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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經濟隨著人工智慧、演算法、深度學習、超級電腦、大數據、雲端、智慧

及精準科技、網際網路等發展及聯結，已形成一項新興科技，並逐漸運用於農業、醫

療、運輸等相關產業、產品、服務，以及其他商業與經濟活動，形成一項重要產業，

深受各國重視，並推動數位策略或數位政策。然而，數位產業具有技術高且資本密集

等特性，另透過智慧財產權保護其研發與專利，或由大型科技、跨國公司所併購，而

有導致市場壟斷之潛在風險。

由於WTO對IC及IT產品目前仍採取零稅率，數位產品或服務的零稅率或在較低公
司稅率國家設址，也有產生同業間是否公平競爭之疑慮。各國公平競爭法律因此在數

位經濟發展也扮演一重要角色，以在數位產業與公平競爭之間，取得平衡，以強化消

費者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數位產業的健全發展，並提高經濟的競爭力。

本文將針對歐盟、德國及我國數位政策及競爭法從事研究，並由歐盟及德國的比

較研究，兼論對臺灣的啟示。研究方法採取法律釋義法，針對歐盟數位服務法、數位

市場法、競爭法、個資法，以及德國與臺灣相關法規，從事分析；並採案例分析法，

針對相關案例從事個案分析，以探究相關法律及政策的司法實踐。本文同時採取比較

研究法，針對歐盟、德國及臺灣相關法律及政策，從事比較研析，供我國發展數位經

濟及公平競爭的比較參考。

關鍵字：關鍵字： 數位政策、守門人線上平台、數位服務法、數位市場法、公平交易法、限制
競爭防止法

一、前言

數位服務（digital services）乃資訊社會服務（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依據
歐盟指令2015/1535第1(b)條規定的定義為「通常為透過電子方式，依各人要求提供的
遠距離有償服務」

1
。數位服務涵蓋範圍廣泛，從網路商店和線上遊戲，到網路基礎核

心設施等。歐盟2000/31指令，即《電子商務指令》，針對這些服務在歐盟的運作方式
也有相關規定。

新型數位服務出現後，使用者和顧客可以透過新型數位服務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而新的潛在風險和挑戰也伴隨出現，深刻影響歐盟乃至全球商業模式及經濟活動。歐

盟於2020年提出《數位服務法》，針對數位服務的子領域，例如網路中介服務進一步

1 Article 1(b) of Directive 2015/1535 laying down a procedure for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of rules o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codifi cation), OJ 2015, L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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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網路中介服務包括網路存取服務、網域名稱註冊、雲端服務、線上平台，例如

線上市場、社群媒體、內容分享平台、應用程式商店、線上旅遊和住房平台等
2
。

數位經濟的特點是活躍於此領域的企業規模大且收益極高，在市場往往取得優

勢地位，且資料及數據涉及個資保護，使其重要性日益提高。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很難

有新進企業能與目前活躍於數位領域的大型企業競爭，因此競爭政策的一大重點便是

解決此種數位市場不公平的情況。歐盟在數位經濟的競爭政策主要仍延續目前競爭政

策的基礎，但就數位經濟相關內容進行必要調整。歐盟執委會發布的《數位時代的經

濟政策》報告中，受委託撰寫報告的3名學者3
認為，競爭法規的基礎架構穩定且具有

足夠彈性以保護數位時代的競爭行為；但他們也認為，歐盟法規制定者應將特定特質

（平台、數位生態系統和資料經濟）列入管制，避免特定新興數位服務違反競爭的行

為而無法有效性規範的情況
4
。

隨著數位服務時代的來臨，線上平台在商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尤其是大型線上

平台，更是一躍成為主要技術提供者，除了掌握市場優勢之外，更能影響依賴這些平

台的客戶。就此而言，這類大型線上平台更能設定經營規則，成為規則制定者。歐盟

於2019年7月通過「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相關規則」5
，確保

歐盟市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並提高公平性和透明性。

本文針對歐盟、德國及我國數位服務與競爭法的關係從事研究，並由歐盟及德

國的比較研究，兼論對臺灣的啟示。研究方法採取法律釋義法，針對歐盟數位服務

法、數位市場法、競爭法、個資法，以及德國與臺灣相關法規從事分析；並採案例分

析法，針對相關案例從事個案分析，以探究相關法律及政策的司法實踐。本文同時採

取比較研究法，針對歐盟、德國及臺灣相關法律及政策，從事比較研析，以了解其異

同、特徵，並提出一些建議，供我國發展數位經濟及公平競爭的比較參考。

2 European Commission, COM(2020) 825 fi nal 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 and amending Directive 2000/31/EC 
, 15 December 2020, pp. 1-2; 以及EU Commission, “Glossary – Digital Services Act,”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glossary-digital-services-act,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16.

3 分別為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以及Heike Schweitzer。
4 Ibid at 3.
5 Regulation 2019/1150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L 186/57, 11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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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數位政策與競爭規範

（一）歐盟數位策略（一）歐盟數位策略

1. 發展背景
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5月19日提出一項「歐洲數位議程」6

，規劃2010年至2020年
推動歐洲數位的目標、領域、項目與時程，並辨識涉及的相關問題、解決方案、國際

面向以及如何有效執行與治理等。

歐洲數位服務涉及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產業之運作，產業關聯性大且可以激勵產業結構調整及商業模式創新。於2010年，
ICT部門占歐盟GDP 5%，每年市場產值達6,600億歐元，且對歐盟產業產值成長直接
貢獻20%。歐洲每天有2億5仟萬人使用網際網路，成為歐洲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數位
科技與服務因此對未來歐洲經濟、產業競爭力、民主福祉等，皆至關重要，成為創新

產業及歐洲未來經濟成長的重要基礎
7
。

歐洲數位議程指出歐洲數位在2010年存有下列問題：(1)數位市場碎裂化，欠缺歐
盟層級單一數位市場；(2)欠缺會員國之間以及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協調整合，降低經
濟效率及數位科技功能；(3)降低數位安全，容易導致數位犯罪或遭致駭客攻擊；(4)降
低歐洲人民對數位服務及網路安全的信心，影響正常市場活動；(5)欠缺網路及數位的
大量投資；(7)研發及創新能量之不足；(8)缺少足夠數位教育及訓練，導致數位人明顯
不足；以及(9)無法充分利用數位科技及服務，解決一些經濟或社會問題，錯失許多機
會

8
。

依據上述議程，歐盟執委會於2014年7月2日提出一項邁向一個活絡數據驅動經
濟計畫

9
；於2015年提出一項歐洲單一數位市場策略10

，依據此一項策略，歐盟將進行

電信規則、視聽媒體服務指令、電子隱私指令、衛星與有線指令、消費者保護合作規

則、消費者跨境合約規則等法規之修改及調和，以及歐盟競爭規則在數位服務適用合

宜性之檢討與改革等工作，以奠定建立一個單一歐洲數位市場之法規基礎。法規的修

改創新與時俱進，因此成為數位服務與數位經濟基礎建制的一項核心要件，在各國甚

至形成「法規競爭」(regulatory competition)，也是歐盟及各國經濟競爭力的一項重要

6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COM (2010) 
245 fi nal, Brussels, 19 May 2010.

7 Ibid., at 3-4.
8 Ibid., at 5-6.
9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Towards a thriving data–driven economy, 

COM (2014) 442, Brussels, 2 July 2014.
10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for Europe, 

COM (2015) 192, Brussels, 6 May 2015.



歐盟和德國數位政策與競爭法─兼論對臺灣的啟示 33

來源及驅動力量，並在單一數位市場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環境，造福企業、消費者、勞

工及歐盟公民等所有法律關係人
11
。

2018年，歐盟在「2021-2027年多年期財政架構」（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MFF）for 2021-2027）之下，歐盟執委會提出一項新數位歐洲計畫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 DEP），旨在推動歐盟策略性數位能力建構，強化數位
技術在歐盟的部署和使用，並加大對數位服務的投資。DEP列舉數位服務的五大支
柱，分別為：(1)高速計算（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2)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3)網路安全和信任（cybersecurity and trust）；(4)進階數位技能；
以及(5)部署數位工作。此外，DEP著重於投資在科技的實際應用上，而非投資於研
究和實驗性活動，且主要針對會員國無法單獨完成的極大型計畫的及時投資，並建立

「數位創新中心」（Digital Innovation Hubs, DIHs）來推動數位服務能力建構12
。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於2019年12月上任，
於其六大工作重點中指出歐盟未來重點施政，其中一項便為「讓歐盟適應數位時代」

（A Europe fi t for the digital age）。此項工作重點著重於人工智慧、5G網絡、區塊鏈、
高性能電腦技術、演算法、大數據、資料共享和使用、網路安全、數位教育等不同面

向。其中，范德賴恩亦強調《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 DSA）的法規建構，
以強化歐盟在數位平台、服務和產品方面的責任關係和安全規範，並希望藉此法案完

成數位單一市場(Digital Single Market)建制13
。

2. 型塑歐洲數位未來
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提出一項「形塑歐洲數位未來」策略，追求三大目標：(1)科

技必須為人所用；(2)一個具有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以及(3)一個開放、民主與永續性
社會。歐洲未來數位，因此涉及產業、經濟、科技創新、民主社會、執行、消費者保

護以及國際合作等面向及利益關係，尤其必須取得歐洲人民的「信任」
14
。

11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Regulation Fitness and Performance (REFIT): 
Results and Next Steps, COM (2013) 685 fi nal, Brussels, 1 (2013).

12 European Parliament,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 2021-2027,” http://www.europarl.
europa.eu/RegData/etudes/ATAG/2021/690551/EPRS_ATA(2021)690551_EN.pdf ,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13 Ursula von der Leyen, “Poli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Next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2024- A Union that strives for more My agenda for Europe,” https://ec.europa.eu/info/
sites/default/fi les/political-guidelines-next-commission_en_0.pdf, 13-1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14 European Commission, “Shaping Europe’s Digital Future,” https://ec.europa.eu/info/
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shaping-europe-digital-future_en, 
3-4,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15. 評論另見洪德欽，「歐盟有關人工智慧的倫理指
引與法律規範」，王震宇(主編)，科技．人文．數位貿易，五南，4-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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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針對歐洲數位未來前揭三大目標，規劃的多項主要活動，在科技必須

為人所用方面：(1)人工智慧(AI)白皮書；(2)布署5G及6G等尖端聯合數位能力建構；
(3)建置一個聯合網路安全單位；(4)數位教育行動計畫；(5)數位技能議程；(6)勞工數
位平台；以及(7)數位標準設定及操作策略等。

在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方面，主要行動包括：(1)一項歐洲數據策略(A European 
Data Strategy)；(2)歐盟競爭法規之合適性；(3)訂頒數位服務法；(4)新的產業策略包裹
法案；(5)數位融資及投資基金，以及泛歐電子支付服務及市場之建構；(6)數位稅；以
及(7)消費者保護及議程等。

在開放、民主與永續性社會方面，主要行動包括：(1)內部市場數位服務法規的更
新與修改；(2)修訂eIDAS規則；(3)媒體與視聽行動計畫；(4)歐洲民主行動計畫，支持
媒體多元性，並對抗外部對歐洲選舉之干預；(5)地球保護，運用數位科技解決環境與
氣候變遷問題，並強化危機因應；(6)支持循環經濟及綠色能源與電力等相關計畫；以
及(7)支持數位醫療雲或智慧醫療等計畫。

