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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關於結合之規範在第10條至第
13條。其中，第10條定義何謂本法之「結合」；第11、12條分別規定申報之門檻與除
外條件，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審查期限等相關程序規定；第13條第2項授
權公平會課予附款，餘下第13條第1項，是本法惟一的實體審查規範：「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其中，「整

體經濟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不僅是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且屬總括性之用

語：凡經濟上之利益與不利益均在考量範圍之內。

公平法第13條的簡約並非源於立法怠惰。結合管制在本質上既屬市場結構管制，
自無從以特定之行為態樣為規範對象。而市場結構雖可能影響市場之競爭狀態，二者

之間卻無簡單的直接對應關係。欲評估兩個以上事業之結合對市場競爭的正負面影響

與程度，非綜合考慮多項複雜的因素不為功。故不僅我國之公平法如此規定，世界各

國之結合管制法規範也大抵如此。

當然，為了強化法律之明確性與執法之一致性，各國結合管制機關多透過子法

揭露其審查重點，如我國公平會之《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

則》或《臺灣處理原則》）或美國DOJ與FTC聯名發布之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HMG or USHMG）1

。從這些行政規範與說明以及歷年案例，我們可以發現當今事

業結合管制的重點在於同一市場內之水平結合。相形之下，非處同一市場之垂直或多

角結合，不但管制的密度有明顯落差，且審查之重點也在於其對上下游或其他關連市

場之可能影響。

在這樣的管制體系裡，市場界定因為將左右結合案之類型歸屬而成為最關鍵的問

題。也因此美國的HMG裡有堪稱全球最詳細的市場界定方法之說明，其所使用之「假
設獨占者測試法」（HMT）及該測試法的核心檢驗工具──小但顯著且非暫時性之價
格上漲（SSNIP）──更是全球聞名。而為了避免低估參與結合各事業之市場力，該
規範說明更明言以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最小市場為原則。充分反應了當代競爭

規範以小範圍、嚴謹定義之市場競爭為核心的基本態度。

當代結合管制之基本架構其來有自，但在面對數位經濟世界此起彼落的結合事

件，卻總有使不上力之無力感。以Amazon、Apple、Facebook、Google、Microsoft等5
個公司為例，自2000後購併之企業或重大資產總數逾700件2

，但受到阻止（含因可能

被阻止而自行放棄）者卻屈指可數。主要原因即是在於絕大多數之購併均不符合當今

水平結合之通常定義。

1 DOJ & FTC, 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2010) [hereinafter USHMG].
2 雖似無權威的統計資料，但 Wikipedia 有相當詳細附資訊來源之紀錄，應足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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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試圖剖析資通訊科技對產業、市場結構與競爭之影響。尤其對數位平台市

場結構面諸多尚未盡明朗之面向，如市場平台各邊參與者之人數、進入障礙、產品差

異、垂直（或單邊）整合程度、供應鏈之形貌等，儘可能加以整理與釐清。進而分析

數位平台市場之核心競爭要素，以及數位經濟相關事業之合／購併發展趨勢。在法制

面，則從既有數位經濟相關結合案例之整理、分析與比較入手，這些案例在實體審查

標準及考量因素上與傳統結合管制理論與實務是否有異，以及不同國家或區域實務上

之差異，將是研究之重點。只是既有少數受到結合審查之個案皆屬於傳統定義之水平

結合，而缺乏其他類型（垂直或多角結合）之案例，加上研究時間之限制，本研究對

既有結合管制實務案例之分析將以美國、歐盟與我國之代表性案例為主。之後，本文

將分析數位經濟之發展對傳統結合管制架構之衝擊，進而討論可能之因應。

第二章　數位經濟產業變遷與結合發展趨勢

第一節　數位平台的市場特性

Amazon、Facebook、Google與Microsoft等數位平台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各有差異，
但這些數位平台也有幾個共同的特色，包含強大的網路外部性、注意力市場（markets 
for attention）規模經濟、資料收集所趨動的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趨近於
零的邊際生產成本、不透明的平台干預與無邊界的全球競爭（global scope）。

就網路外部性而言，這是軟體或數位服務產業的最大特色，這類產品或服務帶

給消費者的效用或滿足的程度會隨著使用者人數的增加而增加。例如，Google所提供
的Gmail、Chrome或Google Map因為使用人數眾多，因而吸引更多人使用Google的服
務，同時，也使得愈來愈多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已被Google鎖入（lock in），這是網路
外部性產品往往會隨消費者人數增加而產生的鎖入效果。消費者藉由社群媒體經營

朋友關係與利用搜尋引擎尋找生活所需資訊以及透過線上購物的消費模式來取得所

需要的實體物品與軟體服務，是現今生活的日常。在網路外部性的效果不斷增強下，

消費者對於軟體服務提供者的倚賴程度也持續增加。由於消費者對於上述服務提供者

的需求增加，消費的方式也日趨多元，使得軟體服務的提供者所掌握的消費者資訊也

愈來愈多，進而可以主導消費者的偏好或預測消費者的屬性，並提出不同的訂價策

略。Caillaud and Jullien、Rochet and Tirole與Armstrong等文對於網路外部性效果在平
台市場競爭的影響效果已有許多討論

3
。由前文數位平台業者的使用者人數統計資料

3 See Bernard Caillaud and Bruno Jullien, Chicken & egg: Competition among  
intermediation service providers, RAND J. Econ., 34, 309-28 (2003);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 Eur. Econ., 1, 
990-1029 (2003); Jean- 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RAND J. Econ., 37, 645-6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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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除了社群平台的網路外部性效果可能使得這些廠商的使用者差距難以縮小外，

也可以發現政府即使對於Facebook的結合案採取更嚴格的管制手段，似乎不容易撼動
Facebook在社群媒體的地位。

就注意力市場而言，數位產品與服務的廠商往往對於消費者提供免費服務，但會

從其所提供的廣告服務進行收費。例如，Facebook免費提供社群媒體服務與Google無
償提高網路搜尋引擎服務，但他們同時有對廣告服務進行收費，兩家業者的廣告規模

在2019年時就已超過2,000億美元。全球線上廣告的規模估計可以達到4000億美元，
Google與Facebook在美國與英國分別約有6成與8成的市場占有率4

。Argentesi等指出影
響注意力服務的3因素5

。第一、消費者的專屬性（user base’s exclusivity），平台業者
可能藉由結合將多平台使用者（multihoming）整合在一起，使得其所擁有的平台專屬
消費者增加。第二、平台的觸擊率，當平台的規模愈大時，同樣一個廣告可以更有效

率且成本更低的方式接觸到更多消費者，進而吸引更多的廣告商願意向該平台業者購

買廣告服務。第三、精準廣告的能力（ability to target ads），如前所述，當數位平台
業者擁有的客戶數愈多，其所收集消費者的資訊愈多，所提供的廣告效果也會愈好，

進而提高廣告需求者的購買意願。Prat and Valletti討論注意力市場結構與產品市場結
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數位平台業者的零售訂價策略可能會使得消費者福利在產品市

場上受到傷害
6
。

就範疇經濟而言，範疇經濟指的是兩種不同產品在同一間工廠生產的成本會較

由兩家不同工廠生產的成本來的低。數位平台所提供的服務就具備了這樣的特性，其

會產生範疇經濟的成因是來自於數位平台業者可以藉由相同的資料提供不同的服務。

換句話說，消費者的資料除了可以幫助廠商成為「注意力市場」的供給者外，也可以

做為廠商提供消費者更好服務的重要投入要素。當一家數位平台的會員人數愈多，該

平台業者所創造的網路外部性也會愈強，預期該平台可以收集的客戶資料以及個別客

戶資料的詳細程度也高，亦即，會員人數愈多的平台業者所取得的資料數量愈大，資

料的品質也愈好，這對網路會員人數眾多的數位平台業者而言，將產生正向的良性循

環。

4 See generally COMPETITION & MARKETS AUTHORITY, UK, 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 FINAL REPORT, https://assets.
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fa557668fa8f5788db46efc/Final_report_Digital_A 
LT_TEXT.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30.

