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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雙（多）邊市場  (two-or-multi-sided market) 平台 (platform) 接二連三地顛
覆傳統事業經營模式，是21世紀數位經濟時代的主要特徵之一 1

。不僅企業界

紛紛探詢、思考事業轉型的可能性、契機與方法，宛若企業存亡均繫於此，經

濟與管理學界也將此種市場與事業型態列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時之間，「雙

（多）邊市場」彷彿成了最熱門的關鍵詞，不懂就落伍了。在Jean Tirole得到
諾貝爾獎之後

2 ，尤其如此。
相形之下，競爭法學界的初步反應可能是困惑多於興奮。「市場」是公平

交易法沒有定義的核心概念，也是許多案件處理的起點，原就經常是爭議的核

心之一。如今吃飽太閒的經濟學家又發明新的市場概念，長相有如雙（多）頭

怪獸，內部關係錯綜複雜，真是令人倍感困擾。

約十來年前，筆者在研究網路媒體管制相關議題的過程中巧遇雙（多）邊

市場理論，發現其對解釋若干媒體現象很有幫助，甚為感激。但進一步研究、

思考後更發現，不少媒體管制政策面的論述裡暗藏了雙（多）邊市場理論的錯

誤應用。因此，本文的目的在釐清有關雙邊市場的一些基本觀念，打破部分由

雙（多）邊市場理論而起的迷思，並對若干相關競爭法課題進行初步探討。

限於能力，本文將只討論雙邊市場，而不及於更複雜的多邊市場，雖然不

少論點可能對後者同樣適用。一如既往，在此階段只來得及匆匆勾勒自己的主

要論點，以期在研討會上能盡量多獲得一些意見回饋，許多該引用的著作尚來

1 See GEOFFREY G. PARKER ET AL., PLATFORM REVOLUTION 59-78 (2016).
2 法國經濟學家Jean Tirole是雙（多）邊市場的主要理論建構者，也是2014年諾貝爾
獎得主。

五、雙邊市場平台競爭與自然獨占

(一) 迷思：雙邊市場具有強烈之自然獨占傾向
1. 基本論調
2. 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3. 交叉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二) Facebook與Google
六、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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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整理，註解格式也尚不合規矩，謹此致歉。

二、雙邊市場之基本認識

雖然有關雙邊市場之基本理論模型已漸漸為經濟學與競爭法學界所熟悉，

在此仍有必要簡略整理雙邊市場之基本特性，以及其與傳統（單邊）市場之主

要差異，以為下文論述之基礎。

(一) 雙邊市場之特性
首先，所謂雙邊市場，乃是藉中介平台媒介兩組參與者間之互動而形成之

市場
3
。雖然這個名稱近年才出現，經濟學界對其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與分析也

是晚近的事，但企業家早就已經懂得應用。遠在數位經濟誕生之前就已在世界

各地以不同型式流行、以媒介適婚男女為宗旨之婚友社，即為典型之雙邊市

場。每一個婚友社均為一平台，而參加的適婚男女即為各該平台之參與者。此

等參與者顯然可以依性別分為兩群
4
，二者間對彼此均有相當之「需求」，且

此等需求不必然需要通過婚友社來滿足。只是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因種種阻擾―

經濟學上所謂的「交易成本」
5
―而難以實現，婚友社乃應運而生。

信用卡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它給消費者一個方便、易攜帶的支付工具，

而商家則藉此招徠顧客。信用卡組織如美國運通公司 (American Express Co.) 即
為前述之中介平台，而使用與接受該等信用卡付款之消費者與商家則分別為各

該平台之兩組參與者
6
。兩者間同樣對彼此均有需求，且不必然需要信用卡平

台之幫助。在信用卡出現之前即有現金、支票等其他支付工具可供使用。但前

者顯然具有其他支付工具所沒有之優點（雖然也有其缺點），而成為許多消費

者所喜愛之支付工具。

雙邊市場最明顯的特性，即為「交叉網路效應」(cross-side network effect) 
的存在。所謂「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 指的是商品或服務對個別使用者之
經濟效用會隨同商品使用者數量增減而改變的經濟現象。一般而言，一個消費

3 See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645 (2006),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46265.

4 本文使用傳統刻板性別角色說明婚友社之運作模式，純為說明上之便利，而非無
視或歧視其他性傾向之意，特此說明。

5 此處之交易與交易成本均為廣義之理解。身分關係之形成並非具商業色彩之交
易，自不待言。

6 為了簡化說明，此處省略了發卡銀行之角色。就雙邊市場之分析而言，發卡銀行
可以視為平台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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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特定時空）對特定商品之評價是固定的。表現在市場交易行為上，代表