歐盟並將規劃一項全球數位合作策略，規範外國補貼、建置一個數位發展中心以

協助第三國發展並輸出歐盟數位發展理念，在區域或國際論壇，倡議並形塑歐盟數位

策略及規則。

3. 2030數位指南針
歐盟執委會於2021年3月9日提出一份「2030數位指南針：數位年代之歐洲路

徑」
15
，針對未來10年歐盟發展數位服務與經濟及必要轉型，提出其願景與路徑，尤

其聚焦四大重點及目標：政府、商業、技能及基礎設施等。數位指南針乃是歐洲建構

一個以人為本，為人民與企業服務，更加安全、繁榮與永續發展的數位未來。四大重

點並將透過訂定明確目標及行動議程、歐盟層級治理機構與監督計畫，並結合歐盟、

會員國、公私部門、社會團體、歐洲人民等的共同投資及參與行動以達成其目標。

歐盟依據2030數位指南針，將採取聯合力量促進數位轉型，賦予歐洲公民及企業
新的技能、市場機會及競爭力，並確保數位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尊重歐盟人民基本權

利及設施的安全性，使歐盟公民享受數位加值紅利。在國際面向方面，歐盟將加強與

國際夥伴合作關係。尤其，在貿易政策及協議，依據歐洲價值，形塑國際數位服務與

貿易標準及法律，主導國際規則的發展與國際建構。歐盟支持數位金融與電子商務之

發展，並將以國際共識方式，針對數位經濟的課稅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歐盟2030數位指南針是以技能培訓、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及商務轉型、公共服
務、國際合作等為主要支柱及目標，在全球網路世界鞏固並擴張歐盟數位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歐盟揭示的具體目標是，於2030年歐盟能擁有2,000萬數位及通訊專家就
15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2030 Digital Compass: The European way 

for the Digital Decade, COM (2021) 118 fi nal, Brussels, 9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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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所有歐洲家庭能被Gigabit網路所覆蓋，人口密集區域則被5G所覆蓋；生產全
球20%以上尖端半導體產品；於2025年擁有1台以上量子加速超級電腦，並於2030年完
成量子電腦的基本布署；於2030年，75%以上歐洲企業已充分運用雲端、大數據及AI
等服務；90%歐洲中小企業已達使用數位服務的基本水準；歐洲獨角獸增加1倍以上數
量；歐洲公民可以使用遠端醫療、公共服務、ID數位解決方案等。

綜上，標準設定、法規建構、數位稅及國際規則等，乃是歐盟數位服務與數位策

略之要件內涵，以形塑一個公平競爭的數位經營環境，以落實歐盟理念與基本權利之

保障、增進歐盟人民福祉、提高歐洲企業競爭力，並促進內部市場正常功能之發揮。

（二）數位政策立法架構（二）數位政策立法架構

為了確保歐盟法律能有效回應快速變遷的數位發展，並因應新型數位服務和經

濟帶來的風險和挑戰，歐盟執委會提出《數位服務法》（DSA）和《數位市場法》
（Digital Market Act, DMA）兩項包含單一系列新規範且適用於全歐盟的法案，為歐
盟建立更加安全且開放的數位空間，以提升歐洲經濟競爭力，並在科技及服務創新過

程，透過法律規範及政策實踐，仍可保有歐盟價值，此乃其立法宗旨及規範核心理

念。

在數位稅方面，歐盟於2018年3月21日也提出兩項立法提案，針對具有顯著數位
存在(a signifi cant digital presence)公司課稅原則，以及某些數位服務的公司所得數位服
務稅的共同制度等加以規範，以解決數位服務公司的課稅問題，避免短漏稅捐或移轉

利潤，而影響歐盟內部市場公平競爭
16
。

1. 條約規定
DSA的主要目標為確保內部市場正常運作，建立與跨境服務，特別是中介服務相

關的規範；DMA亦為確保「守門人線上平台」（gatekeeper online platform）能在歐盟
境內公平運作，並為企業使用者和終端使用者提供公平的服務和選擇機會。因此，兩

者的法律依據皆為《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114條，基於此條規定，建立及確保內部市場運作的措施，包括賦與歐盟依
據一般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訂定規則或指令，或調和會員國法規，
其中一項目的乃為提供消費者高標準保護

17
。

歐盟條約第3條規定，歐盟目的在於促進歐洲人民的和平、價值及福祉。TFEU第

16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 cant digital presence, COM (2018) 147 fi nal, Brussels, 
21 March 2018;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 COM (2018) 148 fi nal, Brussels, 21 March 2018.

17 Supra note 2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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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條規定歐盟針對競爭規則具有專屬職權(exclusive competence)，可以依據TFEU第2條
訂頒具有拘束力的相關法規，以確保公平競爭以及內部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TFEU
第101條至第106條並對企業競爭規則，進一步詳加規定。TFEU第4條規定，在內部
市場、經濟調和、消費者保護、泛歐網路(trans-European networks)等領域，歐盟與會
員國共同擁有共享職權(share competence)。另外，在科學研究及技術發展、太空等領
域，歐盟也具有界定、推動活動及執行計畫等職權。TFEU第6條規定歐盟在產業、教
育訓育等領域具有職權採取行動，以支援、補充或調和會員國法規及政策，達到更高

效率及效益。依據TEU第5條歐盟得依據法定職權原則(the principle of conferral)、輔助
及比例(subsidiarity and proportionality)原則等，採取立法行動，訂頒法規，作為政策及
行動的依據。

上述TEU及TFEU條款，皆是歐盟數位服務及競爭政策的憲法性法源，也是相關
法規立法宗旨及理由的上位法律依據

18
。

2. 數位服務法
數位服務法(DSA)提案由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12月15日提交給歐洲議會，用以強

化歐盟在數位服務方面的法律架構，以對歐洲消費者及歐盟公民服務，確保公平競爭

及內部市場功能正常運作。DSA必須解決數位經濟衍生的複雜問題，並確保法規具有
一定彈性，以回應數位科技及服務的快速變化，使DSA本身具有創新性，易於修改及
執行

19
。

DSA主要目標為針對歐盟境內的創新跨境網路中介服務和平台建立統一規定，其
中包括管理守門人線上平台的規範。依據DSA和DMA的定義，守門人線上平台指的是
在歐盟內部市場具有系統性角色的數位平台，具有重要的中介位置，為大量企業和大

量消費者之間重要數位服務的橋樑，且此平台已穩定發展一段時間。歐盟在數位市場

法案將以多項標準以界定守門人企業，包括公司營業收入、用戶數量、公司對單一市

場的影響或對競爭對手的重要性等綜合考量，並每兩年更新其名單
20
。

歐盟了解到極大型線上平台對於經濟和社會帶來的特定影響，DSA試圖建立穩
定且持久的治理架構，以對中介服務提供商進行有效監理，並促進會員國和歐盟層級

間監理主管機關的監理合作，透過此法案確保和支持歐盟內部市場的數位服務創新發

展。大體而言，此法案的目標為
21
：

18 洪德欽，「歐洲聯盟法的法源」，華岡法粹，第57期，15-16 (2014)。
19 靖心慈，「歐洲適應數位時代的新發展方向」，WTO及RTA電子報專題分析彙編

(2020)，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166(2021)。
20 歐盟守門人企業之界定標準，另參見鄭嘉逸，「數位平台之競爭監理：國際趨勢
與個案研究」，王震宇(主編)，科技．人文．數位貿易，五南，301-304(2021)。

2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
single-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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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部分中介服務設定清楚的盡責（due-diligence）調查義務，包括針對違法內
容和可能挑戰平台內容審核決策的潛在風險或相關問題，設立「通知和行動」

（notice-and-action）程序，以保護網路消費者和其基本權利；
(2) 為線上平台，尤其是社群媒體和線上市場平台，建立有效的規範，以確保交易透

明性，並強化問責機制；

(3) 強化單一市場的創新、成長和競爭力22
。

3. 數位市場法
在歐盟營運的線上平台大多數皆為中小企業，但數位服務絕大部分的利益皆由少

數大型數位平台所攫取，這些大型平台又如同企業使用者和終端使用者之間的守門人

或管理者一樣，掌握大部分的控制權，使多數企業使用者大量依賴這些大型平台，形

成不公平競爭。大型平台公司利用會員國之間的法律差異性，可從事跨國監理套利或

法律規避，甚至導致內部市場管制失靈且碎裂化。此等問題無法僅靠個別會員國規範

來管制，而是需要建立歐盟層級的法律
23
。

為了確保有守門人平台存在的數位市場能保有競爭力且公平性，數位市場法

(DMA)旨在建立一系列嚴格定義及標準，藉以評估大型線上平台，即守門人平台，以
有效地針對大型系統性線上平台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規範，在數位領域中推動創新且

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公平且具有競爭力的價格，讓使用者能不受限於守門人平

台，而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並提高交易透明性與市場的公平競爭。簡而言之，DMA將
能帶來五大優點：

(1) 使依賴守門人平台的企業使用者能有公平的商業環境；
(2) 讓創新者和科技新創公司能有機會在線上平台環境中競爭和創新；
(3) 將提供更多且更好的服務供消費者選擇，讓消費者能自由選擇轉換不同平台；
(4) 促使守門人平台把握創新機會，持續提供新服務，以維持競爭力；
(5) 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以及功能之正常運作，並提高歐盟經濟競爭力。

執委會將透過市場調查以確認守門人規則是否適用於快速變化的數位市場，因

此，執委會將能評估哪些公司應被歸為守門人、更新守門人的義務，以及設計補救措

施以處理系統性違反DMA的行為。若發生違反行為，執委會可能會對該公司施以罰金
（最高可達該企業全球年度營業總額的10%）或定期罰款（最高可達平均每日營業額
的5%）24

。

22 Supra note 2 at 1-4.
23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COM (2020) 842 fi nal,1.
24 Ibid at 5;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Markets Act: ensuring fair and open 

digital markets,”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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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機構（三）主管機構

1. 主管機構
(1) 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DG CONNECT），負責發展數位單一市場，以推動歐
盟智慧、永續和包容成長。DG CONNECT主要負責四大領域：數位經濟和社
會、研究和創新、商業和產業，以及文化和媒體，同時也參與制訂與推動四大領

域（外交及安全政策；公共衛生；經濟、財政及歐元；教育和訓練）的相關政

策
25
。DG CONNECT的主要任務是發展和執行相關政策，協助歐盟適應數位時

代。同時，亦致力於研究、創新、發展和提升可靠且環保的數位科技，進一步改

善經濟和人類福祉。

此外，其目標宗旨為推動歐盟成為資料經濟和網路安全的全球領頭羊，打造一

個具有平等法規和發展機會，適合所有企業投資和競爭的內部市場，並讓企業

能善用數位科技、產品和服務，同時尊重並保障創作者和消費者的權益。DG 
CONNECT亦致力於推動歐盟以人為本的創新、公平且永續的社會數位轉型模
式，尊重民主價值、歐盟基本價值和文化多元性

26
。

DG CONNECT 2021-2024年的策略優先目標共有六大項：(a)確保歐洲在關鍵科技
領域的策略自主權；(b)建立歐盟單一資料市場，讓資料能自由流通，並制定公
平、實際且清楚的資料存取和使用規範；(c)以人為本、符合人類道德、永續且尊
重歐盟價值的人工智慧；(d)公平、競爭且有效善用資源的數位經濟；(e)打造具
有網路彈性適應力的歐洲，推動歐盟人民的數位認識，同時保護數位隱私權；(f)
在數位時代中，建立現代、開放且多元的社會，打擊網路錯誤資訊，並為所有歐

盟人民提供多元文化內容
27
。

(2) 歐盟競爭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 for Competition），又稱DG Comp。歐盟競爭
總署負責歐盟競爭相關政策以及強化歐盟競爭規範，其中包括數位服務的競爭規

digital-age/digital-markets-act-ensuring-fair-and-open-digital-markets_e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4/18. 