5 Elena Argentesi, Paolo Buccirossi, Emilio Calvano, Tomaso Duso, Alessia Marrazzo, 
and Salvatore Nava, Merger Policy in Digital Markets: An Ex post Assessment, J. 
Competition Law Econ., 17, 95-140 (2020).

6 See generally Andrea Prat and Tommaso Valletti, Attention Oligopoly, Am. Econ. J.:  
Microecon, forthcomi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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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透明的平台干預而言，Fukuyama等即指出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可以利用演算
法來決定哪些連結可以被加快以及要分享的資料種類，在此情況下，數位平台業者有

可能藉由演算法來影響與改變消費者的行為，這也是數位平台業者在注意力市場的優

勢，其可以影響消費者的注意力
7
。此外，Bourreau and Gaudin與Calvano and Jullien也

指出平台市場利用推薦系統（recommender system）分析消費者資料來推薦消費者所
需的影片或商品與服務已產生許多仲介偏誤（intermediation bias）的問題8

。

就無邊界的全球競爭而言，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由前文中

的相關統計資料可知，數位平台市場的幾家領導廠商不管在個別國家或全球市場的會

員人數都與其他競爭對手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數位平台的領導廠商對於全球使用者

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第二節　影響市場競爭的可能因素

在產業經濟學中，包含市場的進入障礙、產品的差異性與市場上的廠商家數等

都是影響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就進入障礙而言，當市場的進入障礙很高時，新廠商

要進入市場並不容易，此時，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不高。因此，若廠商間的結合會造

成新進者的進入障礙提高，則市場上的廠商家數將愈少，市場的價格愈容易受到少數

廠商所控制。數位平台市場的進入障礙成因遠比傳統石油、電信與鐵路等產業更為多

元，包含網路外部性、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等都是形成數位平台市場進入障礙的原

因。

一、網路外部性一、網路外部性

在過去許多大型的壟斷事業中，生產的規模經濟形成了新進者的進入障礙，如基

礎建設的固定成本非常高昂的鐵路、電業與電信等產業。由於固定成本占廠商總生產

成本（包含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比重即高，因此，當廠商的產量愈多時，平均固

定成本與平均成本將會愈低，此時，即使新進廠商以邊際成本為衡量基礎的生產效率

較高，也會面臨規模經濟效果不如既存廠商而無法進入市場的窘境。若廠商的結合會

持續墊高進入障礙，進而阻礙市場競爭而導致市場失靈，則主管機關應該給予管制。

否則，隨著這類型的結合案不斷增加，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也會不斷降低。

有別於生產面的規模經濟，數位化時代下的軟體服務業者或平台經濟業者所要追

求的往往是擴大使用者人數的網路外部性效果，網路外部性效果屬於需求面的規模經

濟。只要擁有一定網路外部性規模的廠商持續併購市場上與其有競爭關係或互補關係

7 Francis Fukuyama, supra note.
8 Marc Bourreau and Germain Gaudin, Streaming platform an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  

bias, CESifo wp n. 7390 (2018); Emilio Calvano and Michele Polo, 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by business models: free-to-Air and pay-tv, Econ. J. 130, 50-6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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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廠商，都將會形成其他新進者進入市場的障礙。因此，網路外部性是最常見的進入

障礙成因，此一效果在數位平台市場中更為明顯。在實務上，我們一方面可以觀察到

網路外部性對於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社群平台的顯著影響效果，在另一方
面，我們也可以看到Uber與Lyft、Uber Eat與Just Eat或Deliveroo與Glovo等業者在各自
市場上同時競爭。在臺灣市場上，我們可以觀察到Uber vs.台灣大車隊以及Uber Eat與
foodpanda的競爭，換句話說，網路外部性不必然會使得數位平台業者形成獨占的結
果。Banerji and Dutta指出網路外部性的效果多是局部性而非全面性的，換言之，使用
者僅會關心與其互動的其他使用者是否使用相同的通訊軟體，而不是關心所有的使用

者。基於上述特性，故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可能藉由補貼來吸引消費者，例如，電子支

付業者補貼消費者使用其支付工具，同一平台間的消費者轉帳可以免手續費
9
。White  

and Weyl指出多平台使用特性下的廠商補貼（insulated tariff）競爭會導致太多廠商
同時於市場競爭，其稱為無效率的破碎（inefficient fragment）10

。Jullien and Sand-
Zantman提出具有獨立的價值（the existence of stand-alone value）、多平台使用者的特
性（the possibility of multihoming）與存在相容性（the existence of compatibility）等3
個防止具有網路外部性的市場會成為自然獨占的因素

11
。就獨立的價值而言，Caillaud 

and Jullien即指出在動態競爭的過程中，一個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進入者
會願意犧牲比當下競爭環境更多的利潤來換取未來成為既存者優勢的機會，進而使得

既存廠商也必須要犧牲利潤來維持既有地位。White and Weyl即提到擁有較佳技術的
進入者要可以進入市場與取代既存廠商的兩個先決條件，第一為平台業者要有足夠的

資金來補貼消費者，第二為平台業者必須要管理好消費者的協調問題
12
。

就多平台使用性而言，在Microsoft與Skype的結合案中，歐盟委員會指出網路外
部性不一定會使得消費者因為使用1家廠商的服務就放棄其他家廠商，這是因為，多
數影音視訊平台的使用者多是4到6人所組成的有內部網絡（inner circle），這些使用
者要轉換到其他影音視訊平台是相對容易的，這使得網路外部性的反競爭效果被弱

化。由上述決策說明可知，多平台使用者的特性確實會弱化網路外部性的反競爭效

果。就產品相容性而言，Jullien與Belleflamme and Toulemonde也指出產品相容性與市 
場區隔對於進入者的影響

13
。

9 Abhijit Banerjee and Bhaskar Dutta, Local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Int. J. Ind Organiz. 27, 605-614 (2009).

10 Alexander White & Eric Glen Weyl, Insulated platform competition,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694317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694317.

11 Bruno Jullien and Wilfried Sand - Zantman, The economics of platforms: a theory guide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SE Digital Center Policy Papers series, 1 (2019).

12 White & Weyl, supra note 11.
13 Bruno Jullien, Two-sided markets and electronic intermediaries, CESifo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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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資料二、數據資料

在數位平台中，資料是平台業者要提供服務時的重要投入要素，大型平台業者受

惠於資料所產生的範疇經濟將可以進一步推出更符合消費者偏好的產品與提供消費者

更精確的廣告服務，進而提高競爭優勢與利潤，同時，範疇經濟的良性循環也會形成

更高的市場進入障礙。如同傳統的製造業一樣，當投入要素的品質愈好，所生產的最

終產品品質也會愈高，範疇經濟的特性在數位平台產業中更加明顯。此外，隨著資料

的數量與品質提高，數位平台業者的規模經濟效果也會逐漸顯現。因此，就結合是否

會產生進入障礙而言，使用者資料的收集應是未來主管機關是否允許結合的重要參考

依據。

目前經濟文獻上對於大數據的文獻並不多，Lambrecht and Tucker（2015）、
Bajari et al.（2019）與Schaefer et al.（2018）等文為實證文獻，Rubinfeld and Gal
（2017）、Prufer and Schottmüller（2017）、de Cornière and Taylor（2020）與Prat and 
Valletti（2021）等文則為理論文獻。此外，德國與法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在2016年提
出4V，包含資料的種類（variety）、收集資料的速度（velocity）、收集資料的數量
（volume）與資料的經濟價值（value），來判斷結合發生對於市場其他競爭者的影
響

14
。

再者，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多大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想要進入另一個市場，但在進入

市場的過程中往往遇到許多阻礙，例如，美國Microsoft想要挑戰Google的搜尋引擎市
場，或Google想要挑戰微軟的office軟體市場以及Google想要進入Facebook的社群媒
體市場等例子，在這些數位平台市場中，消費者多認為即使有新的競爭者出現，也不

會有消費者願意轉換到新的平台上。消費者可能需要等到新的平台業者的消費者與相

關的軟體都已建置好，才可能會移動到新的平台，但這會面對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問題

（“chicken and egg” problem）。例如，中國華為在面對美國採取的科技管制政策下，
華為的鴻蒙要成功吸引消費者使用，必須要有夠多的消費者與App在鴻蒙系統上，
才可能提高消費者使用的誘因。Caillaud and Jullien（2003）、Halaburda and Yehezk
（2019）與Halaburda et al.（2020）等近期文獻均在討論上述消費者不選擇新進者而維
持當既存廠商擁護者的焦點性（focality）議題15

。若消費者對於既存廠商有此好的信

Studies 51, 233-260 (2005); Paul Belleflamme and Eric Toulemonde, Emergence and 
entry of b2b marketplaces, CORE Discussion (2004).

