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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現今的消費者已經非常習慣從數位平台取得各式各樣免費的線上服務，其中包

括搜尋引擎、社群網站與媒體、影音串流、新聞、電子郵件以及電子支付等。數位

平台係透過其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上述服務予消費者，而經營數位平台的業者為了

提供免費的服務，需將其蒐集到的消費者個人資料數據及其注意力（Attention）等

資源予以變現（Monetization），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將網站及應用程式上的網

頁空間出售予廣告主，以供其投放數位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因此，銷售數位

廣告空間便是數位平台業者的主要收入來源，數位平台業者成為連接線上服務（包

括媒體）和廣告主（包括廣告代理商）的關鍵平台，並形成數位廣告市場。 

在數位廣告出現之前，廣告主（Advertiser）係透過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等傳

統媒體投放廣告。早期媒體可銷售的廣告版面與時段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以致

無法有效滿足廣告主投放廣告的需求，故其收取的廣告費用偏高。此外，傳統媒體

的出版品或節目是統一散布（播放）給一般消費者，媒體業者雖然可藉由不同版面、

時段等構面來針對特定的受眾（Audience）銷售廣告，然其區隔市場的能力尚屬有

限，廣告主尚無法精準地「定位」（Targeting）消費者以投放廣告。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的普及，數位平台業者可在不受

時空限制的情況下，透過其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的各種服務來蒐集消費者的個資數

據，並銷售廣告主需要的數位廣告空間。廣告主亦可利用所取得消費者的個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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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針對特定消費者投放更精準的「目標式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以回應消

費者使用線上服務時的需求。 

由於近年來數位廣告市場不斷地發展，其市場規模已逐漸超越傳統廣告市場

（OECD, 2020），許多業者（如代理商、中間商等）投入相關市場以提供數位廣告

交易服務，加上大型數位平台的垂直整合，使得數位廣告市場開始出現濫用市場

力、利益衝突、自我偏好、限制數據使用，以及缺乏透明度等問題。許多國家的競

爭法主管機關已針對數位廣告市場的限制競爭議題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因應措施

（如增修法規、設立專責機關等），且就影響市場競爭的相關案例進行執法。因此，

有必要透過各主要國家之研究報告與執法案例，瞭解當前競爭法在數位廣告市場相

關議題上之發展趨勢，以作為本會進一步研究或施政時的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係以文獻資料分析法為主，案例分析法為輔，透過蒐集與彙整世界主要

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近年來所發布與數位廣告市場有關的研究報告，以及回顧數位

廣告市場相關之限制競爭及結合案例，綜整各主要國家針對數位廣告市場競爭議題

的政策立場與施政方向，並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章節之編排：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第二章為數位

廣告概述，其內容為數位廣告的發展、類型與目標式廣告等；第三章為數位廣告市

場概述，其內容為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數位廣告供應鏈的發展、數位廣告

的交易方式等；第四章為相關競爭議題，旨在探討相關市場的潛在競爭議題；第五

章為相關案例，係彙整與數位廣告市場有關之限制競爭及結合案例；第六章彙整各

國相關研究報告之結論與建議；第七章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三、主要建議事項 

(一) 平台經濟的商業模式可整合虛擬與現實，為消費者帶來創新的商品及服務，

並提高消費者的經濟利益。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制定相關法規或措施時，

應考量是否會成為平台經濟發展創新商業模式的障礙、是否會妨礙新興事業

參與平台經濟的競爭、是否有可能減損整體經濟效率與消費者福利，以及是

否可能對於相關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例如損害以數位廣告買賣為主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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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平台業者以及中間商等業者的經營誘因等。 

(二) 數位廣告市場涉及的政策領域涵蓋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個人資料與隱私權

保護等多項領域。此外，近年來有關新聞媒體與大型數位平台間的分潤問題，

亦是各國的施政重點。因此相關部會就數位廣告市場的相關議題進行跨部會

協調合作時，應考量彼此的分工與管轄範圍，以確保主管機關在數位廣告市

場之相關政策領域中能有效的進行執法。 

(三) 目前數位廣告市場中具有優勢市場地位的平台業者多為跨國公司（如

Google、Facebook 等），其經營之數位廣告業務遍及全球市場，各國均無法不

受科技巨擘行為的影響，因此，本會宜加強與其他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

的交流合作，以熟悉各國在面臨大型數位廣告業者的潛在限制競爭行為時的

執法措施，期能有效處理跨國數位廣告市場之限制競爭案件。 

(四) 數位經濟中的各項議題（如數位廣告、數位平台等）係現今各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的重點執法項目，各機關無不針對相關議題提出新興的施政措施與方

向，故應持續掌握主要國家發布的相關法規資訊、政策白皮書、市場研究報

告等，以瞭解相關議題在國際間的發展趨勢。此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

職權尚非僅侷限於競爭法，可能也同時是消費者保護機關，或身兼特定產業

的管制機關，例如澳洲 ACCC。因此，在參考各國提出的相關施政措施時，

應同時考量本會的業務職掌範圍、國內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等

狀況等差異性。 

 



 

VI 

目  次 

表  次 ……………………………………………………………………… VI 

圖  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2 

第二章  數位廣告概述 ..................................................................................... 3 

第一節  數位廣告的發展 ................................................................................ 3 

第二節  數位廣告的類型 ................................................................................ 5 

第三節 目標式廣告 ....................................................................................... 11 

第三章  數位廣告市場概述 ........................................................................... 15 

第一節  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 15 

第二節  數位廣告供應鏈的發展 .................................................................. 18 

第三節 數位廣告的交易方式 ...................................................................... 23 

第四章  相關競爭議題 ................................................................................... 29 

第一節  與數位廣告相關之數據議題 ......................................................... 29 

第二節  利益衝突與自我偏好 ...................................................................... 37 

第三節  槓桿 ................................................................................................... 40 

第四節 數位廣告市場的不透明 .................................................................. 40 

第五章  相關案例 ........................................................................................... 46 

第一節  限制競爭案件 .................................................................................. 46 

第二節  結合案件 ........................................................................................... 50 

第六章  相關研究報告之結論與建議 ........................................................... 57 

第一節  OECD ................................................................................................. 57 

第二節  英國 ................................................................................................... 63 

第三節 澳洲 ................................................................................................... 66 

第四節  日本 ................................................................................................... 67 



 

VII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 72 

第一節  結論 ................................................................................................... 72 

第二節  建議 ................................................................................................... 74 

參考資料   ....................................................................................................... 76 

 

  



 

VIII 

表  次 

表 2-1  目標式廣告類型表 ................................................................................. 12 

 

  



 

IX 

圖  次 

圖 2-1  數位廣告市場關係圖 ............................................................................... 4 

圖 2-2  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 6 

圖 2-3  含有使用者位置資訊的 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 .................................... 8 

圖 2-4  Google Ads 多媒體（展示）廣告示意圖 .............................................. 9 

圖 2-5  Trivago 線上訂房網站頁面 ................................................................... 11 

圖 3-1  數位廣告的直接交易 ............................................................................. 18 

圖 3-2  數位廣告的廣告伺服器 ........................................................................ 20 

圖 3-3  數位廣告的廣告網絡 ............................................................................. 21 

圖 3-4  數位廣告的廣告交易平台 .................................................................... 22 

圖 3-5  完整的數位廣告供應鏈 ........................................................................ 23 

圖 3-6  Facebook (Meta)廣告管理員頁面 .......................................................... 24 

圖 3-7  「瀑布機制」示意圖 ............................................................................. 26 

圖 3-8  「標頭競標」示意圖 ............................................................................. 28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今的消費者已經非常習慣從線上數位平台取得各式各樣免費的服

務，其中包括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影音串流、新聞、電子郵件以及電

子支付等。數位平台透過其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相關服務予消費者，而

數位平台業者為提供免費的服務，需將其蒐集到的消費者個人資料數據

及其注意力（Attention）等資源予以變現（Monetization）。其中最直接

的方式，便是將網站及應用程式上的網頁空間出售予廣告主（Advertiser），

以供其投放數位廣告（Digital Advertising）。因此，銷售數位廣告空間便

是數位平台業者的最重要收入來源之一，數位平台業者成為連接線上服

務（包括媒體）和廣告主（包括廣告代理商）的關鍵平台，進而形成數

位廣告市場
1
。 

在數位廣告出現之前，廣告主係透過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等傳統

媒體投放廣告。早期的傳統媒體銷售的廣告版面與時段係受到時間與空

間的限制，以致無法有效滿足廣告主投放廣告的需求，故其收取的廣告

刊登費用偏高。此外，傳統媒體的出版品或節目是統一散布（播放）給

一般消費者，媒體業者雖然可藉由不同版面（節目類型）及時段來針對

特定受眾（Audience）投放廣告，然其所能達到的市場區隔能力尚屬有

限，即廣告主無法精準地將廣告「定位」（Targeting）目標消費者。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及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普及，

數位平台業者可在不受時空限制的情況下，透過其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

的服務來蒐集消費者的個資等相關數據，並據以銷售廣告主所需的數位

廣告空間。廣告主亦可利用取得消費者的個資數據，針對特定消費者投

                                                 
1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 (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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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更精準的「目標式廣告」（Targeted Advertising），以回應消費者在使用

線上服務時的需求。 

近年來數位廣告市場不斷發展的結果，其市場規模已逐漸超越傳統

廣告市場（OECD, 2020），許多業者（如廣告代理商、中間商等）投入

相關市場以提供數位廣告交易服務，加上大型數位平台的垂直整合，使

得數位廣告市場開始出現濫用市場力、利益衝突、自我偏好、限制數據

使用，以及缺乏透明度等問題。許多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已針對數位

廣告市場的限制競爭議題進行研究，並提出相關因應措施（如增修法規、

設立專責機關等），且就影響相關市場競爭的案例進行執法。因此，有必

要透過各主要國家之研究報告與執法案例，瞭解當前競爭法在數位廣告

市場相關議題上之發展趨勢，以作為本會進一步研究或施政時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係以文獻資料分析法為主，案例分析法為輔，透過蒐集與彙

整世界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近年來所發布與數位廣告市場有關的研

究報告，以及回顧數位廣告市場相關之限制競爭及結合案例，綜整各主

要國家針對數位廣告市場競爭議題的政策立場與施政方向，並提出相關

建議。 

本研究章節之編排：第一章為緒論，簡述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第

二章為數位廣告概述，其內容為數位廣告的發展、類型與目標式廣告等；

第三章為數位廣告市場概述，其內容為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數

位廣告供應鏈的發展、數位廣告的交易方式等；第四章為相關競爭議題，

旨在探討數位廣告市場的潛在競爭議題；第五章為相關案例，係彙整數

位廣告市場之相關限制競爭及結合案例；第六章彙整各國相關研究報告

之結論與建議；第七章則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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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數位廣告概述 

 

第一節 數位廣告的發展 

廣告可將商品或服務之資訊傳遞予買方，是商業活動中重要的一環，

有效的廣告活動具有正面的招徠效果，可提醒消費者有新產品或新交易

方案的出現，改善買賣雙方資訊傳達的問題，故在買賣雙方的交易過程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數位廣告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興起，隨著網際網路

的發展，以創新的方式傳遞文字、圖片及影音等內容，根本地改變了事

業接觸消費者的方式，並在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普及

化的推波助瀾下，將數位廣告推升到廣告市場的主流地位。 

數位廣告可能的觸及的範圍較傳統的平面及電視廣告更廣，尤其是

在行動裝置上投放的行動廣告（Mobile Advertising），幾乎可以在任何時

間及地點觸及到消費者。數位廣告能大量運用在網路蒐集到的消費者個

資來量身訂作具有互動性的目標式廣告，並在消費者開啟網頁數毫秒的

時間內將特定廣告呈現在消費者眼前。然而，各種網站及應用程式提供

的多元化媒體，使一般消費者的注意力被切割得更加零碎，事業更難透

過單一媒體將廣告投放到消費者眼前。相較之下，幾十年前的無線電視

台的黃金時段廣告幾乎可保證能觸及廣大群眾，然而現在消費者的注意

力已分散在各個網站及應用程式上。 

在傳統廣告的時代，廣告產生的收益原本就是支持許多商業活動運

作的關鍵來源，其中包括報紙與雜誌等出版品。同樣的，數位廣告也成

為數位經濟中用以支持數位平台提供零元服務（Zero-Price Services）的

主要收入來源。這些數位平台的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s）可將消

費者、數位平台、媒體或出版商以及廣告主等參與者集結起來（如圖2-1），



 

4 

形成數位時代主要的商業模式
2
。 

圖 2-1、數位廣告市場關係圖 

影響數位廣告市場營收主要來自兩個方面3：  

1.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這是銷售任何形式廣告的空間（包含傳

統的報紙分類廣告版面、電視節目的廣告時段等，以及數位平

台的線上影音平台的靜態或動態「展示廣告」）的基本要求。數

位平台能夠吸引到的消費者注意力越多（可透過擴大平台的涵

蓋面，或是延長消費者停留在平台的時間），平台對廣告主投放

廣告的吸引力就越大，平台也就能銷售更多的廣告空間。 

2. 了解消費者的偏好、購買意圖和行為：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對平

台業者及廣告主來說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可以將廣告鎖定到

最有可能進行購買的消費者。目標式廣告可以為廣告主帶來更

高的投資報酬，並願意為廣告空間支付更高的價格。此外，若

能證明消費者係因接觸平台上的廣告而產生後續的購買行為，

則廣告主願意支付的價格將進一步提高。 

                                                 
2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3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2020). 

廣告主 媒體/出版商 

消費者 

數位平台 

中間商 

金流 

提供數位廣告空間 

銷售商品或服務 

消費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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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大部分的 OECD 國家中，數位廣告已成為廣告主投放廣告的

主要管道，並已逐步接收原本投放在電視廣告的預算4。僅管全球經濟自

2020 年起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而衰退，然而全球數位廣告市場仍不

斷成長，截至 2020 年止，已經達到 3,000 餘億美元的規模，逾全球整體

廣告支出之半數5。 

 

第二節 數位廣告的類型 

數位廣告的類型主要有 3 種，包括「搜尋廣告」（Search Advertising）、

「展示廣告」（Display Advertising）與「分類廣告」（Classified Advertising），

茲分述如下： 

一、 搜尋廣告 

對許多想要透過網際網路來進行購物的消費者來說，搜尋引擎通常

是一個起點，消費者常利用線上搜尋引擎（如 Google Search）找尋商品

或服務的相關資訊，許多數位平台也提供更專門的搜尋服務，例如購物

網站與訂房比價網站等。消費者於搜尋引擎輸入的搜尋詞彙往往代表消

費者目前可能感到興趣的標的。因此，業者為因應消費者在搜尋網頁的

排序高低，可能提供業者直接接觸消費者的機會，故有購買「搜尋廣告」

之需求。「搜尋廣告」旨在促使消費者採取特定行動（如購買或加入成為

會員），因此，就消費者因接收廣告產生購買行為的機率而言，「搜尋廣

告」可說是最有效果的廣告形式之一，也是最受平台及一般業者歡迎的

數位廣告類型6。大部分搜尋引擎通常以自然搜尋的結果以及結合廣告主

付費刊登「搜尋廣告」的方式呈現（如圖 2-2）。 

                                                 
4
 同註釋 2。 

5
 eMarketer (2020), ‘Global Digital Ad Spending Update Q2 2020: Only China Exper

iences Positive Growth, and Google Declines for First Time’, available at https://www.

emarketer.com/content/global-digital-ad-spending-update-q2-2020 
6
 同註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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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 

「搜尋廣告」通常會與「關鍵字廣告」併用，而付費的「搜尋廣告」

的順序則通常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以 Google Ads 為例，每當使用者輸入