25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communications-
networks-content-and-technology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26 European Commission, “What we do -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communications-networks-content-
and-technology/what-we-do-communications-networks-content-and-technology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27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ic Plan 2020-2024 - DG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Content and Technology,” February 9 20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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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並與會員國國內競爭主管機關合作
28
。

2. 決策流程
歐盟條約中沒有針對資訊通訊科技或數位服務的特別規定，因此與歐盟數位

政策以及競爭政策相關的規定有TFEU第28、30、34-35（貨物自由移動）、45-66
（人民、服務、資本自由流動）、101-109（競爭政策）、114（內部市場建立與運
作）、165-167（教育文化相關）、170-172（泛歐洲網絡，trans-European networks 
（TENs））、173（產業政策）、179-190（研究和科技發展與太空）、206-207（貿
易政策）條等條款

29
。

歐盟理事會於2000年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中訂定目標，要在2010年
前使歐盟成為最有競爭力及創新性的知識型經濟體。因此，執委會提出三大策略：

eEurope 2002方案、eEurope 2005及i2010策略，以改善網路基礎建設和數位服務的發
展，並提高資通領域的創新和研究。歐盟數位議程（the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於
2010提出，以推動歐盟數位化，數位政策更是歐盟2020政策的指標性倡議。歐盟執委
會前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任內，數位政策列為十大優先目標之的第二
位。目前范德賴恩執委會團隊，數位政策亦列於其六大工作重點之一項目

30
。

為了達成數位政策目標，執委會提出多項提案，相關內容主要由DG CONNECT
以及DG Comp兩個署負責。立法程序則由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共同負責，且其亦持續監
督執委會，確保其在數位相關政策方面的執行。

3. 競爭政策工具
(1) 全面禁止反競爭協議

TFEU第101條規定，禁止並自動廢止所有企業之間有關扭曲競爭目標或效果
的協議，以及可能影響會員國間貿易的協議，包括獨占事業或特定公司間的共同

價格約定、限制生產或分割市場皆屬禁止範圍。

(2) 禁止濫用優勢地位
TFEU第102條規定禁止企業濫用優勢地位。優勢地位係指「某事業享有經濟

重要地位，使其不受競爭對手、顧客以及最終消費者的影響，並在相當可觀的範

圍內發揮作用，使該企業能夠避免在相關市場中與對手進行有效競爭」。因此，

若某公司濫用其在特定市場中的優勢地位，例如向顧客收取過高的費用，該行為

28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Competition,” https://ec.europa.
eu/info/departments/competition_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29 European Parliament,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
factsheets/en/sheet/64/digital-agenda-for-europ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0.

30 European Parliament, “EU policies – Delivering for citize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19/633171/EPRS_
BRI(2019)633171_EN.pdf, 4-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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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顧客和競爭對手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歐盟競爭政策禁止這類的濫用行為。

(3) 併購控制程序
併購或收購能創造效益、加乘作用和規模經濟，因此對公司或整體經濟來說

皆可能有利；然而，若該行動強化市場控制能力或增加市場集中度，可能有損競

爭。因此，特定併購或收購便必須受到主管機關評估，且在獲得授權前不得進行

之。

(4) 禁止國家補助
TFEU第107條規定禁止國家補助，以避免內部市場的競爭扭曲，導致對特定

企業產生特定利益，因此禁止所有由會員國提供的直接補助，包含不需償還的補

貼、優惠貸款、免稅和免關稅，以及貸款保證等。會員國若欲在此範圍外提供補

助，則必須獲得執委會同意。國家補助如果是為了達成歐盟整體政策目標，則可

不受限制，例如新冠肺炎（COVID-19）爆發後的經濟補助政策即屬此例31
。

三、歐盟競爭政策在數位服務之適用

（一）歐盟競爭政策（一）歐盟競爭政策

1. 條約規定
歐盟競爭規則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歐盟內部市場的正常運作，並增加歐盟公民福

祉。歐盟競爭規則已為保護市場中的廣泛競爭提供堅固的基礎。歐盟競爭法律的基礎

架構為TFEU第101和102條，前者針對「企業與企業間的協議」進行規範，規定哪些
行為因與市場不相容而應受到禁止；後者則制定有關「禁止企業在內部市場濫用優勢

地位」。

歐盟競爭政策是達到公平競爭和落實內部市場功能的關鍵工具，進而提高總體經

濟競爭力及消費者福祉，最初源自於1957年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條約中架
構了「一個確保共同市場中競爭行為不會扭曲的系統」。歐盟競爭政策旨在建立一系

列完善且有效的競爭規範，以確保歐盟市場能正常運作，並提供消費者享受自由市場

系統的好處
32
。相關法律架構和目標列於TFEU第101至109條以及第27號議定書中，說

明公平競爭體系為內部市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並規定TFEU第3條所列之內部市場應
包括一個能確保不侵害競爭行為的體系。為了達此目的，歐盟應在必要時依據TFEU
之規定採取相關的立法、政策及行動

33
。

歐盟競爭政策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在於歐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CJ）認為TFEU第102條乃規範「可能直接損害消費者的行為，以

3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 explained: Competition, 2-5 (2014).
32 Ibid at 3.
33 European Parliament, Competition Policy, 1-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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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有效競爭結構造成影響而不利於消費者的行為」。歐盟競爭法中對消費者的保護

也不僅限於終端消費者，亦納入中介層級消費者，例如使用產品做為商品或服務輸入

或分配的製造商
34
。此外，歐盟內的企業併購也會受到執委會的監管，若可能明顯降

低競爭情況，即形成寡占或獨占市場，則該行動可能會遭執委會禁止。個別會員國補

助事業或產品的行為可能導致競爭扭曲，亦可能會受到禁止。

歐盟競爭政策工具箱包括反托拉斯規則、併購控制程序、禁止國家補助，以及公

共事業和服務的規範等。

2. 主要法規
適用於數位企業的稅法、競爭法、數位交易法等法律眾多，以下僅以幾項為例：

(1) 提供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2019/770指令)35
以及銷售物品合約指令

(2019/771指令)36

在內部市場，應能從任一會員國便捷地購買物品、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然而，

若產品不良，消費者往往不確定自己能主張哪些權利，許多企業也因為各會員國的法

規不同，因此不願意將產品銷售給境外消費者。為解決此一問題，歐盟執委會於2015
年提出一項有關提供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提案，範圍涵蓋串流音樂或社群

媒體帳號，以及銷售物品合約指令提案，適用於購買數位相機或智慧型手錶等產品。

這兩項指令統一了歐盟境內重要的消費者合約法規，確保消費者能受到高標準保護，

並增加消費者和數位商對每日數百萬筆數位商品和數位服務交易的法律確定性
37
。

2019/770指令旨在確保高標準消費者保護和促進企業競爭力之間，取得適當平
衡，並遵守競爭原則。提供數位內容或數位服務的合約特定領域應受到一致規範，以

高標準的消費者保護為基礎，達成數位單一市場，提高法律確定性，並降低交易成

本，造福中小企業及消費者。

中小企業為符合不同國家消費者合約不同法律規定，在提供跨國數位內容或數位

服務時，會面臨法律不確定性以及額外的行政成本；同時消費者在進行線上跨境消費

時也常有所疑慮，尤其是由於各國規定不同，導致其不清楚自身的合約權利，以及數

位內容或服務合約的權責關係，往往在發生交易糾紛後無法或不願再進行線上消費，

34 Jacques Crémer, Yves-Alexandre de Montjoye and Heike Schweitzer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Digital Era – Final Report, 2019, 39-41.

35 Directive 2019/770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upply of Digital 
Content and Digital Services, L136/1, 22 May 2019.

36 Directive 2019/771 on Certain Aspects Concerning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L136/28, 22 May 2019.

37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contract rules,”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
economy-euro/doing-business-eu/contract-rules/digital-contracts/digital-contract-rules_
e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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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消費者蒙受金錢和權利上的損失。因此，2019/770指令旨在打造歐盟統一的消費
者合約法律規定，讓企業能更容易提供數位內容或服務，也讓消費者能獲得清楚且一

致性的權利，提供其高標準保護
38
。

與2019/770指令相同，2019/771指令為避免因各國法規不同而造成的額外成本和
不公平交易情況，旨在建立統一規範，其範圍應包含所有銷售管道，適用本指令的貨

品銷售法規，包括具有數位要素的貨品，僅為與克服內部市場合約法相關障礙的必要

關鍵合約要素相關之法規，以對所有企業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39
。

(2) 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規則
線上中介服務是創業和新商業模式、促進貿易和創新的重要因素，亦能方便顧

客交易，因此日漸廣受公、私部門使用。線上中介服務提供新市場和商業機會一個管

道，促使企業進一步開發內部市場，透過強大資料導向的網路，經由線上中介服務進

行的交易也與日俱增，促使企業使用者，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透過線上中介服務或平

台，可以遠距接觸消費者而增加交易機會。另一方面，線上中介服務讓歐盟消費者能

享受相關好處，包括增加消費者對物品或服務的選擇，以及在線上平台等處參考更有

競爭力的價格。但是，這些線上中介服務也衍生出一些法律問題。企業使用者和消費

者皆大量依賴線上中介服務／平台的情況，也讓這類服務提供商擁有定價或議價的優

勢，使他們能以犧牲企業使用者或消費者利益的方式持續運作並獲取龐大利益。

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規則
40
旨在處理這些線上平台遇到

的問題和挑戰，訂定一系列歐盟層級規定以建立內部市場線上服務的公平、永續且值

得信賴的環境。尤其，針對線上中介服務的企業使用者，應讓其能享有適當的透明

性，以強化歐盟境內的跨國商業並改善內部市場的運作。此外，上述規定也應提供適

當的激勵措施，以提倡公平性和透明性，尤其是企業網站使用者在線上搜尋引擎搜尋

結果的排名。這些規定也應保障線上平台經濟的重要創新潛力，並促進良性競爭，為

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此規則不應影響各國民法，尤其是契約法，例如契約的有效性、

組成、生效或終止等規定。本規則的適用對象為線上中介服務的供應商，無論其是否

於歐盟會員國內或歐盟外成立，只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適用此規則：(a)企業使用
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應於歐盟境內成立；以及(b)企業使用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與消費
者的交易過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透過這些線上中介服務，向歐盟消費者提供服務或

商品。換言之，若企業使用者或公司網站使用者非於歐盟境內成立，或其使用線上中

38 Supra note 35 at L136/1-2.
39 Supra note 36 at L136/28-29.
40 Regulation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 OJ 2019, L1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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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服務提供服務或物品的對象非消費者，或僅為非歐盟消費者提供服務或交易者，則

不適用此規則
41
。

（二）個案分析（二）個案分析

1. Google Shopping案／Google Android案／AdSense案
2017年，Google因濫用搜尋引擎優勢地位，給予自有比較購物優先服務優勢，讓

自家比較購物服務能在搜尋時獲得更佳的顯示排名，以及將比較購物服務競爭對手的

流量，導引至Google自有的比較購物服務，歐盟執委會認為Google在一般搜尋服務方
面，於2007年已取得在大多數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國家境內
的優勢地位（僅在捷克境內是於2011年達到優勢地位），因此基於其市占率、形成新
公司市場進入及擴張的障礙、使用者不經常使用路徑多宿（multi-homing），以及現
有的品牌效果和缺乏抵銷購買力等理由，認為Google已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第
54條，因此要求Google與其母公司字母控股(Alphabet Inc.)必須立即停止此類行為，並
對其裁罰24.2億歐元42

。

2018年因執委會認為Google 自2011年起已在全球市場（除中國外）的智慧型手機
運作系統許可、Android應用程式商店，以及EEA各國一般搜尋服務市場中具有優勢地
位，但自該年起，Google強制將Google 搜尋應用程式與Google Play store兩個不同的產
品綁定，且使用者若沒有Google 搜尋應用程式便無法取得Play store，以此強化Google
身為搜尋引擎的龍頭優勢，再度被執委會認定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
條，裁罰43.4億歐元43

。

「AdSense」服務為廣告主和發布網站業主（owners of publisher websites）間的中
介服務，Google在與第三方網站的Google服務協議（Google Service Agreement, GSA）
中加入數條限制條款，藉此拒絕Google的對手平台對這些網站投放搜尋廣告。執委會
認為，Google在2006年至2016年期間在歐盟國家線上搜尋廣告中介領域的市占率超過
70%，有絕對市場優勢，此行為長達10年，已構成反競爭行為44

。

GSA中的限制條款包括：(1)獨家條款（Exclusive Clause），要求直接合作夥伴需
從Google取得所有或幾乎所有搜尋廣告；(2)高階版位（Premium Placement）和最低

41 Ibid., at L186/57-58.
42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2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AT.39740 — Google Search (Shopping)), 2018, C 9/11.