14 Joint Report of the Bundeskartellamt the German National Competition Authority and 
the French Autorité de la Concurrence, Competition Law and Data, (2016).

15 Hanna Hałaburda and Yaron Yehezkel, Focality advantage in platform competition, J.  
Econ. Manag. Strategy, 28, 49-59 (2019); Hanna Halaburda, Bruno Jullien, and Yaron 
Yehezkel, Dynamic competition with network ex- ternalities: why history matters, Rand. J. 
Econ., 51, 3-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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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belief），則可以被視為既存廠商的一個策略性資產。
此外，轉換成本是過去常見的既存者優勢（incumbency advantage），在軟體、

硬體與電信產業中，轉換成本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數位平台經濟中，消費者

要下載安裝App或在網站上註冊都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或成本，因此，在數位平台
經濟中，除了資料的可攜（data portability）與否會影響潛在廠商的進入決策外，其餘
轉換成本對既存者優勢的影響並不明顯。Halaburda and Yehezk（2019）的研究發現，
數位平台市場的既存廠商也可以利用消費者過去的使用資料來降低其搜尋消費者的成

本與創造既存者優勢。因此，資料可攜（data portability）的政策可能會影響競爭廠商
的優勢與市場競爭的結果，相關文獻如Lam（2017）、Lam and Liu（2020）與Fast et 
al.（2020）等文對於此一議題已開始有較多討論16

。

三、創新與研發三、創新與研發

就數位平台市場的創新而言，劇烈創新（drastic innovation）或非劇烈的創新
（non-drastic innovation）都是數位市場上極為常見的現象17

。Gilbert and Newbery
（1982）發現寄存廠商為了要保有獨占地位會在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前就進行研發
（pre-emptive invention），同理，在面對潛在競爭者要進入市場時，既存廠商也有很
強的誘因買斷新進者，即Rasmusen（1988）指出的買斷進入者（entry for buyout）18

。

在數位平台市場中，也可常看到殺手收購（killer acquisition），這是指一個市場既存
廠商可能藉由收購許多處於早期階段但具有未來性的新創公司以降低面對的潛在威

脅。同時，藉由收購新創公司，可以降低既存廠商須持續投入研發來提高競爭地位的

壓力，因此，既存廠商的研發投入可能減少，創新的專利可能降低。

上述情況在Dow與Dupont的結合案中曾被歐洲主管機關討論過19
。Federico et 

al.（2017）一文指出，兩家廠商合併後會對研究部門產生侵蝕效果（cannibalization 

16 Wing Man Wynne Lam, Switching costs in two-sided markets, J Ind Econ 65, 136–182  
(2017); Wing Man Wynne Lam and Xingyi Liu, Does Data Portability Facilitate Entry?,  
nt. J. Ind. Organ., 69, 1-24 (2020); Victoria Fast, Daniel Schnurr, and Michael Wohlfarth, 
Regulation of Data-driven Market Powe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Business Value 
Cre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rom Big Data, SSRN (2020).

17 Morton I Kamien and Yair Tauman, Fees Versus Royalties and the Private Value of a  
Patent, Q. J. Econ., 101, 471-491 (1986).說明劇烈創新表示廠商採用新技術後的獨占
價格低於廠商採用舊技術下的競爭價格（competitive price）。反之，若創新程度
為非劇烈時，則廠商採用新技術後的獨占價格不會低於廠商採用舊技術下的競爭
價格。

18 Richard Gilbert and David M Newbery, Preemptive patenting and the persistence of  
monopoly, Am. Econ. Rev., 72, 514-526 (1982); Eric Rasmusen, Entry for Buyout,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6, 281-299 (1988).

19 Case M.7932—Dow/Dupont,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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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亦即，當愈多廠商投入研發時，研發成功的廠商家數可能愈多，進而會降低
研發後的預期報酬，故會降低廠商投入研發的誘因，因此，合併後的廠商研發將會減

少
20
。不同於Federico et al.（2017）一文認為合併後的兩個研究室會出現無法協調的

問題，Denicolò and Polo（2018）一文則是認為廠商合併後應可以協調兩家研究室的
資源避免重複投入並創造更高的研發效率，其稱為協調效果（coordination effect），
此效果會使得廠商合併後的研發誘因增加

21
。Kamepalli et al.（2020）一文研究新創廠

商被大型既存廠商併購後對研發投入的影響，他們發現確實有許多證據顯示併購會降

低既存廠商的研發誘因。Mermelstein et al.（2020）一文討論廠商可以藉由合併或直
接投資來改善效率並帶動產業革新的議題，他們發現買斷一方面會減少既存廠商的阻

卻進入策略範圍，進而增加市場的可競爭性，另一方面也會鼓勵廠商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22

。Calvano and Polo（2021）一文指出，大型的網路公司對於許多數位
市場中的新創公司會採取積極的併購策略，這些網路產品的新創公司多是從事品質提

升的研發而非與寄存廠商抗衡的新品牌研發，此外，在產品具有網路外部性的狀況

下，客戶可以被視為大型寄存廠商的資產，因此，既存廠商在收購新創公司後會有更

強的誘因去發展高品質的新創產品，故收購新創公司並不會發生殺手併購的結果
23
。

由上述文獻討論可以知道，廠商合併會提高或降低合併後的研發誘因並不確定。

此外，在單邊市場下，廠商從事成本降低的研發必然會使得競爭對手的獲利降低是普

遍的認知，但是，在多邊市場下，Farhi and Hagiu（2008）一文發現，既存廠商的邊
際成本降低不必然會傷害競爭對手的獲利

24
。

四、產品差異化四、產品差異化

就產品差異化而言。若不同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差異性大，表示產品間的替代性

不高，故市場的競爭程度不會太激烈，此時，若市場上兩家產品差異性大的廠商進

行合併，則結合後應不會對市場上其他廠商的競爭帶來不利的影響，亦即，其他競

爭對手的市場占有率不會因為廠商間的合併而大幅縮小，這樣的合併將不易受到禁

20 Giulio Federico, Gregor Langus and Tommaso Valletti, A simple model of mergers and  
innovation, Economics Letters, 157, 136-140 (2017).

21 Vincenzo Denicolò and Michele Polo, Duplicative research, mergers and innovation,  
Econ. Lett., 166, 56-59 (2018).

22 Ben Mermelstein, Volker Nocke, Mark A. Satterthwaite, and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growth in industries with scale economies, a computational model of optimal merger 
policy, J. Political Econ., 128, 301-341(2020).

23 Emilio Calvano and Michele Polo, Market power,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in digital 
markets: A survey, Inf. Econ. Policy, 54, Article 100853 (2021).

