低等同於變相的價格上漲，而致使消費者福利減損；

此外，個人相關數據之商業運用亦可能造成其他反競爭效果，並損害

市場競爭，從而使隱私權保護與競爭法之規範產生交集，故無法完全

排除競爭法的適用。而反對者則認為，個資與隱私權保護程度的高低

既為「品質」競爭參數，則具有高度的主觀性特徵，每個消費者對於

個資及隱私權保護之期待皆不相同，這將使案件處理無一致標準，而

難以證明事業是否降低對於個資及隱私權保護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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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隱私權的保障究竟是否屬於競爭法所應關切的問題之一，

OECD 於 2014 年發表之「為成長與幸福之數據驅動創新（Data-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研究計畫的期中報告對此是肯

認的，並指出政府應積極創造一個可被信賴的「數據驅動創新」環境，

特別是應追求消費者隱私保護及市場競爭之執法綜效。同時也建議競

爭法及政策應確保事業有以提升隱私權保護效果的方式競爭的誘因，

也就是將隱私權保護視為是平臺業者間的「非價格競爭」，而競爭法

應以促進該項競爭或排除業者在從事該項競爭時所面對之不當限制

作為規範原則126
。而「品質」好壞的判斷通常有很高的主觀性，常常

須綜合腦量各種因素，更遑論隱私權保障的範圍、程度、必要性等更

是因人而異，要建立客觀量測而廣為各方接受的方法或數據指標並不

容易。 

 

第一節 隱私權保護浪潮下之競爭法執法啟示 

一、個人資料保護規範可能使數據資料的近用受限而使市場先進者擁有

較高的競爭優勢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和法國競爭委員會 2016 年聯合發表的「競爭法

與數據（Competition Law and Data）」報告中指出，大數據帶來的資料蒐

集、分析及應用，也是形成市場力之來源之一。而相關數據資料是否具

有排他性，亦即是否僅限單一或少數事業可以擁有，其他競爭者取得上

有困難，致使影響市場競爭。究其原因可能包括法律上或合約的限制127、

                                                 
126

 同註 53，23。 
127

 Bundeskartellamt & 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41, https://
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Publikation/DE/Berichte/Big%20Data%20Papier.pdf?__bl
ob=publicationFil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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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資料的競爭事業沒有資料分享意願等。所謂法律上限制的因素可能

很多，例如所涉資料為個人資料時，其蒐集、分析及應用必須在符合當

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的情況下始能取得或與其他事業分享者。

Microsoft/LinkedIn 案中也提及，GDPR 生效後，使用者對個人資料的控

制可能性更高，而限制結合事業近用及應用資料的能力。由此可知，個

人資料保護規範對結合個案事業市場力、市場競爭的狀態，如消費者轉

換成本、資料的替代性或補充資料的取得可能性等皆可能產生影響，應

依個案狀況評估之128。而因為各國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對於自第三方資

料取得多有所限制，因此平臺事業基本上極少透過他第三方服務或資料

仲介間接取得資料(third-party data)。而倘若事業要將所獲得的第三方資

料再供給其他對象，則也必須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令的相關規定。尤其

在數位平臺而言，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的限制即有可能讓特定資料於

市場上的近用可能性降低。是以，在有法律限制資料近用與分享的狀況

下，市場先進者即較新進者擁有更高的競爭優勢129。 

二、對於競爭法是否應涉入隱私權被濫用問題之執法態度轉變 

目前國際實務對數位平臺上使用者個人隱私之問題與競爭法間關

係之案例探討，以結合審查的個案為大宗。而其發展是漸進的，從最早

的 Google/DoubleClick 案，歐盟執委會雖然意識到隱私權保護在該案的重

要性，但表明隱私權保護不在執委會考量範圍之內；而美國 FTC 也持類

似觀點，指出隱私權問題固然重要，但 FTC 對於結合案進行審查的目的

是在識別及矯正損害競爭的交易，且其並非個人資料保護之主管機關，

惟仍針對兩事業結合對非價格競爭（例如消費者隱私保護）產生不利影

響的可能性進行研析。其後，到 Facebook/WhatsApp 案時，歐盟執委會

                                                 
128

 同註 106，193。 
129

 同註 1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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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進一步注意到 WhatsApp 若改變其隱私權或資安保護之政策，可能帶

