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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數位化與網路化的普及發展下，數位經濟成為全球主要經濟策

略之一，各式各樣的新興網路平台提供種類繁多的應用與服務，涵蓋

了民眾生活的各層面。而數位經濟運作的背後，則是巨量資料的流動、

分析與利用的結果。大數據與人工智慧（AI）的導入，使資料的隱藏

價值被充分的挖掘出來，產業的轉型、創新服務的誕生、商業效益的

提升等，無不與資料的運用有關，資料經濟成為數位經濟最重要的內

涵。與其他資源相比，資料既可不斷的被創造，同時亦可不斷的被重

複利用，因此，資料的流動力越高、資料的利用效益也會越高。 

本研究基於上述背景，首先探討資料經濟的基本特性與其價值鍊

模型。首先，資料經濟具有規模經濟、範疇經濟以及多邊市場的特性，

此三種特性相互連鎖反應，形成更大的網路外部性，使掌控並發揮資

料效益的業者產生大者恆大的結果，如當代最能利用資料優勢的業者，

均為跨國超大型網路產業，如 Google、Facebook 等。 

其次，資料做為經濟貨物，不同類型以及不同時期的資料，在不

同的產業與商業模式下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以類型而言，資料可

分為個資與非個資，以取得途徑可分為提供、收集、觀察或是推論等。

本研究分析資料的生命週期，從規劃、收集、品質檢查、編碼、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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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析、整合等，藉此瞭解到資料在利用上能夠被整合與重新分類，

故而透過適當的資料管理流程，得以在不同的情況與需求下發揮作用。 

再者，本研究分析資料經濟的價值鏈，以描繪出資料經濟的基本

面貌，透過對於 GSMA、IDC 與歐盟對於資料價值鏈的描繪，可以理

解資料經濟的運作模式與概況，也有助於理解之後章節接續介紹的案

例說明。由於本研究後續將著重於促進資料流通政策之研析，因此在

案例分析上，選用了 IDC 的資料價值鏈模型，以綜合分析我國及國外

案例資料經濟的產業運作與政策上的影響。 

在上述分析之後，本研究掌握了資料經濟的特性、資料的各項類

型與生命週期以及資料價值鏈，其與本研究主要目的的關連重點在於，

在瞭解資料經濟的特性後，本研究得以分析國外政策的重點效益，例

如該如何應對網路效益形成大者恆大的結果？又或是在範疇經濟與

規模經濟的特性下，如何在資料生命週期內加以管理？是否需以資料

類型作為管制基礎？倘若引用國外法制政策，應著重於我國資料價值

鏈的哪一個環節？ 

為更進一步瞭解資料經濟的實際狀況，本研究再針對我國與國外

通傳產業的資料利用及流通案例進行介紹，透過對我國業者的訪談以

及國外案例的收集，研究團隊綜合比較了國內外的案例，並分別以前

述之價值鏈模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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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國通傳產業的案例較偏重於資料經濟價值的創造，

主要通傳業者應用於包括使用者與空間活動的統計，以及智慧交通的

規劃，在媒體則包括廣告行銷及媒體分析。在電信產業而言，我國業

者較偏向提供各種資料傳輸、儲存、分析、加值的技術性服務，較少

販售資料或成果，這與管制政策與法規限制有關；而在媒體產業則更

為明顯，受管制的有線電視業者資料利用態度保守，而 OTT 媒體業

者則有較多的競爭策略；但我國整體所面連的共同問題，則仍在於跨

國大型企業的壓力。 

綜合前述分析，我國及國際資料經濟的整體市場規模均持續呈現

成長態勢，但我國市場規模較小，且面對跨國超大型網路業者近乎壟

斷資料流通的現狀。本研究逐一點出我國通傳產業之發展趨勢與相應

的挑戰課題，並參酌國際法制政策提出建議方案。 

資料經濟議題涉及範圍甚廣，綜整文獻資料與業界訪談及收集座

談會專家意見後，已理解通傳產業之實況，提出資料流通之政策架構

與配套措施，於整體政策上，本研究參酌美國與歐盟法制，提出「透

明、安全、控制、執法四項原則」作為整體政策原則，據此應對執行

後續各別建議，使主管機關可擘劃未來通傳產業相關政策發展與措施。 

 跨國超大型網路業者的資料壟斷：主要參酌歐盟 GDPR 的資

料可攜權，讓資料主體參與、決定資料的流通，從而打破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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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對於資料的控制，影響其獲取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的可

能性，撼動其大者恆大的基礎；而為進一步落實資料可攜，尚

須進行資料流通格式的統一、資料去識別化的標準等。 

 資料安全威脅：民眾對於資料流通與利用的疑慮，也使資料

流通與利用的透明性議題出現需求，主管機關可透過前述的

四項政策原則，監督業者的資料利用政策；而主管機關也需

針對通傳產業制定相映的資料安全標準，以維護資料利用的

安全性。 

 管制落差：我國由於主管機關的管制範圍限於通訊傳播產業，

卻對於資訊及網路產業無法管制，比國外更容易出現管制落

差的問題，也是我國較為獨特的問題，主管機關需先行放寬

對通傳產業的管制介入，調和通傳產業與資訊網路產業的管

制落差。 

 法規限制：前述問題的部分根本解決之道在於修訂個資法，

包括資料可攜權、創新利用的放寬等，才能有效解決資料來

源受限或業者利用態度保守的問題。 

 以資料管理平台打造新數位基礎建設：隨著民眾網路行為日

盛，對於資料的利用只會更多，若能參酌新加坡政策，建立由

民眾參與的個人資料管理平台，一則串連民眾儲存於各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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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則記錄資料的利用、路徑，一則讓民眾可控制資料的

存取，就如同民眾的數位分身，讓民眾更方便的應用各種網

路服務、串連自己的資料利用，也有利於數位經濟的發展。 

上述政策在短期上，主管機關主要可先解決管制落差的問題，並

就具公共、公益性的資料利用建立資料交換平台，鼓勵更多型態的資

料流通與利用，並有效監督。中期政策上，則就通傳產業所需的資料

交換格式、資料去識別化、資料安全標準等議題進行改善，如同資料

經濟的特性般，逐步擴大資料流通與應用的政策範疇。 

而最後，在長期政策上，由於我國有獨立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若

要制定資料可攜權、導入國外如創新應用的沙盒機制或開放個資利用

的特定目的，均需修改個資法，而這需要跨部會共同合作，讓資料流

通與利用走出通傳產業的範疇，為我國數位經濟打下穩固的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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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economy and its value chain model. First, the 

data econom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economy, category economy, 

and multilateral market. These three characteristics have a chain reaction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larger network externality, so that those who 

control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data will have large and 

everlasting results. The operators who can make the most of the advantages 

of data are multinational ultra-large network industries, such as Google and 

Facebook. 

Secondly, data is used as economic goods. Different types and periods 

of data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business models. In 

terms of types, data can be divided into individual and non-individual 

asset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providing, collecting, observing or inferring.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life cycle of data from planning, collection, 

quality inspection, coding, preservation, utilization analysis, integration, 

etc., so as to understand that data can be integrated and reclassified in 

utilization. Work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need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value chain of the data economy 

to describe the basic face of the data economy. By describing the data value 

chain of GSMA, IDC, and the European Union, you can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mode and overview of the data economy. Case descriptions 

introduced in subsequent chapters. Sinc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policies to promote data circulation, the case study 

uses IDC's data value chain model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industrial operation and policy impact of the case data economy in Taiwan 

and abroad. 

After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has grasp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economy, the types and life cycles of the data, and the data value 

chain. The ma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at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economy, this study can 

be analyzed The key benefits of foreign policies, such as how to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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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to form a large and everlasting result? Or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egory economy and scale economy, how to manage 

it during the data life cycle? Does data type need to be the basis of control? 

If foreign legal policies are cited, which part of the data value chain should 

we focus on?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ata economy, 

this study will introduce the data utilization and circulation cases of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and abroa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aiwan industry players and collection of foreign cases, the research team 

comprehensively compares domestic and foreign The case is analyzed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value chain model. 

On the whole, the case of Taiwa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is more 

focused on the creation of data economic value. It is mainly used by 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to include statistics of users and space activities,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The media includes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media analysi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Taiwan operators are more inclined to provide various types of 

data transmission, storage, analysis, and value-added technical services, 

and they are less likely to sell information or results. This is related to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legal restric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y, it is even 

more Obviously, the regulated cable TV operators have a conserv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use of data, while OTT media operators have mor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but the common problem facing Taiwan as a whole 

is still the pressure of larg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Based on the foregoing analysis, the overall market size of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ata economy has continued to show a growth trend, but 

the market size of our country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it is fa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nopoly data circulation by transnational ultra-large network 

operator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rresponding 

challenges of Taiwan communication industry one by one, and proposes 

suggestion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egal policy. 

The topic of data economy covers a wide range. After summarizing 

the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industry and gathering expert 

opinions from the symposium, we have understoo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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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 industry and proposed a policy framework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data circulation. For the overall policy,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EU legal system, the "four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security,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have been 

proposed as the overall policy principles, and the follow-up individual 

recommenda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ly, so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n plan the future policy development and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industry. 

 Data monopoly of transnational ultra-large network operators: 

mainly refer to the data portability of the EU GDPR, allowing data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determine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thereby breaking the control of data by network operators and 

affecting their access to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The 

foundation of Evergrande is shaken by its na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portability of data,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unify the format of data circulation and standards for data de-

identification. 

 Data security threats: The public's doubts about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have also caused a need for transparency in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can monitor 

the industry's data utiliz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aforementioned 

four policy principles; The pass industry develops data security 

standard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data utilization. 

 Regulatory gaps: Taiwan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re restricted to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but they are 

unable to regulate the information and Internet industries. They 

are more prone to regulatory gaps than foreign countries. This is 

also a unique problem in Taiwan.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is involved to reconcile the regulatory 

gap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nd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industry. 

 Restrictions on laws and regulations: Part of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lies in the amendmen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law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 and 



XV 

 

the relaxation of innovative use. 

 Creating a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ith a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As the public's online behavior is flourishing, there will 

only be more use of data. If you can refer to Singapore's policies 

and establish a personal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 series of people will be stored in The data of each 

place, one records the use and path of the data, and one allows the 

people to control the access to the data, just like the digital avatars 

of the people. It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people to apply various 

network services and connect their own dat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the above-mentioned policies can mai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regulatory gap, and establish a data exchange platform 

for the use of public and public-interest data, encourage more types of 

data circulation and use, and effectively monitor. In the medium-term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e data exchange format, data de-identification, 

and data security standards required by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re improved. Lik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economy, the policy 

scope of data circul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gradually expanded. 