24 Emmanuel Farhi and Andrei Hagiu,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two-sided market 
oligopolies, SSR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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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反之，若兩家廠商所提供的服務或商品之同質性高，則這類型的水平結合可能會

使得市場的集中度提高，故面對的管制會較為嚴格。由於產品的差異性會受到市場

範圍的界定所影響，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市場範圍的定義往往是最困難的，也是

政府在判斷能否准許廠商合併時，常會有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英國的監理機關

在面對Facebook對Instagram的收購案時主張，Facebook沒有重要的拍照應用程式，因
此，Facebook不會跟Instagram競爭消費者。此外，Instagram並無廣告收入，因此，其
與Facebook在廣告上也無競爭關係。最後，他們得出Facebook與Instagram兩家公司不
是競爭對手的結論。換言之，Facebook對Instagram的收購案併不會影響市場的競爭行
為。然而，Wu對於上述英國監理機關的判決結果認為並不合理25

。

事實上，雖然Facebook與Instagram兩家社群媒體呈現使用者生活方式的應用程式
不同，但是，他們同樣在經營社群媒體，藉由網路活動來連絡朋友或與大眾互動的

目的是一樣的。因此，若從這個角度來對市場的範圍做定義，英國監理機關對於上

述Facebook收購案之結論應會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若對於Facebook於結合後可以將
兩家平台業者的資料整合，則Facebook在注意力市場上就可以較其他競爭對手更具優
勢，進而獲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與更高的利潤。反托拉斯的精神與原則並不會因為

軟體與硬體以及線上或實體商業經營方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是，上述Facebook與
Instagram兩家社群媒體討論也凸顯了監理機關在面對傳統結合案與數位平台市場的結
合案，其對數位平台產品的市場範圍界定應該有更多面向的考量。

例如，當主管機關面對零售通路或實體商品廠商的結合案時，可以較容易由結

合案參與者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間的替代或互補關係，來判斷結合案發生後對於市場

競爭的影響。但是，面對數位平台業者的結合時，卻可能無法了解其併購背後的可能

目的。然而，若回歸消費者使用該產品或服務所欲解決的需求痛點，或者兩家公司的

經營模式是否有共同的投入，例如資料或共同的營收來源，例如販售注意力，則上述

Facebook收購案結果即可能有所不同。
不可否認的，市場上存在非常多樣的App軟體服務的提供者，只是許多App軟體

並不為消費者所青睞或無法吸引消費者，這是業者本身的競爭性不足，而非市場壟斷

的結果。然而，當市場上許多大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不斷藉由併購來增加自身服務的

多元性時，一方面可以增加自身平台使用者的人數，二方面可以藉由是占有率的提高

來增加更多的廣告收入併持續增加網路外部性效果，將會使得新進的App服務提供者
難以與其競爭或選擇被收購。

當數位平台業者併購的軟體型態愈來愈多時，數位平台業者在提供最終消費者端

的產品以及服務與其他市場競爭者間的替代程度可能提高，但是，即使併購發生後，

25 TIM WU, 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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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平台業者的消費者人數沒有增加，廠商也可以藉由既有的使用者對於新服務的

使用來獲得更多的資訊進而提供更精準的廣告，來增加平台另一端使用者的需求。例

如，Google藉由併購欲進入社群媒體市場時，其進入社群媒體市場是增加社群媒體市
場的競爭性，以產品差異化而言，此併購案是同類型的競爭者爭家，故併購的結果並

不會降低市場競爭，但Google也可以藉此獲得更多的使用者資料來分析與了解消費者
行為，換句話說，不同於傳統的結合案件，在數位平台市場中，產品平台廠商對不同

業者進行併購的目的並不在於併購標的市場的競爭，而是增加使用者的資料與增加如

廣告或其它營收的管道。

最後，廠商結合後的市場價格是否降低或消費者福利（消費者剩餘）也往往是

過去美國監理機關判斷是否允許結合的要件。若考量廠商的經營模式具有雙邊市場

（two-sided market）或多邊市場（Multi-sided market）的特性，以結合發生後的最終
財價格高低或最終市場消費者福利有無提高來做為是否允許結合的判斷標準將會忽略

廠商在雙邊與多邊市場的廠商策略性行為。

第三節　持續演變的數位平台市場結構

雙邊市場指的是一家廠商同時提供兩種不同的服務給兩個不同群體的消費者。數

位平台多具有雙（多）邊市場的特性，但數位平台與傳統的雙邊市場最大的差別仍在

於其所有擁有的大量資料以及其可以分析資料的能力。數位平台的雙邊市場例子非常

常見，例如，網家與富邦momo等網購平台業者提供線上平台供賣家來銷售產品，另
一方面，線上購物平台也提供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服務，即同一個平台業者同時提供買

家與賣家服務。Expedia、TripAdvisor與Hotel.com等旅遊住宿平台業者提供媒合飯店
與旅客住宿需求的服務。Facebook或Google同時提供廠商的廣告服務與給予消費者部
分免費軟體服務。除了在數位化的趨勢下，廠商提供消費者相較過去更多的免費服務

（如線上搜尋引擎、社交網站、雲端儲存服務等）。數位化潮流所開啟的共享經濟商

機，線上平台的低價搶市與不斷推陳出新的促銷活動也成功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體驗平

台服務，如Uber、Air B&B、Uber Eats等。
在疫情時代下，Uber Eats這類外送平台的營業活動變得更加熱絡。在外送平台經

濟持續熱絡下，統一超商7-ELEVEN於2021年1月宣布要收購專聯科技公司旗下經營的
「foodomo」餐飲外送平台100%股權，2021年4月經公平會認為結合有利於促進餐飲
外送平台市場的競爭性，因此，決議通過此併購案。

上述雙邊市場的經營模式往往會出現廠商補貼一端的客戶來擴大其市場占有率，

在藉由另一端的收費服務來提高利潤。換句話說，雙邊市場的服務提供者會將某一邊

的市場視為廠商利潤函數中的行銷成本，收費的一端才是廠商的收入。因此，以注

意力市場為例，在這類市場中，我們所關心的消費者福利往往成為許多數位平台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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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行銷成本，即廠商為了要增加使用者人數與使用者資料會對於消費者補貼，但

是，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在注意力市場的市場占有率。因此，在併購發生

後，我們會觀察到數位平台業者的訂價並未改變或提高，故消費者剩餘也不會因數

位平台業者的併購而降低。如前文所述，目前許多數位平台業者多會利用推薦系統

（recommender system）分析消費者資料來推薦消費者所需的影片或商品與服務，但
推薦系統所呈現的結果不一定為消費者喜歡，進而降低消費者的效用，換言之，僅以

價格來衡量消費者剩餘可能會無法呈現真實的消費者剩餘，此外，若平台業者對於另

一端廠商有訂價能力，例如，注意力市場，則主管機關在計算廣告商的消費者剩餘

時，就必須要有周全的討論。若用此方式來判斷Facebook對於Instagram收購案，則可
以合理推測收購案成立後，Facebook對於廣告商會有更高的訂價能力。若此，則該結
合案的判決結果應會有所不同。

雙邊市場的特性並非在過去的市場結構中未出現過，平台業者如同行銷通路，負

責提供市場上互有需求的雙方一個媒合的平台，加速雙方完成交易。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連鎖超市間的併購或亞馬遜併購Whole Foods的線上與線下通路
的併購案例，併購必然使得通路業者的市占率提高。此時，通路業者對於上游廠商的

獨買能力增加，對於下游消費者的訂價能力也會提高。然而，我們往往看到在零售通

路的合併後，連鎖通路業者對於最終財市場的消費者訂價較一般獨立業者低，若以此

認為併購可以降低市場價格與提高消費者剩餘就忽略了通路業者的獨買能力。換句話

說，整個市場的利潤是固定的，若是最終消費者沒有因為平台業者整併而受到傷害，

則市場另一端的協力廠商或廣告商的利潤就可能降低。就連鎖通路而言，當一家連鎖

通路業者的市占率夠高，則其對於上游品牌廠商所擁有的獨買能力就會愈高，此時，

連鎖通路業者可以藉由獨買力來壓低進貨成本，再藉由較低的進貨成本優勢，訂定較

競爭對手為低的最終財價格，一方面可能阻止新廠商進入市場，二方面可以進一步

擴大其市場占有率。然而，更大的市場占有率將再次強化其對上游品牌廠商的獨買能

力，上述效果對通路業者的利潤雖是良性循環，但是，市場的可競爭性將大幅降低。

因此，當我們面對雙邊市場的結合案時，判斷廠商結合後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所考慮的

因素必須要涵蓋平台雙邊使用者福利的改變。

就數位平台經濟而言，數位平台業者除了進行傳統的水平購併外，對於其他非

相關產業的跨業併購也愈來愈多，因此，數位平台的廠商併購除了會降低市場競爭的

激烈程度外，數位平台已從雙邊市場變成多邊市場，美國數位巨擘的併購對象範圍也

愈來愈廣，這樣的趨勢仍然持續。由於資料是數位平台業者與傳統平台最大的差異，

當數位平台業者所擁有的會員人數愈多，平台業者可以提供的服務也愈來愈多元，例

如，一個數位平台業者可能同時提供資料儲存、線上會議、社群媒體或電子支付等服

務，亦即，數位平台業者隨著使用者人數的增加，其所提供的服務將由雙邊市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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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市場。