關鍵字進行網路搜尋時7，Google 會判斷哪些廣告與關鍵字最為適配。

首先，Google 會忽略不合格的結果，例如因違反當地法規而禁止出現的

廣告。接著 Google 會依每個廣告的「廣告排名」（Ad Rank）決定要投

放的廣告。Google 透過廣告競價來決定該顯示哪些廣告，以及這些廣告

的排名。Google Ads 會為每一則參與競價的廣告計算出廣告評級，用來

決定廣告的排名以及是否符合顯示資格。一般而言，排名最高的廣告會

獲得最高的位置（Position），次高者則顯示在第二名位置，廣告必須符

合相關門檻才有被刊登的機會。「廣告排名」大致依據下列因素決定8： 

1. 廣告出價：Google Ads 可根據廣告主設定的出價，得知廣告主

                                                 
7
 Google, ‘Insights on the AdWords Auction’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thinkwit

hgoogle.com/intl/en-145/perspectives/global-articles/insights-adwords-auction/. 
8
 Google 網站，「廣告排名和廣告評級簡介」，網址：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

ds/answer/1722122，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7。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72212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7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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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為每次廣告點擊支付的最高金額。廣告主實際支付的費用

通常會比設定的出價低，且能隨時變更出價。 

2. 廣告及其連結網頁的品質：Google Ads 衡量廣告及其連結之網

站對使用者的關聯性與實用性，並以「品質分數」評估廣告品

質。廣告主可在 Google Ads 帳戶中查看分數並著手改善。 

3. 「廣告排名」的門檻：Google 設置了最低門檻來確保廣告的品

質，只有達到門檻的廣告才會被顯示。 

4. 競價中的競爭力：如果有兩個廣告競爭同一個網頁位置，且這

兩者的「廣告排名」不相上下，則兩個廣告都有機會贏得此網

頁位置。若廣告主間的「廣告排名」差距較大，則排名越高的

廣告越有可能贏得網頁位置，但也須支付更高的單次點擊費

用。 

5. 使用者搜尋當下的時空背景（Context）：時空背景會影響廣告競

價結果。計算「廣告排名」時，系統會考量使用者搜輸入的關

鍵字、所在位置、使用的裝置類型（例如行動裝置或桌上型電

腦）、搜尋的時間、關鍵字的性質、網頁上顯示的其他廣告與搜

尋結果，以及其他使用者資訊和特徵。 

6. 廣告額外資訊和其他廣告格式的預期成效：廣告主可在製作廣

告時添加補充資訊 （例如電話號碼或網站特定頁面的連結），

這些都稱為廣告額外資訊。Google Ads 會根據廣告主使用的額

外資訊和其他廣告格式，評估可能對廣告效益造成的影響。 

如上所述，「搜尋廣告」也可能受到與使用者在使用搜尋引擎當下的

時空背景影響，例如他們當時的位置。若消費者正在搜尋「咖啡店」，則

顯示的「搜尋廣告」將取決於哪些業者購買了關鍵字「咖啡店」的「搜

尋廣告」，以及哪些業者最靠近消費者所在的地點（如圖 2-3）。這些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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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的結果（包含「搜尋廣告」與關鍵字廣告的排序）會在使用者搜尋結

果網頁進行加載（Loading）時的毫秒內完成。 

圖 2-3、含有使用者位置資訊的 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 

二、 展示廣告 

「展示廣告」係以文字、影像或影音等方式呈現，並被投放在平台

媒體之網站或應用程式的數位廣告空間，它可能是置於網頁頂端的「橫

幅廣告」（Banner Ad）或出現在網頁其他位置（如圖 2-4），平台媒體所

出售的數位廣告空間又稱為廣告庫存9（Inventories）。雖然在 2016 年時，

美國業者投入「展示廣告」的經費已超過「搜尋廣告」，然而「展示廣告」

所創造出的點擊率仍低於「搜尋廣告」（約僅有 0.05%的「展示廣告」會

被使用者點擊）10，換言之，「展示廣告」最主要的功用是廣告主用來向

消費者建立「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11。「展示廣告」的計費

                                                 
9
 同註釋 2。 

10
 eMarketer (2016), ‘US Digital Display Ad Spending to Surpass Search Ad Spendin

g in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emarketer.com/Article/US-Digital-Display-Ad-Spendi

ng-Surpass-Search-Ad-Spending-2016/1013442. 
11

 Geradin, D. & D. Katsifis (2019), ‘An EU competition law analysis of online displ

ay advertising in the programmatic age’, Tilburg Law and Economics Center Discussio

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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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能是按照固定費率計算，或以拍賣競標後的決標價格為基礎計算。

廣告費用的基數可能是廣告發布的次數、消費者對廣告的每千次「印象」

（Impression）也就是所謂的「每千次成本」（Cost Per Mile, CPM）、「可

視度」（Viewability）或每千次曝光率等方式來計算。 

圖 2-4、Google Ads 多媒體（展示）廣告示意圖12
 

因「展示廣告」無法像「搜尋廣告」那樣可依賴使用者輸入的搜尋

字串來判斷其興趣與偏好，故為了精準地將數位展式廣告投放到目標客

群的眼前，辨識消費者個人資料就顯得特別重要。然而，對於「展示廣

告」對消費者個資的蒐集與使用，將衍生出後續的個資保護與隱私權的

議題。研究指出消費者相當重視在網際網路上的隱私權，同時也越來越

關心其個人資料被用來量身製作目標式廣告13。例如在 2015 年時，歐盟

有超過53%的消費者擔憂其網路上活動以個人化廣告之目的被業者監控

14。僅管有這些疑慮，仍有消費者傾向維持平台預設的（Default）隱私

權設定，雖然這可能會使消費者揭露並分享超過預期數量的個人資訊

                                                 
12

 Google 網站，「建立多媒體廣告活動」，網址：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

nswer/10759203?hl=zh-Hant&ref_topic=10289172，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7。 
13

 Cisco, Consumer Privacy Report: The growing imperative of getting of getting data

 privacy right (2019). 
14

 EC, Data Protection: Special Barometer 431 (2015).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759203?hl=zh-Hant&ref_topic=10289172
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0759203?hl=zh-Hant&ref_topic=1028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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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此外，目前全球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超過 37 億人）已使用

社群媒體平台，且歸功於網路覆蓋率的提升，幾乎所有的使用者都透過

智慧型手機來連線社群網站16。社群媒體平台的廣告越來越常被用來觸

及特定的使用者，而那些目標式廣告是透過平台蒐集而來的大量個人資

料庫（包括使用者提供的資料，以及其他用戶在網路上提供的資料）的

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目前全世界的最大社群網站包括 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 等平台均提供線上「展示廣告」的服務。 

三、 分類廣告 

對於數位「分類廣告」應包括的內容並沒有一致性的定義，通常係

指業者向數位平台付費，以便能在特定平台網站上發布其產品或服務的

廣告17。目前在網際網路上有許多為特定產業提供服務的數位平台，這

些平台滿足業者對於刊登商品或服務廣告的需求，以及為消費者提供對

這些商品或服務進行比較（價）的功能，例如人力銀行、電子商務、消

費金融、旅遊、訂房網站、房地產和汽車買賣等平台網站（如圖 2-5）。

刊登「分類廣告」的費用通常包括上架費用或佣金。 

                                                 
15

 OECD, Consumer data rights and competition -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2020). 
16

 Slideshare (2019), ‘We Are Social and Hootsuite, 2019 Q4 Global Digital Statshot’,

 https://www.slideshare.net/slideshow/embed_code/key/NSBCWzcfsbGXTg. 
17

 同註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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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Trivago 線上訂房網站頁面 

 

第三節 目標式廣告 

一、 目標式廣告的類型 

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數位廣告依其類型可分為「搜尋廣告」、「展示

廣告」及「分類廣告」，而其中又以搜尋與展示廣告最常透過消費者個資

數據來進行特定目標的定位。目標式廣告的定位方式包括：「情境的定位」

（Contextual Targeting）、「個人化的定位」（Personalised Targeting），以及

「重複定位」（Re-Targeting）等 3 種
18
，不同的目標式廣告使用不同數量

及型態的數據，例如，「個人化的定位」需要特定消費者的個資、偏好、

興趣等數據，而「情境的定位」需要有關數位廣告發布的時空環境等資

訊，其中包括平台媒體網頁內容、格式等相關的資訊（參下表 2-1）。  

                                                 
18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

ices inqui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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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目標式廣告類型表 

類型 使用目的 數據之需求 數據的來源 

情境的定位 數位廣告的投

放係基於用以

「展示廣告」的

平台媒體的情

境（如平台的內

容、格式等）。 

有關廣告之情境

數據，像是平台媒

體網站或應用程

式的特徵（關鍵

字、主題等）、日

期、時間或格式

等。 

平台媒體之網頁

或應用程式。 

個人化的定位 數位廣告的投

放係基於消費

者 個 人 的 特

徵，例如偏好、

興趣、先前購買

或瀏覽紀錄等。 

有關消費者之特

定數據，像是偏

好、興趣或特徵等

個人資料，通常由

消費者先前之購

買或網頁瀏覽行

為推論得知。 

數位廣告市場中

的業者，以及相

關之數據服務提

供者等。 

重複定位 數位廣告被投

放是因為消費

者在線上網站

未完成交易，藉

以提醒消費者

對於特定產品

或服務的興趣 

有關消費者先前

在特定網站的交

易或瀏覽紀錄等

相關數據。 

廣告主提供需要

重複定位之消費

者名單或 ID。 

數位廣告供應鏈

之參與者，以及

相關之數據服務

提供者等亦提供

相關數據，以便

消費者在其他網

站瀏覽時進行配

對。 

二、 目標式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 

平台媒體依靠出售數位展示廣告空間收取的費用，得以免費或低價

的方式向消費者提供數位內容或服務（如 Google Search、Twitter，Apple 

News 和 Instagram 等），並獲取消費者在使用平台媒體當下提供的注意

力，以及個人資料等相關數據。平台媒體所能蒐集到的消費者數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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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能更精準地進行有效的目標式廣告。其原因在於平台媒體可以協助

廣告主，將目標受眾可能感到興趣的數位廣告投放至消費者眼前，使希

望看到更多相關商品廣告的消費者受益。此外，有效的目標式廣告還可

降低消費者的搜尋成本。 

根據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的報告指出19，由於目標式廣告可以幫助廣告主有效地控制廣告

預算的花費，故能使廣告主調降產品的售價。CMA 還發現，投放更多

具有針對性及相關性的廣告可刺激消費者的購買行為，進而增加消費者

和生產者的福利。但是，CMA 的研究也發現，廣告主支付目標式廣告

的費用越高，代表廣告主將為商品付出較高的銷售成本，儘管廣告預算

的提高整體上可能會被消費者的購買增加所抵消。因此，CMA 認為廣

告主投放目標式廣告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迄今尚未有定論。 

另一方面，消費者對於其個資數據如何被蒐集與使用在目標式廣告，

若沒有足夠的認知或控制權力，將使消費者蒙受到損害的風險。即平台

媒體未經通知或未取得消費者的同意，就不當地蒐集並使用消費者的個

資數據，在相關數據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將進一步提高損害消費者的可

能性。當消費者關注其個資如何被蒐集、使用和分享的同時，消費者的

相關數據（包括目前所在地在內的資訊）正不斷地透過平台媒體的網站

和應用程式被傳送出去，故消費者對於上述平台媒體的行為感到越來越

不自在。 

有關消費這的個資數據被用在目標式廣告對消費者所造成傷害的問

題，尚包括下列幾點： 

1. 數位廣告的交易過程中需要取得消費者個資數據，而這些敏感的

個資數據經常在數位廣告服務業者間傳遞。 

                                                 
19

 同註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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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不公平和不尊重的方式使用消費者個資數據，會導致消費者對

數位產業的不信任，故應減少過度蒐集或濫用個資的目標式廣

告。 

3. 因使用數位廣告服務對消費者造成的損害包括：價格歧視、產品

成癮、消費者對數據的缺乏控制，以及人身與兒童安全等議題。 

4. 銷售數位廣告空間產生的收益，可能用於資助危害社會安全的負

面線上內容和活動，從而對消費者造成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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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數位廣告市場概述 

 

第一節 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數位廣告市場主要由數位內容之消費者、平台媒體（Publisher）、廣

告主以及與數位廣告供應鏈有關之平台業者所而成，摘述如下： 

一、消費者 

消費者是數位廣告的最終使用者。消費者較常接觸到的數位廣告型

態包括： 

1. 使用電腦或行動裝置之搜尋引擎時出現的「搜尋廣告」； 

2. 在電腦或行動裝置瀏覽網頁時所出現的影像或視訊「展示廣

告」； 

3. 與應用程式內容整合在一起的影像或視訊「展示廣告」； 

4. 網路影音平台之視訊串流（Stream）的「展示廣告」。 

上開情境下的顯示廣告是以特定消費者為可能的受眾，然而使用者

在取得平台網站提供相關服務的同時，平台網站也取得使用者當下的注

意力、個人特徵、偏好與興趣，以及相關環境數據。故業者在大數據及

演算法等資訊技術的發展下，透過各種線上及線下活動所蒐集而得之數

據用來進行目標式廣告。 

二、平台媒體 

本研究所稱「平台媒體」係指擁有線上資源並提供數位內容（服務），

以銷售數位廣告空間供廣告主投放數位廣告的任何平台，其中包括入口

網站、新聞媒體網站、視訊串流網站、行動裝置之應用程式，以及可刊

登「展示廣告」之社群（媒體）網站等。 

平台媒體為了銷售其線上廣告空間來獲利，通常會使用數位廣告技

術來創造其收益最大化，平台媒體經常使用的主要數位廣告技術服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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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平台媒體廣告伺服器」（Publisher Ad Server, PAS）、「供給端平台」

（Supply-Side Platform, SSP）及「廣告網絡」（Ad Network）。 

三、廣告主 

數位廣告中的廣告主包括所有事業（不論產業類別及規模大小）、非

營利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廣告代理商。廣告主有購買數位廣告空間的需

求，而且廣告主希望這些數位廣告空間能由最有可能對其產品、服務或

資訊感興趣的消費者所看到。為了達到上開目的，廣告主使用廣告技術

的服務來將廣告定位到最有可能對其產品感到興趣的消費者，並決定願

為該廣告空間支付多少刊登費用，從而幫助廣告主更有效地使用廣告預

算。廣告主通常會使用下列廣告技術的服務：「廣告主廣告伺服器」

（Advertiser Ad Server, AAS）及「需求端平台」（Demand-Side Platform, 

DSP）。 

廣告主使用的數位廣告技術服務通常需要依賴具體的數據，以求能

將其數位廣告即時定位並投放到消費者開啟的網頁或應用程式之畫面上。

廣告主使用之數據來源包括：直接與消費者互動之過程（如造訪廣告主

的網站所登錄的資料、過去的購買紀錄、參與顧客忠誠計畫或郵寄名單

等），以及間接從第三方取得（如 DSP 或其他市場參與者提供之數據）。

廣告主可以選擇利用數位廣告代理商的服務來幫助他們規劃及購買數位

廣告。 

此外，數位廣告為中小企業的廣告主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靈活且負擔

得起的投放廣告機會，大型平台（如 Google 和 Facebook）的數位廣告

亦提供接觸全國潛在客戶的可能性。這些平台提供自助服務界面，可以

自動化且精簡化複雜的廣告購買的流程。這使得預算非常少的事業，甚

至是個人都能使用到數位廣告的服務，這樣的結果導致 Google 和

Facebook 同時擁有為數較少但對於廣告費用支出相當龐大的客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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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較多但廣告費用支出較低的中小企業。雖然 Google 和 Facebook 提

供的數位廣告服務可使大量中小企業更容易獲得刊登全國數位廣告的機

會，但它們的絕大部分收入仍來自少數的大公司20。 

四、廣告代理商 

廣告代理商（Ad Agency）根據廣告主提出的廣告需求（其中包括

廣告投放對象及預算等資訊）向廣告主提出廣告內容方案。在數位廣告

供應鏈中，廣告主經常委託廣告代理商經營數位廣告。一些廣告代理商

可能設有專門從事數位廣告業務的部門或獨立公司，以便從廣告主那裡

承接數位廣告和促銷活動（其中包括數位廣告以外的廣告和促銷活動）

並收取綜合費用（其中包括數位廣告媒體支出和廣告製作成本等）21。 

五、中間商 

中間商（Intermediary）是從廣告主接收廣告並將此類廣告投放到平

台媒體的網站或應用程式，而平台媒體也可能同時扮演中間商的角色。

廣告主使用中間商的服務通常會有兩種情況：廣告主直接與中間商簽約

以使用服務，或是透過廣告代理商和中間商簽約使用服務。中間商在提

供數位廣告服務時，會同時從廣告主和平台媒體那裡收取費用：廣告主

支付每千次展示費用（CPM）或每次點擊費用（CPC）予中間商，而平

台媒體則是透過收益分成的方式付費給中間商22。 

中間商提供的服務還包括：從廣告主的角度對廣告投放進行優化的

「需求端平台」（DSP）、從平台媒體的角度簡化庫存銷售並最大化廣告

收入的「供給端平台」（SSP），以及為數位平台客戶提供廣告轉售的服

務。此外，某些中間商也提供刊登數位廣告以及評估廣告效益的服務。 

                                                 
20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2020). 
21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 