And finally, in terms of long-term policies, because Taiwan has 

an independen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if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the right to portability of data, import sandbox mechanisms 

such as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broad, or open specific uses of 

personal data, it is necessary to modify personal data. This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inter-ministerial conferences to allow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to go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nd lay a solid new foundation for Taiwan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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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普及，「數位化」融入民眾生活層面、也滲透各

類產業運作，「通訊」不再侷限於人際之間，而擴展至萬物聯網。包

羅了人與人、人與物，甚至物與物的網際網路，成為當代最巨大的資

訊聚合體，人際網與物聯網的交織，使網路上流動的資料在質與量上

均大幅躍進；與此同時，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AI）技

術的進展，進一步挖掘出資料的潛在價值，一方面促成既有產業轉型

提升，另一方面激發出更多創新應用，「資料經濟」儼然成為一種新

的商業生態系。數位經濟的時代中，資料應用與流通已成為推動經濟

發展的關鍵要素。全球知名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更於

2017 年 5 月期刊標題表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不再是石油，而

是資料。」由此可知，「資料（Data）」將成為市場競爭之核心元素。 

目前通訊傳播產業是數位時代最主要的資料流通管道，而伴隨各

式智慧可攜或穿戴裝置的普及，通傳服務更是成為資料收集的最佳媒

介，無論是透過智慧裝置上各式感測器，收集裝置周邊的各種資訊，

或是智慧裝置上各種應用服務的使用歷程及使用者習慣偏好等資訊，

均是當代具有極高價值的資料。因此，促進通傳產業資料流通與應用，

將能為通傳產業發展帶來許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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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涉及國際間主要國家與組織之資料流通產業面與法制政

策面之議題，研究團隊均需收集各國之政策、法規、大數據白皮書、

市場與產業發展之相關資訊，以其對於研究議題有初步瞭解，並納入

網路經濟學之學理論述，建立資料經濟中網路效應與研析之基礎，再

深度強化數位平台大數據匯集應如何兼顧跨境資安、個資保護之平衡

基本論述，使助於研究成果整合與議題研析，提出我國促進資料自流

通機制之具體建議配套措施。因此將透過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收集有關政策規劃與法規依據等資料，掌握研究議題的需

求，並將收集來之資料，經分析歸納統整，再爬梳背景、影響及其意

義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描述、分立及詮釋。 

二、 比較分析法 

針對各國促進資料自由流通之發展，需與我國政策議題與規範進

行比較，由於各國政治經濟環境皆由差異，故需進行資料準備、收集

與分析，區別各國法制環境與我國之異同，從中尋找可資參考之重點，

並研析可供我國參酌之概念或原則。在整體瞭解各國促進資料自由流

通之策略後，則需綜合比較各國政策考量與規範架構，並結合資料價

值鏈分析、大數據及政府開放資料應用與挑戰之分析，方能實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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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議題之焦點。而後，將前述所得之資料與我國現行法制進行綜合

分析，並考量我國通訊傳播環境，彙整後提出具體建議及因應錯事，

擬定我國規劃相關政策革新之建議。 

第三節 重要執行成果 

依據研究規劃，本研究之執行成果首先將完成通傳產業資料經濟

之整體價值鏈分析，呈現整體資料生態價值鏈之概況，並檢視國際間

各國對於通傳產業資料市場與經濟之發展，以及介紹國際主要通傳業

者與各國政府推動資料流通之案例，呈現資料經濟商業模式的面貌，

理解資料經濟之運作及其商業潛力所在。接著，將完成世界主要國家

與國際、區域組織與資料流通相關之政策法規議題之研析，瞭解各國

在資料經濟產業面及法制面的發展狀況及趨勢，並思考未來電信管理

法通過後，如何因應資料之應用面與管制面，分析我國推動資料自由

流通政策之機遇與挑戰之基礎，最後將提出可促進於我國資料流通與

應用之具體政策架構與配套措施。 

研究團隊研析前述國際產業面及法制面資訊時，也將分別於期中

報告以及期末報告前各舉行一場專家座談會或研討會，將研究團隊研

析之結果與對資料經濟議題關心之產官學研各界一同交流分享，並收

集各界對於我國通傳產業未來促進資料流通政策之看法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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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資料的收集、分析與應用是未來各行業競爭力的關鍵，也是數位

經濟的核心要素。尤其在數位匯流時代下，數位化與網路普及讓各式

各樣的資訊不斷在網路上流動，各種網路應用服務平台也卯足全力收

集各種資料，挖掘巨量資訊當中潛藏的價值。 

資料經濟影響層面廣泛而深遠，本研究成果之效益將涵蓋通傳產

業、民眾與主管機關。 

（一） 對通傳產業之效益 

資料經濟所代表的價值不僅在於資料本身，更在於企業能善加分

析、利用資料，帶來資源配置最適、銷售規模擴大、營運效率提升，

或是生產流程、商業模式與服務品質的改善，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利益，

而革新價值的持續累積，則能進一步促成整體通傳產業的轉型或創新。 

對通傳產業而言，資料利用可提供使用者最新、最適及最佳體驗，

對於服務品質的增進有助於爭取新使用者，擴展市場；或者，未來 5G

情境感知技術可透過分析使用者周邊的頻率狀況，改善頻率使用效率；

而資料分析有助於業者提供更為個人化的服務，擬定更為精準的行銷

及廣告策略；最後透過大數據分析，則可挖掘創新的商機。 

（二） 對民眾之效益 

無論對於公部門或私部門而言，資料能夠自由流通，各產業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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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足夠的資料進行分析、利用，便能發揮資料的價值，或開發出創

新服務、或提升營運效率、或促成企業轉型。透過資料分析，民眾可

享受到更為客製、符合需求的服務；而推動資料可攜相關政策，更可

確保使用者轉移服務不中斷，個人偏好可隨之轉移至新服務平台上。 

而對於資料利用的疑慮，個人隱私資訊如果被濫用，將對個人權

益造成影響，但過度保護與限制資料的使用，對於促進經濟發展並無

益處。若能在促進資料流通的同時，釐清可流通的資料與需受保護的

資料，並監督資料的使用與分析狀況，透明化業者的資料流動路徑與

資料利用、處理政策，便能避免降低資料不當利用的疑慮，妥善保護

消費者權益。 

（三） 對主管機關之效益 

本研究首先將能協助主管機關瞭解通傳產業及相關業者，以資料

驅動創新服務之發展趨勢，並藉由國際現況與案例分析，瞭解主管機

關當前需面對之重要議題。就市場面而言，當資料成為市場上競逐的

焦點，掌控資料等於掌握市場力量，當業者掌握的資料量可能對市場

產生反競爭的影響時，主管機關便必須考量將資料掌控作為市場競爭

要素之一，評估是否採取管制手段，以避免資料流通之商機由國際間

大型業者所獲得。因此，必須先瞭解國際資料經濟的產業及法制趨勢，

並且在未來持續關注資料控制權對於市場的影響，協助主管機關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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綢繆。 

另一方面，對於非個人隱私性的公共資訊，如環境數據、交通系

統、各種自然資訊等，政府則應該擬定完善的開放利用政策，促使公

共資料的有效流通與利用，增進公共利益。 

通傳主管機關此時亦可以前瞻眼光思考，在我國數位匯流政策下，

與資料經濟驅動最具關連性之創新應用服務為何？藉此在產業推動

政策上，將促進資料流通與應用作為策略一環，加強產業發展效益。

由此，資料經濟議題的前瞻性，無論是作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之政策

規劃，或是研擬維護市場秩序之規範，均能發揮相當大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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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料價值鏈與通傳產業應用案例分析 

第一節  數位經濟之資料特性 

一、 資料之經濟特性 

數位經濟趨勢下，資料被視為推動下一波經濟發展的關鍵資源與

建立競爭優勢的核心元素。但做為經濟商品，資料雖與其他無形資產，

如智慧財產權、書籍、電影，有部分相似的性質；但資料本身又有其

特殊的經濟特性，GSM 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 

GSMA）便列出三項特點，說明在看待資料於市場經濟中，與眾不同

之處1： 

 缺乏可代替性（lack of fungibility）：每一筆資料的內容都不同，

資料之間無可替代性，這也讓資料之間難以進行比價和競價。 

 非敵對性貨品（non-rivalrous）：資料可同時供多人、或多個演

算法，進行多種目的之使用，利用過程也不會減損其價值。 

 為經驗品（experience good）：類似書籍、電影等使用效益具

高度不確定性的商品，資料的價值唯有在利用後才有辦法得

知。且在使用者真正進行利用之前，亦難以確定該資料的價

值是否值得投入成本進行交換。 

                                                      
1  The Data Value Chain, 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 （ Jun. 22, 2018 ） , 

https://www.gsma.com/publicpolicy/wp-

content/uploads/2018/06/GSMA_Data_Value_Chain_June_2018.pdf 

https://www.gsma.com/publicpolicy/wp-content/uploads/2018/06/GSMA_Data_Value_Chain_June_2018.pdf
https://www.gsma.com/publicpolicy/wp-content/uploads/2018/06/GSMA_Data_Value_Chain_June_2018.pdf


8 

 

另一方面，根據 OECD（2014）報告指出2，資料的經濟特性可由

供給與需求兩種面向進行說明。就供給面而言，資料的積累可以顯著

改善以資料驅動的服務，進而吸引更多的用戶，從而收集更多的資料，

達到規模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即達到規模經濟

（economies of scale）3。舉例來說，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或亞馬遜推

薦引擎的人越多時，提供的產品服務更加準確，並吸引更多的用戶加

入。此外，將各別的資料加以串連成有意義的資料，增加資料的價值，

可實現範疇經濟（economies to scope）4，例如 Google 除了收集每位

用戶於搜尋引擎資料外，同時也收集其使用 Gmail 帳戶信件內容、於

YouTube 觀看的影片、藉由 Google Maps 掌握用戶所在位置、透過使

用 Google 的 Android 系統手機收集其他資料等等，透過收集多個資

料集以提升用戶資料之價值。 

就需求面而言，許多資料趨動的服務和平台（如社交網站）存在

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s）之特性，即消費者購買相容產品或服務而

加入網路所產生的價值，會隨著加入網路的人數增加而使價值提升。

再者，隨著網路規模擴大，消費者所獲得的效益而增加時，則出現網

                                                      
2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ata-

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 （ 2014 ） , 

http://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last visited May. 12, 2019）. 
3 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長期平均成本線隨著產量增加而遞減，則該廠商有規模經濟，

即生產上有規模報酬遞增。張清溪等，經濟學理論與實際（上冊），頁 185（2012）。 
4 範疇經濟（economics of scope）指當廠商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時的總成本，低於分開

個別生產時的總成本，此時稱該廠商具有範疇經濟。陳正倉，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實際，頁 436

（2016）。 

http://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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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外部性（externality）5。這項需求面的經濟特性，同時也增強供給

面的規模報酬遞增和範疇經濟。另一方面，資料具備多邊市場（Multi-

sided markets）之特性，即資料的重複使用所產生的規模經濟與範疇

經濟可帶來正向回饋循環，將有利於一方市場，進而促進其他市場的

成功。例如 Facebook 提供用戶線上服務，同時也將收集到的用戶資

料（如按讚、分享鍵等活動）作為第三方公司增加行銷服務之用（用

於廣告目的）。又如同阿里巴巴集團涵蓋線上零售通路數據（如淘寶

網、天貓）、娛樂數據（如優酷網、土豆網）、雲服務數據（如阿里雲）、

金融支付數據（如螞蟻金服）、物流數據（如菜鳥網路）等，各品牌商

將自有數據上傳至 2017 年 6 月成立的阿里巴巴品牌數據銀行並進行

配對，可將看似零碎的消費資料相互融合，以找出具增加營收的潛在

客戶名單6。 

然而，OECD 也指出資料的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所來帶的正向回

饋循環特性和網路效用特性，將增強服務提供者之市場地位，並推升

至市場領導地位或至少達到市場集中度，即大者恆大之極端結果。同

時，羅鈺珊（2018）7也提到當網路效用加上鎖定效應使得許多網路產

業具有先行者優勢，享有自然獨佔的特性而導致大者恆大、贏者全拿

                                                      
5 S. MUJUMDAR, I. VOGELSANG, M. CAVE. THE HANDBOOK OF TELECOMMUNICATIONS ECONOMICS: 

VOLUME 2, 121-123（2006）. 
6 廖彥宜，大數據淘金：從業者布局與國際案例觀察零售業數據共享發展趨勢動向，資策會產業

情報研究所（2018 年），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80925015。 
7 羅鈺珊，數據經濟下共融成長的挑戰：大數據的兩面刃，經濟前瞻，178 期，頁 87（2018 年）。 

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8092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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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例如 Facebook 利用內部早鳥預警效統，偵測可能對其造成