若資料是驅動數位平台經濟的重要元素，則藉由併購來持續擴大資料庫以及提供

更多種類型的服務來增加平台會員的使用意願將會是未來數位平台的發展趨勢。雖然

許多數位平台市場基於多平台使用者的存在而不會出現一家獨占的情況，但是，數位

平台業者出現一家具有資料或技術的優勢廠商與許多小廠商的趨勢將會更加明確。

第三章　結合規範發展趨勢

第一節　美國

一、結合處理原則一、結合處理原則

美國自1992年至2010年之處理原則均僅針對水平結合，1984年小修訂版裡的非水
平結合處理原則即一直沿用下來，顯見非水平結合受忽略之程度。2020年DOJ與FTC
才終於發布了新的垂直結合處理原則（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VMG）26

，取代早

已過時之舊處理原則。但2021年9月FTC投票以3比2的票數，決定撤回VMG。多數派
認為新版VMG採用了有缺陷的經濟理論，導致對垂直整合的正面效益過度樂觀。為
避免執法機關或法院誤用，故決定撤回，但承諾將與DOJ繼續合作，提出能更好的版
本

27
。

雖然遭到撤回，新版VMG並非毫無可取之處。其與2010年水平結合處理原則
（HMG）重新對齊，除了沿用後者之市場界定方法外，也仿效後者將反競爭效果評估
分為單方效果（unilateral effects）與協力效果（coordinated effects）兩大部分。前者主
要關切墊高競爭對手之成本或封鎖之可能性，以及藉垂直整合取得敏感性競爭資訊之

可能性。後者則與水平結合處理原則類似，著重在結合後任一相關市場之同業間不法

聯合行為是否更加容易之可能性評估。至於舊處理原則的重點──潛在競爭之減損，

則改用水平結合處理原則加以評估。新VMG也在有利競爭影響評估方面，強調垂直結
合可能有利於效率之增進，尤其是可能有助於雙重邊際化（double marginalization）之
消弭

28
。

此外，與數位市場之結合管制最為有關者，可能是非狹義垂直結合之部分。蓋

新處理原則雖以「垂直結合」為名，卻擴大「垂直結合」之定義。不再使用傳統的

「上下游市場」之名詞，代之以「相關市場」的概念，使其涵蓋所謂「斜角結合」

26 DOJ & FTC,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2020), rescinded 2021.
27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ithdraws Vertical Merger Guidelines and  

Commentary (Sep. 15, 2021),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 releases/2021/09/
federal-trade-commission-withdraws-vertical-merger-guidelin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2.

28 但此部分即為 FTC 新任主委與當前多數派最不贊同之部分；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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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onal merger）──競爭產業鏈不同階層事業之結合，以及「互補結合」（merger 
of complements）。蓋在數位市場，絕大多數的結合均非發生在直接競爭者之間，也
非嚴格意義的上下游關係業者之間。在傳統處理原則，這類結合被歸類為「既非水平

亦非垂直」，而少受重視。但實質上，它們卻很可能有重要的競爭疑慮。

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

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ry Committee）於2019年6月起發動對數位市場
競爭實態之調查，並以Amazon、Apple、Facebook與Google（GAFA）等四大公司為
主要對象。該項調查由「反托拉斯、商業與行政法制次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Commerci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主導，費時1年多，於2020年10月間提出
初步報告，略經修改後於2021年4月間正式獲司法委員會接納。該調查報告不僅明確
肯認GAFA等四大公司具有顯著之市場力，且有濫用其市場力阻礙競爭之事實。特別
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乃該報告詳列GAFA歷年所有之併購案，並明指彼等藉著大量
併購來鞏固其競爭優勢，並進而建議美國政府應該阻止GAFA繼續藉併購擴張勢力。

該調查報告全文近450頁，共分7大章（含附錄）。調查之重點在於GAFA之獨
占力，而非結合管制。但調查報告特別指出，GAFA的獨占現象固有多個成因，反
托拉斯主管機關的輕忽也是主因。因為該等數位巨人於過去10年透過數以百計的購
併案不斷壯大，其中不乏以封鎖潛在競爭對手為目的之購併，包含所謂殺手購併

（killer acquisitions）。但絕大多數的案例主管機關均只經草率之檢查即輕易放行。以
Facebook為例，在其近百年購併案中，FTC只對其中一年──2012年的Instagram購併
案──進行較深入之調查。因此，強化結合管制就成了該調查報告的改革建議之一。

三、相關立法提案三、相關立法提案

以4月間正式通過之數位市場競爭調查報告中所提建議為基礎，美國眾院司法
委員會之多位跨黨派議員於6月間正式提出5項法案，其中「終止平台壟斷法案」
（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以阻止超大平台結合為主要目標。該法案將禁止
強勢平台業者購併對其構成潛在競爭威脅之事業，也禁止彼等藉購併之方式擴張或強

化其市場力。其採取之管制手段是一律申報，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且由業者負責舉

證其購併之對象對其不構成任何競爭威脅，也不會擴張或強化其市場力。此等強勢管

制，是否能獲得參眾兩院之支持而順利通過，現時自尚言之過早。但值得密切觀察，

自不待言。

四、拜登政府新人新政四、拜登政府新人新政

拜登就任美國第46位總統後，有兩年受到競爭法學界與實務界矚目的人事案。
先是Tim Wu於3月間獲聘為拜登科技與競爭政策特別助理（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Policy），接著是Lina Kahn於6月間經拜登提
名出任FTC之主席。由於兩者都是以批判科技巨人壟斷現象著稱之法學者，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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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態度不言而喻
29
。再來，Jonathan Kanter 於7月間被提名擔任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司副

檢察長，並已於是日前獲得同意任命。配合前面4月間眾院司法委員會依民主黨多數
地位強勢通過之調查報告，以及過去幾個月所提出的反托拉斯法修法提案，美國聯邦

政府在破除數位經濟壟斷方面頗有劍及履及之味道，其未來作為也更值得吾人持續關

注。

第二節　歐盟

一、相關立法倡議一、相關立法倡議

隨著數位經濟之發展，產業型態與特性改變，對於歐盟現行之《結合規範》能

否有效捕捉可能具有問題的結合案件並對其進行監督管理，近來逐漸出現討論之聲

浪
30
。舉例而言，小型新創公司研發出有力的新技術或產品，但是初期卻不一定有能

力將其創新兌現為實際之營業額（例如為了吸引、累積用戶，故提供免費的產品服

務）
31
。此時大型公司若是基於「避免未來出現足以與自己逐鹿市場的競爭對手」的

隱藏目的，對新創公司進行併購，則由於是否受到歐盟執委會監督之結合案篩選門檻

為營業額，此類案件將不會受到應有的審查
32
。

在2016年，歐盟展開公眾諮詢，內容包含對於《結合規範》審查門檻的評估，亦
即純粹以營業額為基準的法規，是否足以有效發現結合案問題並加以處理，特別是針

對現今數位時代之下的併購案
33
。北歐國家在報告書中對歐盟提出建議，並以自國法

規為例
34
。申言之，儘管某些併購案因營業額未達標準而得以逃脫歐盟的監管，好比

挪威、瑞典與冰島等國的競爭法規賦予國家公權力權限，在有合理的理由認定特定結

合案可能會對市場競爭造成影響時，得以要求營業額未達標準的結合案仍舊需要向相

關單位呈報結合通知
35
。北歐政府認為其做法有助於處理「殺手併購」的問題，惟動

29 民主黨總統初選期間，拜登之主要競爭對手中有三位──Sanders、Warren與
Klobuchar──以打擊科技巨人為主要政見，其中Sanders更與拜登私交甚篤。若拜
登因此受到若干影響，也不足奇。

30 Id. at 10.
31 Id. at 111.
32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potential changes to competition law at the European level: The  

view of the Nordic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t 13 (Sept. 28, 2020) [hereinafter Nordic 
View], https://www.kkv.fi/globalassets/kkv-suomi/julkaisut/pm-yhteisraportit/nordic-
report-2020-digital-platforms-and-the-potential-changes-to-competition-law-at-the-
european-leve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1/30.