其對該商品之願付價格不會受他人影響。在一般經濟學分析上所用之需求曲線

也是在此一前提下所繪製。此種「常態」商品之網路效應為零。相對的，網路

效應若為正值，代表該商品對個別使用者之經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

增加。以電話服務為例：對第一個使用者而言，因為缺乏打電話的對象，電話

服務的經濟效益為零。當越來越多人有電話時，電話服務對每個人的效用也越

高
7
。反之若商品對個別使用者之經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減少，則

網路效應為負值。只是正網路效應因有創造經濟效益之作用，而成為企業家收

割之對象，平台經濟由此而生。一般提及網路效應時，若未特別指明，也均指

正的網路效應。

雙邊市場特有之「交叉網路效應」則是網路效應的特殊型態，因此時網路

效應乃發生在平台的兩組參與者之間。換句話說，當一組參與者之人數增加

時，該市場或平台對另一組參與者之吸引力即越強。相對地，同一組使用者未

必有相同之感受。因此，雙邊市場中主要之網路效應不僅有跨邊發酵的特性，

且應為正值。雙邊市場中介平台的主要功能即是在於巧妙地內化、整合此兩股

網路效應，以產生正向之循環作用，讓整個平台之總經濟效用能不斷成長
8
。

除了交叉網路效應外，最早將雙邊市場模型理論化之經濟學家Rochet與
Tirole指出，雙邊市場平台尚有另一顯著特徵，稱為「價格結構之不對稱性」
(“non-neutrality＂in price structure)9

。其意為，中介平台必須藉由巧妙操弄對

該兩組「客戶」之收費，來吸引潛在使用者之參與，而其結果通常是對兩組參

與者採取不同之收費策略。例如婚友社經常視現有社員之男女比例與當地適婚

男女對此類組織之接受程度，而調整其對兩者之收費方式與標準。同樣地，當

今信用卡的一般做法是只對商家收手續費，而不對持卡人收取年費或其他類似

性質之費用。經濟學家表示，對雙邊市場平台而言，成功的關鍵往往在是否能

找到適當之價格結構
10
。

7 See DAVID S. EVANS & RICHARD SCHMALENSEE, MATCHMAKERS 22 (2016) 
(citing Jeffrey Rohlfs’s study).

8 See David S. Evan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 20 YALE 
J. ON REG. 325, 331-34 (2003).

9 See Jean-Charles Rochet &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 A Progress Report, 37 RAND 
J. ECON. 645, 645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46265.

10  See generally Rochet & Tirole, supra no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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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雙邊市場之區別
既已認識雙邊市場之主要特徵，對單、雙邊市場之區別似不應再有困難。

但若干單邊市場事業經營模式，似有雙邊市場平台之形，易生混淆，值得先在

此加以釐清排除，以免干擾後面之討論。首先，傳統零售商並非雙邊市場平

台。雖然乍看之下，零售商也扮演媒介的角色，負責搭起製造商與消費者間的

橋樑。尤其是多品牌、多種類商品的大型零售商，更是如此。品牌與消費者人

數之增長，均會令另一方受益，可謂有正面的交叉網路效應。然而在此種賣場

購買商品之消費者，和製造商間實際上並沒有交易發生。商品經由零售商挑選

然後轉售給消費者之兩階段交易，才是此類事業的主要特徵。但如果並非採用

轉售模式、而是以代銷模式 (agency model) 或甚至空間分租之方式經營的多品
牌零售商（如百貨公司），則可能成為雙邊市場平台。

其次，職業球類運動聯盟負責組織體育競賽，同時滿足球隊（及球員）與

球迷對彼此的需要，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媒介著作物之授權與利用，也與雙邊

市場平台有幾分神似；後者甚至因此在我國曾被稱為著作權仲介團體。但此等

事業在本質上是為單方（職業球隊或著作權人）之利益而組成，在後者甚至是

代表著作權人行使權利之事業組織。對消費者而言，並不是一個中立平台式的

存在。因此也不必以雙邊市場平台視之。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發現，單、雙邊市場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有一定的模糊

空間。畢竟所謂「市場」原即為媒合需求與供給的場域，供給與需求雙方本就

存在互相需要、互相依賴的關係。且一般而言，供給者希望需求越多越好，而

需求方則希望選擇越多越好，兩者間實有正的交叉網路效應。如果把居間的經

銷商視為平台，則幾乎任何上下游垂直產銷關係橫過來看都像個雙邊市場。事

實上，不少知名的雙邊市場平台正是以這種「轉90度思考」的方法來顛覆傳統
事業經營常規，而終獲得成功。

因此「交叉網路效應」的存在並非雙邊市場的決定性特徵，真正的關鍵在

於平台的角色。平台業者必須從商品挑選、組合與推銷者的角色淡出，一方面

改變與商品供應者（製造商或盤商）之關係（從上下游變主、客），一方面調

整與消費者間之互動強度，讓消費者從單純的過客變參與者。經濟學家所說的

「不對稱價格結構」，其實蘊含許多事業經營上的細節。而此種居間者經營模

式的轉換，目的既在於整合、內化交叉網路效應，使其成為平台成長的自然動

力，則平台的空間含量勢必成為嚴格的考驗。這也是為什麼到了寬頻網路普及

的數位經濟的時代，物理空間對電子商務之限制大幅降低，雙邊市場平台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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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