43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8 July 2018 relating to a proceeding under Article 
102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Case AT.40099 — Google Android), 2019, C 402/19.

44 European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2019, COM(2020) 302 final, 9 
July 2020, 6-8.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4

Google 廣告（Minimum Google Ads）條款，要求直接合作夥伴在GSA範圍內的搜尋
結果頁面上，需保留最重要的位置一定版面給Google搜尋廣告；以及(3)授權相關廣告
（Authorising Equivalent Ads）條款，要求直接合作夥伴在變更GSA範圍內網站上顯示
的競爭搜尋廣告時，需先獲得Google同意。

2019年3月20日，執委會針對Google為維護自身在線上搜尋廣告的競爭，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的行為，認定其違反歐盟反托拉斯規則，對其開罰。執委會認定Google 違
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條之規定，濫用其市場優勢地位，對歐盟會員國和
EEA協定國家皆有重大影響，要求Google 需立即停止相關行為，或終止任何具有類似
影響的作為，並對其和母公司字母控股裁罰14.9億歐元45

。

綜上，Google至今已遭歐盟執委會因反托拉斯法規裁罰高達82.5億歐元罰款。
2. Amazon案

2019年，執委會正式對Amazon展開反托拉斯調查，評估Amazon使用在其市場平
台上銷售之獨立零售商的敏感性資料，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規。由於Amazon做為線
上平台，扮演雙重角色：(1)提供市場讓獨立賣家能直接銷售產品給顧客，以及(2)以零
售商角色在相同市場上銷售產品，與上述獨立賣家互相競爭。2020年11月10日，執委
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Amazon違反歐盟反托拉斯法規，破壞線上零售市場的競爭。執
委會認為Amazon系統性利用在其平台上銷售之獨立零售商的非公開商業資料，來圖
利與第三方賣家有直接競爭關係的自有零售商，因此判定其違反TFEU第102條濫用市
場優勢地位的規定。歐盟執委會目前針對Amazon電子商務服務中的黃金購物車（Buy 
Box）和Prime標籤（Prime label），可能讓自由零售商在物流和運送服務方面享有不
對等優勢之情況，展開第二輪調查

46
。

3. 愛爾蘭補貼Apple公司案
執委會於2016年通過兩項決議，認定愛爾蘭稅務主管機關分別於1991年1月29日

和2007年5月23日做成的稅務裁定，有利於Apple Sales International（ASI）和Apple 
Operations Europe（AOE），這兩家成立於愛爾蘭的公司。執委會認為愛爾蘭政府對
這兩家跨國公司比照愛爾蘭稅務居民，課徵較低稅率，構成TFEU第107(1)條的國家補
助定義。另外，執委會對愛爾蘭政府用來判定Apple公司應稅利潤的分配方法，是否
能反映ASI和AOE愛爾蘭分公司的薪酬有所質疑，認為在一般市場條件下運作的審慎
獨立營運公司不會採用這樣的方法，認定愛爾蘭政府給予Apple稅賦優惠，違反TFEU

45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0 March 2019 (Case AT.40411 – Google Search 
(AdSense)), C369/6.

46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10 Nov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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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2)和(3)條的內部市場相關規定，構成競爭政策中所禁止的國家補貼，因此要求
愛爾蘭政府對Apple公司補徵高達130億歐元的稅金補助47

。

然而，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於2020年7月15日裁
決廢止該決議，因為執委會並未成功提出TFEU第107(1)條規定的有利條件必要法律
標準，因此ASI和AOE獲得國家補助並不成立48

。對此，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

塔哲（Margrethe Vestager）表示，執委會已決定對此判決提出上訴。執委會指出歐盟
普通法院的判決存在數項法律錯誤；執委會的優先任務是確保所有公司，無論規模大

小，皆應繳納適當且合乎會員國及歐盟法律的稅賦。各會員國雖然有權訂定國內稅務

法，但仍必須遵守歐盟法律，尤其租稅優惠必須符合歐盟有關國家補助的相關規定，

否則不符合歐盟競爭規定
49
。執委會認為普通法院錯誤解讀執委會的決議、未遵守獨

立個體判別方法（separate entity approach）以及長臂管轄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在全球領域公平課稅、使用不可接受的證據來支援其說法以及其他多項程序上
的錯誤。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9月25日對此案再次提起上訴50

。

（三）司法實踐（三）司法實踐

1. Google Shopping案
許多Google競爭對手，例如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旅遊網(Tripadvisor)以

及一些歐洲公司，抗議Google把自家Google購物服務放置在其他相關搜尋結果之前，
違反歐盟競爭規則，因此歐盟執委會於2010年展開對Google的調查。執委會於2013年
正式通知Google，表示初步結論顯示Google有四大商業行為可能違反TFEU第102條和
EEA協定第54條有關濫用優勢地位的規定：
(1) Google網頁搜尋結果中，與其他競爭的網頁搜尋服務相比，會特別突出顯示

Google自有的特殊網頁搜尋服務，這些服務包括讓使用者能搜尋特定資訊類別的
服務，例如餐廳、飯店、產品、購物等。使用者往往不會注意到Google在搜尋結

47 Commission Decision 2017/1283 on State aid SA.38373 (2014/C) (ex 2014/NN) (ex 
2014/CP) implemented by Ireland to Apple, L 187/1, 19 July 2017.

48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 No 90/20- 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nuls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Irish tax 
rulings in favour of Apple, 15 July 2020.

49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Margrethe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to appeal the General Court's judgment on the Apple tax State 
aid case in Ireland, 25 Sept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STATEMENT_20_17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50 Appeal brought on 25 September 2020 by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Seventh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delivered on 15 July 2020 
in Joined Cases T-778/16 and T-892/16, Irelan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 C-465/20 
P), C 35/22, 1 Februar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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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特別突顯自有服務的搜尋結果，相關競爭對手搜尋結果的能見度會明顯下

降，有時甚至不會直接顯示給使用者，例如，使用者必須往向移動螢幕或前往下

一頁搜尋結果網頁才能看到些競爭對手的搜尋結果，使用者因此較難取得這類資

訊；

(2) Google未經同意便在其特定網頁搜尋服務中使用第三方網站原始內容；
(3) 利用相關協議，強迫並約束第三方網站必須透過Google取得所有或多數網站搜尋

廣告；以及

(4) 對線上搜尋廣告活動的轉移至競爭對手搜尋廣告平台，以及管理Google Adwords
和競爭對手廣告平台上的這類廣告活動的合約，採取限制措施。執委會認為這些

行為會減少消費者的選擇，降低特定搜尋服務和線上搜尋廣告的創新活動，並損

害消費者利益
51
。

事後，Google試圖透過三大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來解決此問題，包括：
(1) Google將給予內容發行商更多選項，可選擇是否在Google特定搜尋服務中使用這

些內容，且不會因此受到Google的限制或處罰；
(2) Google將移除與發行商合約中有關提供搜尋廣告的獨家限制；以及
(3) Google將移除限制搜尋廣告活動在競爭搜尋廣告平台上顯示的限制52

。

然而，執委會收到的第三方意見回饋卻顯示這些承諾無法完全有效解決執委會

提出違反競爭的相關考量。Google也未再向執委會提交修改承諾後，如何落實執行的
提案。執委會曾多次試圖以協議承諾的方式與Google進行討論，找出妥善的解決方
式，但這些嘗試皆以失敗告終。執委會於2014年11月起，重新處理此案。執委會於
2015年4月和2016年7月發出兩份有關Google比較購物服務的反對聲明（Statements of 
Objection），提出初步結論以及相關證據。在執委會的調查過程中，Google有權提出
抗辯，可以完整取得非機密性的執委會檔案，以及取得授予Google訪問者的部分「資
料室」機密性商業和流量資料，並以此對兩份反對聲明提出回應。同時，Google也有
權在每次反對聲明發布後，前往執委會服務和會員國競爭主管機關接受口頭審理。然

而，Google卻選擇不執行這些權力。
執委會於2017年6月27日認定Google涉及濫用搜尋引擎市場優勢，優先提供自有

比較購物平台服務，構成濫用市場優勢地位，違反歐盟競爭規定，依據執委會2006年
發布的罰金指南（2006 Guidelines on fi nes），以Google透過比較購物服務在13個EEA

51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obtains from Google 
comparable display of specialised search rival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api/files/document/print/en/memo_14_87/MEMO_14_87_EN.pdf, 2,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2 Ib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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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獲得的收益為計算基礎，裁罰24.2億歐元，且要求Google必須在搜尋結果中遵
守公平待遇原則（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並應於90天內停止這類不符合規定之
商業行為

53
。

Google不服判決並提起上訴，聽證會於2020年2月在歐盟普通法院召開，Google
認為這樣的搜尋結果乃是為了改善服務而推出的產品分類搜尋結果，並未涉及搜尋結

果的歧視或不公平，且執委會無法證明這樣的行為會導致競爭對手的比較購物服務在

Google一般搜尋中流量減少，或證明Google自有比較購物服務因此增加流量。Google
認為這樣的商業行為並未造成反競爭結果，因為Google所有的搜尋結果和廣告皆由相
同的「相關嚴格標準」（strict relevance standard）判斷而呈現54

。

2021年11月10日，歐盟普通法院駁回Google上訴，認定該案中確實具有反競爭
情況，Google在搜尋結果上優先提供自有比較購物服務，而非提供搜尋最佳結果。
此外，歐盟執委會也確實提出Google此行為在商業競爭上對其競爭對手造成傷害，
因此，法院拒絕Google之辯解及上訴，並認可歐盟執委會對其之裁罰金額55

。對此，

Google表示此案與「極特定之事實」（very specific set of facts）相關，且該特定事件
已於2017年依據歐盟執委會的決議進行相應調整。儘管此案仍可上訴，但這也是歐盟
法院首次就反壟斷案件對Google做出裁決，值得重視。目前，Google與歐盟之間仍有
以下兩件案件仍處於上訴階段

56
。

2. Google Android案
Google於2005年開發出Android手機操作系統，此為一種開源系統，即任何人都能

免費使用和開發系統。多數使用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製造商皆會連結使用
53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2.42 billion 

for abusing dominance as search engine by giving illegal advantage to ow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 Factsheet,”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api/files/
document/print/en/memo_17_1785/MEMO_17_1785_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以及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on: Antitrust/Cartel Cases,” https://
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1_3974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4 CURIA, Report for the Hearing- Competition —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 General 
search services and specialised product search services offered online — Decision fi nding 
an infringement of Article 102 TFEU and Article 54 of the EEA Agreement, pp. 26-27, 
104-15; 以及 Financial Times, “Google stands fi rm in its appeal against €2.4bn shopping 
fi ne,” https://www.ft.com/content/a5c0a64c-4d9a-11ea-95a0-43d18ec715f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55 Case T-612/17 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 (Google Shopping).
56 Javier Espinoza, “EU wins €2.4bn Google Shopping case,” Financial Times, 10 

November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3e8e45e6-54b4-4b0f-8bda-69ab1389eabd,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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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Google應用程式和服務。這些製造商會與Google簽署協議，以取得在其Android系
統上安裝Google應用程式的權利。

為了確認Google在行動裝置Android操作系統方面，是否有違反競爭規定，歐盟執
委會於2015年4月對Google展開的調查，檢視Google是否在智慧型手機的操作系統、
應用程式和服務領域中，加入反競爭協議或濫用優勢地位。執委會於2016年4月向
Google發出反對聲明，認為其違反TFEU第102條和EEA協定第54條規定。

2018年7月18日，執委會發布調查結果，認定Google以下行為違反歐盟競爭規
定

57
：

(1) 要求製造商預先安裝Google搜尋（Google Search）應用程式和瀏覽器應用程式
（Chrome），並將此做為給予Google應用程式商店（the Play Store）憑證的必要
條件；

(2) 付款給特定大型製造商和行動網路業者，條件是對方需在其設備上獨家預先安裝
Google搜尋應用程式；以及

(3) 限制預先安裝Google應用程式的製造商，銷售使用未受Google核准之Android替代
版本（即所謂「Android forks」）的單獨智慧行動裝置。
Google在一般網路搜尋服務、可搜尋的智慧型行動操作系統，以及Android應用程

式商店操作系統中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綜合上述做法將使Google能壓制其他競爭搜尋
引擎收集更多資料，同時Google本身能獲得更多流量，進而鞏固Google優勢地位。此
外，不僅是網路搜尋領域，也會損害其他網路或線上行動領域的競爭和創新。因此，

執委會依2006年罰金指南，以Google在歐盟及EEA國家，從Android裝置上的搜尋廣告
服務獲得的收益為考量，裁罰Google約43.4億歐元罰金，並要求其在90天內結束此等
行為

58
。

2018年10月9日，Google對此提出上訴，主張執委會對Google在市場優勢地位和
Play商店優勢地位上的解釋有誤，且認為執委會無法證明其所稱之預先安裝條件會排

57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fines Google €4.34 billion for illegal 
practices regarding Android mobile devices to strengthen dominanc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Press Release,1-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8_458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8/24.