(2021). 
2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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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廣告供應鏈的發展 

數位廣告市場係將主要參與者：廣告主、平台媒體，以及消費者連

結在一起的多邊市場（如圖 2-1）。數位廣告供應鏈連接數位廣告市場的

供需兩端，其中一端是提供數位內容或服務的平台媒體（如線上報紙或

影音串流網站），它是數位廣告市場中數位廣告空間的供給者；另一端是

有投放數位廣告需求的廣告主，它是數位廣告市場中購買數位廣告空間

的需求者23。數位廣告市場的成功與否，除了取決於數位平台業者有無

能力提供對消費者具有吸引力的內容或服務，以及有無能力提供優質的

廣告空間來吸引廣告主，使平台業者取得足以支持其內容或服務的收入

外，還需要供應鏈中各階段中間商的參與。健全的數位廣告供應鏈可以

解決廣告主與平台媒體間的交易成本與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避免在數位

廣告市場各邊之間因直接交易所造成的資源浪費。 

在數位廣告供應鏈開始發展之前，平台媒體直接或是透過代理商間

接向廣告主銷售廣告空間。在此類交易中，廣告主將廣告素材（Materials）

發送給平台媒體，收到廣告素材的平台媒體將其發布在平台媒體的網站

或應用程式之頁面上。在此交易中，平台媒體需手動管理發布的廣告素

材，其效率較低（如圖 3-1）24。 

圖 3-1、數位廣告的直接交易 

平台媒體使用協助其發布數位廣告的「平台媒體廣告伺服器」（PAS）

                                                 
23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

ices inquiry (2020). 
24

 同註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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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有效地管理其網站或應用程式上的廣告資源（空間）。PAS 的主要功

能包括： 

1. 將使用者造訪其網站或應用程式之相關數據，以及其廣告空間

的使用情況提供給 SSP，以便讓 SSP 為其廣告空間進行拍賣競

標活動。 

2. 為一個特定的廣告空間做出銷售的決策。例如，平台媒體將廣

告空間銷售給由 SSP 拍賣之競標價格最高者，或將廣告空間銷

售給與平台媒體維持長期之契約關係的廣告主。 

3. 在平台媒體的網站或應用程式上正確地刊登得標的數位廣

告。 

4. 蒐集、分析及報告資料，以便平台媒體能更了解廣告主對其廣

告資源之需求。 

使用廣告伺服器允許平台媒體將廣告與網頁內容分開管理。透過

PAS，平台媒體可以查看廣告投放的結果，例如展示了哪些廣告、展示

及點擊的次數等資訊。 

另一方面，廣告主在投放數位廣告時也遭遇到一些困難，像是廣告

主無法確認投放在每個平台媒體的數位廣告的效益，因此，廣告主也開

始使用「廣告主廣告伺服器」（AAS）。AAS 允許廣告主管理他們的廣告，

追蹤所投放廣告的成效，並可整合跨多個平台媒體整合數位廣告服務績

效報告。AAS 還管理廣告主數位廣告的素材內容（Creative Content），

並當廣告主有投放「展示廣告」的需求時，將其內容傳遞到「平台媒體

廣告伺服器」（如圖 3-2）25。 

  

                                                 
2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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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數位廣告的廣告伺服器 

隨著平台媒體的增加，廣告主對於選擇適當的平台媒體並投放數位

廣告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平台媒體的觀點來看，有必要妥善銷售其數

位廣告的「剩餘庫存」（Remnant Inventories）來增加收入，於是一個線

上的「廣告網絡」（Ad Network）便誕生了。 

「廣告網絡」可依特定類型的消費者、裝置、服務品質、或平台媒

體進行專門化及客製化。例如：Apple 的「搜尋廣告」讓廣告主可以連

接 Apple 應用程式商店（即 App Store）的廣告空間；Facebook 的 Audience 

Network 可讓廣告主連結 Facebook 與 Instagram，以及許多第三方應用程

式與網站；Google 的 Display Network 包含了 200 萬個網站、影音串流

與應用程式，其範圍涵蓋 Google 公司內外的業務，並且觸及全球超過

90%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其他類型的「廣告網絡」可針對特定市場提供

數位廣告，例如，像是旅遊或美妝等26。 

從廣告主的觀點來看，在選擇使用哪一個「廣告網絡」時需考量許

多因素，其中包括：「廣告網絡」可觸及的範圍（例如能接觸的網站與應

用程式數量及其可獲得的流量）、「廣告網絡」是否提供搜尋或顯示廣告、

針對特定群眾投放廣告的能力、價格與付款形態、商譽與可信度、使用

的方便性，以及「廣告網絡」是否提供其他相關的服務等。另外，從平

台媒體的觀點來看，「廣告網絡」的可信度、商譽、價格與付款方式等是

                                                 
26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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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考量因素。 

簡言之，「廣告網絡」可整合多個平台媒體廣告資源的網絡以管理和

銷售平台媒體的「剩餘庫存」，並可同時連結多位「廣告主」以投放數位

廣告，因此「廣告網絡」能顯著提升數位廣告銷售的效率（如圖 3-3）。

此外，「廣告網絡」也促進小型平台媒體和個人網站買賣其擁有的廣告空

間的便利性，為小型事業創造進入數位廣告供應鏈的機會27。 

圖 3-3、數位廣告的廣告網絡 

即使在「廣告網絡」出現之後，廣告主仍然無法避免在與其廣告訴

求不符的平台媒體上刊登廣告的可能性；此外，平台媒體也面臨著其廣

告空間可能被低價銷售，使利潤降低的問題。上述情況促使「廣告交易

平台」（Ad Exchange）的出現，這是一個由多個平台媒體和「廣告網絡」

參與的廣告交易市場。這使廣告主能夠指定投放的平台媒體與受眾，並

為每次的數位廣告交易進行出價。由於投標價格會根據廣告空間的品質

而定，同時也提高了平台媒體的收入（如圖 3-4）28。 

 

                                                 
27

 同註釋 21。 
2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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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數位廣告的廣告交易平台 

當廣告主在「廣告網絡」投放廣告時，廣告主通常希望為效益較佳

的數位廣告購買較多的廣告空間，而為其他效益較差的數位廣告購買較

少的廣告空間，「需求端平台」（DSP）即在此情況下出現。廣告主可依

據自身設定的參數以系統地使用 DSP 來協助其購買廣告空間。DSP 利用

演算法自動地為廣告主進行廣告空間的購買或相關競標活動的出價策略，

DSP並根據數位廣告市場上所能提供之廣告可視度來決定最佳之競標價

格。此外，DSP 允許廣告主每次決定購買數位廣告價格，以提高廣告主

決定投放廣告位置的靈活性。 

當廣告主從廣告效益的角度出發，開始將數位廣告投放到「廣告網

絡」而非單純的將數位廣告投放到特定平台媒體的廣告空間時，平台媒

體的廣告空間營收便開始下降，平台媒體在面臨著提高廣告空間盈利能

力的挑戰時，便有使用「供給端平台」（SSP）之需要。SSP 係平台媒體

業者為其廣告空間進行拍賣活動所運作之平台，上述 DSP 所參與之廣告

空間競標活動即由 SSP 所提供，其功能在增強數位廣告的效果。SSP 連

接到代表廣告主的 DSP 以進行廣告空間的標售活動，SSP 並將相關的拍

賣得標的資訊傳回 PAS。平台媒體可以同時使用多個 SSP，以增加競標

平台媒體廣告空間的廣告主來源。儘管平台媒體過去常常在「廣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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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銷售廣告空間，但透過導入 SSP，可幫助平台媒體針對廣告主每次的

廣告需求進行數位廣告的銷售，並為已在「廣告網絡」上售出的廣告空

間收取更高單價，以達到提高廣告空間盈利的可能性（如圖 3-5）29。 

圖 3-5、完整的數位廣告供應鏈 

 

第三節 數位廣告的交易方式 

數位廣告中的「展示廣告」，其交易方式主要可區分為兩個管道
30
：

自營的（Owned and Operated）及公開的管道。自營的管道主要由大型的

社群媒體平台（如 Google 及 Facebook）所運作，這些社群媒體平台透

過自助服務介面（Self-Service Interfaces）直接向廣告主或代理商銷售自

己的廣告空間。例如，廣告主可以直接透過 Facebook（自 2021 年 10 月

底改名為 Meta）的「廣告管理員」（如圖 3-6）或 Snapchat 廣告管理器

購買廣告空間。 

                                                 
29

 同前註。 
30

 同註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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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Facebook (Meta)廣告管理員頁面31
 

在公開的市場中，各家平台媒體（例如，包括線上報紙）透過複雜

的數位廣告供應鏈，將其數位廣告空間（庫存）以拍賣競標的方式銷售

給有投放廣告需求而參與投標的廣告主。Google 在這個複雜的數位廣告

供應鏈中的每一階段，都占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 

儘管目前仍有一些數位「展示廣告」的交易方式，是直接透過傳統

管道（即人工方式）進行，但隨著程式化（Programmatic）交易工具的

普及，目前絕大部分的數位廣告都以自動拍賣的方式進行，即從數位廣

告空間的選擇、定價與拍賣，以及投放等，都透過電腦演算法自動完成。

程式化交易「展示廣告」可依據消費者數據及特徵將行銷資訊投放到特

定受眾眼前，以幫助業者提高品牌知名度及品牌形象。 

在透過公開展示管道銷售數位廣告空間的拍賣活動中，DSP 與 SSP

之間執行一種稱為「即時拍賣」（Real-Time Bidding, RTB）的方式，也

就是在每次使用者造訪平台媒體而有發布數位廣告需求時，立即在數位

廣告服務之間進行交易的技術。其中又可以區分為「瀑布機制」（Waterfall 

                                                 
31

 Facebook 網站，「廣告管理員」，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business/tools/ads-m

anager，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7。 

https://www.facebook.com/business/tools/ads-manager
https://www.facebook.com/business/tools/ads-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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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以及改良「瀑布機制」以增進交易效率的「標頭競價」

（Header Bidding）機制，茲分述如下32： 

一、 即時拍賣 

雖然在數位廣告拍賣的公開市場中有許多的參與者，但從使用

者造訪數位平台的網站或應用程式，到數位「展示廣告」的競標交

易，以致廣告完成投放到使用者眼前，都在數毫秒或更短的時間內

完成。RTB 的流程如下： 

1. 當使用者造訪平台媒體的網站或應用程式時，平台媒體將

拍賣數位廣告空間的請求發送到「廣告交易平台」或 SSP； 

2. 收到數位廣告拍賣請求的「廣告交易平台」或 SSP 將此訊

息轉發到所有的 DSP； 

3. 接收到訊息的 DSP 分別就各該平台中符合條件的廣告進行

競標，並將競標結果回傳給「廣告交易平台」和 SSP； 

4. 「廣告交易平台」和 SSP 在收到各個 DSP 的競標結果後，

將再進行一次競標以確定得標的廣告主（或代理商）； 

5. 得標的廣告主（或代理商）將其廣告發送到平台媒體的廣

告伺服器，並將廣告發布給正在瀏覽網頁或應用程式的使

用者。 

RTB 的交易過程主要交換以下資訊：投標請求的獨特標識碼

（Unique Identifier）、使用者的 IP位址、網站或應用程式的Cookie ID、

使用者的 ID、識別使用者的瀏覽器和設備類型的「使用者-代理商

字串」（User-Agent String）、使用者的位置、時區及語言、設備類型

（桌機或行動裝置、品牌、型號、作業系統）、與使用者有關的其

他資訊、與使用者的市場區隔有關的資訊等。 

                                                 
32

 同註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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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瀑布機制 

「瀑布機制」是平台媒體於其廣告伺服器（PAS）中選擇數位

廣告發布的決策方式之一。平台媒體的 PAS 以預先設定的順序，依

序向各個 SSP 或「廣告交易平台」發出刊登數位廣告請求，而當某

個 SSP 或「廣告交易平台」的出價超過 PAS 設定的底價時，便決

定了投放在平台媒體廣告空間的廣告。上開方式被稱為「瀑布機制」，

係因其決定廣告的過程有如瀑布流下的順序一般，如下圖 3-7 所示

33： 

圖 3-7、「瀑布機制」示意圖 

假設平台媒體預先設定其數位廣告空間的底價（Floor Price）

為 90 元，當有使用者造訪平台媒體的網頁時，網頁瀏覽器會發送

出售數位廣告空間的請求予平台媒體的廣告伺服器（PAS），此時

                                                 
33

 同前註。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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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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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SSP1 依序詢價 

向SSP2詢價 

SSP2 已得標，以下不詢價 

銷售數位廣告空間的要求 
網頁瀏覽器 

廣告伺服器 

（PAS） 

設定底價：90 元 

SSP1： 80 元 

SSP2：100 元 

SSP3： 60 元 

SSP4：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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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會依次序向 SSP 詢價，如 SSP1 的報價 80 元低於 PAS 的底價

90 元時，PAS 將繼續往下向 SSP2 詢價，因 SSP2 之報價 100 元高

於 PAS 的底價，故本次廣告空間的交易成立，PAS 將不會繼續往下

尋求報價，而有錯失更高報價的可能（如 SSP4 的 150 元）。 

三、 標頭競標 

在「瀑布機制」的交易方式下，平台媒體是根據過去的結果按

預期收入依次序發送投標請求。因此，即使順序在後的 SSP 可能提

出更高的價格，一旦順序在前的 SSP 出價高於 PAS 的底價，則順

序較後的 SSP 將無交易機會，平台媒體也會失去增加營收的可能性。

此外，在「瀑布機制」的運作下，每當有使用者造訪平台媒體的網

站時，都要依序向 SSP 徵求報價，因此倘若詢價次數過多，將會產

生投放廣告延遲的問題。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平台媒體還需要接受

來自更多元的 SSP 的報價來促進價格的競爭，而非單單僅依賴從

Google 伺服器來連接 SSP。 

目前平台媒體實施一種稱為「標頭競標」的數位廣告競標功能。

「標頭競標」是一種系統，可同時向多個 SSP 和「廣告交易平台」

發送廣告請求，其中包括該平台媒體經常使用的廣告伺服器，以促

使多個 SSP 同時進行數位廣告空間的競標活動，平台媒體的 PAS

在比較各 SSP 的出價後，出價較高的廣告將被選擇並投放在廣告空

間，如下圖 3-8 所示34。「標頭競標」可以同時比較多個 SSP 的競價，

從而避免平台媒體的機會損失，提高平台媒體的收入，同時減少廣

告請求的頻率時間，從而改善了廣告顯示速度較慢的問題。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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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標頭競標」示意圖 

  

同時向各 SSP 詢價 

SSP4 得標 

廣告伺服器 

（PAS） 

SSP1： 80 元 

SSP2：100 元 

SSP3： 60 元 

SSP4：150 元 

網頁瀏覽器 標頭競標伺
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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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相關競爭議題 

 

第一節 與數位廣告相關之數據議題 

廣告主可在短時間內透過消費者個資數據的使用，將數位廣告投放

到特定消費者眼前，以提升廣告主的廣告效益，此類目標式廣告得利於

業者所使用的大數據及演算法等資訊科技，針對消費者的個資、興趣、

偏好、地理位置及行為等相關數據進行蒐集與分析，以協助廣告主及平

台媒體投放可能與特定消費者匹配的廣告。此外，數位廣告供應鏈中的

業者亦可透過相關數據協助廣告主驗證廣告的投放效益，故數據對於數

位廣告市場中的參與者（尤其是廣告主與平台媒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資源。數位廣告常用的數據類型如次
35
： 