從競爭管制的角度，雙邊市場並不是一個容易處理的市場類型（下詳）。

如果用傳統理論可以解釋得通之事業經營模式，非必要即不必自尋煩惱地將其

視為雙邊市場。

三、雙邊市場之類型與競爭變數

(一) 雙邊市場之主要類型
雖然雙邊市場均有（正）交叉網路效應，其效應之強度與作用方式卻可能

有相當之差異，平台參與者和平台之間的關係也不一而足，值得進一步區別異

同。本文認為雙邊市場可以分為兩大類：「媒介型」與「廣告依賴型」。以下

分述之。

1.媒介型雙邊市場
標準的雙邊市場，兩組參與者互相需要，亦即兩股網路效應均為正，而平

台之主要作用即在於媒合該兩組參與者，促成兩者間之交易。這種類型之雙邊

市場，本文稱為「媒介型雙邊市場」。如果一個媒介型雙邊市場平台無其他任

務，將是最單純之雙邊市場類型，以前述之婚友社為代表。

然有時平台不再只是單純地扮演媒合者，而必須提供額外的服務。這種雙

邊市場平台可以電腦、智慧型行動裝置或電子遊戲機（以下暫以「電腦」統一

代表此類裝置）之作業系統為代表。對此類設備而言，作業系統提供了一個應

用軟體與電子遊戲（以下統稱為「軟體」）開發者與電腦使用者之媒介平台。

從軟體開發者的角度來看，擁有越多使用者之作業系統，其軟體越容易推廣；

而對電腦使用者而言，有越多開發者為其開發軟體之作業系統，越容易找到適

用之軟體。因此兩個方向之網路效應均為正值，與前述婚友社型雙邊市場相

同。但作業系統並非只是一個軟體與使用者相遇之場所，而是電腦的靈魂。作

業系統的良窳不僅左右軟體開發之難易，也對電腦之使用經驗有所影響。

有時在新開創的雙邊市場，平台只需扮演單純的媒介者。但此種平台彼此

間相似性高，互相取代的可能性也高，如果沒有其他套牢客戶的條件，一旦當

競爭的溫度升高，各平台即很可能開始開發附加功能與服務，來提昇自有品牌

之價值與突顯自身和他人間之差異，從單純的媒介者轉型成加值型平台。雖然

平台服務的深淺度有別，以媒合兩組參與者為主要功能的基本性質不變，因此

仍應以媒介型雙邊市場視之。

2.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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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媒體，是當代媒體的主流，也是數位經濟的重要角

色。這種事業型態以媒體或其他服務提供者為平台，廣告主與讀者、聽眾或觀

眾（以下統稱為「視聽眾」）分別為兩組參與者，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媒體

乍看之下確有雙邊市場之外觀，論者也因此常將媒體當成雙邊市場的範例。但

這種雙邊市場與典型（媒介型）雙邊市場迥然不同，其兩股網路效應之強弱明

顯有別，甚至一正一負，意味著其中一組參與者人數之增加對另一組參與者並

無重大益處，甚至反而有損。從廣告主的角度，視聽眾自是越多越好，此與標

準雙邊市場中任一組參與者之心態無異。但若從視聽眾的角度觀察，就會發現

其立場與前者大相逕庭。對絕大多數視聽眾而言，廣告（主）的增加不僅不令

人感到雀躍，恐怕反而令人生厭。

究其根源，乃因視聽眾自始不是為了廣告而來，而是為了媒體（平台）所

提供之內容而來。如果暫時忽略廣告的角色，則媒體內容的消費其實是標準的

傳統單邊市場。在廣告於19世紀興起之前11
，書籍、報紙、音樂、戲劇等文字

影音內容均是在傳統單邊市場中交易。 即令在廣告文化盛行的21世紀，對某
些類型的內容而言，傳統單邊市場仍屬常態，書籍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否

有廣告收入之挹注，媒體必須憑藉自身產品（內容）吸引消費者的基本法則始

終未曾改變。如果換個角度，我們也不妨將廣告組參與者視為一種融資者。只

是其人數過於眾多及分散，個別廣告主所提供之資金太少，對資金需求者（平

台）之資金運用計畫難有置喙的餘地，只能取得廣告呈現的機會，身分地位與

融資者差距太遠而已。

在此種不對稱的雙邊市場中，「廣告組」對「消費組」之網路效應究竟為

正或負，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基本上，多數視聽眾對廣告排斥多於需求，應

屬不爭之事實。然在另一方面，有基本經濟學常識的消費者都瞭解廣告在媒

體市場的角色，也承認自己之所以能用相對低廉之代價獲取所需之內容，實拜

廣告之賜。廣告量的增長，可能間接促成媒體內容質量的提昇，也為消費者所

期許。因此媒體消費者的心理充滿了矛盾，在媒體市場中「廣告組」對「消費

組」之網路效應也就難以一概而論。

從媒體發展史的角度觀察，廣告確對過去近兩百年來各種媒體的蓬勃發展

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若無廣告之資助，許多媒體形式恐怕連生存都有困難。而

隨著時間的演進，廣告在媒體世界所扮演之角色可謂有增無減。因此我們應該

11 參見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28卷4期，頁12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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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合理推測，一般媒體消費大眾對廣告抱著相當容忍的態度。但容忍與喜好

間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從近年網路上各種廣告攔阻工具 (ad blocker) 的流行
可知，對眾多消費者而言，廣告屬越少越好、能免則免的必要之惡。因此，除