威脅的新創，會以模仿或收購的方式排除競爭。目前 Facebook 已收

購包括 WhatsAPP、Instagram、Lightbox 等超過 50 家社群網路服務、

照片分享、行動廣告等新創企業。再者，Google 於全球設有 16 個資

料中心，其投入成本非一般企業所能匹敵，再透過提供不同的資訊服

務，可有效收集使用者資料（如個人資料、消費習慣、過往交易紀錄

等），以其強大的數據搜集與分析能力，提供廣告商精準廣告投放。

換言之，Google 因已具備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的特性，建立起市場競

爭優勢。 

綜上所述，資料的經濟特性會帶給數位經濟正面及負面的影響，

資料的使用者在收集、處理、分析及利用巨量資料的同時，應一併加

以考量，才能使其效用極大化。 

二、 資料生命週期 

資料雖然已經在眾多領域中被視為重要的經濟商品，但資料本身

要能被充分利用，仍需經歷多項處理的過程。GSMA 對於資料的性質

做出更細緻的分類，如下表所示，方便針對資料的後續處理進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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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GSMA 資料分類內容 

構面 資料類型 

個資 

自願提供 觀察收集 推論 

私人 公開 

可辨識 假名資料 

非個資 匿名 機器資料 

時間軸 即時/實況 歷史紀錄 

格式 結構化 非結構化 

資料來源:GSMA,The Data Value Chain (2018/06)；本研究整理修改 

 

在 GSMA 的分類下，資料可分成個資、非個資、時間軸、格式等

四個構面。首先在個資、非個資的部分，在收集與利用上關係到如

GDPR 等相關法規的規範。在時間軸構面，即時資料與歷史紀錄則可

能代表不同的資料價值。至於在格式構面，結構化程度表示了資料流

通與分析的難易度，例如非結構化的資料，若要方便進一步分析，則

必須加以結構化。 

透過對資料做為經濟貨物的性質分析、以及 GSMA 的資料分類，

有助於本研究瞭解資料在不同的產業與商業模式下，將扮演何種角色，

及法規管制可能的影響。然而資料在利用上有著能夠整合、重新分類

的特性，透過適當的資料管理流程，得以在不同的情況與需求下發揮

作用。因此，以下將針對資料管理與資料生命週期進行闡述。 

不同組織或企業進行資料管理的過程略有差異，但基本上包含收

集、儲存、應用等階段。以下採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成立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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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地球觀測資料網（Data Observation Network for Earth, DataONE）

所建立之資料生命週期模型進行探討： 

 

圖 1：DataONE 建立之資料生命週期模型 

資料來源：DataONE,Data Life Cycle8；本研究修改整理 

 

DataONE 的資料生命週期模型包括 8 個階段，從一開始資料管

理的規劃，到收集、資料品質的檢查、資料編碼等標準化動作，再到

資料的長期保存方式（如使用資料中心）、資料如何在需要時被搜尋

到、如何與不同的資料來源整合、以及資料如何被分析等。但依據情

況與需求的不同，亦可採取省略部份階段、或是非線性進行等方式，

整個模型的重點在於做為資料管理的引導工具與概念框架。DataONE

                                                      
8 DataONE, Data Life Cycle, https://www.dataone.org/data-life-cycle (last visited May. 04 ,2019). 

https://www.dataone.org/data-life-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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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出在不同生命週期階段，需要注意的事項9，例如在資料品質確保

階段，應先完成資料收集的事前規劃、列出如輸入資料等資料儲存過

程所必須注意的事項、以及事後檢查資料品質檢查的方式等。 

透過適當的資料管理，企業或政府等資料擁有者得以在資料生命

週期中尋找資料加值的空間，相關內容將於第二節綜整資料價值鏈模

型時進行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資料加值所投入的成本與效益未必

呈線性成長，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展示出高度的外部效應，進行影響

市場的競爭與發展。 

例如擁有廣大會員的資訊服務平台業者 Google、Facebook，在數

位經濟的趨勢中扮演著要角，資料經濟的特性也影響著此類業者的競

爭策略。為對資料經濟市場有更完整的膫解，以下便先就經濟外部性

的觀點，探討此市場的特性與業者如何立自身的競爭優勢。 

第二節 資料價值鏈模型 

一、 GSMA 建構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透過價值鏈分析，有助於找出資料活動中，透過加值服務增加企

業營收與競爭力的機會，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亦有助於政府相關

單位擬定強化資料經濟發展之對策，包括如何面對經濟外部性、多角

化結合造成的寡佔市場，以及消費者的隱私保障等議題。 

                                                      
9 DataONE, Education Modules, https://www.dataone.org/education-modules (last visited Jun. 

18 ,2019). 

https://www.dataone.org/education-mod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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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瞭解資料導向企業與服務的商業模式，以及資料經濟趨

勢對包括電信業者等各領域的影響，GSMA 進行資料價值鏈之研究，

將目前新浮現的資料價值鏈區分為以下不同步驟： 

 產生：資料的紀錄與取得； 

 收集：資料的收集、驗證與儲存； 

 分析：處理與分析資料，以產生新的洞見與知識； 

 交換：讓輸出結果可使用於內部或與外部交換。 

GSMA 更進一步分析資料價值鏈之結構與活動，在產生階段，主

要可分為取得（Acquisition）與同意（Consent）二項活動，此階段之

關鍵角色為資料獲取者（Capturers）；在收集階段，則分為傳輸

（Transmission）與驗證（Validation），此階段關鍵角色為資料收集者

（Collectors）；分析階段主要活動則包括處理（Processing）與分析

（Analysis），關鍵角色為資料開發者（Developers）或資料濃縮者

（Enrichers）；最後之交換階段，則包括包裹（Packaging）與販售

（Selling），關鍵角色為資料提供者（Providers）。 

GSMA 定義之資料價值鏈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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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GSMA 建立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資料來源：GSMA,The Data Value Chain (2018/06)；本研究修改整理 

 

如圖所示，GSMA 的資料價值鏈模型將資料生命週期分為四個階

段，每階段再區分出二種活動，各階段亦有對應的關鍵角色。與前述

DataONE 的資料生命週期相比，較無提及預處理（如標籤）和保存等

過程。整體而言，GSMA 的模型較專注於資料管理過程與參與者。 

二、 IDC 建構之歐盟資料市場資料價值鏈模型 

歐盟執委會基於推動歐洲資料經濟的目標，亦積極推動歐洲資料

流通政策。為瞭解市場與產業現況，歐盟執委會委請 IDC 研析歐洲資

料市場發展狀況以及歐洲資料價值鏈10，其資料價值鏈具備四個主要

階段，分別為： 

 收集與創造：從無數可應用之合法來源取得，資料可以是直

接收集（例如零售商、交通運輸業者或醫院掌握的資料）或

                                                      
10 EUROPEAN DATA MARKET SMART 2013/0063 FINAL REPORT,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DC]（Feb.2017）, https://www.key4biz.it/wp-content/uploads/2018/04/SMART20130063_Final-

Report_030417_2.pdf 

https://www.key4biz.it/wp-content/uploads/2018/04/SMART20130063_Final-Report_030417_2.pdf
https://www.key4biz.it/wp-content/uploads/2018/04/SMART20130063_Final-Report_030417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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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收集（例如藉由使用行動通訊取得之地理資訊），同時，

資料也可能是透過分析創造而來； 

 儲存與整合：資料儲存與整合於服務供應商，或傳統產業如

財金機構、零售業、交通業、公用事業與政府單位等； 

 分析、處理、行銷與流通：從不同來源整合資料並經由分析

後找尋其洞見與價值； 

 運用：無論在公部門或私企業，都能用於服務消費者或改善

效益，可以區分為主要使用（Primary use）與次級使用

（Secondary use）或轉化使用（reuse）。通常預期轉化使用能

為資料市場額外創造附加價值。 

IDC 為歐盟發展之資料價值鏈與資料生態系統架構如下圖： 

 

圖 3：IDC 為歐盟發展之資料價值鏈與資料生態系統 

資料來源：IDC, European Data Market (2017/02)；本研究修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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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發展之資料價值鏈與資料生態系統架構中，更進一步探討政

府政策與監理規管條件、非監管架構條件對於資料價值鏈之影響，另

外，也探討資料價值鏈中可能涉及之利害關係人，包括垂直整合供應

鏈、資料持有業者（Data Holders）、資訊服務與新中介者（New 

Intermediaries）、以及終端使用者，以及資通訊科技供應者和基礎設施

等，並分析資料價值鏈對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之影響。 

與 GSMA 之模型相較，IDC 為歐洲資料市場建構之模型，相對

涵蓋更多面向，包括強調監管與非監管等條件對資料價值創造活動的

影響、納入更多元的利害關係人進入此模型中、同時預估資料價值鏈

將影響總體和個體經濟中的哪些指標。 

三、 歐洲資料價值鏈戰略之價值鏈模型 

除 IDC 針對歐洲資料市場所建構的資料價值鏈外，歐盟委員會

在 2013 年歐洲資料價值鏈戰略（A European strategy on the data value 

chain）報告中，也已針對資料如何在其生命週期中創造加值的空間，

進行概念說明。雖然該份報告年份較早，但對於資料加值的可能方式

有詳盡的描述，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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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資料於生命週期中之加值情形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A European strategy on the data value 

chain (2013)；本研究修改整理 

 

由上圖可以看到，該報告將資料的生命週期分為三大階段，分別

是資料創造、資料分析與利用、資料儲存與長期保存。該報告也提醒，

資料生命週期各階段彼此間非線性關係，也有可能是迴圈的形式。 

在三個階段之中，以資料分析與利用能帶給資料最多的加值空間。

分析與利用階段的加值活動又可再分成不同的利用層級，如部份企業

是以販售資料服務或產品為主，部份企業則是提供整合式服務，資料

做為服務過程中的副產品。此外該報告的目標不單僅考量產業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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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民眾個人的資料使用，因此納入民眾的角色，並區分各加值活動

所針對的角色身份。 

與前述之模型相比較，歐盟此資料價值鏈模型在資料生命週期的

部分，將分析與利用合併，因此僅有三階段。保存的位置雖列在分析

與利用之後，但考量到報告中強調各活動未必呈線性關係，因此排列

位置未必等同進行順序。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該報告明確列出資料服務

/產品、和整合式服務兩種商業模式，以及資料視覺化在加值過程中

的角色。 

四、 資策會 MIC 繪製之臺灣巨量資料產業價值鏈 

資策會 MIC 於 2016 年針對國內巨量資料（Big Data）產業與市

場發展現況的探討中，指出巨量資料不僅包含資料處理，亦涵蓋資料

分析的應用價值。而巨量資料分析則是提供企業將巨量、即時、快變

與多樣的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進行大規模與細緻的資料儲存、轉

換、分解、彙整、分析與視覺化呈現等各種運算處理的解決方案，並

進一步深入商業分析，開發商業智慧，擷取商業價值。資策會 MIC 在

該報告中為認為，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成為繼雲端運算之後，ICT 產業

中最熱門的科技。 

在描述巨量資料產業生態體系上，資策會 MIC 由巨量資料分析

做為總體解決方案的角度著手，首先將其區分為「收集」、「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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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分析」、「決策」等流程，進而對與該流程相關聯之技術與

產業進行盤點，串連起臺灣巨量資料產業價值鏈，如下圖所示： 

 

圖 5：盤點臺灣巨量資料產業價值鏈與能量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巨量資料產業與市場發展現況與趨

(2016/03)；本研究修改整理 

 

在資策會 MIC 的資料價值鏈模型中，將產業中之關鍵零組件與

重要資訊服務暨軟體，包括「環境感知、手持終端、社群媒體、機台」、

「巨量資料庫與資料處理軟體」、「數學演算法挖掘與壓縮」、「分析模

型專業分析」、「分析預測決策洞察」，同巨量資料總體解決方案的五

個流程進行整合。而在各關鍵零組件與重要資訊服務下，再進一步列

出關聯之技術與能力，盤點國內產業於此區塊之能量。 

與前述模型相比較，資策會 MIC 所建構的資料價值鏈，由總體

解決方案的角度切入，相對偏重在與既有產業鏈串連，以盤點臺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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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塊的技術能量，供做市場分析與策略建議之用。 