1. 使用者的數據（User Data）：消費者的個資（如姓名、電話）、

人口統計資料（如年齡、性別）、居住地、偏好、網頁瀏覽及

購買紀錄（如最近購買過的產品或服務），線上及線下的交易

紀錄等； 

2. 裝置的數據（Device Data）：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行動

裝置或智慧型手機之品牌、型號、作業系統等相關資訊； 

3. 情境的數據（Contextual Data）：係指平台媒體提供的網站或應

用程式的內容（如新聞、線上購物、影音串流等），以及上開

內容呈現的形式、格式等相關資訊。 

當上開數據被用在目標式廣告時，首先會將使用者的個資（如姓名、

聯絡方式等個資）轉換成匿名的識別碼（Anonymised ID）以去識別化

（De-Identified），然後即可被數位廣告市場中不同的業者所使用。例如，

Google 的 Android 廣告 ID 是 Android 作業系統所使用的匿名識別碼，該

                                                 
35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

ices inqui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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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可供第三方業者使用以進行數位廣告的定位。挪威消費者委員會

（Norwegian Consumer Council）於 2020 年研究 10 種常用的應用程式後

發現，Android 的廣告 ID 已被至少 70 項第三方應用程式所使用36；另外

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於同年的委託研究也發現，Android 廣告 ID 是應用

程式將使用者資訊傳遞予第三方業者最常見的匿名 ID
37。 

去識別化後的匿名消費者個資數據可能與其他數據整合，或與現有

的消費者資料匹配後，使消費者的身分被重新辨識（Re-Identified）。研

究發現美國有 6 至 8 成的消費者數據可透過消費者所在地的郵遞區號、

出生日期及性別等資料被單獨地辨識出來，換句話說可從網路上的匿名

ID 辨識出該消費者在現實生活中的身分38。 

一、 數據服務的提供者 

數據服務提供者（Data Services Providers）提供數位廣告供應鏈中

所需的數據或分析報告予廣告主或平台媒體，以補充廣告主或平台媒體

之第一方數據資料。數據服務提供者可提供經過推論的數據（Inferred 

Data），並可從網站上的第三方 Cookie、公開資訊，以及從政府機關、

金融機構或零售商等眾多來源中蒐集數據。數據服務提供者將建立好的

數據資料庫提供予廣告主用於目標式廣告的定位功能。數位廣告市場中

常見的數據服務提供者包括：數據管理平台（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廣告驗證（Ad Verification）及廣告歸因（Ad Attribution）服務的業者39： 

(一) 數據管理平台 

                                                 
36

 Norwegian Consumer Council, Out of Control, How consumers are exploited by the

 online advertising industry (2020). 
37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1,000 Mobile Apps in 

Australia: A Report for the ACCC (2020). 
38

 Sweeney L. (2020), ‘Simple Demographics Often Identify People Uniquely’, Carneg

ie Mellon University, Data Privacy Working Paper. 
39

 同註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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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管理平台提供儲存、管理及分析數據資料之工具，協助廣

告主、平台媒體及其 DSP、SSP 等客戶分析、處理數據，以便將相

關數據用於目標式廣告。數據管理平台主要的功能有： 

1. 整合平台媒體的第一方數據及其他來源之第三方數據； 

2. 分析相關數據以協助廣告主針對特定的消費族群進行廣告活

動（Advertising Campaigns）； 

3. 管理廣告活動並分析廣告效益。 

(二) 提供廣告驗證及歸因服務的業者 

數位廣告的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通常係由專門的業者提供給

廣告主，而非包含在 DSP 的服務內容中，儘管某些 DSP 會與廣告

驗證和歸因業者建立合作關係，以便廣告主能夠方便地取得驗證和

歸因服務。一些大型的 DSP 業者會提供自己的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

例如，Google 為其自身的 DSP 提供所需的驗證和歸因服務，而且

Google 僅為使用 Google DSP 服務的廣告主提供上開服務，而不服

務使用其他 DSP 投放廣告的廣告主40。有關廣告驗證及廣告歸因服

務的內容分述如下： 

1. 廣告驗證服務 

廣告驗證服務係用於檢驗平台媒體所提供之數位廣告服

務的品質，而廣告主、平台媒體或從事 DSP 業務的中間商都可

能是廣告驗證服務的使用者，廣告驗證服務的內容包括：協助

計算數位廣告的「可視度」（Viewability）、辨別是否為詐取廣

告費用的「廣告詐欺」（Ad Fraud），以及驗證廣告是否投放在

適當的平台媒體之「品牌安全」（Brand Safety）等項目41，茲

                                                 
40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 

(2021). 
41

 同註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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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1) 可視度 

「可視度」係用於衡量投放在平台媒體的數位廣告是

否以消費者可以看到的方式進行展示。衡量「可視度」是

廣告主用來評估廣告效益的第一步，它能避免廣告主為消

費者無法觀看的廣告付費，並作為平台媒體與 DSP 服務品

質的指標，故「可視度」是數位廣告交易的關鍵因素，也

是數位廣告空間售價的重要指標。 

「可視度」通常是指數位廣告在某位消費者眼前的曝

光程度或印象，而在數位廣告中，使用者可能在網頁中看

到的廣告曝光，就算是可視曝光，根據「美國互動廣告協

會」（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的定義，可視曝光係

為符合以下條件的廣告42：就小於 242,000 像素的廣告而

言，必須符合「廣告像素中有 50%在瀏覽器視窗中持續顯

示 1 秒」的條件；就大於 242,000 像素的廣告而言，必須

符合「廣告像素中有 30%在瀏覽器視窗中可視」的條件；

以及對於影音串流廣告而言，則必須符合「廣告像素中有

50%在瀏覽器視窗中持續顯示 2 秒」的條件。 

(2) 廣告詐欺 

「廣告詐欺」是指透過在網頁瀏覽器中嵌入程式，由

程式自動產生大量的「展示廣告」和點擊連結，並在沒有

真實的消費者參與的情況下增加數位廣告的展示次數和

點擊次數，蓄意增加廣告主所應支付廣告費用的手法。「廣

告詐欺」會產生無效的流量，一些平台媒體或廣告代理商

                                                 
42

 Google 網站，「可視度和 Active View」，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

4524488?hl=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7。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4524488?hl=zh-Hant
https://support.google.com/admanager/answer/4524488?hl=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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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系統來檢測「廣告詐欺」產生的無效流量，如果檢

測到無效流量，則不會向廣告主收取相關的廣告費用。預

防和識別「廣告詐欺」可避免廣告主為這類的廣告付款。 

(3) 品牌安全 

廣告驗證的服務之一是檢查並提供廣告主的「品牌安

全」。「品牌安全」是避免廣告主的廣告投放在可能損害廣

告主的品牌價值的平台媒體，即確保廣告主的廣告不會出

現在與其品牌形象不相符，或有損品牌形象之任何平台媒

體，例如：出現在含有不適當內容（非法或有違社會良善

風俗）的網頁上，以保護廣告主的聲譽及不會為具有「廣

告安全」疑慮的廣告付費。 

2. 廣告歸因服務 

數位廣告的歸因是指追踪消費者的行為（如註冊成為網站

的會員，或購買廣告主的服務或產品）是否可歸因於觀看特定

數位廣告的結果。廣告歸因通常需要追踪與消費者活動有關的

數據，並需連結消費者的瀏覽或交易活動紀錄等數據。廣告歸

因可使廣告主看到哪些 DSP 投放的數位廣告帶來最多的轉化

（Conversion）次數，以助於廣告主決定使用哪個數位廣告服

務業者、從哪個平台媒體購買數位廣告空間，以及應投放何種

形式的數位廣告，常見的廣告歸因類型如次43： 

(1) 「多點觸及歸因」（Multi-Touch Attribution） 

可用來追踪消費者每次訪平台媒體時所被展示的數

位廣告，並將此資訊與消費者其後所採取的行動數據相連

結。如此一來，所有可能刺激消費者做出後續購買行為的

                                                 
43

 同註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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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都可利用「多點觸及歸因」估計其貢獻程度。 

(2) 「最後觸及歸因」（Last-Touch Attribution） 

「最後觸及歸因」是將消費者的購買行為都歸因到消

費者在採取行動前所看到的最後一則廣告，其缺點在於，

廣告主可能會對最後一則數位廣告的價值產生誤判。 

「多點觸及歸因」使廣告主能認識到不同的數位廣告對消

費者決策的影響，廣告主可以使用此資訊來決定如何有效支出

其廣告費用，故對廣告主的助益更高。此外，「多點觸及歸因」

可追踪整個網路上的消費者，因此歸因服務業者可使用的追踪

數據越多，其「多點觸及歸因」的模式就更加完整及精確。 

Google 對消費者個資數據的取得及追踪消費者活動的能

力，可使 Google 能更輕易地追踪消費者在網路上的歷程，這

表示 Google 可以進行更複雜的歸因分析並提供更好的歸因服

務，進而提升其 DSP 服務的競爭優勢。此外，Google 的離線

轉化追踪圖表（Offline Conversion Tracking Figures）可根據消

費者的移動數據（如在商店中的停佇情況）來追踪使用者的足

跡。因此，與其他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者相比，Google 可以取

得更多的消費者個資數據，故能提供更準確的「多點觸及歸因」

服務。 

二、 數據對數位廣告市場的影響 

(一) 數位廣告市場的數據使用流程 

一般而言，數位廣告市場中的相關業者使用數據的流程可簡化如

下： 

1. 在平台媒體拍賣其數位廣告空間之前，廣告主提供自身的第一

方數據予數據管理平台，以便用於目標式廣告。 



 

35 

2. 第三方數據提供者可向廣告主和平台媒體的數據管理平台提

供數據，以協助數位廣告的定位。 

3. 當使用者造訪平台媒體的網站時，一個數位廣告空間的標售活

動請求就會從該網站發送到平台媒體的「供給端平台」（SSP）。 

4. 平台媒體的 SSP 依據投標請求中之使用者 ID，比對數據管理

平台資料庫中的數據，以協助評估數位廣告空間的定價。 

5. SSP 向廣告主的 DSP 發送投標請求，以徵求來自各個 DSP 對

數位廣告空間的出價。 

6. DSP 聯繫自身之數據管理平台，比對其資料庫中的使用者 ID

和其他數據，以協助 DSP 評估投標之金額。 

7. DSP 將投標金額回傳給 SSP，並將相關投標資訊置於即時拍賣

（RTB）的系統中。 

8. SSP 開始進行 RTB。 

9. SSP 將競標結果傳達給 DSP 和「平台媒體廣告伺服器」（PAS）

後，再傳遞給廣告主和平台媒體。 

10. 贏得該拍賣活動的廣告主將擬投放之數位廣告發送到平台媒

體。 

11. 平台媒體將廣告投放的相關數據提供給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

的業者（例如使用者觀看廣告的時間，或是否曾點擊該廣告）。 

12. 廣告驗證及歸因服務的業者於在廣告投放完成後，將廣告驗證

及效益等相關數據提供予廣告主。 

(二) 數據與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44
 

取得大量高品質數據可以提高廣告投放到特定消費者的能力，

從而為廣告主帶來更高的收益，以及有助於提高平台媒體的廣告收

                                                 
4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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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這是數位廣告的關鍵競爭因素。英國 CMA 使用 Google 提供的

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限制 Cookie 的使用將令平台媒體的平均收入

減少約 70%，其原因來自廣告主投放目標式數位廣告的能力下降，

也就是說廣告主如果無法靠 Cookie 比對消費者個資，將會降低投放

數位廣告的效益，並進而影響平台媒體的收入。英國「每日郵報」

發現，限制在網頁瀏覽器（如 Mozilla、Firefox 及 Safari）上使用第

三方 Cookie，將使廣告主的支出減少 45%至 65%
45。 

此外，一般認為數據的可用性（Availability）是廣告主選擇數

位廣告相關服務業者的因素之一。例如，Oracle 公司認為，由於

Google 掌握的數據係來自於該平台為數眾多的使用者，因此廣告主

自然會被Google提供的數位廣告服務所吸引；CMA的研究也指出，

Google 和 Facebook 擁有大量的獨家數據，使得這兩家平台業者較

市場上其他競爭者有更顯著的競爭優勢46。 

(三) 參進數位廣告市場應考量的數據因素47
 

數據是廣告市場從事競爭的重要資源，此時若規模較小的事業

及新進入者無法接觸到所需的數據，加上大型平台透過市場力取得

數據上的優勢，將形成數位廣告市場的參進障礙，並影響相關市場

中的競爭狀況。於數位廣告中使用的數據，通常來自第一方或第三

方的消費者個資及其他相關資訊。雖然邏輯上，可投入的數據越多

越能提高目標式廣告的品質和準確性，然而對於有效的目標式廣告

究竟需要多少的數據目前仍無定論。 

此外，應考量取得消費者個資相關數據的難易程度。Google 指

出，消費者通常會將其個資相關數據提供給許多平台使用，即任何

                                                 
45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2020). 
46

 同前註。 
47

 同註釋 35。 



 

37 

一家業者都不太可能排除其他競爭者去獨占這些數據。同樣的，

Facebook 也表示，參進數位廣告市場所需的任何數據都可以輕易地

從使用者或從第三方的數據供應商中取得。數據的本質具有非敵對

性的（Non-Rivalrous），任何與消費者有關的數據片段可由不同的業

者所持有。 

然而，上述情況並不代表數位廣告市場上的其他參與者都可以

跟Google和Facebook一樣，輕易地取得大量且多元的消費者數據。

Google 和 Facebook 對消費者數據的掌握能力，使這兩家平台業者

擁有相當大的競爭優勢。尤其是 Google 和 Facebook 網站擁有為數

龐大的使用者基礎，可為廣告主和平台媒體蒐集並提供獨特且有價

值的數據資料庫，相關市場中沒有其他競爭者有能力提供具替代性

的服務。 

 

第二節 利益衝突與自我偏好 

若具有一定程度市場力的平台業者（如 Google）垂直整合數位廣告

供應鏈中各階段的服務，則後續衍生利益衝突的可能性將大為提高。例

如，該平台業者分別向廣告主和平台媒體提供數位廣告服務，並就同一

數位廣告空間的交易媒合買賣雙方，在此情況下，廣告主希望「需求端

平台」（DSP）能夠以最低可能之價格購買廣告空間，而平台媒體希望「供

給端平台」（SSP）能以最高可能之價格銷售其廣告空間，此即產生廣告

主和平台媒體間的利益衝突，也就是說身為中間商的平台業者很難同時

為買賣雙方謀取最大利益
48
。 

另一種可能發生利益衝突的情況是，具垂直整合身分的平台業者分

別向廣告主或平台媒體提供服務，但該平台業者同時也具有平台媒體的

                                                 
48

 同註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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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這種衝突可能使平台媒體不確定該平台業者是否在為客戶的最大

利益而努力，而有自我偏好（Self-Preferencing）的情形發生。例如，若

有平台業者同時經營「平台媒體廣告伺服器」（PAS）和 SSP，當其他廣

告主有投放數位廣告的需求時，該業者倘獨厚其自身之平台媒體，便透

過其 SSP 出售自身所有的數位廣告空間予廣告主，以賺取更高的利潤，

此時該平台業者與其平台媒體客戶間亦有利益衝突的情況產生。上述情

況可能對數位廣告服務在價格和品質方面產生不利的影響，即廣告主可

能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或者平台媒體的收入可能減少。 

取得數位廣告的交易資訊可協助廣告主和平台媒體評估平台業者是

否在為客戶的最大利益而努力，並在可使客戶在平台業者無法履行其承

諾時，選擇其他數位廣告服務的供應商。也就是說，若數位廣告市場利

益衝突的問題無法解決，那麼平台業者很可能會失去提供服務的機會。

但是，目前數位廣告市場存在透明度不高及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買賣雙

方無法確知平台業者是否在為自己的利益行事，且買賣雙方無法輕易轉

換至其他的服務供應商，數位廣告市場的運作無法展現效率。一些國家

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如澳洲的 ACCC，已開始關注因數位廣告供應鏈垂

直整合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帶給廣告主和平台媒體商的不良影響49。 

如上所述，利益衝突可能讓已經垂直整合，而且同時提供服務給競

爭者的數位廣告服務業者偏袒他們自己經營的事業，即當業者同時銷售

數位廣告空間以及擔任中間商的角色時，便有誘因去偏袒他們自己的來

源，形成自我偏好的行為。一旦市場欠缺有效的競爭及透明度時，可能

加劇這種利益衝突的情況。數位廣告供應鏈中的業者可能在消費者個資

數據的取得、拍賣競標的參與，以及交易時間的縮短等方面上偏袒其自

身提供的業務50： 

                                                 
49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50

 同註釋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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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費者個資數據的取得 