了某些針對特定族群，以提供消費折扣之廣告為大宗之特殊刊物外，「廣告

組」對「消費組」之網路效應，一般而言應屬強度不高的負面效應。但若某一

媒體平台之廣告質量特別好（好看、不令人生厭），更重要的是，若該媒體平

台過去在內容質量隨廣告收入增加而提昇方面的記錄良好，則「廣告組」對

「消費組」之網路效應轉負為正，即非完全不可想像。

總之，此種廣告依賴型媒體平台，其實有三角形的價值鏈。平台依賴廣告

為主要收入，並將其視聽眾之注意力（eyeballs）交給廣告主以為交換。廣告
主付出廣告費換得廣告的機會，並對廣告所誘發之消費有所期待。而視聽眾則

對平台（媒體）所提供之內容有所需求，並以金錢、忍受廣告之「侵略」或兩

者之組合為代價。在此三角關係中，廣告主與視聽眾均為成員眾多且互不相屬

之群體，媒體自處於最適合擔任平台角色之地位。

隨著寬頻網路之發達，此種事業型態已經不再是媒體所專有。許多非媒體

類的數位商品與服務也開始轉型為平台，引進廣告來幫消費者分擔部分甚至全

部的費用，以增加其商品或服務之普及率。廣告依賴型之雙邊市場，儼然已成

為數位經濟最重要的推手。

(二)雙邊市場之競爭變數
除了雙邊市場之類型外，平台競爭尚受許多因素之影響。

1.交叉網路效應
從競爭促進與規範的角度，雙邊市場最外顯之特徵―交叉網路效應―也是

主要的競爭變數。在媒介型雙邊市場，兩個方向的交叉網路效應均為正，經平

台整合後形成正向循環，成為平台成長的重要助力。相對地，廣告依賴型雙邊

市場平台則無福享受此等好處。此等現象有許多值得深入研究之課題，下文將

有進一步之討論。

2.價格水準與價格結構
雙邊市場的另一個主要特徵是價格結構不對稱性，代表在總收費不變的前

提下，平台對兩組參與者間之費用分擔有相當的自由度。此特性在競爭上至少

有兩項意義：一、平台可以依兩組參與者需求彈性與套牢程度的不同，調整價

格結構，令需求彈性小或套牢程度高的一方分擔較高的費用；二、平台可以利

用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實施差別取價。當今網路上流行的freemium收費模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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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例。

3.同邊網路效應
除了交叉網路效應外，在同組參與者間發生作用之「同邊網路效應」也不

應受到忽視。和交叉網路效應相同，同邊網路效應也可正可負。舉例而言，越

多人玩同一種電子遊戲，則使用者越容易找到請教與互相切磋之對象，茶餘

飯後也比較容易找到閒聊的話題。這可以解釋為何即使在沒有新遊戲發行（也

就是軟體開發組至使用者之交叉網路效應沒有成長）的期間，遊戲玩家也可能

大量往特定遊戲平台群聚。如果同邊網路效應足夠顯著，則其與交叉網路效應

將有強烈的「共伴效應」(姑且借用氣象術語)，整個平台之網路效應將明顯增
強。

但同邊網路效應也可能為負。同組參與者太多，彼此間可能在平台資源之

使用上發生競爭關係。當資源有限時，同類消費者彼此間即可能出現競爭關

係，這在傳統單邊市場中也可能出現，非雙邊市場獨有。只是基於雙邊市場的

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平台的兩組參與者中經常有一組必須負擔較高之平台使用

費，此時一旦在該組參與者中出現資源競逐之現象，以致在同邊網路效應上出

現不可忽視的負值時，則對平台的經營將是明顯的挑戰，市場的競爭態勢也可

能出現意外之發展。

4.平台轉換或平行參與
除了少數例外，吸引雙邊參與者持續參與，好讓交叉網路效應形成正向循

環，是雙邊市場平台的重要功課。因此，參與者同時參與複數平台的意願、可

能性與經濟性，以及平台轉換的難易度，都對平台競爭有重要影響。

以信用卡為例，由於體積小、攜帶容易且沒有互斥性，加上信用額度限制

與刷卡失敗風險等考量，以及多數商家接受多種品牌信用卡之事實，許多消費

者都會帶不只一種品牌的信用卡，更換信用卡平台也很容易。因此，信用卡服

務屬於不易將消費者套牢之雙邊市場。相對地，一般電腦使用者同時使用多個

作業系統的意願與可行性都不高，轉換所用作業系統的障礙也高（遠高於換信

用卡平台）。因此電腦作業系統是個相對容易將使用者套牢的雙邊市場。

套牢強度不僅因市場而異，也可能因平台而有所不同。對某些平台而言，

將參與者完全套牢，是最理想的結果。一旦成功，其在與同性質平台的競爭上

將占據只進不退的有利位置，如果其已是市場領導者，則其地位將難以撼動。

這些平台就可能用各種方法綁住參與者。但也有平台反其道而行，以隨時可以

自由離開為賣點來吸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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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邊市場與相關市場界定