來的消費者服務轉移，但仍表示，任何與隱私權相關的疑慮非屬競爭法

之議題，而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規之規範範疇。直至 Microsoft/LinkedIn 

案時，歐盟執委會才直接點明，若隱私權在個案當中為消費者所重視的

品質因素，而結合事業間就此相互競爭時，則可以列入競爭的評估。從

上述歐美執法發展歷程，及日本、新加坡、加拿大之研究報告結論可以

得知，隱私權議題納入涉及數據驅動之平臺事業結合案件之競爭評估，

已成為國際執法的趨勢。亦及，隱私權或資料保護法制與競爭法的立法

目的雖然不同，但卻非無關的平行線，當相關問題涉及影響市場競爭時，

應納入競爭法之個案評估。 

直到 2019 年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對 Facebook 整合不同服務及第三方

來源之使用者資料，卻未在隱私權服務條款中告知蒐集數據的範圍程度

等，違反歐盟 GDPR 對於資料保護規範之限度，而合致德國限制競爭防

止法（GWB）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該案引發了競爭法實務界與學

界對隱私權保護及個人資料保護法間關係的討論，該案仍在德國地方法

院訴訟繫屬中，後續發展及變化值得吾等持續關注。 

三、隱私權保護為非價格競爭的一種 

目前國內外競爭法主管機關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將隱私權保護視為

一種非價格競爭，納入「品質」的考量因素，或直接將隱私權保護程度

（例如蒐集與利用個資的廣度與深度、隱私政策的友善程度、是否採取

隱私優化技術等）當作競爭參數。惟仍須考量消費者與平臺業者間資訊

不對稱問題，可能導致市場競爭無法有效發揮，而出現失衡之情況。當

存在有資訊不對稱之問題，而消費者無法確知被獲取數據之類型、程度

及利用方式等訊息時，其所作出之選擇不見得能反映其對隱私權重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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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亦無法對行為之成本效率進行評估。而競爭法之主要目的是在維

持市場競爭，應使數據提供者有不同之交易選擇，以掌握數據被濫用之

可能型態。 

 

第二節 本會執法建議 

一、市場界定方式因應數位平臺之市場競爭特性予以補充調整 

鑑於數據所驅動平臺市場之事業的競爭核心往往並非價格，而是透

過單邊或多邊免費服務的提供而進行實質的品質競爭，是以過往價格為

基礎的市場界定方式如交叉彈性檢測法、假設性獨占者檢驗法（搭配

SSNIP 檢測法）有補充調整之必要。由於數位平臺競爭個案間差異大，

單一的市場界定方式皆可適用上的盲點，建議的分析方式有合理可替代

性分析法（reasonable interchangeability of use）130搭配其他市場界定法則運

用、修正 SSNIP 檢測法或 SSNDQ（微幅但顯著的非暫時性品質調降）

檢測法等，其中 SSNDQ 應用於品質競爭的情況，但必須相關市場消費

者對品質改變具有敏感度為前提。此外，「品質」受主觀性及多元性

(multi-dimensional)的影響判斷不易，操作上需儘量取得可量測、客觀、

被廣為接受以及透明化的標準131，同時在量化「品質」變動影響時，除

了要考慮特定「品質」變動的程度外，也要考量該項「品質」變動 和

其他「非價格」變動比較，其對競爭之相對重要性
132

。 

二、公平交易法在一定條件下始介入涉及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之案件 

                                                 
130

 係指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審酌個案所涉及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在功能、
特性、用途、價格或競爭之地理區域上是否具有合理可替代性進行界定產品市場或地
理市場。至於彼此間之替代程度如何始得構成同一相關市場，應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
判斷。 
131