消費者個資數據是數位廣告重要的關鍵資源。如果無法取得消

費者相關數據，那麼廣告主將無法正確評估數位廣告空間的價值，

從而降低在數位廣告拍賣中得標的可能性。此外，消費者的個資數

據對數位廣告歸因、數位廣告的成本效益，以及廣告活動的管理來

說均非常重要。另事業亦可藉由整合數位廣告供應鏈服務的機會，

取得商業上具敏感性的數位廣告拍賣過程中的競標資料。故倘事業

提高上述數據互通性的障礙，並獨厚自身事業所提供之相關數位廣

告服務，不但可鞏固當事人的競爭優勢，也可提高競爭者的成本。 

(二) 拍賣競標的參與 

某些拍賣方法的設計可能讓某些事業在參與程式化廣告的拍

賣過程中享有特定優惠，例如同時具有垂直整合及市場優勢地位的

事業在數位廣告拍賣的過程中若偏袒其自身之事業單位，廣告主或

平台媒體囿於該事業之市場力量，只能被迫透過該事業進行數位廣

告的交易，因而降低市場的競爭程度。如果數位廣告供應鏈各階段

的業者之間有充分的競爭，則可預期這種狀況會驅使中間商制訂不

會偏袒供應鏈中任何特定參與者的拍賣規則。 

(三) 交易時間的縮短 

交易速度是數位廣告競標的競爭優勢之一，若數位廣告的拍賣

競標限制其他廣告主或代理商投標的時間，不僅可確保指定的業者

能在時間內投標，也能讓指定的業者有更多的時間來檢視其他來源

的消費者個資數據，使其能在交易過程中做出更有利的競標策略。

因此，若具有垂直整合身分的事業能讓自身之事業單位獲得其他競

爭者所沒有的時間優勢，可提高競爭對手成本或產生封鎖競爭者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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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槓桿 

在數位廣告市場中的具垂直整合身分的平台業者，可能將其在某一

個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槓桿（Leveraging）至相鄰的市場中，以提升該平

台業者在相鄰市場的市場力
51
。例如，在數位廣告「需求端平台」（DSP）

的市場中具有優勢地位的業者，若欲提升其相鄰市場（如「供給端平台」

SSP）的市場力，便要求其上游的平台媒體使用其提供的「供給端平台」

（SSP）服務，平台媒體為避免可能被該業者限制使用其所提供之 DSP

服務，遂同意使用該業者提供之 SSP 服務。在此情況下，該業者將要求

其他平台媒體跟進使用其 SSP 服務，以進一步降低 SSP 市場的競爭，甚

至達到市場封鎖的效果。 

為評估數位廣告市場中具垂直整合身分的平台業者是否從事上述之

槓桿行為，需先確定平台業者在某一個數位廣告市場中是否具有優勢地

位，即平台業者須在第一個市場中具有足夠的市場力量，以防止其他競

爭者透過替代方案來轉移並抵消該平台業者的槓桿行為。其次，該平台

業者是否具有足夠的誘因至相鄰市場實施槓桿行為。尤其是，該業者在

相鄰市場中所取得的報酬必須足以抵消因槓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如在

第一個市場中的銷售減少）。此外，具有一定程度市場力及誘因的平台業

者更容易透過槓桿的方式來實施上述的自我偏好行為，即在為上下游業

者進行相關服務的同時，對自身提供的服務給予較優惠的待遇。 

 

第四節 數位廣告市場的不透明 

廣告主及平台媒體需要充分的資訊（數據）來比較各數位廣告服務

業者的價格及品質，以協助其選擇數位廣告服務之供應商。然而，在數

位廣告的交易過程中，平台業者收取的價格、服務的品質或拍賣的過程

                                                 
51

 同註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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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資訊都不甚透明，使廣告主或平台媒體不易取得評估服務品質所需的

資訊，也就是說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可能無法做出最有利的決策，

進而影響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效率。故倘廣告主及平台媒體不易辨別數

位廣告服務的品質，則數位廣告服務的供應商可能會提供品質較差的服

務，從而形成市場競爭的惡性循環，最終損及相關市場參與者及消費者

的利益。 

數位廣告市場的不透明主要來自數位廣告供應鏈的複雜性、評估數

位廣告服務的困難性、數位廣告服務收費的不透明，以及大型平台業者

對數據使用的設限等方面
52
，分述如下： 

一、數位廣告供應鏈的複雜性 

數位廣告供應鏈本質上相當複雜，儘管廣告主和平台媒體可透過數

位廣告市場從事數位廣告空間的標售活動，但是廣告主和平台媒體可能

難以理解整個標售活動的過程，亦難以掌握數位廣告的投放效益。廣告

主和平台媒體可能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只得依賴數位廣告服務供

應商提供的資訊。數位廣告供應鏈複雜性的成因如下： 

(一) 數位廣告供應鏈層級較多 

雖然數位廣告市場的參與者越多，越有助於增加市場上數位廣

告資源的供給與需求的來源，然而數位廣告的交易通常涉及多層級

的供應鏈服務，且需要進行多次的拍賣，才能決定最終的得標者，

因此廣告主和平台媒體一般不會直接接觸供應鏈中的業者。平台媒

體通常只會與他們的「平台媒體廣告伺服器」（PAS）及「供給端平

台」（SSP）連結，而廣告主亦只會與其廣告主伺服器（AAS）及「需

求端平台」（DSP）連結。其結果是，廣告主和平台媒體往往無法看

見數位廣告供應鏈完整的交易過程，遑論有效率地追踪數位廣告投

                                                 
5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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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後的效益。 

(二) 交易時間過於短暫 

數位廣告交易時進行的拍賣活動在數毫秒（Milliseconds）內便

會完成，這表示目前的數位廣告市場是以有系統且自動化的方式進

行交易，並且高度依賴複雜的程式及演算法等資訊技術。雖然這些

系統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大量的數位廣告交易，但其運作流程轉

瞬即逝，導致廣告主和平台媒體最後都只能依賴數位廣告服務業者

的程式化交易來買賣數位廣告，從而使廣告主和平台媒體與平台業

者間形成一定程度的資訊不對稱。 

(三) 數位廣告的驗證和歸因 

最後，廣告主需要依靠第三方的數位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來

評估其廣告的投放效益及數位廣告服務的品質。在傳統媒體中，廣

告的驗證的過程較為簡單，因為廣告主可以在電視或報紙等實體媒

體看見被投放的廣告。然而，數位廣告（包括搜尋及展示廣告）通

常是被投放到網路使用者的電腦或行動裝置上供其觀看，故廣告主

難以觀察被投放在特定使用者眼前的數位廣告。因此，廣告主需依

賴第三方的數位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業者，以驗證廣告的投放效益，

確保不被收取額外的費用並在可維護品牌價值的平台中投放，以及

追踪使用者後續是否進行訂閱或購買行為。 

二、評估數位廣告服務的困難性 

(一) 需求端 

廣告主在評估「需求端平台」（DSP）的服務時，通常需考量下

列的因素： 

1. DSP 的費用和成本； 

2. 廣告是否正確投放至目標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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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告主所支付的費用是否基於實際完成投放的廣告； 

4. 消費者是否可以看到經由 DSP 業者投放的廣告； 

5. 廣告是否在適當的網站或「品牌安全」的環境中展示； 

6. 廣告是否由消費者所點擊； 

7. 消費者在看到廣告後是否採取了任何行動。 

此外，廣告主評估 DSP 的服務時，還需要考慮到其他因素，例

如：所使用的平台媒體的涵蓋率、定位受眾的能力、是否容易使用、

與其他廣告服務的整合程度，以及可提供的數位廣告空間類型等。

為進行上述評估活動，需取得交易相關的資訊，惟廣告主往往無法

取得評估所需之數據，故需使用前述之廣告驗證和歸因服務。此外，

與需求端有關的數位廣告服務還包括廣告主廣告伺服器（AAS），

廣告主係根據價格、可用性及所提供的功能等因素評估 AAS 的服

務。 

(二) 供給端 

另一方面，平台媒體在評估「供給端平台」（SSP）的服務時，

一個關鍵績效指標是 SSP 在為平台媒體售出的數位廣告空間所能

獲得的收入，另外，SSP 完成數位廣告交易的效率，也是績效評估

的重要參考資訊，而且相關的交易資訊還可作為平台媒體將來出售

其他廣告空間時的參考。一般而言，平台媒體較廣告主更依賴第三

方所提供的數據服務，其所需的數據包括： 

1. 所有投標活動的投標數據，包括投標者姓名、投標及得標價

格； 

2. 所銷售過的數位廣告空間及其售價的數據； 

3. 已完成的標頭投標的數據； 

4. 發送到 DSP 的出價請求中所含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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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廣告主用於目標式廣告的參數； 

6. 拍賣活動的參與率和得標率； 

7. 於拍賣活動期間傳遞的相關數據。 

三、數位廣告服務收費的不透明 

有關數位廣告市場中的業者如何為其所提供的服務進行定價乙事，

係相關市場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的話題，例如數位廣告服務費用的平均水

準，或整個供應鏈中被相關業者所「保留」（Retained）的費用比例等。

不同的數位廣告服務業者所收取的費用，會隨著規模的不同，而有程度

上的差異，因此，透過公開整體市場的平均費用水準，或公布過往的交

易資料等，尚無法使廣告主和平台媒體完全了解其所買賣的數位廣告資

源的價格如何決定。 

廣告主基本上並不瞭解其購買數位廣告空間的費用，有多少真正進

了平台媒體的口袋；另一方面，平台媒體亦不清楚在數位廣告交易的過

程中，中間商或平台業者從中賺取多少的手續費。因此，若能適當揭露

數位廣告供應鏈中各階段中間商或平台業者所收取的費用，將提高數位

廣告市場收費的透明度，有助於消除在交易過程中存在「未公開費用」

（Undisclosed Fees）的疑慮。 

此外，廣告主和平台媒體認為，缺乏清晰完整的費用資訊將會影響

他們使用數位廣告服務的決定，並降低整個數位廣告市場的效率，其理

由如下： 

1. 在缺乏服務費用實際資訊的情況下，可能會使廣告主直接向各

個平台媒體尋求交易的機會，而放棄理論上較有效率的公開拍

賣活動。 

2. 了解數位廣告供應鏈中各個中間商或平台業者的抽成比率

（Take Rate）可使廣告主和平台媒體選擇與最利的對象進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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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例如，平台媒體以「淨出價」（Net Bids，即廣告主的出價

減去 SSP 的費用）決定得標的廣告，而在提高 SSP 費用透明度

的情況下，DSP 亦可更輕易的決定投放數位廣告的目標平台。 

四、大型平台業者對數據使用的設限 

雖然平台媒體和廣告主都可從數位廣告服務業者取得與數位廣告投

放效益有關的資訊，然而大部分的平台媒體和廣告主均認為大型平台業

者提供資訊顯得不甚透明。例如，Google 禁止將數位廣告的拍賣過程中

的相關數據與個別使用者連結，Google 表示相關措施是為了保護使用者

的隱私，然而，這使得平台媒體無法正確地評估每個 SSP 的績效，且無

法衡量每個所售出的數位廣告空間對收益的貢獻。 

此外，雖然大部分的數位廣告服務業者允許其客戶進行績效評估，

但廣告主發現大型平台業者（如 Google）限制廣告主可取得的數據及類

型，例如，Goole 的隱私權政策即表示53，Goole 不會在未取得使用者直

接授權的情況下，與第三方分享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及其他私人資訊。

致廣告主很難評估與比較各個 DSP 間之成效，遑論有效地追蹤廣告活動

的效益。 

                                                 
53

 Google 網站，「Google 隱私權政策」，網址：https://support.google.com/adspolicy/ans

wer/54817?hl=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https://support.google.com/adspolicy/answer/54817?hl=zh-Hant
https://support.google.com/adspolicy/answer/54817?hl=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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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關案例 

 

第一節 限制競爭案件 

一、 歐盟 

(一) 搜尋廣告案例 

2019 年 3 月，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認定

Google 限制第三方網站顯示來自 Google 競爭者的「搜尋廣告」內

容，涉及濫用其在線上搜尋廣告市場的支配地位，被 EC 處以 14.9

億歐元的罰款54。 

一般的入口網站（如新聞、旅遊網站等）通常具有網頁搜尋的

功能，能同時顯示自然搜尋的結果以及「搜尋廣告」的內容。Google

係透過其「AdSense for Search」的功能，將「搜尋廣告」提供給這

些入口網站，故 Google 扮演廣告主與平台媒體之間的中間商角色，

而在 EC 調查本案期間（2006-2016 年），Google 是歐盟境內最大的

「搜尋廣告」中間商。 

因其他競爭者無法在 Google 的搜尋引擎頁面銷售數位廣告空

間，故上述入口網站的搜尋結果頁面，便成為其他競爭者投放「搜

尋廣告」的重要標的。然而 EC 的調查發現，Google 在與各個第三

方網站簽訂的「搜尋廣告」合作契約中，含有許多涉及限制競爭的

條款，其中包括55： 

1. 從 2006 年起，以獨家交易條款的方式禁止第三方網站投放

Google 競爭者的「搜尋廣告」在搜尋結果頁面上。 

2. 從 2009 年 3 月起，透過「優質投放」（Premium Placement）條

                                                 
54

 European Commission (EC),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

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2019),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ireland/news/commiss

ion-fines-google-1.49-billion-euro-for-abusive-practices-in-online-advertising_en. 
55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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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要求第三方網站將其搜尋結果頁面中最有利潤的廣告位置

保留予 Google，並要求第三方網站保留最低數量的廣告位置予

Google。Google 同時要求第三方網站在改變數位廣告的呈現方

式之前，須先徵得 Google 的書面同意。 

EC 認為 Google 上述的措施使競爭者實際上無法與之競爭，因

此，認定 Google 上開行為違反了歐盟運作條約（TFEU）第 102 條

與 EEA 協議第 54 條規定。 

(二) 比較購物服務案例 

2017 年 6 月，EC 認定 Google 在其 Google Search 的搜尋結果

頁面偏袒 Google 自身的垂直比較購物服務，涉及濫用其在一般搜

尋市場的支配地位，故處以 Google 24.2 億歐元的罰款56。 

EC 認定 Google 透過演算法的方式，將自身之線上比較購物服

務置於搜尋結果頁面中較為有利的位置，藉以壓抑競爭對手。

Google 此舉係將其在一般搜尋引擎市場中的優勢地位，以槓桿的方

式轉移至線上比較購物服務的市場。因消費者點擊搜尋結果第一頁

所列出的網站的可能性較高，故其他線上比較購物服務網站的流量

將因此而下降，EC 認為 Google 偏袒自家業務的行為已達到封鎖其

他競爭者的效果，從而減少了消費者的選擇機會。 

二、 法國 

2019 年 12 月，法國競爭委員會（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認定 Google 的「Google Ads 廣告平台營運規則」內容難以理解，且

以不公平隨機的方式實施，涉及濫用 Google 在一般「搜尋廣告」市

                                                 
56

 European Commission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

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

opping service (2017),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

P_17_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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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支配地位之行為，處 Google 1 億 5,000 萬歐元的罰款57。該機