(一) 基本課題
雙邊市場對競爭法帶來的諸多挑戰中，最常被提及的大概非相關市場（尤

其是產品市場）界定問題莫屬。競爭法上傳統的市場界定方法，乃是從產品的

需求面著手。以最常使用的「假設獨占者測試法」（Hypothetical Monopolist 
Test, 以下簡稱HMT）為例，其基本步驟為：選定主產品→決定初始價格→進
行假設獨占者漲價測試（SSNIP測試），觀察或模擬消費者之反應；若漲價可
以維持，即完成相關市場界定，否則即將最多消費者選擇之替代產品納入市

場，再重新測試，如此反復至找到可以通過測試之產品範圍為止
12
。

欲在雙邊市場進行同樣的操作，第一個面對的困難是：主產品為何？是兩

組參與者在平台協助下進行交易之產品，還是平台所提供之服務？如果是後

者，「消費者」又是誰？蓋兩組參與者均為「消費者」，但兩者之需求完全迥

異，平台所提供之服務也很可能不同，究竟應以何者為準？其次則是假設獨占

者漲價測試如何操作。兩組參與者所付費用有所差異，則應以那個價格為基礎

價格？抑或要兩者併用？但若平台對兩組參與者之計費方式完全不同（如一邊

接次計費、另一邊按時間計費），又要如何操作？

雖有難關重重，實際上卻未必得關關過。畢竟不是所有競爭法爭議事件的

處理都需要精確的市場定義，有時甚至無須定義市場
13
，也有時當事人對市場

之界定並無異見。尤其是動態競爭之重要性逐漸凌駕靜態競爭的今日
14
，市場

之界定原應容忍一定程度的彈性，HMT並非相關市場界定之唯一準繩。然若更
進一步之市場界定確有必要，則應先決定涉案雙邊市場之類型，再定行止。以

下分述之。

(二) 媒介型雙邊市場之界定
如果是最單純的媒介型雙邊市場，則已知平台P的唯一功能在於媒合S、B

兩種類型之參與者，其自身對任一方更無獨立之額外價值。故在P、S、B的三
角關係裡，只有在S與B間才有實質意義的「交易」存在，且在絕大多數的情形

12 See DOJ/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7-13 (2010).
13 See generally, e.g., Louis Kaplow, Why (Ever) Define Markets?, 124 HARV. L. REV. 437 

(2010).
14 See J. Gregory Sidak & David J. Teece, Dynamic Competition in Antitrust Law, 5 J. 

Competition L. & Econ. 58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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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S與B中有一個是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賣方S），另一個是購買者（B）15 
。因此，P之潛在競爭者除了其他同樣以媒介S、B間交易為業之平台外，尚包
括媒合對象一方或雙方為S或B之子集合、母集合或部分重疊族群的類似平台，
也可能包括以幫助S（或B）尋找B（或S）為務之代理業者。舉例而言，一個
房屋買賣仲介服務業者除了與其他同性質之仲介平台競爭外，和兼營購屋與租

屋仲介服務之平台，以及幫屋主尋找買家或幫購屋者找尋適當物件之代理業

者，也有一定之競爭關係。

當然，由於服務性質有別，主要客群也不完全一致，一個廣義之房仲平台

加上兩種代理業之相關市場，固然應無困難通過HMT之檢驗，卻未必是符合條
件之「最小市場」。如前所述，視爭議之性質，找尋最小市場未必絕對必要。

但如有必要，則從平台P既有服務為原始產品，以P之現行標準收費為基礎價
格

16
，按步驟操作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亦應無特別的困難。由於此處我們的目

的只是利用一個假設獨占者之漲價行為來觀察或模擬消費者可能之反應，原則

上應可忽略雙邊市場特有的價格結構不對稱性問題，直接假設價格結構不變，

對S、B雙方同步以相同幅度實施所謂的SSNIP。
在進行此等操作時，有3點值得注意留心，分別與雙邊市場的兩個特性有

關。第一是應留意交叉網路效應之作用。蓋一般而言，HMT的測試焦點在於
消費者對漲價的可能反應。而在雙邊市場中，兩組參與者均為平台服務之消費

者，且兩者間有正的交叉網路效應，意味著兩者之平台參與意願呈正相關，因

此在測試時不能只觀察或模擬兩組消費者的第一反應，而必須包括後續的連鎖

反應。這種漣漪效應的問題其實非雙邊市場所獨有，只要具有顯著網路效應之

市場均如此。只是在雙邊市場，其網路效應之發酵過程是交叉進行的，應予留

意。

第二點也與網路效應有關。在傳統單邊市場，我們基本上假設消費者有穩

定之偏好，也就是在特定時空對特定商品之價值有穩定的評價。該商品之需求

曲線也因而應該是穩定的，漲價對消費量的影響應該只和價位有關（因為在不

同價位可能有不同之價格需求彈性）。HMT的操作因而必須留意起漲價位的選
擇。在具顯著網路效應的市場，消費者對同一商品之評價卻和該商品之使用人

15 在常見的例子裡，婚友社之類的平台大概是唯一之例外。這是因為婚友社所媒介
之並非一般財貨之交易，而是身分行為。

16 這是通常的情況，只是仍得注意避免所謂的「玻璃紙謬誤」(Cellophane fallacy), 自
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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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或使用量有關，需求曲線不再穩定
17
。除了起漲價位外，HMT之操作也因而