五、 資料價值鏈模型綜整 

本小節共整理了 GSMA、IDC、歐盟、以及資策會 MIC 等不同組

織與機構，為瞭解資料經濟所建構的資料價值鏈。由前述內容可知，

各資料價值鏈在基本架構上，皆採類似資料生命週期的方式，進行不

同活動階段的區隔。但除此之外，各資料價值鏈涉及的其他面，如法

規與監管架構、利害關係人、相關產業及技術等，著重程度皆有所不

同；各資料價值鏈在研究目的上亦有所差異，如資策會 MIC 較偏向

產業概況分析，IDC 為歐洲資料市場所建構的模型，則包含較多監管

制度面度的思考。針對本節提及之資料價值鏈比較，如下表所示： 

表 2：不同資料價值鏈模型之比較 

 流程 監管制度 利害關係人 產業與技術 

GSMA 4 階段 未提及 未提及 未提及 

IDC 4 階段 有提及 有提及 部分提及 

歐盟 3 階段 未提及 未提及 部分提及 

資策會 MIC 5 階段 未提及 部分提及 有提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資料 

 

透過上表可知，IDC 為歐洲資料市場所建構的資料價值鏈，有特

別涉及到監管制度與對應的法規議題，並納入價值鏈中的利害關係人；

在產業與技術方面，雖未如資策會 MIC 有詳盡的盤點，但仍有提及

部份相關業者與基礎設施。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通傳業者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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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價值鏈中可扮演的角色，以及監管政策和法規調適的需求，因此採

用近似 IDC 模型的表現方式，並依據我國通傳產業概況與本研究關

心之議題進行適當之調整，較為適宜。 

資料價值鏈模型為資料加值過程的概念性呈現，但在實際的商業

活動中，其資料加值活動又將依企業各自的狀況與目標而有所不同。

以下將探討我國與國際間的主要電信業者與傳播業者，在資料加值上

的實際應用案例，以做為本節資料價值鏈模型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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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主要通傳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 

一、 電信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客戶資料加值再流通 

（一） 我國電信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中華電信 

1. 營運現況 

隨行動上網的普及，電信業者因為業務特性，為握有豐富消費者

資料的產業；面對過去 2G、3G 時代語音業務占整體營收比例下滑的

趨勢，如何加值既有的客戶資料，開發新商業模式，被視為電信業者

在接下來行動網路時代的要務之一。 

中華電信做為國內行動業者龍頭，在資料加值應用這部分，可看

到與大數據整合業者意藍資訊合作之人流分析服務。此服務期望結合

電信用戶位置資訊加上語意分析技術進行客群標籤化，以達精準行銷

之目的11。實際之應用亦可見於 2019 年春節期間之屏東燈會，乃透過

人流分析技術估算現場參與人數和參與者輪廓12。據此，本研究乃針

對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就資料加值應用之相關業務進行訪談，以收集業

者實際之營運狀況資料。訪談內容整理如下，受訪者訪談相關原文以

斜體方式呈現。 

(1) 「資料財」之銷售困難 

雖然本計畫預期電信業者在握有豐富個資之情況下，可透過加值

                                                      
11 中華大數據 第三方數據在零售業的創新應用零售業應用情境案例，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170725 （最後瀏覽：2019 年 8 月 26 日）。 
12 趙蔚蘭，〈電信運用大數據人流分析 效益擴及交通觀光〉，中央社，2019 年 3 月 17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1903170095.aspx（最後瀏覽：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opview.com.tw/portfolio_item/20170725
https://www.cna.com.tw/news/ait/2019031700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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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然而，根據中華電信大數據處提供之營運現

況資訊，人流分析實際之推行狀況受限於個資法和客戶之需求，此類

將用戶資料加值處理後再販售之「資料財」，其販售狀況相當有限。 

「所以現在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做完這樣的技術，然後要 deliver 的時候我

們給的是什麼？也只能是統計。那你說要促進這整個產業的流通或者是什麼，其

實不管是剛剛提的像是其他產業，像是什麼金融業、流通業，他們其實對電信公

司的想象，他們是希望說電信公司的一些 behavior 是可以來協助他們不管做一

些商務行為或者什麼，那這一段老實說目前為止受限於個資法，幾乎是，幾乎是

無解啦，對。」 

原因之一在於在目前個資法的限制下，中華電信僅能提供統計後

之資料，即便是去識別化後之資料集亦無法提供。 

「就是你即便把那個電話號碼中間的某幾碼做 Mosaic，我們家的法務是不

允許的，中華電信是不會出一筆一筆 raw data 的。…但是 even 是 Mosaic 都不行，

那為什麼 Mosaic 會不行，因為它會變成說看起來它是這一份資料上面的這個電

話號碼有 Mosaic。但是我會落到什麼？我後面是不是有搜集處理必要？那這一

個 Mosaic 的本人他有沒有同意？你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們現在這種事情我們

就只能說我們，我們就只好沒辦法做，我們沒有辦法做 Mosaic 給你。所以我給

的就是我用演算法算，然後我們推估這裡有多少，大概我們就是。」 

然而對欲應用電信資料的業者來說，能直接接觸消費者、連接行

銷策略與實際行動的資料才具備最大的價值。若無法提供觸及目標客

群的機會，則業者對於購入此類資料的意願也將大幅降低。 

「因為對客戶來講，他要買你的資訊，他還是談的是，就是 PDCA (Plan-

Do-Check-Act)，就是他怎麼 plan 去接觸他的客戶，然後他要做什麼事。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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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會死在最後一段，我們可以做前三個，做到分析，你的客戶其實有什麼樣的

特徵，但是當他要做 action 的時候，其實我是沒辦法協助接觸，因為我名單不能

給。那我沒辦法說 action 的時候，對他來講他就沒有動力了，他就會消失了，他

的動力就會消失。」 

若是將電信用戶之統計資料以報告型式進行販售，因中華電信尚

缺乏顧問分析之業界聲譽及知名度，此類報告的銷售情況並不理想。 

「因為中華電信畢竟不是 KPMG（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那一種顧問公司，

所以他們如果要純粹出顧問服務的那種報告服務，他會去找像資策會或者是什麼，

他不會找我們。」 

雖然中華電信握有大量的用戶行為資料，但本計畫透過訪談發現，

中華電信在販售用戶資料的統計分析結果方面，成績並不如預期的理

想。一部分的原因在於欲取得消費者行為資料之廠商，對於客群輪廓、

分析報告等內容較缺乏興趣；多數廠商最有興趣的仍是接觸到消費者

的管道，而受限於個資法，此類資料並不可能提供。除了既有的資料

財無法給予廠商接觸消費者的管道外，中華電信的顧問分析聲望也不

及已有一定信賴度的業界顧問公司，也影響廠商購入此類「資料財」

報告的意願。 

(2) 以「技術財」為主之營運現況 

在販售「資料財」業務發展有限的情況下，中華電信大數據處改

以「技術財」為主要營收。所謂之「技術財」意指透過中華電信大數

據處職員之資訊處理能力與經驗，協助其他廠商架構自己的資料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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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系統，而不涉及中華電信既有用戶資料之販售。 

「但是其實以我們現在整個營收架構來看，我們比較多的反而是資料的處理

技術材。意思是說因為我們過往在我們內部，我們處理很多的巨量資料。那這樣

巨量資料的處理經驗跟巨量資料的一些架構的經驗，現在反而是我們家拿去做複

製得到最多營收的地方。」 

此類「技術財」的客戶，以政府標案為主，其次為金融業客戶，

因為金融業者同樣握有大量客戶資料可在企業內部加以應用。 

「所以像這些營收來源主要是？有點像是顧問嗎？還是？」 

「就是去做政府的標案建置。」 

「所以最多就是政府標案？」 

「對，就是這種標案型的建置。」 

「那民間的有嗎？」 

「民間的話，民間比較多的會是在金融。」 

「金融業？」 

「金融業，因為金融業它本身就有量，就有夠數量的資料。」 

而與金融業客戶之接觸方式，乃透過既有之網路服務合作經驗，

由中華電信業務再進行接觸推廣而得。 

「我們本身我們的 AM（After Market）體系，我們就有在做電路販售，所以

他們的，他們就會熟那些，不管是他們家的營銷體系，或者是他們家的資訊體系

的人，因為我們在賣他電路，在賣他手機啊，賣他什麼 Email 服務啊，這個中華

電信本來就賣很多這種服務嘛。那他就會提出來你們中華電信是不是，我現在有

一個困擾我想要解決。阿你們中華電信有沒有？那我們就會去跟他提案說，以我

們內部，我們也是巨量資料，然後我們怎麼樣用我們的資料，巨量資料處理技術

去解我們想要的業務問題。那這樣的架構有沒有機會做複製？所以我們做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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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架構的複製啦。」 

相對於受限個資法的「資料財」，中華電信大數據處透過累積處

理內部資料的經驗與技術，發展出可移植此類經濟與技術、協助其他

廠商架構內部資料庫與分析系統的「技術財」。目前這類技術財占整

體營收的比例大過資料財，而最主要的收入來源為政府標案，其次為

透過業務接觸而成功推廣的金融業者。 

2. 未來展望 

對於國內資料分析產業的未來，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基本上持悲觀

看法，認為目前的個資法太硬，在「資料財」這方面的應用有所困難。 

「因為大家都會有想像，那個中華電信有金山，但是其實那個金山我是不能

隨便兜售的，我覺得中華電信的金山現在不應該稱金山，它的有點像象牙，政府

不允許你賣的那種象牙，就這樣。」 

「我是認為要純發資料財這件事不太容易，我認為真的不太容易，因為你那

一部法太硬。」 

除個資法本身的限制外，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不同業者，面對

個資法的態度亦有所差異。以中華電信本身來講，因為有政府的股份

在，內部面對個資法的處理方式較嚴格，相對其他業者，中華電信比

較不會去冒法規上的風險。 

「在這個業界，如果資料財最敢賣的，我覺得是我們的對手那一家啦。因為

像前陣子他們講說 LBS 都敢賣，LBS 在中華是不能賣的。對，就是因為這個就是

這樣，那就看他們老闆。」 

「是他們老闆去做那個 LBS 的服務，那個資它還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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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害者要主張，他就在賭那主張。他就在賭那個主張，我老實講，我覺得他是

在賭那個主張。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收到一個簡訊你不主張其實他就過了。」 

「因為我們家有比較大的政府成分存在，所以我們對這一段的把關是相對嚴

謹的。」 

相對於「資料財」，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目前還是賣「技術財」

比較容易取得營收。然而，技術財著重的是人材的能力和經驗，包括

其他電信業者和其他有相關能力之公司，皆有可能共同搶食這塊市場，

競爭相對激烈。 

「我們中華電信如果要發展大數據這個業務，我現在能夠做的只有賣技術才會比

較看得到錢，因為公司營運看最後還是要看營收看盈餘嘛，那個我比較容易看到

錢。但是現在你說要我去做，譬如說像國外有人在做 data hub 那種事情在中華民

國是，我覺得是不可能發生的啦。因為你光要輸出，那一關你就過不去的。」 

「技術財老實說啦還蠻，蠻激烈的啦。但是它最後就是回到經驗啦，它就是

那就是可精進的。它是很像你剛剛提的電信業者，有的他也是出來說這些資料建

置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Google 在這塊市場中具備的競爭力，以智慧

交通為例，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 Google 擁有的資料更多、更直接，

加上更先進的演算法推估能力，Google 在販售資料財這塊相對更具

備優勢，類似資料經濟相關理論中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所預期之狀況。 

「我們剛剛也有談智慧交通，智慧交通現在全臺灣賣最好的是什麼？Google。

因為它搜集了你們資料裡面有被任何的限制。然後所以要看交通資訊就看Google

還比我們搜什麼電信資料還直接。那你可以問一下所有的交通單位是不是都有做

Google 的路況資訊的採購，可能大部分都有，基本你聽到什麼公路總局什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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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大部分都有。」 