58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Google on comparison shopping service; opens separate formal 
investigation on Android,”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5_478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以及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Corner-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4.34 billion for illegal practices regarding Android 
mobile devices to strengthen dominance of Google’s search engine,” https://ec.europa.eu/
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8_458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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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競爭。Google指出執委會侵害其取得相關資料檔案的權利並拒絕其參與口頭聽證，
以及罰金計算不符合比例原則等

59
。目前本案仍在上訴審理中。

3. Google AdSense案
此案為上述Google Shopping案的擴大調查。執委會於2016年7月發布反對聲明，

並於2019年3月20日對Google開罰約14.9億歐元。執委會認為Google透過AdSense搜
尋廣告（AdSense for Search）提供廣告給「發布商」（Publisher）網站業主，因此
Google為中介者，角色與廣告仲介相似，因此AdSense搜尋廣告為線上搜尋廣告中介
平台。Google在2006年至2016年間，在歐盟及EEA國家的線上搜尋廣告中介領域，市
場占有率高達70%，甚至在2016年，一般搜尋的國內市場市占率超過90%，網路搜尋
廣告則超過75%。

由於Google的線上搜尋廣告競爭對手如微軟和雅虎，無法在Google自有的搜尋引
擎結果網頁銷售廣告版位，因此第三方網站便成為這些線上搜尋廣告中介服務商的重

要進入點，以便與Google競爭。
Google與重要的商業發布商的線上搜尋廣告中介服務合約多為個別議定，而執委

會檢視數百份合約後發現：

(1) 自2006年起，Google在合約中加入獨家條款，禁止這些發布商在其搜尋結果頁面
上投放其他競爭對手的搜尋廣告；

(2) 2009年3月開始，Google將這些獨家條款更改為高階版位（Premium Placement）
條款，要求發布商保留最能獲利的版位給Google廣告，並規定必須投放一定數量
以上Google廣告，不讓競爭對手的廣告出現在能見度最佳和最可能受點擊的版
位；以及

(3) 同一時間，Google也新增條款，要求發布商在更改任何競爭對手廣告顯示方式
前，必須先經過Google的書面同意，以此控制競爭對手搜尋廣告的吸引度和點擊
率。

對此，執委會認定Google違反TFEU第102條以及EEA協定第54條之規定，濫用
其市場優勢地位，對歐盟會員國和EEA協定國家皆有重大的不利影響，要求Google
需立即停止相關行為，或終止任何會有類似影響的作為，並對其和母公司字母控股

（Alphabet Inc.）裁罰約14.9億歐元60
。

Google於2019年6月4日提出上訴，認為執委會在評估市場定義和市場優勢時有

59 Action brought on 9 October 2018 — Google and Alphabet/Commission (Case T-604/18), 
C 445/21, 10 December 2018.

60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Corner- Antitrust: Commission fi nes Google €1.49 billion 
for abusive practices in online advertising,”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IP_19_1770,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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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包括認為銷售用廣告和中介廣告不應用來互相比較；也認為執委會無法證明獨家

條款和高階版位和一定數量以上廣告條款和限制競爭有直接相關
61
。全案目前仍在上

訴審理中，EUCJ尚未公布後續的裁決內容。
4. Amazon Marketplace/Buy Box案

2019年7月17日，執委會對Amazon展開調查，評估Amazon使用在其市場平台上銷
售之獨立零售商的敏感性資料，是否違反歐盟競爭法規。執委會認為Amazon做為線
上平台，扮演雙重角色：(1)提供市場平台讓獨立賣家能直接銷售產品給顧客，以及(2)
Amazon以零售商角色在相同市場上銷售產品，與上述獨立賣家互相競爭。在提供市
場給獨立賣家時，Amazon會持續收集其在平台上的活動資料，執委會則認為Amazon
似乎有使用這些市場賣家以及其在市場上的產品和交易等競爭敏感性資料的疑慮

62
。

2020年11月10日，執委會認為Amazon違反TFEU第102條有關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的規定。在第一輪調查中，執委會的調查發現，Amazon零售業務的員工能取得大量
非公開的賣家資料，且這些資料更是直接流入自動業務系統，讓Amazon能整合資料
並用於校正其零售售價和策略性商業決策，這些將不利於其他使用其市場功能的獨立

賣家。例如，這類的資料使用方式讓Amazon能了解各產品類別中銷量最佳的產品，
並依據這些競爭賣家的非公開資料來調整其自身售價，以提高其在法國和德國市場中

的價格競爭力及市場優勢，而這兩個市場正是Amazon在歐盟中最大的市場63
。

此外，執委會同時對Amazon展開第二個調查，以了解Amazon是否在Buy Box領
域也違反TFEU第102條。本案涉及Amazon設定選擇Buy Box贏家的標準，讓Buy Box
賣家能提供產品給Amazon Prime忠誠計畫的Prime使用者，藉此給予Amazon零售業務
或使用Amazon物流和寄送服務的賣家優惠待遇。目前此案仍持續調查中64

。

5. 愛爾蘭補貼Apple公司一案
2013年，歐盟執委會要求愛爾蘭在7月9日前將有關有利於ASI和AOE的稅務裁定

相關資料提交給執委會；同年10月21日，執委會再度要求愛爾蘭提供更多相關資訊，
包括擁有愛爾蘭稅務居民身分的所有Apple相關公司資料、所有相關稅務裁定、尤其

61 Action brought on 4 June 2019 — 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 (Case T-334/19), 
29 July 2019, C 255/46.

62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 into possible anti-
competitive conduct of Amazon,” Press Releas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19_429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63 European Commission, “Antitrust: 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 Press Releas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
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077,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64 Supra not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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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爾蘭稅務局分別於1991年和2007年做成的稅務裁定資料。
2016年8月30日，執委會認定愛爾蘭政府於1991年1月29日和2007年5月23日

對Apple公司做出的稅務裁定，構成一種國家補助，也違反第107和108條的內部市
場運作相關規定，不合法的稅務補助高達130億。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塔哲
（Margrethe Vestager）表示，會員國不得給予特定公司稅務優惠，此舉違反歐盟國
家補助規定。執委會的調查顯示，愛爾蘭政府多年來讓Apple公司實際支付比其他公
司更少的稅金，2003年Apple公司支付的稅率為其歐盟內營收的1%，2014年則降低到
0.005%。愛爾蘭政府的稅務裁定讓Apple集團旗下公司（即ASI和AOE）能享有優惠
稅率，這兩家公司的所有銷售利潤幾乎都移轉到「總部」。執委會認為這兩家公司的

「總部」僅為無法創造利潤的紙上公司，Apple公司該等行為違反歐盟競爭規定。
愛爾蘭政府給予Apple公司的優惠稅率待遇，讓其能比其他競爭對手享有更多優

勢，且由於Apple將其在歐盟內部市場內的所有銷售都記錄於愛爾蘭境內，因此也讓
其不需繳納在歐盟內部市場內幾乎所有產品銷售的利潤，這些皆構成變相租稅優惠，

而違反歐盟國家補助規定。執委會因此要求Apple應歸還愛爾蘭政府2003年至2014年
間應支付而未支付的130億歐元稅金，並應加上利息65

。

歐盟認為愛爾蘭給予Apple公司的低稅率優惠，已構成TFEU第107(1)條中所述之
偏袒特定企業，扭曲或威脅共同市場中特定商品的競爭關係，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

影響歐盟會員國之間的貿易關係。而回顧過往，歐盟法院便曾於1970年代與義大利的
紡織品案件

66
中判定專為特定產業或企業設計的優惠稅務措施違反歐盟國家補助法。

由於優惠稅務措施的適用對象為特定企業，而非普遍適用於所有對象，因此歐盟法院

認為可能有形成國家補助之疑慮，若該企業因此在與其他相同產業的競爭時得利，便

可被認定為不公平競爭，違反國家補助法律規定
67
。

2016年8月30日，Apple執行長庫克（Tim Cook）發出一封給歐盟Apple社群的信
件聲明，表明Apple將會對執委會的裁定提出上訴68

；愛爾蘭財政部也於同年發布聲

65 Commission Decision on State Aid SA.38373 (2014/C) (ex 2014/NN) (ex 2014/CP) 
implemented by Ireland to Apple, 30 August 2016, C(2016) 5605 fi nal, pp.128-129; 以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Release- State aid: Ireland gave illegal tax benefi ts to 
Apple worth up to €13 bill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16_2923,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16.

66 173/73 Italy v Commission [1974] ECR 709, para 13.
67 Edoardo Traversa, “State Aid and Taxation: Can an Anti-avoidance Provision be 

Selective?” European State Aid Law Quarterly , Vol. 13, No. 3 (2014), pp. 518-520.
68 Tim Cook, “A Message to the Apple Community in Europe,” 30 August 2016, https://

www.apple.com/ie/customer-letter/,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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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示無法接受執委會的意見，表明會向歐盟普通法院提出上訴
69
。歐盟普通法院

於2020年7月15日表示，將廢止執委會該決議，原因是執委會並未成功提出TFEU第
107(1)條規定的有利條件必要法律標準，因此執委會宣稱ASI和AOE獲得國家補助並不
成立

70
。對此，歐盟執委會執行副總裁維斯塔哲（Margrethe Vestager）表示，執委會

對此廢止判決提出上訴。執委會的優先任務是確保所有公司，無論規模大小，皆應繳

納適當且合乎比例的稅收，以符合歐盟境內租稅公平原則。各會員國有權訂定國內稅

務法，但仍必須遵守歐盟法律，尤其是有關國家補助法規，避免租稅優惠，形成變相

國家補助，讓特定公司取得市場優勢地位
71
。執委會認為歐盟普通法院在判決時發生

的多項錯誤，包括錯誤解讀執委會的決議、未遵守獨立個體判別方法（separate entity 
approach）以及全球營業所得或利潤公平課稅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 ALP）、使
用不可接受的證據來支持其說法以及其他多項程序上的錯誤。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9
月25日對本案提起上訴72

，目前此案仍在上訴過程。

（四）歐盟數位經濟政策的意涵與影響（四）歐盟數位經濟政策的意涵與影響

歐盟於2010年提出歐洲數位議程，推動各項數位法案，作為建構單一數位市場的
基礎。歐盟自2015年提出「數位單一市場法」（Digital Single Market Act）和「數位
單一市場策略」（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後，便持續完成多項立法，希望能在
保護個人資料隱私和公平競爭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歐盟境內人員、服務和商品的自由

流通，以及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等。爾後，更進一步推動各項政策以協助企業進行

數位轉型和創新，打造數位經濟。歐盟數位法律建構乃以科技為人類服務、確保公平

競爭及形塑一個開放、民主及永續發展社會等，作為法理原則，以落實歐洲價值及理

念，彰顯歐盟能制定一個融合人本主義與科技創新的數位經濟發展策略
73
。

69 Ireland Department of Finance, “Ireland publishes legal arguments in Apple State Aid 
case,” 19 December 2016, https://www.gov.ie/en/press-release/1ea8e2-ireland-publishes-
legal-arguments-in-apple-state-aid-cas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5/20.