必須額外考慮初始使用者規模之設定。

最後一點：雖然進行HMT時通常只關心價格水準而忽略價格結構，已如
前述，但若S與B被平台套牢之程度有明顯差距（例如其中一方有特別高之沈
沒成本），則平台業者在進行SSNIP時即很可能利用此一事實進行不對稱價格
調漲。換句話說，雙邊市場之價格結構不對稱性不僅意味著兩組客戶的收費可

能不同，也代表平台內部費用分擔比率有變動可能性。如果假設獨占者在操作

SSNIP時改變漲價之比例，兩組參與者之可能反應及後續之連鎖效應，即可能
和同幅調漲時之情形有別，不可不慎。

(三) 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之界定
至於廣告依賴型之雙邊市場，在平台P、廣告主A與消費者C間有三方循環

依賴之特殊關係，而主要交易發生在P與C之間，已如前述。此時，平台P之主
要競爭者除了和P同性質之平台外，原則上尚應包括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但不
靠廣告挹注之業者。比較有趣的是，如果目標客群相同或相近，但所提供之商

品顯不相同，是否仍具有競爭關係？恐怕沒有一定的答案，而必須個案判斷。

然此並非雙邊市場所獨有的問題，而是界定相關市場時經常必須面對的考驗。

HMT之類的方法，正是為了解決此類問題而生。
更複雜的是平台之另一個面向。對廣告主而言，P相當於廣告之通路，但

這並不代表P和所有廣告通路都處於直接競爭關係。對P現有A組參與者來說，
P所提供之產品為C之注意力，因此競逐相同或近似族群之廣告通路，即很可
能、卻未必一定是競爭者。如果「注意力」是一種商品，其「消費」所涉及的

不是只有金錢上的代價，除了付給P之費用，A尚須製造並提供廣告給P散布。
而廣告之樣態與散布渠道非常多元，如果廣告性質（綜合考量製作成本、呈現

方式與預期效果等因素）差異太大，即使目標收視客群相同也不必然有競爭關

係。同理，將同性質之廣告提供給不同目標收視族群之廣告通路，也可能但未

必與P有競爭關係。
從需求替代的角度，我們關心的是，如果不通過P，A有何替代管道來協

助散布他們的廣告。越能讓他們在不改變廣告之設計與製作方式傳達給同一群

消費者C之平台或其他管道，自是最為理想。在處理具體爭議事件時，我們也
通常可以輕易地認出這類直接競爭者。但若無此等具高度替代性的廣告通路，

17 詳後揭第5.1.2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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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究竟是要將既有廣告以同樣的形式發送給不同之消費族群，以節省重新製作

的成本，還是不惜重新製作廣告，改以其他通路傳達給同樣或近似之消費族

群，恐難一概而論。

由此看來，和媒介型相較，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恐怕更需要HMT來協助定
義市場。在HMT之實作層面，前面所述之原則與注意事項在此應仍大體適用。
只是在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P對C之收費很可能是零或趨近於零，也很可能沒
有漲價之條件（邊際需求彈性高）。所以絕大部分的調漲應由A組參與者所吸
收。既然A原來就是主要的費用承擔者，調漲後之價格結構應（幾乎）相同。
真正的困難恐怕是在具體操作時實證資料與參考數據之缺乏。網路媒體、

廣告與雲端服務都還太新、太年輕，變化又快，創新、破壞、重來、轉換、侵

入、回防、結盟、分手……等等，幾乎是每天上演的戲碼，令人目不暇給。在

這成長快速又不斷演化中的數位經濟大環境裡，廣告扮演的角色與日俱增，廣

告的通路與依賴廣告為主要收入之平台實不勝數。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漲價，廣

告主究竟會如何因應，最受青睞的替代者又是誰，委實難以判斷。即使有好的

經濟分析模型，也常沒有可靠或合理的數字可以供作模擬之用。基本上，這是

任何新興產業都會帶來的難題。除了一步一腳印地累積數據與經驗外，恐怕也

沒有更好的辦法。

五、雙邊市場平台競爭與自然獨占

(一) 迷思：雙邊市場具有強烈之自然獨占傾向
1.基本論調
一個關於雙邊市場常見的論調，認為雙邊市場既有強大之交叉網路效應，

自因此容易發生大者恆大之現象。並常以 Google 與 Facebook 等資通訊產業巨
人為據，指證歷歷。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雙邊市場具有自然獨占之傾向 
18
。此等描述並通常伴隨著競爭法面向的政策建議：獨占既屬「自然」，即非

獨占者之罪，亦無須苛責。進一步言，如果這些巨人的競爭者接連敗退，甚而

退出市場，也很可能只是常態競爭機制運作下之自然結果，無需大驚小怪，自

不必隨時拿著放大鏡檢視該等產業巨人之一舉一動。對於業界的大小購併事件

也應以平常心看待。

以上之觀察與政策建議之立論基礎在於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之關係，只因

18  See Evans & Schmalensee, supra note 8, at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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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市場中的交叉網路效應也是網路效應的一種，而順勢將推論延伸到雙邊市