33 Summary of replies to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Evaluation of procedural and  
jurisdictional aspects of EU merger control (2017 July).

34 Nordic View, supra note 33, at 13-14.
35 Id. at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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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類法律工具時須注意應以不會影響市場投資以及創新的方式進行
36
。又根據此法

規，挪威競爭管理當局也確實捕捉到了在原定之營業額標準下不會受政府監管的結合

案，且該案最終遭到挪威競爭管理局否決
37
。

挪威與冰島政府同時還有權限得以要求特定公司進行相關資訊的揭露
38
。報告書

認為此法有助於解決有關於大型科技公司的結合問題，理由是其可藉此確保競爭管理

當局充分掌握市場的發展動態，並能適時對可能有害的併購行為採取行動，與此同

時，資訊揭露本身亦不會構成企業過於沉重的負擔
39
。此外，該報告書同時建言，歐

盟可以考慮為《結合規範》引入執法的輔助性工具
40
。

至於現行的《結合規範》究竟是否應進行調整，評估結合案件是否應受執委會的

標準是否應納入其他要件或考量因素，根據歐盟於2019年發表的「數位時代下的競爭
政策」報告，其認為現階段言及「《結合規範》對於結合案是否應受歐盟監管的審查

門檻」之改動為時尚早，而是應該持續觀察各會員國國內相關法規和新導入措施之施

行狀況、成效及可能之問題，再進行評估
41
。只是進入2020，歐盟改革驟然加速，提

出了重要的立法草案。

二、《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二、《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
42

歐盟2020年12月推出《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與《數位市場
法》（Digital Markets Act, DMA）兩項立法草案，希冀透過數位服務管制法規的更
新，創建更為安全且更加開放的數位環境

43
。《數位服務法》與《數位市場法》的主

要立法目的是
44
：（1）打造更加安全的數位空間，使所有數位服務使用者的基本權獲

得充分保障。（2）在歐洲單一市場乃至全球市場建立一個促進創新、成長與競爭的
公平市場環境。

36 Id. at 15.
37 Id.
38 Id.
39 Id.
40 Id. at 15-16.
41 CRÉMER et al., supra note, at 10.
42 歐盟兩大數位經濟相關立法草案只有一小部分與結合管制有關。但因其立法進程
超 越美國（歐盟執委會已通過，現於歐盟議會審議中），立法成功的可能性較
高。且因草案甚新，國內相關介紹缺乏，固本研究決定進行較詳細之介紹，以服
務國內學界。但除與結合管制相關之部分外，本研究不會進一步加以討論，自不
待言。

43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Digital Services Act packag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digital-services-act-pack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12/5.

4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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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數位市場法》亦針對守門人平台的企業結合訂立關於申報義務的規範。根

據《數位市場法》草案第12條45
：（1）守門人若欲對其他核心平台業者或是其他數位

服務提供者實施歐盟《結合規範》第3條所定義的結合行為，不論其依《結合規範》
或是相應的國家競爭法規是否需要申報，按此法條，一律有義務向歐盟進行申報。

（2）根據第（1）項所為之通知，應說明併購目標在EEA以及全球範圍的年營業額、
任何相關的核心平台服務各自的EEA年營業額、年度活躍商業用戶的數量與月份活躍
終端用戶的數量以及雙方結合的理由。（3）若是附隨於本條第（1）項所指的結合，
有額外的核心平台服務單獨符合本法第3（2）（b）條所規範之門檻，則守門人應
在實施結合前的3個月向執委會申報，並提供執委會本法第3（2）條所提及的相關資
訊。

第三節　我國結合管制規範現況

我國《處理原則》將水平結合、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3種類型之結合，並分別
說明其審酌之要點。值得一提的是，《處理原則》雖分別就水平、垂直與多角化結合

訂定限制競爭不利益之審酌因子，然僅於水平結合之審酌因子，即單方效果、共同

效果、參進程度與抗衡力量等有較為詳細之說明。關於垂直結合與多角化結合，均

僅提供簡單的條目而未有進一步之說明。此一方面有其歷史背景，蓋我國之《處理原

則》主要參考美國的HMG和非水平結合處理原則（Non-horizontal Merger Guidelines, 
NHMG），而美國的2份處理原則在說明的具體與細密程度上有明顯的差別。另一方
面，此等差異也反應了芝加哥學派興起後的主流思潮，也就是只有水平結合較可能有

反競爭之效應，垂直結合（與垂直交易限制相若）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有反競爭之疑

慮，而多角結合則很少對競爭有負面影響。再者，水平結合對市場競爭影響的相關研

究遠較其他兩者為多。

有研究彙整199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總數共225件行政決定，進行實證統
計

46
。從該資料綜合分析可知，初期公平會為結合審酌之時，多數於行政決定書當中

以市場占有率變動不大，不至於產生市場競爭之不利益等為概括描述。爾後，則係發

展至以審酌因子為基礎，進而就相關市場資訊為更詳盡之調查
47
。

而綜整過往公平會就水平、垂直、多角化等結合型態為審酌者，其審酌結果仍

45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Digital Markets Act), at 
44,  COM(2020) 842 fi nal (Dec. 15,2020).

46 參見徐子昀，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管制之實證研究──以資通訊產業為中
心，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47 同前註，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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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許可或不禁止結合為主要。就審酌因子而言，公平會審酌水平結合時，在結合管制

制度更改前後皆相對著重於市場占有率之考量，主要係此結合型態有極高可能性產生

濫用市場力量之情形。就垂直結合而言，互有上下游關係之事業結合後，有助於供應

鏈有效率地為關鍵投入，並以此節約成本，然卻不可忽略其實為兩面刃，可能為事業

同時帶來價格優勢或進而限制其他業者之競爭，也可能因此促進生產效率、提升消費

者之服務品質。故此研究自所爬梳之案件中可以發現，公平會對於「經濟效率、於相

關市場濫用市場力量、其他可能造成市場封鎖效果」等因子之重視。公平會在改制為

事前申報異議制後，對水平與垂直結合之審酌皆出現相對著重於限制競爭不利益因子

審酌之傾向，此類型因子相對於改制前有更高之審酌比例。而就多角化結合而言，公

平會於改制前後對於整體經濟利益之審酌因子皆有著重，可知悉該等結合對於我國產

業經濟之影響仍相對正面，較無學理上大型企業濫用多角化結合市場力量之情形出

現
48
。

第四章　數位經濟對結合管制之衝擊

第一節　相關市場界定之挑戰

結合審查的第一步就是界定相關市場。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區分水平結合與非

水平結合，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標準；二是為後面之審查步驟（市場集中度審查、競

爭影響評估等等）劃定審查範圍。相關市場之界定可謂競爭法亙古的難題，但一般公

認始於美國HMG的「假設獨占者測試法」為目前最佳方法49
。

面對平台經濟，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操作立刻發生困難。首先，受到學界與實

務界最多討論者，集中在對於價格為零之產品，如何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來界定相關

市場的問題：包括如何操作SSNIP，又如果SSNIP無法操作，可能之替代方法為何等
等

50
。但這一系列的問題，基本上是將雙（多）邊市場切割為各邊分別的市場，才有

實質的意義。如果將雙（多）邊市場當成一個整體看待，自然沒有「價格水準」為零

的產品，有的只是某一邊使用者面對之價格為零之「價格結構」。而一旦將雙（多）

邊市場當成一個整體看待，SSNIP之操作自然也必須以整個平台之價格水準為基礎。
若以整個平台之價格水準為基準來進行SSNIP之操作，雖然不再有價格為零之困

擾，卻仍較傳統市場來得複雜與困難。蓋平台在理論上有數不盡之方法，可以透過價

格結構之調整，將同一漲價幅度分散到不同群之使用者身上。因此，即使基準價格與

48 同前註。
49 USHMG, supra note 2, at 7-15.
50 陳志民等，支付系統與競爭，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74-75(2018)。Hartman et al., 

Assessing Market Power in Regim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2(3) Ind. Corp. 
Chang. 317, 317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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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幅都固定，各邊使用者所實質面對之漲幅仍有複數之可能性，對各邊使用者可能反