「反而是 Google 搜集的是真的是，他那個超準的，他比我們還要有那個演

算法估，他那個真的是，他那個才真的叫個資，我真的覺得那個才叫個資。」 

整體來說，個資法、公司文化，都限制了中華電信在販售「資料

財」上的空間，也讓其大數據處在對外營利上，轉往賣「技術財」的

方向發展。技術財的核心競爭力在於人材與經驗，其他電信同業亦有

能力投入，目前產業的競爭激烈，並非可輕鬆獲利的區塊。此外也要

注意到 Google 等大型平台業者，其掌握的用戶資料更為龐大且豐富，

所發展的演算法亦有更好的預測能力，在販售「資料財」上，預期將

更具備優勢。 

3. 政策與法規調適建議 

對於資料流通，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還是要回來談個資法，主

要是個資法限於了資料能利用的範圍，超出當初合約範圍的皆需取得

額外授權。而這也影響了集團內資料的流通，如中華電信的子公司，

做智慧交通服務的勤葳，便無法拿到中華電信的資料。 

「如果你們真的要談這件事那就要回到那一部法上面，因為它同時限說了第

一個談的就是目的，那你到簽這一份合同的時候，他有一個基本的目的，除非你

在合同上做一些目的的解釋延伸，寫在合同上。所以你只要在那個目的以外的，

處置你現在的法規，或者是 NCC 的規定，你都要額外取得授權，甚至是集團，

集團是指說像我們的子公司那種集團，那一種它就會我就是不能給。講白一點譬

如說我們家如果說，我們家有，有一間子公司叫做勤崴，我們是不能把資料給勤

崴的，簡單講是這樣，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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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個資法的修改，中華電信大數據處的主要建議是把重點放在

強化出海口的管制，也就是資料對外流通的部分，例如對一些應用行

為進行管制。 

「我倒是認為說如果你們要談資料流通，其實應該談的是你這個所謂的那個

管制那個叫堡壘或者是什麼的出海口做好管制。因為你要防護的還是這些資料被

帶走。…我的主張反而是強化出海口，裡面做一些行為的管制。行為的管制意思

是說如果你用來應用下什麼指令你有一些 log，這我覺得 OK，因為你總算知道哪

個員工在哪個時間點取了什麼樣的資料，調用什麼資料這 OK。」 

相對而言，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在企業內部，對資料本身的管

制相對不必要，特別是在量級資料上。當內部在做資料處理時，若每

次的分析皆需要將資料做去識別化，再重新比對、融合，在量級資料

上，花費的時間與資源將過大，影響內部應用的效率。但對外應用上，

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認為管制仍是必要的。 

「是不是要對資料的本身去做一些強化的措施，這個我，我認為是不必要，

尤其在有量級的資料上是不必要啦。但是反正就看各，每個單位個資解釋。…你

想一個分析師我要分析一筆資料，我要先想辦法把這個資料的 key 全部還原，然

後如果有另外一個資料要比對，我也要再把它還原。然後再來做，其實它本來如

果是以資料庫的概念，他就兩個 join 就好，那我是要做很多這樣的事情。那還原

跟那個馬賽克都是耗資源的。…就我們內部應用來說啦，當然外部應用沒得談，

外部應用你真的是得要讓它不具有還原性，這沒得談。」 

若個資法把重點放在應用端，而在收集、處理端放寬，中華電信

大數據處認為對產業有一定的幫助。除了前述內部應用的效率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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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階段，因為後續的應用範圍可不需被預先限定，也就有利於

做更廣泛的規劃與收集，而不會如現在的情況，一開始便不敢收集，

而影響後續應用的範圍。 

「個資法放鬆它確實對這個產業有一些，譬如說像我剛剛提的，如果你搜集

處理利用，你只是管這應用，因為應用是最影響的，你只管應用，你搜集處理你

不要特別去做，做法則或是論述，你如果你不要做這樣的事情。那就會在一開始

做這個服務的時候，我就會採盡量搜集，因為我不知道我未來我會用，我會怎麼

用這個資料。但是一旦你你告訴我說搜集、處理利用我都要有取得客戶同意，我

就開始要。…你資料一開始搜集你有先說，你根本就沒有其他想像的，因為就是

這樣。所以如果能夠修，我覺得就在應用端修。」 

「影響民眾權益通常發生會在應用端，我還是認為去強化應用端，那你強化

前面的，像我剛剛提的這三段流程，因為搜集處理利用就在這裡，那這裡其實跟

應用段都還沒有發生，你這裡管制住，你前面你會造成不敢搜集。」 

綜整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就實務需求，對於資料流通的法規調適建

議，主要在於個資法收集、處理等前端階段的放寬，包括放寬收集階

段的收集目的與內部處理資料的去識別化，以增加後續應用的可能性

和內部應用的效率。個資法的調適則建議將管制重點放在對外流通與

應用端，也就是資料出海口強化監管，例如對人員進行應用行為的管

理。 

4. 產業鏈與價值鏈 

(1) 產業鏈模型 

由於目前中華電信大數據處之主要營收來源為協助政府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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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如金融業）架構資料庫與分析系統，此項業務涉及之業者類型

大致包括下列數種：ELT 工具商、資料倉儲工具商、顧問業者、資料

市集、報表/CRM 平台工具商等。 

 

圖 6：中華電信「技術財」業務涉及之產業鏈關係圖13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本研究繪製 

 

整套系統架構之過程，首先透過 ELT 工具商提供之解決方案，進

行廠商內部資料之萃取、轉置與載入，以符合資料倉儲平台之需求，

必要時會與顧問公司合作，進行資料市集架構之規劃，最終透過如

Power BI、Tableau 等報表軟體，或是 CRM 系統、財務平台，提供廠

商內部資料之即時分析結果與報表產出。 

若以中華電信本身內部之資料處理流程為例，則大致如下圖。大

數據處於中華電信內部之業務，主要在於整合各單位之用戶資料（如

行動、固網、MOD），方便需求單位產出所需之報告。最主要的資料

                                                      
13 ETL（Extract-Transform-Load）用來描述將資料從來源端經過萃取（extract）、轉置（transform）、

載入（load）至目的端的過程。 

ETL 工具商 

DW (IBM、

teradata) 

商業用巨資

平台

(Hadoop) 

 資料倉儲工

具商 
 顧問 

KPMG、

Gartner 

資料市集

(Data Mart) 

營運報表(Power BI、

Tableau、SAS) 

客戶關係管理 CRM 

財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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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為用戶與設備互動之 Log 檔，透過規模資料邏輯模型、運用 ELT

工具進行資料處理之過程，將資料載入至資料倉儲平台；而後續之報

表產出，若非特殊需求，則多由需求單位運用對應之軟體或工具，自

行產出。 

 

圖 7：中華電信內部資料處理流程14 

資料來源：中華電信；本研究繪製 

 

(2)  價值鏈模型 

根據上述內容，本計畫依 IDC 之資料價值鏈模型，就中華電信技

術財業務之資料加值過程，進行價值鏈之繪製，結果如下表。由於受

限於個資法，對中華電信大數據處而言，不涉及個資議題的技術財較

有發揮之空間；因此透過自身處理中華電信內部資料之經驗，移植資

料處理架構，成為主要的營收來源，特別是下表中「儲存/整合/組織」

                                                      
14 SDM 為 source 到 data model 的規則，近似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API 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又稱為應用編程介面）是軟體系統不同組成部分銜接的約

定。 

 中華電信大數據處 

中華電信服務

系統之 Data 

source 

規劃出資料邏

輯模型 
ETL 

產出 SDM 

DW 

Hadoop 

報表 

CRM 

會計報表 

AP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D%AF%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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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塊，為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在對外提供技術財業務時之工作重點。 

表 3：中華電信「技術財」業務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資料價值鏈 

資料收集與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廠商內部資料 

ELT 工具 

資料倉儲工具 

資料市集工具 

營運報表 

CRM 平台 

財務平台 

廠商內部利用 

垂直應用供應鏈 

 ELT 工具商、資料倉儲工具商、顧問業者、資料市集、報表/CRM 平

台工具商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個資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 國際電信業者空間統計資料應用案例：NTT docomo 

1. 國外案例概況 

在販售資料財的部分，國外電信業者亦可見到類似的應用案例。

NTT docomo 於 2018 年發表行動空間統計（モバイル空間統計）服

務，為 NTT docomo 於全日本提供電信服務的資料再應用，藉由跟日

本國土交通省國土技術政策綜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nd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NILIM）、以及東京大學空間情報科學研究

中心（Center for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CSIS）過去的合作基礎，

NTT docomo 得以發揮日本最大行動資料庫的優勢，發展人流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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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資料財應用15。 

資料處理的過程方面，行動空間統計服務是以 NTT docomo 用戶

連接基地臺的資料為原始資料，以最小 500 平方公尺之正方形範圍為

單位，進行任意時間區間的人數與移動情形統計，並可進一步依照性

別、年齡層、居住地或國籍等人口變項進行分類 16。 

為保護用戶隱私，NTT docomo 對原始資料進行三階段的處理。

第一階段為去識別化處理，包括去除電話號碼、將出生年月日轉換成

年齡層等過程。第二階段為群體化處理，將個別資料以性別、年齡層

等人口變項進行分群，同時將 NTT docomo 用戶分布依全國人口比例

進行加權，以推估各分群之人口數。第三階段為隱匿處理，除去人數

過少的統計區塊，避免遭人進行推測 。三階段的處理過程如下圖所

示： 

  

                                                      
15 NTT docomo, DOCOMO Develops Population Flow Statistics as Transportation Big Data, (Jun.18，

2018) https://www.nttdocomo.co.jp/english/info/media_center/pr/2018/0618_00.html. 
16 松島敏和，携帯基地局運用データの滞留人口による大阪北部地震モニタリング, (Jun.18，

2018)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

%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

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

%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

%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

%82%99.pdf. 

https://www.nttdocomo.co.jp/english/info/media_center/pr/2018/0618_00.html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https://mobaku.jp/labo/column/20190330/pdf/%E6%90%BA%E5%B8%AF%E5%9F%BA%E5%9C%B0%E5%B1%80%E9%81%8B%E7%94%A8%E3%83%86%E3%82%99%E3%83%BC%E3%82%BF%E3%81%AE%E6%BB%9E%E7%95%99%E4%BA%BA%E5%8F%A3%E3%81%AB%E3%82%88%E3%82%8B%E5%A4%A7%E9%98%AA%E5%8C%97%E9%83%A8%E5%9C%B0%E9%9C%87%E3%83%A2%E3%83%8B%E3%82%BF%E3%83%AA%E3%83%B3%E3%82%AF%E3%82%9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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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NTT docomo 行動空間統計服務資料處理過程 

資料來源：NTT docomo；本研究修改整理 

 

目前行動空間統計服務可分別針對日本國內居民，進行空間人數

統計、人潮流動方向、整合其他調查與客製化報告、透過 AI 進行人

數預測等服務，以及可針對外國遊客，進行空間人數統計、人潮流動

方向等分析17。NTT docomo 期望此服務可對不同業者或機構，在諸

如交通運輸、旅遊觀光、服務設施設置、行銷規劃等各式需求上帶來

幫助。 

實際案例方面，日本的 PARCO 企業針對位於東京上野御徒町新

開幕的店鋪 PARCO_ya，透過 NTT docomo 的行動空間統計進行商圈

分析，並以此為基礎制定廣宣規劃。首先將 PARCO_ya 的周圍以 500

平方公尺的大小區分出 48 個區塊，得知區域內居民的人數、平日與

假日的活動狀況、上班地點、及交通工具的選擇情形。同時也針對至

鄰近區域工作的人進行調查，了解主要搭乘的地鐵路線。在完成商圈

分析後，便得以依據結果，挑選更精準的管道進行廣告制作與投放。

                                                      
17 NTT docomo，モバイル空間統計，https://mobaku.jp/(last visited Jun. 06 ,2019).  

https://mobak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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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比起大規模的廣告投放更具效益，PARCO 企業也表示後續開幕