關認為 Google 以不客觀、不透明且不一致的方式向廣告主實施上述

營運規則，有時甚至是以差別待遇的方式進行。該委員會除上述罰

鍰外，另要求 Google 應修訂其營運規則以及對廣告主帳戶凍結的程

序。 

三、 韓國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於 2013 年針對 Naver 及 Daum

兩家線上搜尋引擎業者進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調查。KFTC 指控

這兩家線上搜尋引擎平台未能區分免費的搜尋結果或付費的「搜尋

廣告」，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為支持這項指控，KFTC 訪

查了千名的消費者，發現約有 85%的消費者無法分辨搜尋結果中，

有哪些是廣告主付費的「搜尋廣告」。該案件於 2014 年 3 月達成和

解，KFTC 要求 Naver 與 Daum 必須清楚地區分免費的搜尋結果及

廣告主付費的「搜尋廣告」，避免使消費者產生誤解58。 

四、 德國 

2016 年 3 月，德國的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下稱卡

特爾署）就 Facebook 之資料業務（Data Practices）展開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的調查。2019 年 2 月，卡特爾署認定 Facebook 就消費者離

線資料的蒐集行為（即 Facebook 從不相關的第三方蒐集資料），涉

及濫用其社群媒體市場支配地位。具體而言，消費者在使用

Facebook 的服務時必須同意 Facebook 可同時在 Facebook 及其他第

                                                 
57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The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hands down a €150M f

ine for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autoritedelaconcur

rence.fr/en/press-release/autorite-de-la-concurrence-hands-down-eu150m-fine-abuse-dominan

t-position. 
58

 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 (KFTC), Naver and Daum Cases of Consent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ftc.go.kr/solution/skin/doc.html?fn=a48cba15b85b11ee62a3b4066f

966a8bbb81ce0b42e2f50a55199e59191d7419&rs=/fileupload/data/result/BBSMSTR_00000

00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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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網站或應用程式上蒐集消費者的數據。這些數據被 Facebook

用來從事數位廣告服務，並貢獻了該公司 2018 年營收的 98%。 

卡特爾署認為Facebook在德國的社群媒體市場具有支配地位，

Facebook 追蹤消費者個資的作法，以及將這些數據與消費者在

Facebook 上的資料進行整合時，並未徵得消費者的實質上的同意

（Meaningful Consent），Facebook 處理消費者個資的作法不符合

GDPR 的標準，故該署認定該公司的行為構成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此外，該署亦認為 Facebook 的市場支配地位使消費者只有「要就同

意，否則拉倒」（Take-It-or-Leave-It）的選項，因此認定 Facebook

的作法係在維持該平台在德國社群網站市場的支配地位59。 

Facebook 就卡特爾署上述的行政決定向德國杜賽道夫高等地

方法院（Higher Regional Court in Düsseldorf）提起上訴，高等法院

後於 2019 年 8 月做出暫停執行之裁定60。高等法院並不認同具有市

場支配地位的公司在違反 GDPR 的規定時，即自動構成反托拉斯法

的違法行為。此外，高等法院亦認為消費者在註冊Facebook帳戶時，

可自主決定是否同意 Facebook 的條款與條件，高等法院也認為

Facebook 的資料蒐集並未濫權，因為消費者仍然可以提供相同的資

料給其他公司，而且，該法院認定聯邦卡特爾署並未證明 Facebook

的作法如何損害競爭。 

卡特爾署就高等法院的裁定，向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Bundesgerichtshof）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裁定

                                                 
59

 Bundeskartellamt, Decision of the Bundeskartellamt B6-22/16 regarding Facebook (2

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Entschei

dungen/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5. 
60

 Higher Regional Court Düsseldorf, Facebook ./. Bundeskartellamt The Decision of t

he Higher Regional Court of Düsseldorf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in interim proc

eedings, 26 August 2019, Case VI-Kart 1/19 (V), available at https://www.d-kart.de/wp

-content/uploads/2019/08/OLG-D%C3%BCsseldorf-Facebook-2019-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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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在德國社群網站市場的具有支配地位，以及該平台濫用其

市場支配地位等情事，均無重大疑問。最高法院認定 Facebook 的服

務條款令消費者無選擇的空間，可能損害社群網站市場的競爭，也

可能損及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然而，最高法院並不認同卡特爾署

採用 GDPR 的規定來認定 Facebook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作法。最

高法院將案件發回高等地方法院另為實體判決，高等地方法院爰於

2021 年 4 月間將本案提送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尋求法律意

見。截至 2021 年底，本案仍在審議中。 

 

第二節 結合案件 

一、 Google 相關結合案件 

Google絕大部分的營收來自於網際網路上銷售數位廣告空間，

以 2020 年為例，Google 在數位廣告的收入達 1,469 億美元，占其

母公司 Alphabet 整體營收 1,825 億美元的 80%
61。Google 是最具市

場力的「搜尋廣告」和「展示廣告」平台業者，其在美國數位廣告

市場的市占率達 50%以上，因此相關市場中的廣告主和平台媒體無

法不透過 Google 來買賣和投放數位廣告62。 

Google 維持其在搜尋及展示廣告市場優勢地位的關鍵因素在

於，Google 透過結合案件來建立其生態系統（Ecosystem），目前

Google 提供的服務包括：Android、Chrome、Google Maps、Google 

Play、Google Search 以及 YouTube 等，上開服務使 Google 能彙整

獨一無二的消費者數據，並構建推動其數位廣告業務的消費者數據

資料庫。Google 近年來較知名的結合案件如次： 

                                                 
61

 Alphabet 公司 2020 年財務報告，網址：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6520

44/000165204421000010/goog-20201231.htm，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62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202

0).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652044/000165204421000010/goog-20201231.htm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652044/000165204421000010/goog-202012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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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Google 與 DoubleClick 

Google於2008年與DoubleClick的結合案係著眼於DoubleClick

的目標式廣告業務，該結合案使 Google 具有蒐集並利用大量的消

費者個資數據的能力。當時 Google 在數位廣告市場主要擔任平台

媒體的角色，即透過其搜尋引擎的服務，出售其搜尋結果頁面的數

位廣告空間。DoubleClick 則是在全球居領導地位的數位廣告伺服器

業者，該公司協助廣告主投放數位廣告，並為平台媒體、廣告主及

代理商管理數位廣告，DoubleClick 當時正設立用以買賣數位廣告空

間的數位廣告交易所。Google 與 DoubleClick 的結合案得到 EC 與

美國 FTC 的核准。 

EC 當時認為 Google 與 DoubleClick 彼此間並未互相施予重大

的競爭約束（Competitive Constraint），其中包含相關市場中的數位

廣告空間的供給、媒合，或「展示廣告」相關服務等。EC 認為就

算排除 DoubleClick 作為 Google 潛在的競爭者，本件結合案也不會

有負面的效果，因為 Google 還會面臨來自其他競爭者的約束，而

且 EC 認為在結合後，Google 不會有能力或誘因去封鎖市場上的競

爭者或提高其的成本63。 

FTC 在本結合案中考量了 3 種可能的損害理論。首先，FTC 認

為 Google 與 DoubleClick 在相關市場中非直接的競爭者。其次，FTC

審酌這兩家公司未來是否可能進行相互間的競爭，尤其 Google 正

致力於參進第三方數位廣告服務市場，FTC 認為相關市場中的競爭

相當熱烈而且有升高的可能。最後，FTC 也審酌 Google 在併購

DoubleClick 後是否會利用 DoubleClick 在第三方數位廣告服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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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 (EC), Case No COMP/M.4731 – Google/ DoubleClick (200

8),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decisions/m4731_20080311_

20682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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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而做出偏袒 Google 自身廣告媒合業務的行為，例如，藉

由獨家條款，或其他方式搭售自身或參與結合事業所提供的服務等

64。 

最終 FTC 認為 DoubleClick 在第三方數位廣告服務市場不具有

市場力，所以 Google 在雙方結合後不太可能限制數位廣告媒合市

場的競爭。FTC 也認為，就算 Google 可藉由本結合案整合消費者

相關的數據，也不致損及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狀況。然而，FTC 也

提到數位廣告市場的發展是動態且快速的，這使得預測相關市場的

發展難度增加。本結合案後來遭受多方批評，包括未充份考量

DoubleClick 所具有的數據優勢，或者對第三方網站追蹤消費者數據

的影響。 

(二) Google 與 AdMob 

美國 FTC 在 2010 年同意 Google 與 AdMob 的結合案，Google

與 AdMob 在當時都是具有市場領導地位的行動裝置廣告業者，惟

AdMob 主要的營收來源是在 iPhone 平台。FTC 在審查該結合案時

認為，Apple 的 iPhone 平台對 Google 而言有足夠的競爭約束，尤其

Apple 公司在 2009 年 12 月併購了第三大的行動廣告供應商 Quattro 

Wireless 公司。FTC 也審酌 Apple iPhone 手機的市場狀況，以及其

對 Android 系統的競爭情形，FTC 認為 Apple 的發展將對參與結合

的事業施予更多競爭約束65。 

(三) Google 與 Waze 

Google 與 Waze 的結合案在 2013 年獲得美國 FTC 與英國公平

                                                 
6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Statemen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nc

erning Google/DoubleClick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

ts/public_statements/418081/071220googledc-commstmt.pdf 
6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Statement of the Commission Concerning Google

/AdMob,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

t/files/documents/closing_letters/google-inc./admob-inc/100521google-admobstm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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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辦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的同意66。當時 Google 的

業務除了經營網際網路的搜尋引擎服務外，並提供 Google Maps 線

上地圖服務應用程式，而 Waze 則是提供行動導航服務應用程式。

OFT 核准該結合案件時，並未考量到 Google Maps 與 Waze 的商業

模式可能重疊的部分。Google Maps 的服務可直接透過應用程式內

的數位廣告獲得收益，也可以間接透過蒐集、使用並銷售地區的資

料獲取收益，而 Google 與 Waze 結合後將可提升作該公司在位置資

料（Locational Data）蒐集者與供應商的支配地位，這對個人化的數

位廣告而言是很重要的資源。惟主管機關認為 Apple Maps 可對

Google 的相關服務施予競爭約束，因當時 Android 系統的使用者無

法使用 Apple Maps。 

(四) Google 與 Fitbit 

Google 於 2019 年 11 月間宣布將與 Fitbit 結合，Fitbit 是美國公

司，主要的營業項目在穿戴式裝置（包括智慧型手錶及手環）的研

發、製造與行銷，以及相關健康保健產品的銷售，同時也提供相關

軟體與服務。 

EC 於 2020 年 8 月對本案展開深度調查（In-Depth Review），

EC 關切的重點在於「線上搜尋與展示廣告服務供給」（Supply of 

Online Search and Display Advertising Services），以及「廣告科技服

務」（Ad Tech Services）的市場。EC 關切該結合案會讓 Google 取

得更多的消費者個資數據，並提升該公司蒐集其他相關資料的能力，

以提升其在個人化數位廣告的數據優勢，進而影響相關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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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Completed acquisition by Motorola Mobility Holding

 (Google, Inc.) of Waze Mobile Limited, Office of Fair Trading (2013), available at h

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40402225142/http://www.oft.gov.uk/shared_oft/

mergers_ea02/2013/motorol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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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及廣告主與平台媒體的權益67。本案在 Google 承諾會在消費者

健康數據的使用，以及保證對第三方穿戴式廠商的支援等關鍵問題

上，確保相關市場的競爭性後，EC 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同意雙方

結合68。 

二、 Facebook 相關結合案件 

Facebook（2021 年 10 月改名為 Meta）的商業模式亦是透過銷

售數位廣告空間來營利，該公司在社群網路市場具有相當高的市場

力。儘管在數位廣告市場中 Google 依舊居於主導地位，但 Facebook

在數位廣告的營收和成長方面也占有相當高的比例，許多數位廣告

市場中參與者將這個現象稱為數位廣告市場中的雙占（Duopolies）。

一些數位廣告市場的業者亦認為 Facebook 在社群網站的市占率和

規模，使其不可避免要使用 Facebook 的數位廣告服務。此外，

Facebook 與其他平台不同之處在於其「身分產品」（Identity Product）

能夠持續追蹤使用者的線上和線下行為，具有提高 Facebook 目標式

數位廣告的能力。 

Facebook 平台上的使用者所能帶來收益，比市場上其他社群網

站平台更高。根據該公司 2020 年第 2 季財報69，Facebook 於 2020

年 7 月間平均每位使用者帶來的收益（Average Revenue Per User, 

ARPU）為 7.05 美元，這項指標在北美地區的數據為 36.49 美元，

該公司過去5年來的平均成長率為26%。相較之下，其競爭對手Snap

在同期間內的 ARPU 為 1.91 美元，其中北美地區為 3.48 美元70，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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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 (EC), M.9660 Google/Fitbit (2020),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

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2_M_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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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adget 網站，「Google 收購 Fitbit 終獲歐盟批准」，網址：https://chinese.engadget.

com/eu-approves-google-fitbit-acquisition-01002653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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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公司 2020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網址： https://s21.q4cdn.com/399680738/file

s/doc_financials/2020/q2/Q2-2020-FB-Earnings-Presentation.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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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 公司 2020 年第 2 季財務報告，網址：https://d18rn0p25nwr6d.cloudfront.net/C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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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低於 Facebook 的水準。 

Facebook 在數位廣告享有數據上的優勢，這使得 Snap 和其他

競爭者無法有效地挑戰其主導地位。Facebook 在其首次公開上市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的文件中表示，該公司的數位廣告產

品因市占率、參與度和使用者的「真實身份」等因素，在投放目標

式廣告的準確性和針對性方面，較其他競爭者更有顯著優勢。

Facebook 近年來較知名的結合案件如次： 

(一) Facebook 與 Instagram 

Facebook 與 Instagram 在 2012 年的結合案取得英國 OFT
71與美

國 FTC 的核准72。Facebook 是當時最主要的社群網站平台，該公司

當時也開發一款名為「Facebook 相機」的行動拍照應用程式。而

Instagram 當時主要提供免費的應用程式，可讓使用者在 Instagram

或其他社群網站上進行拍照、修改相片以及分享相片的動作。該結

合案為 Facebook 帶來以下的競爭優勢73： 

1. 增加 Facebook 所能觸及的社群網站用戶數量，因為離開

Facebook 的使用者幾乎都成為 Instagram 的用戶。 

2. 消除 Instagram 可能對 Facebook 施加的競爭約束，並強化這兩

家平台的用戶基礎。 

3. 改善 Facebook 在兩個平台上整併資料的能力，以獲得更豐富

                                                                                                                             
-0001564408/9aacfdca-55a1-4928-9a31-c2462d2386c0.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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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FTC Closes Its Investigation Into Facebook’s Pro

posed Acquisition of Instagram Photo Sharing Program (2012), available at https://ww

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2/08/ftc-closes-its-investigation-facebooks-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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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 Anticipated acquisition by Facebook Inc of Instagram

 Inc (2012), available a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55de2e5ed915d7a

e200003b/faceboo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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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 (2019), Ex-post Assessment of Merger Control Decisions in Digital Markets, 

Lear, available at https://www.learlab.com/wp-content/uploads/2019/06/CMA_past_digital_

mergers_GOV.UK_version-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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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有助於目標式廣告的實施。 

Instagram 現已成為高度成功的社群網站，而 Facebook 亦因此

提升其銷售數位廣告空間的能力。然而，若無本結合案，Instagram

的存在能否提高相關市場的競爭程度，最終仍取決於市場上是否具

有可替代 Facebook 的社群網站平台。 

(一) Facebook 與 Atlas
74

 