70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ess Release No 90/20- 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nuls the decision taken by the Commission regarding the Irish tax 
rulings in favour of Apple, 15 July 2020.

71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Margrethe Vestager on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to appeal the General Court's judgment on the Apple tax State 
aid case in Ireland,” 25 Sept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
detail/en/STATEMENT_20_1746,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4/25.

72 Appeal brought on 25 September 2020 by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Seventh Chamber, Extended Composition) delivered on 15 July 2020 
in Joined Cases T-778/16 and T-892/16, Ireland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 C-465/20 
P), C 35/22, 1 February 2021.

73 洪德欽、蔡政宏，「專題序—歐美AI的發展與挑戰」，歐美研究，第5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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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科技和商業活動日漸熱絡，隨之出現的競爭活動和爭議也逐漸增加，帶

來重大的影響。數位經濟與競爭兩者間的關係在於，數位經濟的特點為此領域中主要

企業的規模龐大、技術及資本密集等需求高，且收益多，因此新興企業要與之競爭存

有一定困難，數位競爭政策的一大重點便是解決此種不公平的情況。歐盟競爭政策的

目標是讓歐盟內部市場能正常運作，並成為歐盟公民福祉的主要驅動器。為了達成數

位政策和競爭政策目標，由執委會相關主管機關［歐盟資通訊網絡暨科技總署（DG 
CONNECT）以及歐盟競爭總署（DG Comp）］制定政策目標，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則
負責立法程序與監督執委會，確保數位相關政策的執行，並促進數位服務與公平競爭

之間調和與平衡，以強化歐洲產業與經濟的競爭力。

歐盟競爭規定以TFEU第101、102及107條為基礎，分別為「全面禁止反競爭協
議」、「禁止濫用優勢地位」及「禁止國家補助」規定。簡言之，歐盟競爭政策工具

包括反托拉斯規則、併購控制程序、禁止國家補助等。為了實踐這些政策，歐盟亦制

定許多規定，包括提供統一歐盟境內消費者合約法規以使消費者受到高標準保護的

「數位內容和數位服務之合約指令」與「銷售物品合約指令」，確保內部市場線上商

業環境公平、永續及透明性的「推動線上中介服務企業使用者的公平和透明性相關規

則」等多項法規。

為了解決各國稅率差異過大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現象，在歷經多年談判後，OECD
於2021年7月發布「數位經濟下稅務挑戰兩大支柱解決方案聲明」（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截至同年11月4日，已有137個參與OECD/G20 BEPS包容性架構的國家/
司法管轄參與簽署

74
，共涵蓋全球超過90%的GDP。支柱一定義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

歐元，且稅前利潤超過10%之企業為跨國企業，預計每年將會有1,250億美元的利潤課
稅權重新分配給市場所屬的司法管轄區；另一方面，將在支柱一實施後取消現行的數

位服務稅。支柱二則由二大課稅原則組成，包括：應予課稅原則（Subject to Tax Rule, 
STTR）以及全球反稅基侵蝕（Global Anti-Base Erosion, GloBE）規則，其中包含最受
矚目的全球跨國企業最低稅率15%之規定，將於2023年正式實施75

。預期在全球跨國

143-144(2020)。
74 OECD, “Members of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joining the October 

2021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as of 4 November 2021, 4 November 2021, https://www.
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
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75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8 October 2021, https://www.oecd.org/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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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低稅率正式實施後，將能大幅減少類似Apple案的稅務優惠導致不公平競爭之
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競爭法相關案例，大皆適用於Google、Apple及Amazon等大
型美國數位跨國公司，一方面引發歐盟數位科技、服務、法規及產業之發展是否仍有

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數位服務是否進一步發展國際規範或規則，又由哪一國際組織

負責等議題，亦引發歐美國家之重視。歐盟數位服務相關立法及案例顯示，數位服務

涉及數位科技研發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另外又延伸出市場壟斷、獨占、公平競

爭、隱私權、消費者權益、國家補貼、租稅規避、法規套利(legal arbitrage)、貿易爭
端等問題，乃是一項對歐美及各國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法律複雜性及經濟重要性

的議題。

歐盟數位服務立法行動，代表歐盟已認真對待數位服務涉及相關問題，由其公平

競爭與用戶保護的因應，並使超大型數位公司的監管日益嚴格。數位服務法及數位市

場法草案如果順利通過，也將使歐盟成為全球數位規範的領導者，將使數位服務法律

關係更加明確，也有利於歐盟數位服務的發展、創新與壯大。歐盟立法行動也會對國

際規則與第三國相關規範的發展，帶來重大深遠之影響。

四、歐盟數位廣告

（一）數位廣告的介紹與概況（一）數位廣告的介紹與概況

數位經濟影響甚鉅，新型數位服務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立法者因應此項潮流，

開始制定許多數位政策與法令，例如：歐洲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20年12月15日發布的「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本草案將單就數位服務中
的「數位廣告」做說明，來探討政府面對數位廣告時代的來臨，採取何種立法態度。

廣告的目的不管處於新舊時代，皆是商品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作為行銷工具之

一，透過廣告的宣傳與介紹，不僅可以讓消費者瞭解商品的功能與特性，更能提升品

牌的能見度。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網路社群興起以及近年來數位經濟的新興科技繁

榮，消費者逐漸改變瀏覽商品的習慣，在新時代有不同獲得資訊的途徑與方法，傳統

廣告已經無法面對時代的變遷，數位廣告取而代之，根據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

會（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DMA）公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
臺灣年度數位廣告總量達482.56億新臺幣，整體成長率為5.3％，雖然跌破歷年的雙位

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sing-from-the-
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12. 另外，
詳見OECD, OECD Secretary–General Tax Report to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Italy,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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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成長率，但數位廣告的前景仍不可小覷
76
。 

然而何謂數位廣告？先從相對於數位廣告的傳統廣告說起：傳統廣告即「平面廣

告」是指透過電視、報刊（例如：報紙、雜誌）、廣播等大眾媒體，乃至於電話、捷

運站的廣告版等，來宣傳形象與品牌的行銷方式；而數位廣告是透過網際網路在社群

網站（例如：Facebook、Instagram）、搜尋引擎（例如：Google、Yahoo）等提高曝
光度，無形中給瀏覽者看見廣告內容，進而達成廣告的目的

77
。

數位廣告的類型大致分：展示型廣告、關鍵字廣告（S p o n s o r e d  s e a r c h 
advertising）、影音廣告與OTT（Over the Top）內容操作，而目前全球數位廣告的兩
大平台就屬Facebook與Google，稱霸數位廣告市場，為此澳洲眾議院於2021年初通
過「新聞媒體與數位平台強制議價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78

，讓全球政府開始對於數位廣告市場的立法與管制密切關注，因

應在數位科技下而有不同的產業趨勢。

（二）歐盟競爭法對數位廣告的規範探討（二）歐盟競爭法對數位廣告的規範探討

1. 競爭政策
《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TEEC）《羅馬條約》第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有影響會員國的交易之
虞，並以阻礙、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場內之競爭為目的，或有此效果之所有事業間的約

定、事業團體的決定及共同一致性的行為，與共同市場不相容並應禁止。同條第2項
規定，違反前項之約定、決定或一致性行為自動無效

79
。此項規定在2009年《里斯本

條約》裡改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對公平交易的面向，有進一步的規範與管制。

歐盟競爭法律的基礎架構為TFEU第101和102條，前者針對企業與企業間的協議
進行規範，規定哪些行為因與市場不相容而應受到禁止；後者則制定有關禁止企業在

內部市場濫用優勢地位。更能清楚得知歐洲聯盟在競爭法立法的部分屬於限制競爭

（restraints of competition）。科技發展至今，公平交易法管制的範圍不再只是限定在
實體商品，數位經濟的崛起影響各大產業，電子商務、流串平台的繁榮造成資訊量爆

炸的現象，政府開始針對數位經濟制定法律，而歐盟執委會於2020年頒布的「數位服

76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年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https://
www.dma.org.tw/trend，最後瀏覽日期：2021/10/09。

77 Perion, https://www.perion.com/, visited on date: 2021/10/22.
78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parlinfo.aph.gov.au/parlInfo/search/display/

display.w3p;page=0;query=BillId:r6652%20Recstruct:billhom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3.

79 王耀慶，「歐盟競爭法程序規範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3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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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Digital Service Act）與「數位市場法」（Digital Markets Act）的草案清楚表
達歐盟對於數位經濟發展看重的決心，而後者更是將公平交易法的限制競爭概念納入

法案中，積極管理監督個人、企業及網路平台。

2. 數位市場法80

數位市場法是歐盟為了維護數位市場的公平、公正、公開而制定的法律。在數位

市場中，數位平台是消息傳遞的媒介，首先法案明確的定義數位平台「守門人」的地

位，守門人需具有3個面向，才可以稱之為守門人：
(1) 長期具有經濟上、社群上的影響力，且並非曇花一現。
(2) 影響力的地理位置需橫跨歐盟諸會員國而非單一國家。
(3) 成為企業與個人間的連結平台。

法案大致上規範守門人4個必要（do’s）還有3個不可行（don’ts）：
必要：

(1) 在特殊狀況下，需允許第三方與該平台有連結、交互操作。
(2) 需允許企業方使用者可以獲取使用在該平台製出的成果。
(3) 為在該平台上做廣告的公司提供需要的工具和資訊，讓廣告商與發布商能夠獨立

驗證該平台所託管的廣告。

(4) 需允許企業方使用者在該平台之外推廣他們的報價並與他們的消費者訂定契約。
不可行：

(1) 該平台不能提供比第三方在該平台還優惠的服務或產品。
(2) 該平台不能阻擋消費者在平台外點閱連結企業資訊。
(3) 該平台不能強制消費者卸載任何事先安裝的應用程式與軟體。

法案的對象分為三大類：個人、企業與平台。在這三大類中，個人處於最弱勢的

一方，平台在運作過程中，可以在不告知情況下移除個人使用者的內容，牽涉言論自

由的疑慮，此法案針對此項疑慮規定平台需有明確刪除言論的評判機制，盡量透明化

運作流程，同時也讓個人消費者受惠，能夠在平台上購物避免資訊不對稱的風險。

（三）數位廣告相關法案的原理原則（三）數位廣告相關法案的原理原則

1. 數位廣告與大型平台的關係
有些人會有疑問：如果這個平台的評判機制不夠透明，為何不直接換其他的平

台服務呢？事實上平台在數位經濟裡具有獨占地位，2020年臺灣數位廣告類型與平
台統計

81
可以看出展示型廣告占35.24%、關鍵字廣告占24.53%、流串型的影音廣告占

80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https://ec.europa.eu/digital-
single- market/en/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0/10.