的新店鋪與既有店鋪，亦將繼續使用行動空間統計進行商圈分析18。 

此外，針對 2018 年 6 月 18 日於大阪府北部的 6.1 級地震，中央

復建顧問公司（中央復建コンサルタンツ）透過行動空間統計的資料，

對於地震當下與震後的人口動態進行瞭解，做為未來交通規畫和災後

復原的參考資料。該調查比較地震當日各區塊的人數和前一週同區塊

的人數、人數變動較大的區塊中性別與年齡層群體分布、以及包含鐵

路地段區塊的人數變動情形，並提出如強化重點車站收容機能、工作

支援之方法等建議19。 

2. 與國內案例之比較分析 

目前利用 NTT docomo 行動空間統計的公開案例數量仍不多，但

從上述的例子也可看到廣泛應用之潛力，國內亦有中華電信、遠傳等

電信業者提供類似行動空間統計的服務。但由前述中華電信大數據處

的訪談可知，受限於個資法與公司處理個資法的文化，加上中華電信

大數據處缺乏顧問公司的背景與知名度，導致在販售「資料財」的部

分並不順利。 

日本於 2017 年 9 月開始全面施行修法後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其

                                                      
18  販促会議，「PARCO_ya」オープンで効果を発揮した位置データ，2018 年 2 月号，

https://mag.sendenkaigi.com/hansoku/201802/pickup/012484.php (last visited Jun.10 ,2019). 
19 前揭註 16 

https://mag.sendenkaigi.com/hansoku/201802/pickup/01248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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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了「匿名處理資料」的概念，意指「對個人資料採取一定的匿

名化措施處理，使其無法識別特定個人所得之關於個人的資料，且該

個人資料無法復原。」20。因為「匿名處理資料」不屬於「個人資料」，

因此一旦被視為是「匿名處理資料」，即不受目的外使用或是向第三

人提供規定的限制。若能妥善利用去識別化技術，這次修法將有助於

活化相關資料之運用範疇；以 NTT docomo 之案例來說，其去識別化

之處理方式與國內電信業者之類似服務相近，但在日本修正後的個資

法架構下，「資料財」的販售相對顧慮較少。 

除個資法的差異外，此類新型態的服務，初期階段仍需要成功案

例進行推廣，如 NTT docomo 針對 PARCO_ya 的案例介紹，以及與學

術單位的合作案例。未來電信業者若能累積應用案例，並依廠商需求

提供相應之分析模型，應有助於業務推廣與開拓更豐富之商業模式。 

（三） 小結：客戶資料加值再流通 

在電信業者利用客戶資料加值再流通以拓展既有商業模式方面，

本計畫針對中華電信提供之人流技術服務做一探討。雖然原先預期電

                                                      
20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条第９項,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匿名加工情報」と

は、次の各号に掲げる個人情報の区分に応じ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措置を講じて特定の個人を

識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個人情報を加工して得られる個人に関する情報であって、当

該個人情報を復元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たものをいう。 

一 第１項第１号に該当する個人情報 当該個人情報に含まれる記述等の一部を削除すること

（当該一部の記述等を復元することのできる規則性を有しない方法により他の記述等に置

き換えることを含む。）。 

二 第１項第２号に該当する個人情報 当該個人情報に含まれる個人識別符号の全部を削除す

ること（当該個人識別符号を復元することのできる規則性を有しない方法により他の記述等

に置き換えることを含む。） 



39 

 

信業者握有豐富之客戶資料，在行動網路普及之趨勢下，此類資料透

過整合與分析，可提供第三方廠商具價值之應用，如市場策略擬定、

精準行銷等。 

然而依據與中華電信大數據處之訪談結果，可以發現，若將針對

客戶資料做加值應用並販售於第三方廠商定義為「資料財」，則中華

電信大數據處表示，在個資法對個資利用目的有嚴格限定，以及中華

電信本身官股結構而更傾向從嚴遵從法令之情況下，中華電信大數據

處所能販售之去識別化後的「資訊財」，第三方廠商之興趣並不大。

一方面是中華電信不同於如 KPMG 等具專業顧問背景之公司，市場

分析報告具備一定程度之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目前第三方廠商對於有

助於直接進行行銷活動之客戶資料較有興趣。因此，中華電信大數據

在販售「資料財」方面，目前的狀況並不順利。 

相對於「資料財」，占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對外營利較高比例者則是

「技術財」，也就是中華電信大數據處憑藉處理內部資料之經驗與人

材技術，協助其他廠商架構其資料庫與分析系統。目前販售「技術財」

的對象以政府標案和金融業者為主，後者因為也握有大量客戶資料，

加上平時便有網路服務之往來，便成為中華電信業務切入之處。然而，

其他電信業者亦擁有相似之資料處理經驗與技術人材，加上其他具類

似能力之公司，此區塊之市場競爭相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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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日本 NTT docomo 之行動空間統計服務，其服務內容與資籵

去識別化方式與中華電信、遠傳電信等公司之服務相似。但日本於

2017 年施行修正後之個資法，客戶資料在去識別化且不具還原之可

能性後，即不屬個資，利用上也相對不受限。台日市場此部分的差異

可能降低了 NTT docomo 販售資料財的阻礙。 

對於法規調適，中華電信大數據處建議個資法可將重點放在應用

端，也就是資料對外的流通上，但在收集、處理等階段可做鬆綁，如

收集目的的宣告可做放寬以利於前期擴充資料庫的內容，處理階段之

去識別化要求可降低，以減少資料做在內部整合時的負擔。對外流通

方面，中華電信大數據建議可將重點置於「出海口」的管制，也就是

人員做應用、流通的行為上，加強相關控管，以維護對個資的保障。 

二、 電信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垂直應用場域合作 

（一） 我國電信業者資料應用現況：遠傳電信 

1. 營運現況 

除前述之販售「資料財」或「技術財」之業務外，隨愈來愈多的

企業邁向數位轉型，加上未來 5G 在垂直應用場域的市場受到廣泛期

待，電信業者如何參與不同產業的營運，拓展自身的市場與開創新的

商業模式，也成為電信產業讓人關注的下一步。 

在 5G、物聯網（IoT）可望逐漸普及的趨勢下，智慧交通服務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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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資料的收集、整合、分析及預測，將成為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骨幹，

使交通運行更為安全與效率。對此，遠傳電信過去已於交通業務耕耘

多年，並在 2018 年 8 月成立先進智慧交通服務部門，本計畫亦與遠

傳電信企業暨國際事業群協理葉勇助進行訪問，以收集實際營運之相

關資料。據葉協理表示，遠傳電信成立此部門是為了更聚焦負責與交

通有關的業務，團隊組成包含資料科學、交通、企管等不同的領域21。 

為了解電信業者在垂直應用場域發展的現況，特別是如何應用既

有的網路布建經驗與資料整合技術，帶動產業的發展與開拓電信業新

獲利來源。本計畫以智慧交通產業為例，透過遠傳電信先進智慧交通

服務部門之營運現況分享，探索我國電信業者在此區塊之進展。 

(1) 以交通規劃中之資料收集為切入點 

從訪談可知，過去在進行都市交通規劃時，為收集該地區交通運

行之情形，通常都是採大規模抽樣問卷調查。以大臺北地區為例，一

般採五年進行一次，一萬家戶之問卷抽樣，以推估整個大臺北地區約

700 萬人之交通工具利用情形。除耗費成本高外，資料亦不夠即時，

且問卷過於複雜易造成民眾填答之困難。 

「這邊在做其實是北捷，臺北捷運公司跟交通局，它們就是會聯手一起來做

這個東西。然後它們針對大臺北地區的話，它們通常都是每五年會做一次大規模

                                                      
21 李逸涵，〈電信業者搶攻交通市場 遠傳增設先進智慧交通服務部門〉，Digitimes，2018 年 11 月

16 日，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6459_xl23r22d6rfyxt8hbi8vi

（最後瀏覽：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6459_xl23r22d6rfyxt8hbi8vi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id=0000546459_xl23r22d6rfyxt8hbi8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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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萬個家戶 household 家戶，然後去推，透過這 1 萬戶去推這 700 萬人，就

是統計推論的方式。那個問卷很複雜，一份大概也是要 2000 多塊才填的完，因

為非常複雜。」 

遠傳目前切入智慧交通的方式，便是用電信數據取代過去問卷在

做的內容。透過遠傳用戶與基地臺連線之電信數據，加上近年在定位

技術上的投資，得以降低誤差，加上演算的利用，未來預計可達到接

近 GPS 的程度，能夠更精準的去推估人流車流。 

「現在我們可以透過大數據來做這件事情。就是以前問卷在做的東西，現在

可以透過大數據來做，尤其是電信數據的這一塊，在掌握這種 overall 的整個的

人流的移動，它是它的優勢。因為你看如果是 GPS 的話，它還是車子嘛，而且

它可能都侷限在某種特定的車輛，就像計程車、公車，所以你沒有辦法掌握一個

更全面的。所以你現在如果要掌握一個更全面的，通常我認為大概只有兩種的資

訊是最好使用，一種就是電信數據，即使遠傳的數據只有占 1/3。」 

「定位這件事情，它本來就是要額外投資的，就要額外投資，你才有辦法去

抓清楚它的定位，像現在我們最有把握，其實就是做到所謂的誤差 250×250。當

然我們現在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往 35×35，因為如果你 35×35 就接近 GPS，GPS 大

概是 25×25。好，我們是覺得從未來 5G 的話，基本上定位你要做到 25，絕對會

往那個方向去走。」 

由於遠傳電信在整體市場的市占率約 1/3，其推估出的結果僅能

代表其用戶。但遠傳電信認為，相較於過去以 1 萬名樣本代表 700 萬

民眾，採用電信數據推估相對更具成本效益，加上結合帳單地址或設

備資料，更可以減少推估上的誤差。 

「有些人還是會講，就是說就算兩家加起來只有 70%，還不是全部，因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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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有一個金額是需要，就是說它就是全部對不對？好，可是這個其實就是成本

效益的問題。…你更何況如果我現在已經有了 1/3 的市占率，你還是一樣，你可

以去用一個推估的一個機制去推估，那推估的一定會比你的小樣型母體更準確，

抽樣誤差其實又更小。…你如果是做巨觀的推估，你可以結合一些內政部或者帳

單地址這種大範圍的，你如果要做微觀的推估，甚至你會截一些設備的資料。」 

整體來說，遠傳在智慧交通此應用區塊的切入方式，也類似前述

的人流服務，依靠位置資訊提供加值服務。不同的是，遠傳根據過去

交通規劃之需求與可改進之處，整合自家之用戶資料，形成更客製化

和用途明確的「資料財」，而有機會取代過去的資料收集方式，成為

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中新的服務供應商。 

(2) 遠傳於智慧交通服務所提供之資料內容 

目前遠傳提供於智慧交通服務之資料內容，主要為標示不同時間、

不同起迄地交通流量之 OD 表（Original-Destination）。其為矩陣的形

式，如下圖所示，並可依需求重新配置表頭與表側之地點，以推估各

地區於各時間之交通流量。 

「我們給到的 data 就是 OD，後面有個 OD 表，OD 表的意思就是說我舉例

來講，我們就可以知道就是說，而且它分時它分不同時間，例如像說我可以 7 點

半好了，我們第一個我們準則的第一，第一個就是內科，我這邊就可以列出來，

就是說例如像說內湖來內科的在 7 點半有多少的量？我們給它的是總量，而且這

個量我們是放大。像內湖的話，我記得它是占了 20%，來內科，也就是說你看 15

萬的工作人口，就把 15×20%就住在內湖。」 

「你也可以用多重的，就是說我這邊有很多地方，然後這邊有很多地方，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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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當然所有的量到底是多少，就變成一個矩陣的 OD 圖，對，那這個的單位