Facebook於 2013年 2月間以 1億美元向Microsoft收購Atlas。

Atlas 是一個管理和衡量數位廣告效果的廣告主平台，該平台蒐集消

費者點擊廣告及後續行為的數據，並追蹤目標式廣告對消費者的轉

化（Conversion）效果。換句話說，如果有消費者看到線上零售平

台投放的數位廣告，Atlas 會紀錄消費者透過網路瀏覽器看到該廣告、

該廣告對消費者產生的印象，以及消費者是否點擊了該廣告。若該

消費者之後從線上零售平台購買了該廣告的商品，Atlas 會透過網路

瀏覽器識別出該消費者，並且記錄該轉化行為。 

該結合案使 Facebook 提升其數位廣告的定位能力，並能有效的

追蹤數位廣告的投放效益，可具體提升社群網站之使用者所帶來的

效益。Facebook 主要透過其 Facebook Identity（Facebook 使用者的

識別碼）來實施目標式廣告，Facebook 認為 Facebook Identity 具有

「跨瀏覽器和裝置定位使用者」和「活化離線數據以充實線上定位」

等功能。Facebook 認為，該公司提供的「獨特的數據」和「跨設備

和平台的獨特影響力和參與度」可提高對廣告主的價值，而若無該

結合案，Google「在這個市場上的領先地位可能變得更不可逾越」，

且可能以其他方式限制 Facebook 在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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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釋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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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關研究報告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OECD 

OECD 於 2020 年出版「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75，本報告整理主要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提出

的數位廣告市場潛在的競爭議題，以及相應的政策措施，摘述如下： 

一、 管理利益衝突 

許多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政治人物，以及學者強調利益衝突是

數位廣告市場出現競爭問題的關鍵，而處理利益衝突問題的方法包括：

使用結構分割（Structural Separation）的方式、實施結構式的矯正措施、

透過事前的規範，或是提高數位廣告市場的的透明度等，分述如下： 

(一) 結構分割 

英國 CMA 建議設立一個專責處理的數位平台市場的機關「數

位市場部門」（Digital Markets Unit, DMU），並賦予該機關得針對大

型數位平台業者進行結構分割矯正措施的職權76。美國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女士建議分割 Google 的數位廣告交易所，以及該

公司與數位廣告交易有關的業務以避免利益衝突77。Warren 女士也

提議將 Google Search 與該公司其他業務活動分割，並進一步建議將

某些有限制競爭之慮的結合案件進行分割，如前述的 Google 與

DoubleClick、Waze 等結合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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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CD, Competition in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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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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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en, E. (2019), ‘Here’s how we can break up Big Tech’, available at https://me

dium.com/@teamwarren/heres-how-we-can-break-up-big-tech-9ad9e0da3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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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 年 6 月間上任的美國 FTC 主委 Lina Khan 女士，其在

2019 年發表的期刊論文「平台與商業的分割」（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中倡議平台應與其業務分割78。Khan 女士

強調 Google 及 Facebook 等大型平台業者與其他競爭者之間，在數

位廣告市場的業務上存在利益衝突。Khan 主張 Google 及 Facebook

已透過它們的市場支配地位（Google 是利用其一般搜尋引擎與數位

廣告，Facebook 是利用其社群網站）從平台媒體那獲取敏感的商業

資訊，其中包括使用者的個資數據。Khan 主張結構分割 Google 及

Facebook 的廣告業務，不僅能處理數位廣告市場的利益衝突問題，

也有助於保護新聞媒體與其他內容的創作。 

美國眾議院於 2020 年出版的「數位市場的競爭調查」

（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建議美國國會應考

慮立法允許結構分割業務及設定業務限制，並以法規管制大型數位

平台的利益衝突（包括那些在數位廣告市場上活躍的平台），本報告

建議所有權的分割與功能分割等措施都值得考慮，並認為結構分割

比起其他需要持續監督的個別矯正措施有更多的好處79。 

雖然結構分割可以直接對應目前數位廣告市場中的利益衝突問

題，但該措施係高成本的解決方案，因可能消除透過垂直結合所達

成的效率。例如，結構分割雖可降低大型平台在數據上的規模經濟

與範疇經濟現象，而可能會降低目標式廣告的效益，而且，任何方

式的結構分割都不能確保不會損及目前數位經濟以零元方式提供服

務之商業模式。 

(二) 實施結構式的矯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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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an, L. (2019), ‘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 Columbia Law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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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正考慮授權給競爭法主管機關，當發現有結構性競爭

問題時，可在案件中實施結構式矯正措施。只要授權範圍足以適用

於數位廣告市場，它們就可能用以實行結構式的矯正措施來因應這

些市場的利害衝突問題。 

EC 於 2020 年 12 月規劃推出的「數位服務法套案」（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其目的在於「因應整個市場中無法以目前既

有的競爭規則最有效地加以對應或處理之結構性競爭問題」，因 EC

憂慮目前數位平台市場中出現的網路或規模經濟、欠缺多宿（Lack 

of Multi-Homing）、鎖入效果、高度集中、高度參進障礙，或對數據

使用的缺失等問題，無法依靠現有的競爭法規予以處理80。 

英國 CMA 亦有類似的規劃。CMA 如透過市場研究（Market 

Study）後發現英國的某個市場中存在排除、限制或扭曲競爭的現象

時，即可以發動市場調查（Market Investigation）。若在市場調查的

過程中發現負面之限制競爭狀況時，則可採取合法的強制矯正措施

（Enforceable Remedies）以改善市場的競爭狀況，此種補教措施將

限於一定期間（即有落日條款的限制）。CMA 會將上述市場調查的

報告內容公開，當事人也可以就 CMA 的決定向英國競爭上訴法庭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提起上訴。 

二、 防止限制競爭行為的機制 

(一) EC 

EC 目前（2021 年 12 月）正在審議的「數位服務法套案」即針

對具有守門者（Gatekeeper）角色的大型數位平台提議採用「事前

的管制措施」（Ex-Ante Rules）。由於數位廣告市場中有些主要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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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Commission (EC), Antitrust: Commission consults stakeholders on a possi

ble new competition too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

r/detail/en/ip_20_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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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可能被認定為「守門者平台」（Gatekeeper Platforms），可預期

這些規則可能影響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該法案可處理在數位廣告

市場中具優勢市場地位的業者所實施自我偏好、數據濫用（或禁止

其他競爭者使用），以及不公平契約條款等限制競爭問題。 

(二) 德國 

德國新的競爭法案（GWB-Digitalisierungsgesetz）適用數位廣

告市場中具市場支配地位的平台業者，並處理相關限制競爭的議題。

該法案提出「具有高度跨市場重要性」（Paramount Cross-Market 

Relevance）的概念，以提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判斷事業是否具有高

度跨市場重要性的依據，倘事業被認定具有高度跨市場重要性時，

得禁止下列特定的行為：自我偏好、濫用市場力來排除競爭者、使

用第三方的數據提高參進障礙、妨礙數據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與可攜性（Portability），以及提供客戶不完整的績效資訊等81。 

(三) 法國 

法國競爭委員會建議在現行競爭法的基礎上採取新的措施，以

防止事業透過「架構數位平台」（Structuring Digital Platforms）來從

事限制競爭之行為82。該機關建議應列出這些事業可能引起競爭疑

慮的行為清單，例如：使其他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受有不利益、妨

礙競爭者利用其他市場、在具支配力市場中濫用數據優勢、妨礙產

品或服務的互通性或資料可攜性，以及妨礙多宿等。在這些情況下，

競爭法主管機關有權要求平台改變作法，或要求平台提供具有拘束

力的承諾。該機關並建議倒置舉證責任（Reversing The Burden of 

Proof）以便平台業者在主張維持其行為時，主管機關可要求該平台

                                                 
81

 Höppner, T. (2020), ‘Digital Upgrade of German Antitrust Law - Blueprint for Reg

ulating Systemic Platforms in Europe and Beyond?’, Hausfeld Competition Bulletin. 
82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The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s contribution to the deb

ate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digital challenge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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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證明其行為可提升市場效率（即有利於消費者）。 

(四) 美國 

前述有關美國眾議院針對科技巨擘（Big Tech）所提出的反托

拉斯報告中，提出多項政策建議如下83： 

1. 考慮訂定非歧視性的規則，以確保公平競爭並促進創新。 

2. 要求各平台為相同的服務提供相同的條件，而這些規則適用於

價格與使用條件。 

3. 強調數據使用的重要性，鼓勵數據的互通性以及可攜性，以降

低競爭者的參進障礙以及消費者的轉換成本。 

4. 建議禁止濫用優勢市場地位的議價能力。 

三、 增進透明度 

耶魯大學的學者 Dina Srinivasan 女士建議在數位廣告市場中訂

定透明與揭露的規範。這些規範要求數位廣告服務的中間商（平台

業者）揭露其交易活動的相關資訊，以改善數位廣告市場的透明度，

並讓主管機關監督中間商是否妥適管理其利益衝突的問題84。此外，

EC 的「數位服務法套案」賦予專責管理機關蒐集相關必要資訊的

權限，以監督平台的各項作為並提升其透明度。若大型平台能提供

與數位廣告交易過程有關的資訊，將可提升整體數位廣告市場的透

明度。 

四、 跨政策領域的協調 

數位廣告市場涉及的政策領域涵蓋反托拉斯、消費者保護、個

人資料與隱私權保護等，此外，有關新聞媒體與大型數位平台間的

分潤也是近年來各國重視的數位廣告市場議題。因此各主管機關之

                                                 
83

 同註釋 79。 
84

 Srinivasan, D. (2020), ‘Why Google Dominates Advertising Markets’, Stanford Tech

nology Law Review, 24(1), pp. 5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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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如何進行跨部會的協調合作，以有效的在數位廣告市場中執法，

是當前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重要課題。 

歐盟資料保護監管機關（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DPS）在 2014 年出版之「在大數據時代中隱私與競爭的初步意見」

（Preliminary Opinion on Privac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85及 2016 年出版之「在大數據時代中基礎權利協同執法

的意見」（Opinion on Coherent Enforcement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Age of Big Data）86等報告中指出，跨競爭、消費者與隱私領域

的合作是 EDPS 的核心議題。EDPS 建議各主管機關與跨政策領域

的專家間應該更密切地進行對話，以強化競爭及消費者保護的執法

工作，並提升隱私服務市場之效能。 

此外，全球有 30 個以上的國家係由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時職掌競

爭法與消費者保護的施政與執法工作87，這些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

關可直接的在機關內進行跨領域的協調。另某些國家係透過立法的

方式，來建立競爭法、消費者保護與隱私權主管機關間合作的法律

基礎，例如，德國在 2017 年修訂的「限制競爭防制法」（Act Against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第 50c（1）條規定，聯邦與各邦之競爭與

資料保護機關為履行其個別的職責，可進行資料的交換，其中包括

個人資料與經營及商業秘密，並在相關程序中使用這些資訊88。 

                                                 
85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DPS), Privacy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ag

e of big data: The interplay between data protection, competition law and consumer p

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2014), available at https://edps.europa.eu/data-protecti

on/our-work/publications/opinions/privacy-and-competitiveness-age-big-data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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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DPS), EDPS Opinion on coherent enforceme

nt of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2016), available at https://edps.europa.

eu/sites/edp/files/publication/16-09-23_bigdata_opinion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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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vacic, W. & D. Hyman (2013), ‘Competition Agencies with Complex Policy Por

tfolios: Divide or Conquer?’, GW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 & Other Works, pp.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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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限制競爭防制法，網址：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gwb/englisch

_gwb.html#p0737，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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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英國 CMA 於 2020 年 7 月間出版「線上平台與數位廣告：市場研究

最終報告」（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研究結果建議英國政府應透過立法的方式制定一套促進競爭的

事前監管機制，以監督透過數位廣告營利之大型數位平台的活動89。該

「促進競爭」的監管制度旨在透過降低參進障礙的方式以鼓勵市場的競

爭，從而解決目前大型數位平台市場力過大的問題，並促進創新的發展，

以確保大型數位平台不會從事限制競爭或干擾市場透明度的行為，以保

障相關市場的競爭性及消費者的權益。 

CMA 認為因為有網路效應和消費者依賴性等因素的存在，現有的

大型平台得利於消費者的持續加入而產生更高的收入，從而取得更多消

費者的注意力和個資數據，使大型數位平台業者可利用它們來提升市場

力，持續自我強化相關市場的參進障礙，致使 Google 及 Facebook 等大

型數位平台擁有根深蒂固的市場力量。CMA 認為，雖然目前的政策工

具可以針對個案執法，但尚不足以保護整體市場的競爭性，因此需要採

用一種事前的促進競爭監管機制，以從整體上解決大型數位平台帶來各

種問題，並成立專責機關「數位市場部門」（DMU）來進行執法。CMA

建議的監管制度包括兩大類干預措施： 

(一) 可行的行為規範（Enforceable Code of Conduct） 

在針對平台業者制定可行的行為規範前，需先定義何種平台具

有「策略性市場地位」（Strategic Market Status, SMS），然後再去監

控被歸類為 SMS 的數位平台的行為，以保護市場競爭。因此，該

行為規範的目的在防止 SMS 平台的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

                                                 
89

 同註釋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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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解決其市場力的來源。CMA 建議該行為規範應基於 3 個目標： 

1. 公平交易（Fair Trading）：以解決 SMS 平台潛在的剝削消費者

行為； 

2. 公開選擇（Open Choices）：以解決排除市場競爭的行為； 

3. 信任與透明度（Trust and Transparency）：以確保 SMS 平台向

使用者提供足夠的資訊。 

每個 SMS 平台都有其適用的行為規範，而針對每個 SMS 平台

經營的市場所發布的指導原則，將提供更多與實際運作有關的細節。

雖然指導原則不是行為規範的正式部分，但指導原則的初稿將與行

為規範一起發布，並由 DMU 隨著市場的發展進行更新。 

CMA 認為 DMU 專注於數位平台產業，應有助於發展相關行

為規範的專業及知識，而與現有的競爭、消費者和資料保護法等屬

於事後之執法工具相比，該行為規範將具有許多優勢，其中包括：

解決更廣泛問題的能力、在引起競爭損害之前解決問題的能力、更

著重於補救措施與設計，以及協助平台及市場參與者釐清競爭法主

管機關可接受的行為為何。 

(二) 促進競爭的干預措施（Pro-Competitive Interventions） 

除了上述的行為規範外，CMA 並建議 DMU 採取可促進競爭

的干預措施，以扭轉數位平台的競爭狀況。該措施的主要目的是透

過監控 SMS 平台的行為來降低市場力的影響，以防止 SMS 平台剝

削消費者及排除競爭者，促進競爭的干預措施係透過克服參進障礙

的方式，直接處理市場力的來源。 

此外，DMU 應採取一系列與數據有關的補救措施，包括數據

移動性（Data Mobility）、具有開放標準及開放數據的系統（Systems 

with Open Standards and Open Data）。CMA 認為與數據相關的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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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是數位平台市場中的關鍵，因數據在數位平台的商業模式（特

別是數位廣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數據的掌握市相關市場的

核心參進障礙。CMA 建議與數據有關的措施應作為 DMU 的執法

工具，相關措施如下： 

1. 提高消費者對數據的控制（Increasing Consumer Control over 

Data），包括對數據的使用提供選擇，並促進消費者主導的數

據移動性； 

2. 強制（數據的）互通性（Mandating Interoperability）以克服網

路效應和協調失敗； 

3. 強制第三方可使用數據（Mandating Third-Party Access to Data），

以克服由數據形成的參進障礙，並效管理隱私權問題； 

4. 強制進行數據分離/數據孤島（Mandating Data Separation/Data 

Silos），特別是在平台透過其市場力來收集數據的情況下。 

此外，為因應一般消費者在使用數位平台服務時，能否自由選

擇並決定提供何種個資數據予平台業者的問題，CMA 建議應實施

「消費者選擇和預設的干預措施」（Consumer Choice and Default 

Interventions），這將限制平台獲取預設位置（Secure Default Positions）

的能力，並為消費者導入可自行選擇的畫面。再者，為解決垂直整

合帶來的潛在利益衝突問題，DMU 應採取不同形式的「分割干預

措施」（Separation Intervention），從平台業者的業務分割到其所有權

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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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澳洲 

澳洲 ACCC 於 2021 年 9 月出版「數位廣告服務調查最終報告」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 Final Report），就澳洲具有市場支配