81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年台灣數位廣告量全年達482.56億台幣，成
長首度跌破雙位數」圖表2，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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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這3類就占有80%之多，而在歐盟雖然有10,000多個小型平台，但事實上大型
科技平台壟斷整個市場。以搜尋引擎在歐盟2021年10月的市占率為例，Google就占
有高達92.98%的比例82

，至於社群媒體在歐盟2021年10月的市占率，Facebook則占有
78.61%，第2名的Twitter也僅有6.21%而已83

。由此可看見大型科技平台在產業內具有

高度影響力，為了追求能見度及觸及率，數位廣告的發佈也會尋求這些大型平台，因

此法案對於平台更趨向於公平交易法面向的規範，包含不可濫用自己獨占地位去操控

數位廣告的方向與發布，混淆閱聽人與消費者的判知，失去「守門人」的義務與道

德。

此類大型科技平台在產業生態系裡垂直、水平整合並進一步的多角化經營，所涉

略的方面不再單就在搜尋引擎跟社群交際的功能上。身為平台，具有載具的功能，成

為個人使用者及企業用戶獲取資料的媒介，在瀏覽的同時用戶不可避免都會點取網路

頁面，頁面的空白處就成為利潤的來源：刊登廣告。數位平台被廣告業者發現可以高

度曝光，逐漸成為廣告與內容發行之處，用戶在瀏覽網頁的同時，大部分具有身份登

入，因此瀏覽器內部具有個人資料的足跡與歷史瀏覽紀錄，再透過資料管理平台，進

一步做資料分析與處理
84
，這一系列的資料處理模式，便是數位平台的生態系的基礎

架構
85
。

2. 法案的規範原則
在數位經濟的崛起下，歐盟率先制定了「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草

案，然而為何歐盟開這第一槍呢？事實上仔細去觀察Apple、Google、Facebook、
Amazon、阿里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等，絕大多數的跨國性平台屬於美
國與中國大陸的非歐盟境外公司，歐盟內部公司用戶的商業資料與個人用戶的個人資

料都流傳在這些境外平台裡，歐盟本身並無掌控權，執委會在國際上率先提出此項

草案，期許可以藉此規範平台應盡的本分，同時也是保護歐盟內部企業與個人用戶

的資料流通與安全性。至於資料處理的基礎立法是2016年通過的「一般資料保護規
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此項法案明確規定歐盟境外企業
對於歐盟境內當事人提供商品、服務或監控其於歐盟境內行為時，該個資處理活動在

82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Europe, https://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market-
share/all/europ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5.

83 Socail Media Stats Europe, https://gs.statcounter.com/social-media-stats/all/europ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5.

84 Facebook的垂直生態系示意圖，https://www.thevalueengineers.nl/a-business-model-
of-the- facebook-ecosystem。

85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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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的規範下 86
，但並未涉及公平交易的層面，因此進一步在2020年發布「數位服

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草案，補足GDPR的不足之處。
仔細探究這兩部草案，是基於參考歐盟競爭法律的原則架構去撰寫，其目的在於

事前預防的管制，歐盟內部各個國家在過去十年內都有針對大型平台觸犯該國的公平

交易法做出相關裁罰與處分，比如德國聯邦卡特爾署在2019年2月禁止Facebook濫用
市場力不當處理用戶資料之行為

87
，事實上這兩部草案是參考過去歐盟內各國出現過

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的案例，並且仔細研議撰寫出來的內容，目的是為了矯正市場

出現失靈的狀況，屬於預防性法律，執委會認為大型平台在運作過程中會造成個人資

料或企業資料的潛在危險，因此附加大型平台一些義務，保障用戶資料能夠更加安全

地被運用。

法案的設立可以更加明定數位平台的行為是否合理，比如Amazon利用非公開的
可得資料運用在零售上，藉此了解消費者的喜好，此行為是否是濫用獨占地位？是否

有合理使用個人資料？皆可以在法案中作更進一步的規範。在確定濫用獨占地位的前

提是要先判定該平台的市場界定，在數位經濟的發展下，各個平台的商業模式與多邊

網路市場都讓產品市場界定變得更加艱難，在草案的推動下，不僅可以更快的界定出

產品市場，更可以將地理市場從單一國家擴大到歐盟境內，統一歐盟內部的團結性與

一致性，在經濟上做出具有制度性的規劃，成為能與中美兩強對等的經濟體。

而相較於英美法系的案例判決，歐盟的大陸法系更傾向於明文規範，雖然「數位

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是參考過去歐盟各國的案例撰寫，但將案例上升到法案層

次，而非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經驗主義，此項作為仍是率全球之先，也開啟數位時代

個人、企業與平台三方的協和相處與保障措施。

3. 數位廣告在「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應用
在「數位服務法」針對數位廣告的規範其實不多，只著重在第30條：額外廣告

透明性的要求，規定數位平台需建置資料庫保存曾投放過的廣告與之相關資訊，且保

存至最後投放後1年，以方便後續的查閱與追蹤，還需保存廣告刻意向特定群體投放
之資訊、廣告所觸及之服務對象總數與目標群體總數

88
。至於「數位市場法」並無明

確規範數位廣告的範疇，但事實上，草案制定的就是針對數位經濟內最高的指標性原

86 國家發展委員會，歐盟GDPR簡介，https: / /www.ndc.gov.tw/Content_List .
aspx?n=49C4A38DD9249E3E，最後瀏覽日期：2021/10/18。

87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於2019年2月發佈的個案，https://www.bundeskartellamt.
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
16.pdf;jsessionid=55C8C8275C9A5B39757E6C72FODCC01E.1_cid378?%20
blob=publicationFile&v=3，最後瀏覽日期：2021/10/20。

88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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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資料的管理
89
，不管是建立信任原則及確認資料能夠合法的移動並運用，還是打

破資料壟斷並促進公平合理的資料競爭，都是數位市場法管理與規範的內容，為的就

是應對數位時代的來臨。

五、對臺灣的啟示─德國法的借鑑

（一）臺灣數位經濟、數位產業與數位政策（一）臺灣數位經濟、數位產業與數位政策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一詞用語從文獻上顯示來自於1994年出版的專書“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作者是Don 
Tapscott(資訊科技企業策略顧問)90

。針對其範疇，相關文獻上引用的是Rumana Bukht
和Richard Heeks於2017年的研究報告，包括數位部門產業，新型態數位服務，以及產
業和社會的數位化（參閱陳怡如，淺談OECD數位轉型評估衡量行動方案，Research 
Portal，瀏覽日期2021.09.23）。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委員會對數位經濟的了解則是有
狹義和廣義，包括半導體、處理器、電腦、電信設備、互聯網、電信網路、數位服

務、行動APP、電子支付、電子商務、工業4.0及精準農業等91
。

全球市值前十大企業中，6成來自於網路企業，例如元宇宙，亞馬遜，谷歌，蘋
果，阿里巴巴，騰訊

92
。

聯合國公布的“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研究報告顯示，數位經濟的產值預
估占全球生產總值的4.5%-15.5%93

。

臺灣的數位政策主要是為期9年的行政院於2016年年底提出的「數位國家 創新經
濟發展方案（2017-2025）」（簡稱DIGI+），除延續之前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2002
年起推動），本方案強調「數位國家、智慧島嶼」，預期可透過本方案使我國迄

2025年，數位經濟規模成長至新臺幣6.5兆元。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2017-2020）。
本方案並於110年5月更名升級為由行政院核定的為期5年「智慧國家方案（2021-
2025）」，目標是「2030實現創新、包容、永續之智慧國家」，4個主軸為數位基
盤、數位創新、數位治理及數位包容。行政院並設立跨部會的智慧國家推動小組，由

行政院副院長任總召集人。

89 科技法律研究所，「大數據環境下之競爭法制與國家資料戰略 - 以歐洲發展趨勢
談起」，www.iii.org.tw。

90 參閱數位時代下隱私權保護與競爭法的互動，公平交易委員會109年自行研究報
告，4(2020)。

91 參閱楊中傑，「台灣發展數位經濟聚焦兩大科技應用」，經濟日報(2020)。
92 參閱楊瑞芬，「主流國家面數位經濟時代來臨的政策法令準備-數位經濟基本法：
消費者資料權與開放資料法」，會計師季刊，47(2020)。

93 參閱陳治綸，「後疫情（COVID-19）時代數位轉型驅動永續發展契機」，經濟研
究，第21期，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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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數位競爭力排名，依據2020年10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之世界數位
競爭力評比，於63個評比國家和經濟體中為第11名94

。比起2019年的評比前進了2名。
（二）數位平台與案例探討（二）數位平台與案例探討

數位平台的類型可包括搜尋引擎如Google、Bing，社群網路如Facebook、
Instragm，影音平台如YouTube、Line TV，即時通訊如Line、Whats-App，電子商務平
台如Momo、PChome、Yahoo購物及蝦皮購物等，數位平台呈現大者恆大的趨勢95

。

國際上競爭法主管機關近年來都同樣關切本議題，在因應做法上則衡諸當下及

未來環境情勢容有不同，例如德國（詳後述）、英國、新加坡、澳洲、日本、韓國

等，上述國家中又以德國整體表現最為積極，直接對其限制競爭防止法進行不只一次

的修法。鄰近的中國大陸於2021年2月7日則公布「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於平台經濟
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內容包括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壟斷協議，第三章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第四章經營者集中，第五章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第六章附則，全文

共24條並自公布之日起實施，本指南對於阿里巴巴二選一網路銷售平台案也起警示作
用，該案為中國大陸超越喧騰一時的高通案成為自2008年反壟斷法施行以來處罰金額
最高的一案，正屬於平台經濟之案例。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關注本議題由來已久，於2022年在眾界期盼下，預
期可在第一季公布數位經濟競爭政策白皮書，可認為係對數位產業的第一份正式規範

文件，臺灣雖然未如國外訂定數位經濟專法（如歐盟），或因此修改公平交易法（如

德國），或頒布相關處理原則（如中國大陸），但其內容預估包括市場範圍如何界

定、濫用市場力行為的內容、事業結合如何進行審理、聯合行為的禁止原則和例外許

可如何實踐、不正當垂直交易限制有無新商業型態等。而最新公平會111年度委託研
究計畫，其中一重要主題即為「數位平台產業現況、發展趨勢及競爭規範─以我國為

中心」。

數位平台經濟產生的新競爭法案例趨勢包括了聯合行為的執法問題（例如由人工

智慧所進行的合意），獨占力濫用的案件數量增加，平台事業的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

合案件，搭售個別產品的認定等
96
。

有關數位經濟平台違反競爭法的實際案例雖在國外已有不少知名案例，但國內迄

今屬於反托拉斯的案例似乎尚不多見，較近期與較受社會關注的案例為foodpanda外送

94 參閱掌握全球數位轉型脈動-人愛文社會：台灣研究亮點，瀏覽日期2021.09.23。
95 參閱台科大企業與競爭法課程講義(2021)，對不同市場可能產生的限制競爭效果愈
發引人關注，少數跨國的大型數位平台一般簡稱為GAFA(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96 參閱陳志民，「數位平台經濟與市場競爭：國際規範趨勢與案例評析」，公平交
易委員會電子報，第1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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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處分案，該案主要是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餐廳於該公司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

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為以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0條第5款規定，處新臺幣200萬元罰鍰97
。

（三）機關協調─數位發展部（三）機關協調─數位發展部

行政院組織再造部會調整，就數位經濟領域而言，未來數位產業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規劃中是成立一新的部級專責機關─即數位發展部，但其組織法已於111年1
月19日公布，全文共1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各界預期2022年年中可正
式營運，由此而生的課題是，公平會與數位發展部就數位產業競爭事務將如何分工合

作？依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2項：「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部會之職掌者，由主管機
關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另依公平交易法第46條：「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
用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兩機關

之間的權責區分模式，究竟是數位發展部為事前的、主要的數位行業規範機關，而公

平會為事後的、違法行為查處機關，亦或是公平會擬發揮更積極地導正、預防數位市

場不自由或不公平競爭的功能，目前尚不得而知；再如就個案數位發展部和公平會意

見歧異時如何處理？以上均為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和運行已久的公平會所需共同面對