你也可以變得很小，但原則上就是不要小過於 250，因為 250 我們的精準度是比

較高，大概 97%的精準度。」 

 

圖 9：遠傳於智慧交通服務所使用之 OD 表範例 

資料來源：遠傳電信提供之示意圖 

 

除 OD 表外，遠傳表示目前也不斷在精進資料的豐富度，例如透

過深度學習去推估資料的路徑、使用的載具（如步行或開車、搭乘自

駕客車或大眾運輸）等資料。 

「還有我剛才講就是說，我可以知道起訖資料對不對？我可以把這些的資訊，

它是類軌跡的資訊就可以貼近到 GIS 上面，所以我可能可以猜出來他是走哪些

路徑進來的？接著路徑就可以猜出他可能用什麼樣的運具。…我們現在目前就一

直往這個方向去做，看看可不可以透過所謂的什麼深度學習去 training 這些東西。」 

目前遠傳所擁有的大數據資料可分為三類，分別為用戶的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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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用戶的數位軌跡，也就是網路行為模式、以及實體的移動資料。

目前在交通上所使用的以實體移動資料為主，尚無結合到數位軌跡資

料，但遠傳方面認為未來也有可能做進一步的資料融合，供更細緻的

利用。 

「這些都可以統計，我們就可以統計，就是說你比方說這個時段從內湖區來

的，男、女比多少，這些都可以 profile 資料。我再講一下，我們的大數據基本上

分成三大類了，一大類就是 profile 的資料。第二大類我們叫做數位軌跡，第三個

就是實體的移動。」 

「現在目前網路這種行為模式，它通常是做行銷才會用到。交通，目前還沒

有做得那麼細。但是以後我覺得有些有大數據應該可以。它們都在做啊。」 

遠傳目前以提供電信數據中之實體移動資料的方式，切入智慧交

通之垂直應用場域。現階段以提供不同時間點、不同起迄地間的流量

資料為主，未來除朝範圍更小的區域估計發展外，也將嘗試提供更豐

富的資料內容，包括路徑、所用載具、甚至與個人資料或數位軌跡資

料結合等。當然遠傳方面也強調所有的資料都會經過去識別化的過程。 

2. 未來展望 

對於遠傳在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之未來展望，仍要先回到遠傳

電信本身的營運策略主軸，也就是「5G 大人物」，透過 5G、大數據、

人工智慧、物聯網等技術，轉型本身電信業者的身分，而交通服務便

是目前大數據研究之應用領域。 

「遠傳在談的 5G 大人物。這你們都有提到，5G 就是通訊，大就是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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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是 AI 人工智慧，物就是物聯網。我們是想要透過這些東西，第一個先幫自

己做數位轉型，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在做這種大數據的研究，然後再應用到交通這

個領域。」 

遠傳提到，相對於目前電信本業的全年營收，智慧交通服務的產

值相對並不高。而遠傳之所以涉足交通領域之期望，便是透過自身的

轉型，擴大交通領域的市場，除 B2G 外，可以進一步連結到 B2B 和

B2C 的市場。 

「這領域看起來就是 10 億那麼小的領域，為什麼還要去應用？好，就是希

望讓這個領域可以變大，也就是我們先轉型我們自己，然後再把轉型量帶到交通

領域。讓交通領域變大，交通領域變大，我們期望是說，除了 B2G 的市場，它就

可以連結到 B2B 甚至是 B2C 的市場。」 

現階段來講，如前述之內容，遠傳目前以提供電信數據為主，扮

演的是過去問卷訪問的角色，也就是 Data as a Service（DaaS）服務。

未來遠傳希望朝平台商的角色發展，提供 Mobility as a Service（MaaS）

服務。 

「我們現在能夠初期扮演的角色，就是有點像是叫做 DaaS 的角色，data as 

service 的角色提供給 planning，提供給 input。但將來我們會希望就是說，我們可

以扮演 MaaS 的市場，然後在這個平台上面去提供一個所謂的移動的服務的一個

平台。」 

遠傳認為未來 MaaS 服務在未來加上自駕車技術，將會是龐大的

B2C 市場，有機會接觸到眾多的消費者。這當中也包含了遠傳認為電

信業者所具備的競爭優勢之一，也就是國內少數具備接觸百萬用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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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業者。因此遠傳認為未來有機會在 MaaS 服務中扮演要角。 

「我們認為 MaaS 就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它就會連結到。所以你看像日本現

在非常積極在推 MaaS，它們希望在奧運的時候，所有人都運輸，它就透過 MaaS，

加自駕車這樣來提供，所以遠傳的定位現在希望說，它也可以在 MaaS 這個角色

當中去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因為 MaaS 它其實是一個 B2C 的市場。你看

看現在目前國內做 B2C，服務到幾百萬用戶的 B2C 的生意有哪些公司？不多。

電信業算是其中一個的。」 

除MaaS服務，訪談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是其他平台服務商，

如前述中華電信大數據所提，Google 亦擁有類似的資料，而遠傳亦提

到如 Line 等通訊服務平台，也具備大量的數據可用。但與中華電信

大數據的看法不同，遠傳認為行人開啟 Google 定位的比例相對不高，

因此電信數據相對更全面。但遠傳仍認為平台服務商之數據，亦適合

做為未來資料收集的來源。 

「另外一個數據，臺灣我覺得比較難做，就是 line，像這種 line，每個人都

有用的，手機的服務。如果你的 GPS 也有開的話。 …好，另外一個就是 google。

可是你看 google，你開會，通常都是開車比較有關，你行人開的機會還沒那麼高。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的話，電信應該是最全面，以對岸來講，除了電信之後，他們

還就是有 we chat。好，那個就非常厲害，或者說他們什麼高德地圖，百度地圖，

那個都是一個，我覺得很適合來去做這個 planning 的資料的一個搜集的來源。」 

整體來說，遠傳著眼的智慧交通服務發展策略，與本身的轉型策

略相呼應，現階段為大數據服務的應用場域，未來則期望朝 MaaS 服

務之平台商的角色發展，以拓展 B2B、B2C 之市場。遠傳認為電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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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備百萬客戶服務之經驗，將是發展 MaaS 服務 B2C 市場之優勢。

而未來除電信數據外，平台服務數據、用戶數位軌跡之資料等，如何

取得與融合，將是值得觀察的趨勢。 

3. 政策與法規調適建議 

(1) 針對交通服務之資料標準規範 

由於本案例為智慧交通服務之垂直應用場域，此區塊資料若要自

由流通，需要通用之格式與規範。依遠傳電信提供之參與經驗，目前

雖然有「交通部即時路況資料標準」，但此規範與主流圖資服務之編

碼有所差異，且有涵蓋率未及全台、長度設定不一致、使用不易等問

題。遠傳電信建議未來可召集產官學界共同製定圖資規範，並協助與

市場圖資服務做整合，以減少參與業者需付出之維護成本。 

「目前主要依循”交通部即時路況資料標準”來發展資料的應用，其目的，

乃為促進各級交通資訊中心與交通控制中心所發布之即時交通資訊格式之統一，

以期未來相關單位(含民間加值廠商)得以統一格式接收各即時交通資訊並促進

交通資訊應用發展。立意良善深表支持，唯平台使用之道路圖資經查，與當今市

場上主流圖資道路編碼差異甚高，包括且圖資涵蓋率未擴及全台、道路里程長度

設定不一、道路方向辨識不易、道路編碼在圓環、外環道、長路段以方向角方式

比對難度高…等問題，，若平台之圖資後續擴充，對於電信同業及配合廠商而言，

均需花費巨大心力於圖資的對應，效率不彰且可能導致編碼對應的誤差，建請該

平台後續的圖資擴充應召集產官學界共同製定，確認平台圖資和市場圖資如何整

合，以利電信同業及配合廠商使用與發展。」 

(2) 針對資料開放 



49 

 

另外針對如位置資訊等資料，遠傳電信提及 NCC 方面有要求電

信公司開放此類資料。然而就遠傳電信之立場，位置資訊的產生仍需

透過設備、演算法的投資，才能產生定位更精準、具備更豐富資訊之

資料，而非單純是電信業務所產生之副產品。因此，有價值之位置資

料，應屬遠傳進行投資與發展後之成果，亦為其投入智慧交通服務市

場之競爭力所在；若要求電信公司進行資料開放，就遠傳電信之角度，

恐不符合業者投資發展技術之市場預期。 

「我們現在在運用電信數據的一些長官們，他們會覺得就是說，好像你這些

數據應該就是說他們想法是說應該叫 NCC 要求電信公司都把它開放出來。我覺

得他們因為是不知道，就是說其實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去產生這些

數據，其實它是必須要投資很多的軟、硬體設備跟人力設備。因為以前的電信的

部分，它在定位這個部分不是它的重點。他們可能不清楚，他們以為都，你好像

本來就已經產生這些數據，但事實上其實是我們要花很大的工才能夠產生這些數

據。對，所以他們會想說就直接免費或者什麼的，如果免費可以好用，當然免費，

大家都 OK。但現在就是說，免費不一定會好用。」 

4. 產業鏈與價值鏈 

(1) 產業鏈模型 

就遠傳電信目前參與之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其產業鏈模型約

如下圖所示，遠傳主要參與的部分為「規劃（Planning）」中的資料收

集服務，而國內主要的交通服務規劃廠商有臺灣世曦（CECI）、鼎漢

（THI），服務規劃雖然整體市值的 2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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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規劃後的結果會連結到「輸入（Input）」區塊中廠商的布建，此

部分主要是設備商，如車輛偵測器或閉路電視之設備商，提供整個智

慧交通系統所需的參數，如車流量、車速等。接著是「移動服務平台

商（Process）」，提供資料平台之服務，如資拓宏宇（IISI）等廠商。

而終端進行「輸出（output）」的廠商有像利用圖資發展自駕車的勤威、

或是開發例如公車到站時刻查詢軟體的軟體公司等，皆屬此類。 

 

圖 10：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之產業鏈模型 

資料來源：遠傳電信；本研究繪製 

 

而在資料處理過程上，遠傳電信提供之說明與一般資料處理之過

程差異不大，皆是由資料蒐集開始、接著處理/儲存、分析、視覺化與

應用、終端則為應用諮詢服務。如下圖所示。 

  

Input /30% 

(ex.華電聯網) 

Process /30% 

(ex.IISI) 

Output /20% 

(ex.勤威) 

Planning /20% 

 (ex.CECI/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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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之資料處理過程 

資料來源：遠傳電信提供；本研究繪製 

 

(2) 價值鏈模型 

依據前述之訪談資料，本計畫繪製之遠傳電信智慧交通服務資料

價值鏈模型如下表。由於現階段遠傳主要做為資料供應商，以自身之

電信數據，取代原本交通規劃服務中，過去以問卷訪問進行的資料收

集服務，並將資料整合、去識別化後，提供 OD 表於交通服務規劃廠

商，因此遠傳電信主要參與之價值鏈模型為收集、整合、分析等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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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遠傳電信智慧交通服務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資料價值鏈 

資料收集與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電信數據 
去識別化 

深度學習推估 

OD 表 

資料視覺化 
應用諮詢服務 

垂直應用供應鏈 

 交通服務規劃商、設備商、移動服務平台商、軟體開發商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個資法 

 資料流通標準（如：圖資、編碼） 

 應用環境（如：沙盒機制、實驗場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整個智慧交通垂直應用場域中，涉及之廠商包括交通服務規劃

商，也就是遠傳目前最主要之合作廠商，另外還包含如設備商、移動

服務平台商與軟體開發商等不同類型的業者。未來遠傳若欲涉足更廣

泛的智慧交通服務業務，預期也將扮演供應鏈中不同的角色。 

而在涉及的監管議題方面，除個資法外，因涉及特定垂直應用場

域的關係，亦包含了如圖資、道路編碼等資料流通標準規範之議題，

以及發展創新應用環境上，所需要的如沙盒、實驗場域等更寬鬆且鼓

勵產業發展創新商業模式的監理機制。 

（二） 國際電信業者智慧交通資料服務應用案例：Verizon 

1. 國外案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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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國內之遠傳電信外，國際間亦可見其他電信業者涉足於智