場來；雖非全然無據，卻有以偏概全、過度一般化之嫌。套用在一般具網路效

應之市場，即已未必妥適，擴張應用到雙邊市場則更顯武斷。以下分述之

2.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當一市場具有正的網路效應時，該市場中之商品或服務對個別使用者之經

濟效用會隨使用者數量的成長而增加，已如前述。而經濟效用之增長會刺激該

商品之需求，進而帶動使用者數量之成長，而形成正向循環。以第2節所舉之
電話服務為例，當電話使用人口增加時，電話服務對每個使用者的效用也越

高；而電話經濟效用之提高，將進一步推升電話服務之需求，電話使用人口也

就會進一步成長。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推論：一、此類產品最困難行

銷的時點在產品推出之初期。一旦在市場上取得一定的實績，則不僅產品本身

對潛在客戶的吸引力會越來越高，既有用戶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幫忙推銷產

品；二、若商品之品質與其他重要條件均相同，則市場領導廠商之產品將因使

用者較多而具較高之市場價值
19
。具網路效應之市場具自然獨占傾向的說法，

由此而生。

然而，從以上的說明也可以發現，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間之關係並非如此

緊密，而存在多項變數。首先，網路效應之強度並非定數，其對市場領導品牌

之加分效果不可一概而論。網路效應亦非單一，同一市場可能同時存在數個

網路效應，有正有負，且隨使用者人數之增加，正面的網路效應很可能強度遞

減，負面之網路效應卻可能反而遞增。以前面所提之電話服務為例，當電話使

用者人數到達一定程度後，後續之增長對現有使用者經濟效用之提升效果將越

來越少（邊際效益遞減），反而是電話占線的機會可能增加。

其次，縱有正面網路效應加持，現有使用者也未必即會熱心幫忙推銷產

品。如果現有使用者對產品不盡滿意，或因其他原因認為廠商不值得其現有之

市場地位，都可能對協助推廣興趣缺缺，甚至反其道而行亦不足奇（即使如此

做違背自己的直接經濟利益）
20
。更重要的是，如果既有產品沒有將使用者套

牢之能力，不論是因為轉換成本不高，還是因為一般消費者對同類商品有複數

的需求，且該等需求之滿足沒有侷限於同一廠商產品之必要，則既有使用者基

礎即未必穩固，市場領導者之地位也未必十分牢靠。

19 市場占有率不一定和使用者人數成正比。
20 行為經濟學理論對此等現象有相當有意思的分析。See Christine Jolls et al.,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50 STAN. L. REV. 1471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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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一個市場之網路效應不必然只能在同一產品上出現，有時可以由

同市場內多個、甚至全部商品所共享。再以電話服務為例，在電話發明初期，

受限於當時之技術，不同廠商之電話服務彼此間無法互通，網路效應乃被侷限

於同一廠商之使用者間。貝爾電話公司得以獨霸美國電話服務市場，除了擁有

關鍵專利之技術上優勢外，網路效應之助力亦無法忽視。但後來電話網路彼此

介接技術成熟後，電話服務市場之網路效應就不必獨惠單一服務提供者。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上對自然獨占的定義，指的是一項商品之需求

曲線與單一廠商之平均成本曲線相交於後者最低點之左。換句話說，該項商品

由單一廠商供應整個市場的全部需求最有效率（生產成本最低）。從這個角度

觀察，會發現當網路效應為正時，商品之價值會隨供應量（銷量）之增加而增

加，亦即需求曲線將往右上方移動。如果網路效應夠強，則將需求曲線推移至

平均成本曲線低點之右，而令原有自然獨占之市場特性消失，亦不無可能。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網路效應與市場競爭的關係其實相當微妙。網路效應

越強，一方面讓市場領導者越有競爭優勢，但在另一方面越可能讓市場需求曲

線跨越單一廠商平均成本曲線之低點，而使一具自然獨占性格之市場失去該項

特性，而可自然容納一個以上之廠商參與競爭。換句話說，強勁的網路效應可

能強化（準）獨占者的領先優勢，卻同時削弱其獨占的正當性。

3.交叉網路效應與自然獨占
瞭解了網路效應與市場競爭的關係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將相關討論延伸至

雙邊市場與交叉網路效應。雖然從單邊平台使用者的角度來看，該等網路效應

乃由另一組使用者所享有，對己方並無直接之影響。但從整個平台的角度觀

察，兩組使用者間之交叉網路效應已被內化、整合在同一平台上。對媒介型雙

邊市場而言，因兩股網路效應均為正，經二者循環作用後，其實質效果是整個

平台會隨著全部使用者人數之增加而越有價值。

如果此二組作用力的作用強度相等，則交叉網路效應與沒有跨邊特性之一

般網路效應即無差別。但若兩者間有明顯差距，也就是一組參與者人數之增加

對另一組使用者有顯著益處，反之卻不然，則兩股作用力的交互作用很快就會

碰到瓶頸。此時除非有強大的同邊網路效應加持，平台經營者就必須特別費心

吸引另一組使用者參與，以免整個平台之成長陷於停滯。

至於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因其兩股網路效應一正一負，則綜合網路效應

即未必為正或負，而必須視正負向兩股效應之相對強度而定。且除非正面效應

（由B往S）之強度遠大於負面效應，或有強大的同邊網路效應來彌補，否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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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平台的綜合網路效應即使為正，也勢必被明顯削弱。換言之，廣告依賴型雙