應之探求自更增困難。加上假設獨占者測試法循環作業的特性，可能需要不止一次

SSNIP之操作，當每一次SSNIP操作都必須探查多個價格結構組合時，整項作業恐將
曠日費時。

除了讓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操作更加困難外，數位經濟也為傳統市場界定方法裡

的「最小市場原則」帶來考驗。蓋一旦我們找到一個市場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

檢驗，理論上包含該市場之更大範圍市場也很可能通過同樣的檢驗。但傳統上，我們

僅以能通過假設獨占者測試法之最小市場為相關市場，此即「最小市場原則」
51
。問

題是，數位經濟既已創新為主要的動能，且大集團動態競爭為常態，事業購併之對象

就經常不是最小市場內的競爭對手，而是在大場域競爭戰略思維下的關鍵標的，最常

見的就是關鍵技術、資訊（資料）與通路之取得。GAFAM等五大平台巨人歷年合計
逾千件的購併案，只有極少數的購併對象為最小市場內之同行，就是最好的例證。

相關市場之界定從來都不容易，雙（多）邊市場平台的諸多特性以及數位經濟

超大平台集團動態競爭之生態，只是讓市場界定變得更困難而已。面對此等困境，一

個可能的因應方法為改用比較彈性的方式來界定相關市場。首先是放寬（甚至放棄）

「最小市場原則」，因為假設獨占者測試法最大的優點，就是它有一個看來相對「科

學」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界定出最小的相關市場。如果不再強求最小市場原則，也

就沒有使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的絕對必要，增加結合審查作業上之彈性。更重要的

是，對數位經濟相關產業而言，一個較大（產品或地理）範圍的「水平」市場，有

時更能突顯一個結合事件對競爭之重要性，而此正是原本「最小市場原則」的主要任

務
52
。

美國去年最新版VMG雖於政權更替後遭到廢止，裡面所提及之「斜角結合」與
「互補結合」，從結合類型細緻化的角度，仍舊是值得參考的新嘗試。如前所述，

所謂斜角結合，指的是申請結合事業彼此既非水平競爭者亦非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

業者，但雙方所處之產業鏈卻彼此有競爭關係；互補結合則是互補品供應商間之結

合。在傳統分類上，此類結合既非水平結合亦非上下游垂直整合。若依傳統結合處理

原則，此即屬非水平結合裡的「其他」類，僅受最低度之審查，其申請未獲通過者，

可謂絕無僅有。但申請結合事業既分屬不同、卻又具競爭關係之產業鏈，從宏觀之角

度，其結合即可能影響到更大規模的產業競爭。此類競爭，在平台經濟的世界裡不在

少數。不少結合事件，也可能要從這個角度才容易理解其動機與作用。

51 USHMG, supra note 2, at 9-10.
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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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競爭影響評估面之挑戰

一旦界定了相關市場，接下來即須評估是項結合對競爭是否會有負面之影響。

若為水平結合，通常必須先認定市場參與者，包含既有參與者與所謂「快速參進者」

（rapid entrants），接著估算各參與者（而不是只有申請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
以及整個市場於結合前後之集中度。原則上，如果市場集中度不高，即通常不認為有

顯著限制競爭疑慮。反之，則必須進一步考慮可能出現之反競爭效應。

惟雙（多）邊市場平台，顧名思義即知其整合了兩個以上的市場面向。平台上

的每一「邊」，都可能為單獨之市場，也都有可能有以傳統（姑且稱為單邊市場）事

業模式經營之事業參與其中。因此，一個以雙（多）邊市場平台為核心的相關市場，

勢必涵蓋3個以上的次市場：平台市場加上每一邊的單邊市場，此3市場之市場占有率
與集中度必須分開計算，只要其中1個次市場有顯著競爭疑慮，即有進一步審核之必
要。

如果是水平結合，傳統上分「單方效果」與「共同效果」兩方面來進行反競爭效

應之評估。前者著重於結合後事業可以獨立成就的反競爭行為，尤其是提高產品價格

之能力，不過對產業創新及產品多元性之影響也在考量之列。至於「共同效果」則主

要評估是項結合是否將使該市場更容易出現不法之聯合行為，且同樣以可能影響價格

之聯合為評估重點。如果是非水平結合，則又再分為垂直結合與多角結合（即非水平

亦非垂直之結合）兩種情形。前者主要考量上下游之整合是否會為上或下游之相關市

場帶來反競爭之效果，尤其是市場封鎖之可能性。後者則主要考慮各申請結合事業本

來（若未進行結合）跨業參進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傳統水平結合之審查──不論是單方效果還是共同效果之評估──都

偏重於對價格之影響。誠然，在平台經濟的世界，價格操控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視的因

素。惟雙（多）邊市場原有價格結構多元的特性。即使總價格不變，各邊使用者所面

對的價格仍可能發生變動。反向言之，則即使平台對某一邊的使用者漲價，也未必代

表其有操控整個平台價格的能力。

其次，有不少平台在一般消費者端的收費為零，價格調整常是透過服務項目之內

容與組合的變化來進行，且經常不是單一方向的調整，因此有時並不容易簡單地以漲

價稱之。再者，平台服務的多元意味著平台可以藉由服務項目的排列組合進行差別取

價的能力。也就是平台各邊分別有複數個次群組，分別面對不同的價格。平台在價格

結構上之彈性，也因而有了更多選項。總之，傳統競爭影響評估裡對結合可能之負面

競爭效果，主要看的是結合後事業是不是可能單獨抬價，或增加聯合抬價的可能性。

對平台經濟而言，如果是項評估要有意義，必須考慮整個平台價格水準上漲的可能

性，但因雙（多）邊市場價格結構的多元性，此項工作將變得極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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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一旦著眼於較大的市場範疇與大集團間的動態競爭，則我們面對的

將是多元異質的產品，任何單一產品之價格經常沒有特別的意義，個別產品的價格操

控能力也將不再是最重要的考量。取而代之的應是競爭關鍵資源的控制能力與從事排

它性行為的可能性。

在大集團動態競爭的世界裡，平台的著眼點通常較為長遠，即使有價格面的考量

也通常不是立即可實現的價格利益。超大型平台業者其實已經在他們的核心市場取得

獨占或接近獨占之地位，並已收取相當的獨占租，通常不需要藉購併取得進一步抬價

的能力。彼等購併行動的著眼點，通常在競爭關鍵資源之爭奪，如資料（含個資）、

資本與技術等。此類結合自然通常不是傳統意義的水平結合，對競爭可能造成的負面

影響也比較不會是漲價的可能性，而是市場封鎖、創新障礙、產品多元性及其他市場

力濫用之行為。此等可能性原就在結合管制機關的審酌項目中，只是和價格相關效果

之評估相較，缺乏細密的評估方法或參數可供依循。如果從GAFAM等數位經濟巨人
的歷史來看，此等行為也很少在結合後的短時間內發生，因為是項購併只是他們大戰

略裡的一步棋而已。評估上也就更加困難。

面對此等挑戰，競爭影響評估的重心也就應該從結合對價格的影響，移往關鍵

資源的控制力與其他濫用市場力的可能性。在競爭關鍵資源方面，首應注意的為網路

關鍵設施、資料（含個資）、資本與技術。其中真正具有壟斷性風險仍是網路關鍵設

施，因為資源有限、國家管制（人為市場進入障礙）仍在，而網路中立性之要求已大

幅下降。因此，如果任一GAFAM公司有意購併大型通訊服務業者，都應受到最嚴格
的檢驗。至於資料（含個資）、資本與技術，大型平台業者固然在現有資源與新資源

取得上均有不可輕忽之優勢，卻難以阻絕其他業者對此等資源之近用，所以也不宜過

度誇大其重要性。

在排它性行為方面，近年普受關注的殺手購併自是觀察之重點。然而一項結合行

為究竟是出於正當的動機，抑或其實是以消滅潛在競爭者為目的，往往不容易區分。

若非敵意購併，即使是被購併之潛在競爭者也通常不肯合作，甚或連彼等也不知對

方的真正動機。超大平台的購併策略，又往往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觀察才明其戰略意