的課題。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兩機關鮮能置身事外，如何相互協調，既促進數位產

業創新，又透過管制維持市場機能，值得持續關注。

（四）德國法的經驗（四）德國法的經驗

1. 德國數位政策
德國政府在2013年提出「工業4.0」98

，包括10項措施：(1)2025年完成Gigabit光纖
網絡建置；(2)投資新創事業並促成新創事業與成熟企業間的合作；(3)建立法規框架以
促進更多投資與創新；(4)推動重要基礎設施導入智慧網絡應用；(5)加強數據安全與發
展資訊主權；(6)為中小企業、手工業和服務業尋找新商業模式；(7)利用工業4.0推動
德國成為現代化生產基地；(8)加強數位技術的研究、發展和創新；(9)將數位教育導入
各層面；(10)建立現代化的數位專責機關99

。聯邦經濟暨能源部在2017年發表「數位平
台白皮書：成長、創新、競爭與參與的數位監管政策」(White Paper Digital Platforms: 
Digital Regulatory Policy for Grow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其揭
97 公處字第110066號處分書。
98 參閱簡劭騏，「德國數位經濟發展現況與策略對台灣之啟示」，經濟研究，第19
期，276，聯邦經濟暨能源部(BMWI)在2016年3月提出「數位化策略2025」(Digital 
Strategy 2025)。

99 10項措施的中譯引自科技部等106年出國報告，研析德國數位經濟發展趨勢與推動
策略，第9頁-第13頁。另第7頁以下有依時序整理德國聯邦政府推動數位經濟的政
策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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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數位政策包括：(1)促進並確保公平競爭；(2)形塑現代化的資料經濟；(3)建置橫
跨國內的Gigabit數位基礎設施；(4)確保民主的數位文化；(5)數位國家權能和制度化
結構。近期德國政府則與法國合作，於2019年10月發布數位資料基礎建設GAIA-X計
畫，其目的在推動雲端計算平台於歐洲落腳，透過本計畫可創立一個開放而透明的數

位生態系統，增進歐洲在雲端需求的數位主權，也可強化廠商在雲端的競爭力，並進

而抗衡美中兩大集團的數位強權
100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國參考。

2. 德國競爭法
德國規範市場行為最重要之兩部法律分別為「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稱GWB或卡特爾法）及「不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簡稱UWG)，其地位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法，然
有所區別者為，德國競爭法之歷史悠久，不正競爭防止法之歷史即可溯源至十九世

紀末期，最新修正為2021年8月。我國公平交易法之施行期間近30年，外國立法之相
關經驗及最新發展趨勢可謂他山之石，值得提供我國參考，而德國競爭之修法頻率

可隨時檢討配合時代脈動。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制訂於1957年，並於1958年1月
1日生效迄今，最新一次為2021年第10次修正且正式生效。1973年的第2次修正案影
響甚大，對於原始的限制競爭防止法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改變，舉例而言，德國最

初制定之限制競爭防止法中，並未對事業之結合行為加以管制，一直到實務上發現

結合對於市場競爭的危害愈來愈大時，才在1973年第2次修正時，引進了結合監督
(Zusammenschlußkontrolle)的規範，以確保市場自由競爭的秩序；此外重要的修正還
包括了限縮卡特爾法的除外適用範圍(Ausnahmebereiche)101

。1998年的第6次修法，
擴大了限制競爭防止法的適用範圍，在現行法第97條到第184條增加了政府採購的規
定

102
。2005年的第7次修法後103

，直到2013年才有第8次修法，例如結合管制方面配
合歐盟法規的修正；此外本次修正在現行法第47a條到第47h條擴大增設兩處市場透明
點

104
。

2017年的第9次修法也屬於歷來重要的修正，引進了歐盟2014年的損害賠償指令
（Richtlinie 2014104/EU）105

，德國在限制競爭防止法第33條到第33h條將之入法；此

100 參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數位主權新近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趨勢」，
2021.05.20。

101 Vgl. Emmerich/Lange, Kartellrecht, 15. Aufl ., C.H.Beck, 2021, S. 6.
102 有關第6次修法的內容可參閱劉華美，「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六次修
正」，收錄於競爭法與能源法，元照出版，77以下(2019)。

103 有關第7次修法的內容可參閱劉華美，「德國競爭法之最新發展-GWB及UWG之修
正」，收錄於競爭法與能源法，元照出版，41以下(2019)。

104 Emmerich/Lange, a.a.O., S. 7.
105 ABL. Nr. L 349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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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重要的修正還包括了修改限制競爭防止以因應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生態，例如特別

是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8條第2a項和第3a項。2021年1月生效的第10次修法，仍依循與
第9次修法相同的目標─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甚至一般均直接稱謂本次修法為「數
位化法」（GWB-Digitalisierungsgesetz），在監督濫用市場地位和結合管制方面均強
化了管制密度，例如特別是第19a條和第39a條。這10次修法以降，目前的限制競爭防
止法基本上仍區分成三大部分：即第1條以下的限制競爭協議；第18條以下的各種不
同形式的經濟力的濫用；以及第35條以下的限制競爭的事業結合。其它重要的規定則
是第54條以下的程序規定；以及第32條以下和第81條以下的裁罰規定106

。依德國最新

出版（2022年）的限制競爭防止法註釋書（Kommentar），第10次修法相當多重點放
在獨占的認定和獨占力濫用的管制

107
，面對數位平台跨國大企業優越且持續的市場力

行使，聯邦卡特爾署如何下力道維持德國甚至歐洲市場的自由競爭秩序，是現在和未

來一次又一次修法和執法經驗的不斷累積成果。

新近引人關注的數位經濟案件在德國是廣為人知的臉書濫用資訊案，本案並經一

連串的訴訟，最新的訴訟結果目前尚未可知，但不論訴訟成敗為何，本案所引起的資

訊不當使用和市場力濫用管制，已是學理上值得發揮研討的新興課題
108
。

六、結論

歐盟執委會針對歐洲數位未來前揭三大目標，規劃的多項主要活動，在科技必須

為人所用方面：(1)人工智慧(AI)白皮書；(2)布署5G及6G等尖端聯合數位能力建構；
(3)建置一個聯合網路安全單位；(4)數位教育行動計畫；(5)數位技能議程；(6)勞工數
位平台；以及(7)數位標準設定及操作策略等。在公平與競爭力的經濟方面，主要行動
包括：(1)一項歐洲數據策略；(2)歐盟競爭法規之合適性；(3)訂頒數位服務法；(4)新
的產業策略包裹法案；(5)數位融資及投資基金；以及泛歐電子支付服務及市場之建
構；(6)數位稅；以及(7)消費者保護及議程等。

歐盟於2010年提出歐洲數位議程，推動各項數位法案，作為建構單一數位市場
的基礎。歐盟自2015年提出「數位單一市場法」和「數位單一市場策略」後，便持續
完成多項立法，希望能在保護個人資料隱私和公平競爭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歐盟境內

人員、服務和商品的自由流通，以及確保內部市場公平競爭等。爾後，更進一步推動

各項政策以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和創新，打造數位經濟。歐盟數位法律建構乃以科

106 Emmerich/Lange, a.a.O., S. 7. 
107 Vgl. Bunte, Kartellrecht Kommentar, Bd.1 Deutsches Kartellrecht, 14. Aufl., 2022, 

Wolters Kluwer.
108 本案介紹可參閱楊宏暉，「從德國Facebook案談競爭與隱私之交會」，台灣公平
交易法學會111年度學術研討會(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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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為人類服務、確保公平競爭及形塑一個開放、民主及永續發展社會等，作為法理原

則，以落實歐洲價值及理念，彰顯歐盟能制定一個融合人本主義與科技創新的數位經

濟發展策略。

在司法實踐方面，歐盟競爭法相關案例，大皆適用於Google、Apple及Amazon等
大型美國數位跨國公司，一方面引發歐盟數位科技、服務、法規及產業之發展是否仍

有不足之處；另一方面，數位服務是否進一步發展國際規範或規則，又由哪一國際組

織負責等議題，亦引發歐美國家之重視。歐盟數位服務相關案例顯示，數位服務涉及

數位科技研發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另外又延伸出市場壟斷、獨占、公平競爭、

隱私權、消費者權益、國家補貼、租稅規避、法規套利(legal arbitrage)、貿易爭端等
問題，乃是一項對歐美及各國皆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法律複雜性及經濟重要性的議

題。

澳洲聯邦政府「澳洲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在2021年9月提出報告指出「Google利用用戶的瀏覽紀錄去將特定廣告
發放給特定族群，以打敗競爭對手」，由此可知全球進入一個資訊戰爭，除了歐盟以

外，有其他國家開始重視數位經濟對國家未來的影響，其中無形中大型平台影響人們

的生活與日常是最為關鍵的議題，歐盟執委會預見未來數位經濟將成為潮流，早在

2016年制定GDPR，並更進一步於2020年制定「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因
應數位時代的來臨。綜合本文可以看出美國跨國平台在全球的影響力甚巨，歐盟的數

位平台大都屬於小型平台，在競爭方面明顯無法比得過Google、Facebook等大型科技
公司，也進而看出歐盟在數位科技、服務方面相較於美國稍顯不足，歐盟執委會也在

2020年提出歐盟資料戰略（The European data strategy）109
，建立單一資料市場，使資

料可以在歐盟內部及部會中任意移動，避免資料過度集中在大型平台中。

近期德國政府與法國合作，於2019年10月發布數位資料基礎建設GAIA-X計畫，
其目的在推動雲端計算平台於歐洲落腳，透過本計畫可創立一個開放而透明的數位

生態系統，增進歐洲在雲端需求的數位主權，也可強化廠商在雲端的競爭力，並進

而抗衡美中兩大集團的數位強權
110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國參考。重要的修正還包括

了修改限制競爭防止以因應蓬勃發展的數位經濟生態，例如特別是限制競爭防止法

第18條第2a項和第3a項。2021年1月生效的第10次修法，仍依循與第9次修法相同的
目標－因應數位經濟的發展，甚至一般均直接稱謂本次修法為「數位化法」（GWB-
Digitalisierungsgesetz），在監督濫用市場地位和結合管制方面均強化了管制密度，例

109 Exclusive:Europe wants single data market to break U.S. tech giants' dominance, https://
www.reuters.com/article/us-eu-data-exclusive-idUSKBN1ZS32E, visited on date: 
2021/10/28.

110 參閱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數位主權新近政策與法制之發展趨勢，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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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特別是第19a條和第39a條。
數位經濟的崛起帶來世代與生活的改變，管制與競爭、公平與自由、個人與企業

兩兩之間需達成平衡，數位法案的制定仍處於起步期，歐盟在過程中勢必要經過修正

與磨合，但其未來的遠景仍舊是值得發展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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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deep 
learning, supercomputers, big data, cloud, intelligence and precis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formed a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gradually applied 
to industries, products, services, and other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medical care,  transportation and so on. 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ustry, 
which is highly valued by various countries and promoted through digital strategies or digital 
policies. However, the digital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tensive. Moreov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R&D and patents throug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y large technology 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s the 
potential risk of leading to market monopoly.

Also, since WTO still adopts zero tax rate on IC and IT products, zero tax rate on 
digital products or services or establishment of sites in countries with lower corporate tax 
rates create doubts on fair competition among peers. Therefore, the fair competition laws of 
various countri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orde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fair competi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consumer protection,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git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and Taiwan,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Germany, and discuss how Taiwan can learn from these countries' experiences. It 
adopts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EU digital service law, digital market 
law, competition law, personal data law,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of Germany and Taiwan; 
and adopts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anaylse individual cases and explore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of laws and policie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adopts a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and analyse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and 
Taiwan, so a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digital 
economy and fair competition.

Keywords: digital policy, gatekeeper online platform, competition policy, Digital Service 
Act, Digital Market Act, Taiwan Fair Trade Law, G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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