邊市場平台的市場領導者，並不容易單純因現有視聽用戶人數最多而擁有明顯

的競爭優勢。要讓整個平台持續成長，往往得靠平台持續以服務或內容吸引視

聽消費者。一旦其本身產品的品質下滑，再高的現有市場占有率也不可靠。

(二) Facebook與Google
如果雙邊市場之交叉網路效應不必然具備自然獨占之傾向，交叉網路效

應極端不對稱之廣告依賴型雙邊市場尤其如此，那我們又如何解釋Facebook與
Google―數位經濟中最成功的兩者廣告依賴型平台巨人―無從估計、難以克服
之市場優勢呢？

先看社群網路之巨人Facebook。在一個原來將個人主義推至極致、在自
我與全世界間缺乏中間緩衝層的網路世界裡，Facebook捉住了人們對多層次
社群關係的渴望，並找到適當的功能組合、友善的使用者介面以及成功的事

業經營模式，因而迅速竄起，成為社群網站的第一品牌。社群行銷的魅力更

使Facebook一躍成為線上媒體的領導者。不少網友可以說活在Facebook的世界
裡，對他們而言，上網等同於上Facebook。對照前面的理論分析，即可知這
代表Facebook平台具有非常強烈的「同邊網路效應」，強到足以抵銷廣告帶
來之負面跨邊網路效應而有餘。更重要的是，它也有很強的套牢效果。別的

社群網站（如Google+）可能一樣好用，但對一個使用者而言，如果朋友都在
Facebook上，別的社群網站再好用都沒有意義。

Google又是另一種情形。Google最為人熟知的服務是一般性網路搜尋，一
種沒有社群連繫性質的服務。這不代表Google的搜尋服務完全沒有同邊網路效
應；畢竟它是最多人用的搜尋服務，所以遇到困難時最容易得到幫助。但此等

網路效應相對薄弱，和一般使用者眾多的商品或服務相當，和Facebook等大型
社群網站的（同邊）網路效應則差距甚遠。在套牢效果方面也是相仿。網路搜

尋引擎大概屬最容易上手之網路工具，各家的使用方式也大多雷同。因此，

Google搜尋服務的主要套牢效果大概來自使用者的惰性。雖然我們不能低估惰
性的威力，但其強度遠不及Facebook等大型社群網站，應無疑義。Google搜尋
服務真正的競爭優勢，恐在於其搜尋引擎的能力。使用者的口碑與惰性，實乃

此一事實之自然後果。與交叉網路效應或套牢效果無太大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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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雙邊市場平台經濟的快速崛起為寬頻網路時代的主要經濟現象，對競爭法

帶來許多有趣的新課題。本文從雙邊市場之特性入手，分析其主要類型與競爭

要素，並對相關市場界定與自然獨占傾向兩個競爭法議題進行探討，希望對增

進吾人對雙邊市場之認識有拋磚引玉的作用。懇請各方先進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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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王立達（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文中提到許多雙邊平台所需具備的條件，但把雙邊平台的定義限縮得非

常小，例如：交叉網路效應、要以仲介方式(轉賣不算)交易，而符合此二特性
的職業運動聯盟，其實也不算雙邊市場，因為雙邊價格的彈性調整空間不大。

如此一來，將雙邊平台限縮得非常小，到底在競爭法上有多大用途？符合這樣

定義的市場，到底有多少？

雙邊平台定義的限縮，其目的是不是要抓價格結構的不對稱性？實際上會

出現價格不對稱的情形卻不罕見，以房屋仲介業為例，對賣方收的仲介費高，

對買方則收得少，其真實原因會不會可能是因為賣方成交後收到一大筆錢，所

以多付仲介費比較不會痛，買方則相反，與交叉網路效應等雙邊平台特性的關

聯性不是那麼深？

價格能否彈性調整為不對稱，這個特性對於競爭法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不

過文章中對於雙邊平台的其他重要特性，例如交叉網路效應、同邊網路效應、

轉換成本、套牢、複數需求等，有十分精彩生動的分析，並且將雙邊平台進一

步區分為媒介型與廣告依賴型，讓我們深刻瞭解到雙邊平台的真正形貌，也對

交叉網路效應做了很好的闡述。

在具體問題方面，首先對於媒介型雙邊平台，本文建議操作SSNIP測試
時，維持原本的價格結構，兩邊價格上漲比例相同。由於SSNIP一般是指價
格上漲5%-10%，想請教的是，作者心中所想的是兩邊皆漲價5%？還是各自漲
2.5%，加起來是5%？
其次，網路依賴型雙邊平台，本文直接用兩個市場定義這個問題，例如搜

尋引擎市場與廣告市場。然而有學者提出只界定一個相關市場，亦即用真正創

造營收的廣告市場涵蓋整個雙邊平台，例如將網路搜尋引擎所處市場，界定為

搜尋引擎廣告市場，我期待知道作者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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