圖。再者，Microsoft案也曾提醒，評判之重點並非行為之動機，而是一行為對競爭之
客觀影響

53
。誠然，結合事件與該案所涉及之行為類型不同。Microsoft縱有消滅競爭

對手Netscape之意圖，其能否如願於行為時仍在未定之天。反之，與（潛在）競爭對
手之結合行動一旦完成，原（潛在）競爭對手即已被消滅。但競爭法之主要目的在於

保護競爭仍非競爭對手，一（潛在）競爭對手之消失對市場競爭之真實影響，仍有待

結合審查者慎重評估。因此發展更好的非價格競爭因子評估方法，實有迫切的需要。

53 U.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5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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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一度沈潛、近來再度獲得重視之「潛在競爭損害理論」，值得持續追蹤、研究。

第三節　結合效益評估之挑戰

結合效益評估，主要是在已然確定系爭結合會對相關市場之競爭造成負面影響，

且潛在競爭參進不足以抵消該等負面影響之前提下，進一步考慮是否結合之正面經濟

效益足以彌補其對競爭之傷害，以致應允許系爭結合之進行。我國公平法第13條第1
項之規定「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

其結合」，即為此意。

有疑問者，乃此處所謂之「整體經濟利益」是否涵蓋申請結合事業本身之私人利

益。由於「整體」經濟利益包含公益與私益，如果所有準備參與結合之事業均為本國

事業，理論上其私益自也屬整體經濟利益之一部分。惟因結合而受到傷害之市場競爭

利益屬公共利益，若因結合而生之經濟效益完全歸屬當事人事業，競爭法主管機關仍

難輕易放行。因此，一般認為，此處所謂之正面經濟效益，必須至少有相當部分能轉

化為消費者利益，且足以彌補受到損害之公益，方足以當之。此一基本管制原則，基

本上對結合管制一體適用，與產業或市場型態無涉。

平台經濟的主要特色──網路效應與價格結構非中立性──卻對結合效益之評估

平添幾項變數。首先，網路效應的存在，意謂著平台規模的擴大，必定帶來經濟效益

之提昇。因此，在標準的水平結合，也就是完全同性質之平台進行結合時，一定有明

顯的正面經濟效益。當然，兩個以上之事業進行結合通常有一定之誘因，而最常見之

誘因即為結合後產生之正面經濟效益。平台經濟的特殊之處在於，結合主要效益之一

乃由平台內部之網路效應擴大所致。此種效益，本質上即直接歸屬於平台之使用者。

換言之，同性質平台之結合，一定有平台使用者直接可得之利益。這也是為什麼論者

常言平台經濟有自然獨占之傾向。當業者提出結合申請時，也勢必會極力吹捧結合可

能帶來之網路效應。正確解析此等效益之真正價值，有賴對該類平台網路效應曲線之

正確掌握，對主管機關將是不小的挑戰。

雖然網路效應在本質上應直接歸屬於平台之使用者，但平台可以通過價格之調

整，將消費者剩餘轉換為生產者剩餘。尤其在雙（多）邊市場，平台進行價格調整的

武器多了價格結構之選項，相對更加容易。只是，欲避免平台廠商藉價格之調整侵吞

平台使用者之消費者剩餘，主要還是要看該結合後平台所面臨競爭的強度。因此，在

相當程度上，正面經濟效益與減少競爭之不利益彼此連動，在分析時必須小心。

在考量結合效益是否會歸屬於使用者時，應留意不是只有考慮消費者福利，而應

同時留意平台雙邊使用者福利的改變。因為平台可能透過價格結構之操弄，壓縮非消

費者端之福利。尤其如果因此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如劣質貨進口商取代優質本

國供應商），可能就得不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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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不是最狹義之水平結合，而是部分重疊平台之結合。例如，有不少網

路經濟平台皆以廣告為主要營收的來源，但其平台另一邊使用者卻不相同。其一旦結

合，則其廣告商自有之吸引力一定有所增加，但對原平台另一邊之使用者，卻未必如

此。此一特性，在評估其結合經濟效益時應特別留意。

如果當事人事業有外國事業，或當事人雖為本國事業，但有顯著之海外事業活

動，考慮將更為複雜。此時，我國競爭法主要應考量者為可能在國內實現或最終會歸

屬於我國之正面經濟效益，自不待言。與前面之討論相同，此一基本原則對所有結合

案件都適用。只是平台經濟以網路為主要活動場域，所以事業本身為跨國集團或有顯

著國外經濟活動之可能性特別高。

平台經濟之特性，以多角結合為主流，已如前述。許多結合事例，其出發點既非

傳統意義之水平版圖擴張，也不是上下游之整合，而是技術、研發之整合，關鍵技術

與資源之取得，或集團事業版圖之擴張。三者雖然都可能有一定程度之經濟效益。但

後兩者之經濟效益，可能是建築在市場力之增強上，不得不慎。

第五章  主要研究建議──代結論

從第五章之討論可知，如果要能有效處理涉及數位經濟平台之結合案，審查的諸

多環節都可能需要若干調整。結合申請案之審查通常從相關市場之界定開始，平台經

濟帶來最多挑戰之處也在此。本研究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改用彈性、多元的相關市場

界定方法。不再堅守「最小市場原則」，也不強求使用假設獨占者測試法，必要時也

可以同時考察多個互相重疊的大小市場。換言之，相關市場界定之主要任務，在於發

現申請結合事業是在某一合理的相關市場內為互相競爭之對手，從而決定後續之審查

重點。

我國《處理原則》原就不像美國一般對市場界定方法有詳細之規定，此類調整不

涉及《處理原則》之修訂。美國去年中剛修訂之VMG雖於1年後即遭廢棄，其所提出
之斜角結合與互補結合觀念，仍值得認真考慮給予較其他多角結合更多之審視。尤其

是數位經濟的大集團動態競爭，已經演化出幾個著名的生態系，彼此間競爭激烈。日

後斜角結合──跨（有競爭關係之）產業鏈的結合──的戲碼出現頻率可能會增加。

不再堅守最小市場原則，意謂著市場集中度也會隨之降低。發展更有彈性、但又在面

對可能的司法挑戰時站得住腳的市場集中度判斷標準，也有實際上的需要。

同時考慮多個市場，勢必讓水平與非水平結合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但在數位經濟

的時代，最重要的競爭場域原即未必是狹義的「水平」市場（即「最小市場」），過

度強調水平／非水平之區別並無實益，重點應是針對特定結合事件找到適切的審查標

準，已如前述。而不論是水平結合還是非水平結合，非價格反競爭效果之重要性都大

為提高，所以努力發展、細緻化非價格反競爭效果之評估方法，應是值得提早準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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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功課。尤其是，數位經濟相關結合經常以關鍵技術或資料之取得為主要目標，此

等資源在競爭上之價值評估，是否或在何等程度之累積會在那一類或層級之市場構成

顯著之競爭障礙？數位經濟大集團生態圈競爭中之封鎖效果要如何評估？乃至於近年

受到熱烈討論的殺手購併，其對競爭之實質影響如何等等，目前都尚難有更具體之建

議，而有待更多、更深入之研究與辯論。

在結合正面效益評估方面，公平會目前實務偏重經濟效率及消費者利益評估，

經常提及的是降低成本、提升經營體質與服務效能、提升顧客服務品質、提供顧客更

多樣化之服務等。數位平台的結合，雖然也有這些層面，但可能更側重於科技研發與

關鍵資源之取得，其效益的評估本已不易，要確保消費者能至少分享到部分利益，更

是一大學問。與前面有關競爭影響評估之部分雷同，以國內外目前已有之研究心得，

目前仍難提供更具體、有操作可能性之建議。一方面持續留意相關研究，協助、促成

相關研究之深化，一方面在實務上逐步發展更具體的判斷標準，仍是目前最適當的建

議。

總之，數位經濟帶來的挑戰是具體的，也是無可逃避的。相關的學術研究尚在開

展之中，他國主管機關也仍在摸索。雖然臺灣在涉及跨國性超大型平台之結合案上，

擔任最終實質裁斷者之機會不大，卻也難以閃避平台經濟帶來的各種衝擊。故及早準

備，從以上方向慢慢進行調整，可能是目前惟一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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