 同註 106，65。 
132

 同註 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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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消費者保護法雖立法目的雖不相同，但

是並非全無交集。德國聯邦卡特爾署與法國競爭委員會共同發布的「競

爭法與數據」報告中即明確指出「…儘管某些特定的法律工具可解決個

人資料中的敏感議題，但並不意味著競爭法與個人資料不相干…」；而

澳洲 ACCC 的「數位平臺調查」最終報告中亦指出，數據保護、競爭和

消費者保護三個監管領域在某些部分是重疊的。而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中指出，網路社群平臺是一種資訊驅動的

產品，因此個人資料的近用對於事業市場地位的影響重大，此類平臺對

於使用者個人資料的處理，並不僅僅與個人資料保護主管機關有關，亦

與競爭法主管機關有關。據此，在我國事業單純因蒐集、處理或利用使

用者之個人資料，而引發之隱私權侵害問題，宜由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

但事業倘透過使用者數據影響市場競爭或取得市場力量，若過程中及運

用方式有不正當或不公平之情事，產生反競爭效果而侵害消費者福利時，

則屬於競爭法的規範範疇。而介入的過程中，本會應以確保事業「品質」

競爭過程不受扭曲與限制為目標，而非平臺業者使用個人數據的「方式」

是否有侵害數據提供者的個人隱私133。 

三、公平交易法之現行規範亦已足以應付平臺產業所可能產生的反競爭

議題 

對於各國競爭法是否須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而進行修法，雖然德國

認為面對平臺經濟的特性，相關法律與政策配套有修正之必要，已完成

限制競爭防止法（GWB）第 9 次修正，將數位化市場，尤其是多邊網路

平台於市場控制地位及結合管制面的內涵列入規範，並正在研擬第 10

次修正案。但多數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如：日本、新加坡及加拿大等，

均以維持現行法律規範為原則，透過將所關注或是曾經處理的個案先以

                                                 
133

 同註 5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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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現行法之規範檢視，再評估是否進行配套審查規則的調整或補充，

並提出法制政策因應的分析報告。而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現行規範原則上

亦已足以應付平臺產業所可能產生的反競爭議題，尚無修法之必要，只

是仍須透過處理原則的規範將其細緻化。 

四、參酌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之結合審查案件之執法案例及研究報

告，並針對涉及隱私權相關部分提出以下看法： 

（一）目前對於隱私權的法制保護已形成國際性的壓力，而由各國執

法案例及研究報告可以看出，將涉及結合案市場競爭之隱私議

題納入結合評估， 儼然已成為執法趨勢。 

（二）對於數據平臺結合之個案評估及法令規範調整，國際上已有審

查重點、執法觀點及方向之發展可供借鏡： 

1.在涉及資料集中的結合案中，應將①當隱私為平臺消費者會專注

的品質競爭要素時，事業結合是否可能帶動隱私保護程度的改變，

或影響消費者之選擇；以及②系爭個案是否受到國內或國際個人

資料保護法規之規範，是否會對該案所涉及市場競爭造成影響，

納入評估。 

2.數位平臺就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應用與消費者建立權利義務

關係，倘平臺透過事業結合促使資料集中並更進一步的使用資料，

可能超過消費者原先同意的範圍及認知，不但對於消費者隱私保

護有所影響，亦可能導致消費者因原先選擇使用特定平臺所重視

的價值改變，而選擇轉換服務平臺。因此，將隱私權保護納入結

合審查性評估有其必要性，平臺對於使用者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

護的改變，可認定是對服務「品質」的承諾的變更，如同評估結

合中品質及創新等非價格因素，個資、隱私可能產生單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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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隱私保護與降低品質、提高價格具有類似效果，從而減損消