地位的數位廣告業者因不當使用或限制競爭者使用數據、垂直整合下的

利益衝突、交易資訊不透明等因素所產生的限制競爭問題，提出以下幾

點建議90： 

(一) Google 應修正其公開資訊，以說明 Google 如何從該公司的「面向

消費者服務」（Consumer-Facing Services）中，就蒐集到的數據來作

為 Google 數位廣告所使用。 

(二) 應賦予 ACCC 權力去發展「產業特定規範」（Sector Specific Rules），

這些規範將適用在具有一定程度市場力量之數位廣告業者，並用來

處理數位廣告供應鏈中的利益衝突問題，防止具限制競爭性質之自

我偏好行為，確保競爭者可公平地使用某些服務，並處理相關市場

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三) 上述「產業特定法規」應使 ACCC 有能力處理由數位廣告業者之數

據優勢所引起的競爭問題，相關措施包括： 

1. 數據分離措施（Data Separation Measures），例如：避免數位廣

告業者將其蒐集到之數據應用在第三方網站和應用程式上； 

2. 對數據使用的要求（Data Access Requirements），例如：要求業

者允許其他競爭者使用其數據。 

(四) 為解決數位廣告供應鏈缺乏透明度的問題，應與產業內的參與者共

同製定一套產業標準，以便公開數位廣告業者的平均收費和費率，

使顧客能有意義地比較不同業者提供的服務。此外，鼓勵業界實施

能對 DSP 服務進行完整和獨立驗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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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 Digital advertising serv

ices inquir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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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oogle 應向平台媒體提供額外的資訊，使其能比較來自不同 SSP

對於數位廣告拍賣的出價，並能將蒐集到的競標資訊與所銷售的廣

告價格進行匹配。若 Google 提供的資訊不足以讓平台媒體進行上

述之比較，則可依「產業特定法規」相關規定，要求 Google 提高

其拍賣的透明度。 

(六) ACCC 應制定適用整個澳洲數位廣告供應鏈的法規，以提升數位廣

告市場在價格與效益上的透明度，相關措施包括「通用的交易 ID」

（Common Transaction ID），或要求以標準的格式公開服務的價格和

費率等。 

 

第四節 日本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於 2021

年 2 月出版「數位廣告最終報告」（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就日本數位廣告市場中進行以「事實調查」（Fact-Finding）

為導向的研究報告91。本報告認為在數位廣告中，「數位平台業者」是連

結平台媒體及廣告主的關鍵平台，隨著數位廣告交易的增加，其影響遍

及各種商業領域，特別是媒體業者（Media）。本報告列舉與數位廣告市

場有關之競爭議題及相關建議如次： 

(一) 對交易對象可能造成傷害的行為 

提供數位廣告服務的「數位平台業者」可能對其交易對象（含

廣告主、中間商及平台媒體等）具有優勢之議價地位。若「數位平

台業者」在居於優勢談判地位的情況下，透過單方面更改合作契約

的方式，使交易相對人處於不利的市場地位，則可能違反日本「反

壟斷法」（Antimonopoly Act, AMA）有關濫用優勢談判地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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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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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提高市場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以確保公平的競爭

環境，當「數位平台業者」欲變更與交易對象間的合作契約時，應

根據其變更的影響程度與範圍落實以下規定：(1)事先通知並充分說

明；(2)給予對方發表意見的機會，並考量對方所提出的合理事由；

(3)從通知到變更應給予對方充分的時間；(4)考量契約內容的公平

性。 

(二) 可能排除競爭對手的行為 

1. 自我偏好 

「數位平台業者」藉由供應鏈的垂直整合，可降低數位廣

告交易的時間與成本，以提高數位廣告的經營效率。惟數位廣

告市場中的其他參與者在調查時表示，對於「數位平台業者」

可能的自我偏好行為感到擔憂。如果「數位平台業者」操控數

位廣告的交易過程，干擾其他中間商和平台媒體等競爭者參與

數位廣告的投標活動，或將競爭者排除在投標活動之外，則可

能違反 AMA 有關干擾競爭對手交易的規定。因此，「數位平

台業者」應向中間商及平台媒體揭露有關數位廣告投標活動的

必要資訊，並且建立能追究相關責任的制度，以避免引起自我

偏好的疑慮。 

2. 限制使用第三方服務 

如果「數位平台業者」拒絕第三方的 DSP 或廣告驗證服務

供應商連結自身的媒體網站，則可能違反 AMA 有關與個人直

接拒絕交易之規定。因此，當「數位平台業者」拒絕第三方

DSP 與自身的媒體網站連接時，應說明原因並為第三方 DSP

提供足夠的回應時間。另外，對於廣告驗證服務供應商方面，

應說明連接到自身媒體網站的廣告驗證標準，並說明拒絕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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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連接的原因。 

3. 限制競爭者使用數位廣告空間 

如果「數位平台業者」僅允許廣告主或代理商透過其自身

的數位廣告服務向特定平台媒體發布廣告，並干擾其他競爭者

或排除第三方 DSP 向平台媒體發布廣告，則上開行為它可能違

反 AMA 有關干擾競爭者交易之規定。此外，若「數位平台業

者」挾其市場力量要求媒體網站不得與其他 DSP 競爭者進行交

易，則可能違反 AMA 有關獨家交易及限制交易條款等規定。 

因此，為了回應廣告主在平台媒體發布廣告的需求，應使

「數位平台業者」及第三方的 DSP 和 SSP 服務均能夠以公平

的方式參與數位廣告空間拍賣活動，並提供驗證數位廣告交易

過程是否公平進行的機制。 

(三) 可能限制交易對象的商業活動的行為 

若「數位平台業者」限制其交易對象：(1)與其他「數位平台業

者」交易；(2)與其他優勢平台媒體交易；(3)必需使用「數位平台業

者」提供的某項服務；(4)使用競爭者所提供的中間商等相關功能。

上開行為可能違反 AMA 有關獨家交易及限制交易條款等規定。 

因此，「數位平台業者」應：(1)向交易對象以書面的方式說明

限制的內容，(2)事先通知並充分說明；(3)給予對方發表意見的機會，

並考量對方所提出的合理事由；(4)從通知到變更應給予對方充分的

時間。 

(四) 可能缺乏公平性或透明度的行為 

在數位廣告的交易過程中，JFTC 將以下行為列為可能缺乏公

平性和透明度的行為：(1)「展示廣告」的標準；(2)費用不透明；(3)

廣告單價不透明；(4)可見度標準；(5)針對廣告詐欺的措施；(6)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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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審核的標準。 

雖然「數位平台業者」沒有義務向交易的另一方揭露所有的交

易資訊，尤其在費用或其他營業秘密的部分，然而一般認為上述行

為普遍存在資訊揭露不充分的現象。只要「數位平台業者」同時提

供數位廣告交易平台以及交易過程中的相關服務（如中間商、平台

媒體等），就必需揭露數位廣告交易的相關資訊，以確保數位廣告

交易平台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五) 多種行為組合的問題 

若「數位平台業者」同時實施上述行為，將對相關市場產生更

大的限制競爭影響。因此，即使單一行為可能尚不違反 AMA 規定，

也可能因同時實施多種行為而違反 AMA 有關不公平交易、排除競

爭對手或阻礙參進等規定。此外，在單一行為構成違反不公平交易

規定的情況下，同時實施多項行為可能會增強限制競爭的效果，屬

於 AMA 所規定「私的獨占」（Private Monopolization）的違法行為。

例如，如果同時限制使用第三方服務和限制使用某些數位廣告空間，

則這些行為限制中間商從事競爭的效果會更強。除上述行為外，如

果「數位平台業者」要求交易另一方必需使用其所提供的某項服務

時，將有限制交易另一方選擇交易對象之可能，對相關市場競爭的

影響可能更大。 

(六) 與消費者間的交易 

「數位平台業者」在蒐集消費者個資數據時，可能會出現令一

般消費者難以理解其蒐集範圍及使用目的情況，即「數位平台業者」

對於個資數據的使用目的未向消費者的說明清楚，或沒有明確區分

是否使用在該平台的其他服務。在未明確告知消費者使用目的的情

況下取得其個資數據，可能會違反 AMA 有關濫用優勢議價地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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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訊的不當獲取等）的規定。 

「數位平台業者」應盡可能向消費者說明其獲取的資訊，以及

其對每項服務（在提供多項服務的情況下）的使用目的之間的關係。

此外，如果「數位平台業者」在消費者選擇退出（Opt-Out）其所提

供的服務後仍繼續該消費者的個資，應事先向消費者說明在此情況

下可能使用哪些資訊及使用的範圍。「數位平台業者」倘不正當使

用消費者個資，可視為濫用優勢議價地位及不正當使用個人資訊等

行為。因此，「數位平台業者」應盡可能提供使用者有關退出目標

式廣告的選項，且倘若「數位平台業者」在消費者選擇退出後仍使

用其個資，則應在消費者選擇退出時說明清楚。 

(七) 與平台媒體間的關係 

為提高數位廣告交易的透明度，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數位

平台業者」應向平台媒體揭露必要的資訊。首先，「數位平台業者」

搜尋引擎服務所產生搜尋結果頁面，其排序方式相當程度的影響平

台媒體的流量，故「數位平台業者」應揭露所使用的搜尋及排序演

算法的相關資訊，以便在變更相關演算法的運作方式時（如決定搜

尋排序的參數），能讓平台媒體明瞭此變更所帶來的影響。 

其次，在數位廣告市場中，數位廣告空間的價值是透過廣告的

展示次數和點擊次數來衡量的，因此，「數位平台業者」應提供一

種機制，讓提供高品質內容的平台媒體（特別是以即時且正確的新

聞內容為社會帶來幫助的媒體）獲得公正的評價，以確保平台媒體

能公平的競爭其數位廣告空間，從而協助媒體持續提供有品質的新

聞內容。例如，當網路上的使用者透過「數位平台業者」查看平台

媒體發布的新聞內容時，「數位平台業者」應能明確指出創建該新

聞的媒體名稱。也就是說即使透過「數位平台業者」，平台媒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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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輕易地將所創作的新聞內容展示給消費者，此舉有助消費者評估

相關內容和平台媒體的品質，並為平台媒體爭取閱聽大眾。此外，

「數位平台業者」應確保其入口網站首頁上的內容是否符合正確、

可靠且有益社會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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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數位廣告市場是數位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是數位平台賴

以運作的重要營收來源，世界主要國家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多已針對數位

廣告市場進行市場研究，而本會為維持市場競爭秩序，對新興數位產業

的相關市場的發展也應有所瞭解。數位廣告市場與傳統廣告市場的特徵

不同，故其衍生的競爭議題也有所不同，而這些特徵也將帶給競爭法主

管機關在政策擬定與執法上的挑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蒐集與瞭

解世界主要國家競爭法主管機關在面對數位廣告市場相關競爭議題時的

立場與處理方式。綜合以上各章，可獲致初步研究結論如次：  

一、 數位廣告市場的交易過程複雜：數位廣告市場（或數位廣告供應鏈）

雖然是由消費者、平台媒體與廣告主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所組成，但在數位廣告（空間）的交易過程中，通常需要經過許多

參與者。交易流程中的參與者（包含中間商、平台業者）越多，其

需經過的層級也就越多，加上某些具有市場力的平台業者同時身兼

中間商、平台媒體等角色，使得數位廣告的拍賣變得更複雜而難以

理解。連相關市場中的業者都可能無法理解數位廣告市場交易的運

作方式，更遑論消費者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二、 數位廣告市場欠缺透明度：數位廣告市場缺乏透明度，除因上述的

參與者組成多元的因素外，尚包括成員間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廣告主透過數位廣告供應鏈向平台媒體購買數位廣告空間的費用，

往往需要經過各個中間商，且數位廣告的被觀看與被點擊的次數都

無法像傳統媒體一樣可具體計算衡量；甚至連數位廣告空間的拍賣

規則，以及參與事業的角色及責任也不甚透明。加上有關消費者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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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隱私的問題，使得廣告主在衡量數位廣告的成效上，需要花

費更多的成本。 

三、 消費者的個人資料、偏好、興趣、購買行為等相關數據是數位廣告

的重要資源，尤其對目標式廣告而言更是能否投放廣告至特定消費

者眼前的關鍵因素。數位平台業者可透過消費者造訪的網站、使用

的應用程式，或是透過第三方的數據管道來蒐集有價值的數據。數

據的來源包括消費者在數位平台登錄的個資、填答的問卷或滿意度

調查、網頁 Cookie 登錄檔案，以及當下使用的硬體設備所傳輸的背

景資訊等。有關數據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攜性、互通性

等方面的限制，將可能限制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 

四、 數位廣告市場中是重要的競爭議題可能來自某些平台業者的市場

力量。目前數位廣告市場中具優勢地位的平台業者，其市場力可能

同時來自於結構性的因素及其行為。市場結構的因素像是規模經濟、

範疇經濟、網絡效應等，在數位廣告市場的雙邊（或多邊）市場的

特性下將被放大其效果。某些平台業者透過特定的結合案件以及特

定類型的行為（如相關數據的使用）也可能促進市場的整併與垂直

整合，以致最終成為不可動搖的「守門者」。 

五、 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所可能發生的潛在議題包括：利益衝突、自我

偏好、市場力的槓桿、數據的取得與使用、市場的不透明等。 

六、 在面對數位廣告市場的競爭議題時，各國所採取的政策立場與施政

措施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 認為現有的競爭法已足夠處理大部分的數位廣告市場或數位

平台問題，故無需針對特定議題增修法規； 

(二) 應增修相關法規以保護數位廣告市場或數位平台市場的競爭，

例如澳洲於 2021 年通過的「新聞媒體議價法」（New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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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gaining Code），以及歐盟於 2020 年發布的「數位市場法」

（Digital Market Act）與「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

草案等； 

(三) 有關結合案件法規的增修，尤其針對在相關市場中具有優勢地

位的平台業者之結合案件，研議是否應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規

定，以避免因結合造成的潛在限制競爭問題； 

(四) 擴大競爭法主管機關採取結構性或行為式矯正措施的範圍，或

訂定行為守則以作為在數位廣告市場發現可能競爭問題時的

解決方案，或研議透過結構性分割的方式，以消除平台市場中

的「科技巨擘」所產生的利益衝突問題； 

(五) 設立專責處理數位平台的單位，例如英國 CMA 成立 DMU 以

及美國 FTC 成立的科技執法處（Technology Enforcement 

Division）等，以更深入地瞭解數位廣告市場與其他平台市場

的競爭問題。 

 

第二節 建議 

一、 平台經濟的商業模式可整合虛擬與現實，為消費者帶來創新的商品

及服務，並提高消費者的經濟利益。因此，競爭法主管機關在制定

相關法規或措施時，應考量是否會成為平台經濟發展創新商業模式

的障礙、是否會妨礙新興事業參與平台經濟的競爭、是否有可能減

損整體經濟效率與消費者福利，以及是否可能對於相關市場造成負

面的影響，例如損害以數位廣告買賣為主的廣告主、平台業者以及

中間商等業者的經營誘因等。 

二、 數位廣告市場涉及的政策領域涵蓋競爭法、消費者保護、個人資料

與隱私權保護等多項領域。此外，近年來有關新聞媒體與大型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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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間的分潤問題，亦是各國的施政重點。因此相關部會就數位廣

告市場的相關議題進行跨部會協調合作時，應考量彼此的分工與管

轄範圍，以確保主管機關在數位廣告市場之相關政策領域中能有效

的進行執法。 

三、 目前數位廣告市場中具有優勢市場地位的平台業者多為跨國公司

（如 Google、Facebook 等），其經營之數位廣告業務遍及全球市場，

各國均無法不受科技巨擘行為的影響，因此，本會宜加強與其他國

家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的交流合作，以熟悉各國在面臨大型數位廣

告業者的潛在限制競爭行為時的執法措施，期能有效處理跨國數位

廣告市場之限制競爭案件。 

四、 數位經濟中的各項議題（如數位廣告、數位平台等）係現今各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的重點執法項目，各機關無不針對相關議題提出新興

的施政措施與方向，故應持續掌握主要國家發布的相關法規資訊、

政策白皮書、市場研究報告等，以瞭解相關議題在國際間的發展趨

勢。此外，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職權尚非僅侷限於競爭法，可能

也同時是消費者保護機關，或身兼特定產業的管制機關，例如澳洲

ACCC。因此，在參考各國提出的相關施政措施時，應同時考量本

會的業務職掌範圍、國內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以及社會環境等狀況

等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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