費者福利134。 

3.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規範或變動（如 GDPR 中對於資料

可攜權之規範），可能會對事業數據的取得與應用形成限制，進

而影響市場力，而使得平臺採用的市場競爭策略受到影響，應依

個案影響市場競爭的層面，進行適度的評估。 

4.隱私於資料驅動數位平臺競爭個案可能為品質競爭應考量的因素，

但亦可能因為消費者於個案中對於隱私相關品質感受度的強弱，

或是否存在預先安裝軟體之「現狀偏差（status quo bias）」135問題，

而影響隱私權作為品質競爭考量因素的重要性。 

5.在審理數據平臺相關結合案件時，或可附加包含「事業結合後不

得變更其隱私保護政策」之條件或負擔，以消弭結合後參與結合

事業可能降低隱私權保護程度而導致減損競爭之效果。 

五、參酌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涉及隱私權之市場力濫用行為案件之

執法趨勢，提出以下看法： 

（一）隱私權或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律之規範，可能會對數位平臺資

料取得與應用產生限制，甚至相關法制之改變，亦會影響平臺

事業市場力的取得或運用136。 

（二）數位平臺蒐集並擁有大量的個人資料，透過結合與其他平臺服

務進行整合，促成跨平臺的資料流動或集中；或藉由修改使用

                                                 
134

 同註 106，207。 
135 

消費者可能傾向於直接使用取得設備時作業系統已與先安裝的通訊服務，即使市場

上出現品質更好的服務也是如此。 
136

 同註 10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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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條款，改變對用戶隱私權或個人資料的保護程度，進而對平

臺服務的品質競爭造成影響；倘若從事相關行為之平臺享有獨

占地位或市場支配力，則可能被認定為濫用市場地位之榨取行

為。亦即，具市場支配地位之平臺憑藉使用者或其他合作平臺

對其相關服務之需要，違反使用者之意願或以超過使用者得以

認知或控制之手段取得及利用使用者資料，可能被認定構成榨

取性濫用行為137。 

（三）我國公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之市場結構，基本上係持中立態度，

並不禁止獨占事業之存在，而係禁止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為

限制競爭之行為，而有破壞競爭秩序時，才加以規範。而事業

在處理事業蒐集個人資料並有濫用之疑慮時，即存在有類似之

問題，若事業處於無競爭壓力之狀態，儘管容許事業蒐集個別

用戶之資料，得使事業加以利用來開發並滿足用戶需求之創新

產品與服務，但蒐集越多用戶資料將更加強化事業之市場力量，

且其利用行為是否有對市場競爭秩序造成妨害之可能，則需要

持續掌握相關產業市場之發展判斷之。 

（四）對於平臺利用市場優勢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可考慮納入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中，相對市場優勢或利用資訊

不對稱行為之態樣，平臺事業倘未事先揭露足以讓平臺使用者

了解之必要規定，如個人資料蒐集或隱私權規範等資訊，列入

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判斷的項目。 

六、結語 

對資料驅動平臺產業的結合審查，一方面除了關注數據集中可能提

                                                 
137

 同註 10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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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效率，另一方面亦須評估到其所帶來的市場力提高、隱私權侵害風

險等問題。但無論如何，隱私權保護納入結合非價格競爭審查範圍已是

國際趨勢，而單純隱私權問題則由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處理，但如果

隱私權保護是事業競爭的重要手段，而降低隱私權保護程度被視為是因

競爭弱化而對消費者福利產生影響時，則由競爭法進行管制應為較適的

手段。應該如何將隱私權保護相關之判斷標準予以細緻化，掌握正確的

分析方向、介入的手段及範圍，並避免重複執法的問題，對競爭法主管

機關及本會而言也將會是很大的考驗。 

在歐盟 GDPR 正式施行，以及各國在個人資料保護、資料跨境傳

輸之各項規制陸續因應數位環境變化而修訂的趨勢下，相關法制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競爭法制及執法的相互關係，有繼續探討及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德聯邦卡特爾署對 Facebook 榨取性濫用之處分案及法國競爭委員

會 2019 年底就 Google 資料蒐集行為所啟動之調查，亦值得追蹤案件後

續發展，持續關注國際執法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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