慧交通規劃領域，如美國電信業者 Verizon 為公家機關、體育館、大

學與大都市等場所之規劃單位，提供智慧交通流量管理(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簡稱 ITM)服務，以解決交通壅塞之困擾。Verizon 

ITM 採雲端服務之方式，透過埋入地面下之無線車輛感測器與資料收

集系統，經由 Verizon 布置之網路進行交通資料收集。包括車輛進行

過程中發出的媒體存控制要求（Media Access Control）紀錄而留下的

Wi-Fi MAC 位置、透過車輛感測器收集之車流量與車速等內容，以及

與交通號誌資訊的整合，並將資料進行去識別化，構成了 ITM 的報

告內容22。 

Verizon ITM 設計彈性且易操作的使用介面提供給用戶使用，用

戶可在瀏覽器查詢路線配置、行車時間與行車速度。該系統也可用以

評估主管機關規劃交通號誌時間，以便讓交通路線能更為順暢。ITM

系統自動儲存於 Verizon 雲端上，可供多位使用者於任何時間同時查

看多達 1 萬筆站點資料數據，用以隨時監控道路的實際路況23。透過

進一步的分析，Verizon 認為 ITM 系統有助於管理交通流量，最佳化

號誌時間，降低道路阻塞24。 

                                                      
22 Verizon , "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factsheets/2018/itm_overview.pdf (last visited Jun. 10, 2019). 
23 Verizon , "Verizon 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Basic",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solutions/2018/intelligent-traffic-management-data-sheets.pdf 

(last visited Jun. 10, 2019). 
24  Enterprise iot insights, "Verizon counts the (five) ways 5G will impact smart cities",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factsheets/2018/itm_overview.pdf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solutions/2018/intelligent-traffic-management-data-sheets.pdf


54 

 

 

圖 12：智慧流量管理系統流程圖 

資料來源：Verizon；本研究修改整理 

 

除 ITM 系統外，Verizon 也提出一套交通資料服務(Traffic Data 

Services)系統，透過此系統的定位服務可了解行人的行走路線以及交

通系統的使用性能，憑藉此系統可幫助城市建立完善交通道路規劃。

Verizon 擁有龐大的全美網路系統，可利用自家網路系統收集高速公

路、街道與道路的交通訊息，根據時間與車輛位置的變化，用以計算

道路時速與車流量。通過大量的車流量數據資料可幫助解決道路擁塞

的問題。流量數據管理可靈活運用，透過全國無線網路提供的位置資

訊，為智慧交通提供各種解決方案25，其中包括： 

 即時交通管理 

 大眾運輸規劃 

                                                      
https://enterpriseiotinsights.com/20180821/channels/fundamentals/verizon-5g-impacts-smart-cities 

(last visited Jun. 10, 2019). 
25 Verizon , "Reduce congestion with better traffic data",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solutionsbriefs/2017/reduce_congestion_with_better_traffic_d

ata.pdf (last visited Jun. 12, 2019). 

https://enterpriseiotinsights.com/20180821/channels/fundamentals/verizon-5g-impacts-smart-cities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solutionsbriefs/2017/reduce_congestion_with_better_traffic_data.pdf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solutionsbriefs/2017/reduce_congestion_with_better_traffic_dat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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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解擁塞問題 

 起迄交通時間調查 

 起迄交通量調查 

實際採用案例方面，Verizon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市進行一項試驗26，

該地區面積是紐約市的兩倍多，由於稅收少，政府需要透過更經濟的

方式監控管理偏遠地區的交通路況，藉由 Verizon 無線專用網路進行

傳輸並遠端管理控制每個交叉路口的車流量，該計畫已為奧克拉荷馬

市每天 30 萬輛通勤車輛降低了約 5%行車時間，並增加道路使用率。

透過 Verizon 提供的案例可以看到，未來交通不再只是單純的建置道

路設施，結合電信業者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可提高管理效率，降低

建置成本，並增進市民之生活品質。 

ITM 系統可視為 Verizon 以其網路與數據專業，發展交通運輸規

劃此特定領域之服務的案例。國內目前如中華電信亦有與桃園市政府

合作，發展智慧交通服務，透過大數據平台協助規劃管理。對電信業

者而言，如何發展特定領域之專業知識、或與專家合作，便成為資料

能否成功加值為有用資訊的關鍵之一。 

2. 與國內案例之比較分析 

比較遠傳電信在國內智慧交通服務之參與情形，以及 Verizon 的

                                                      
26 Verizon , "A private network sends all the right signals to Oklahoma City traffic",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infographics/2018/okc-traffic-infographic.pdf, (last visited 

Jun. 12, 2019). 

https://enterprise.verizon.com/resources/infographics/2018/okc-traffic-infograph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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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M 系統和奧克拉荷馬市之實驗案例，兩者主要之差異應在於產業鏈

位置與比重之不同。 

依遠傳電信所提供之智慧交通服務產業鏈模型，共包含了規劃、

資料輸入、資料平台、資料輸出等不同階段；透過例如抽樣調查等資

料收集方式，規劃廠商依調查結果進行交通系統的整體規劃，接著設

備商依交通系統之規劃，收集系統運作所需之交通資料 （如車流量、

平均時速等），透過資料平台商進行整合、資料交通，最後輸出至不

同之應用端與開發商，如公車到站時刻查詢之應用程式、或高速公路

車流量查詢之網站等。 

遠傳電信目前在智慧交通服務之參與，以提供規劃階段所需之參

考資料收集為主，以位置資料取代過去採用之抽樣調查方法。而

Verizon 之智慧交通系統，依其網路公開之資料，可以看到其定位於

提供都市交通規劃服務，在資料輸入、資料平台、以及資料輸出端皆

有參與，如透過路口安裝之感測器，結合位置資訊，產生各交通幹道

之車流統計結合，產生所需之交通資訊報表，供後續規劃改善參考之

用。 

在訪問過程中，遠傳電信亦提及未來期望能跟國內智慧交通服務

的市場做大，從 DaaS 供應商的角度，進一步朝 MaaS 服務供應商的

方向前進。因此 Verizon 之智慧交通系統，或許為遠傳電信未來在 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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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面，可參考發展之方向。 

（三） 小結：垂直應用場域合作 

隨更多企業開始數位轉型，5G 的特性也讓許多人對電信業者進

入不同產業之垂直應用場域扮演要角，並透過新的商業模式增加獲利

來源抱持期待。本計畫在此針對智慧交通服務，分別以國內之遠傳電

信，以及美國之電信業者 Verizon，在此區塊之發展現況做為檢視案

例，以了解電信業者現階段之可能與未來之展望。 

透過爬梳智慧交通服務之產業鏈，可得知此區塊包含規劃、資料

收集、平台、與輸出/應用等不同之廠商。而遠傳電信目前僅做為規劃

廠商之資料供應商，尚未參與產業鏈其他位置。以 Verizon 提供之服

務為例，可以看到若以 B2B 來說，電信業者在資料收集、平台、與應

用等階段，亦有可扮演之角色。而遠傳也將目標置於未來更大的 MaaS

市場，以移動服務平台商為目標，服務包含 B2G、B2B、以及 B2C 等

客群，而做為擁有接觸百萬客戶經驗之電信業者，遠傳對於未來廣大

的 MaaS 服務之 B2C 市場，亦持有相當之信心。 

在法規調適方面，針對智慧交通服務之國內發展與產業需求，遠

傳電信認為召集各方利害關係人共同制定資料流通之標準有其必要

性，可降低業者資料處理與維護成本，而此有賴於主管機關之著力。

此外，針對位置資料開放之議題，遠傳電信認為位置資料之產生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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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信業者額外之投資與技術開發，若要求一致性開放或許將不利

於已投入資源進行發展之業者。 

未來在垂直場域應用上，如何在兼顧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打造具

一致性與互通性的資料流通規範，仍是重要課題。而如沙盒機制與實

驗場域條例等監理機制，可望鼓勵如電信業者等廠商投入商業模式的

創新，活化整體產業的發展。 

三、 傳播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數位廣告媒合 

（一） 我國傳播業者資料應用現況：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 

1. 營運現況 

除電信業者外，近年亦可看到傳播或娛樂媒體業者涉足於資料應

用，特別是經歷數位化與 OTT 平台的興起，平台業者可望掌握更豐

富的用戶資料，也讓廣告投放可更有效率。針對此議題，本計畫與新

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理事長蔡嘉駿進行訪談，以收集國

內在此領域之相關狀況。 

(1) 傳統廣告往數位廣告的轉變 

類似前述智慧交通系統的情況，過往影視產業的數據主要是透過

如 AC 尼爾森的收視戶調查所取得，受限於技術與成本，數據本身可

能有抽樣誤差和代表性的問題。隨科技的演進，目前在如影視 OTT 等

類型的內容平台上便能產出可觀的數據，藉由適當的處理與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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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獲得更精確之資訊；這也影響了內容提供者和廣告業者的想法，讓

整體產業開始更重視數據、並企圖掌握更多數據。 

「每一個製作，比方說製作方把內容放到平台上面去，那平台上面其實就以前的

銷售方式其實忙電視台，他們可能透過 AC 尼爾森去調查出部份的數據，然後拿

這個數據去賣廣告，可是因為這種方式到現在其實大家越來越覺得不準，因為全

臺灣 2300 萬人，就 2000 戶的取樣戶，那樣取樣出來的東西何況可能還有一些南

北失衡，比方說他們可能，當初照大家講得啦，說 AC 尼爾森的調查很多都放在

南部，所以想當然的就是比較都會的節目反而沒有人看，比較鄉下的節目就有人

看，就會變成是有很多一些爭議出來。現在因為什麼東西都上網之後都變成說大

家對於數據的要求就會越來越渴望，比方說我們協會前陣子加入了一個新的會員，

叫霹靂布袋戲，他也要數據，他也想要數據，變成說每一個只要是做 content 的

人，以前其實沒有人在乎數據，以前可能，不是以前，大家要的數據是非常模糊

的，可是因為現在整個的社會結構或者整個商業模式就變成說大家對於數據的要

求，無論是你單純投放廣告，大家都要做定位廣告，標靶廣告，就是他要買更精

準的。」 

(2) Google 與 Facebook 在廣告上的市場力 

隨網路普及，數位廣告的市場總額不斷攀升，Google 做為目前全

球主要的網路平台服務供應業者，在掌握大量用戶資料的同時，也成

為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廠商，臺灣市場也不例外。Google 聯播網是目

前國內內容網站最依賴的數位廣告合作對象，此外也有少數公司採自

行開發廣告模組販賣的模式。Facebook 雖然沒有聯播網，只能在其平

台下廣告，但在 Facebook 於國內有高使用率的情況下，也成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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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廣告市場的主要平台之一。 

「臺灣的數位廣告銷售方式有幾種，一種是你的網站就直接嵌入 google 聯播網，

就是他會分配廣告給你，可是他也要看你這個有沒有流量，然後你的這個網站適

合什麼 TA，他就會塞給你，然後再以他塞給你的廣告給你做分帳的動作。google

還是最強勢的聯播網的銷售，那臉書其實沒有聯播網，臉書就是他要在那邊下，

就是在臉書直接下廣告的樣子。那所以大部份臺灣的做內容網站的公司，大部份

都會最依賴就是跟 google 聯播網合作，當然也有少數有一些會自己開發自己的

一些 banner，自己的一些模組出來賣。」 

依據 NMEA 提供的數據，目前國內整體廣告市場約 600 多億元，

傳統電視臺廣告市場逐年下降，目前約剩 200 億元左右，剩下近 400

億元市場約有 300 億元是由 Google 與 Facebook 取得，扣除這些業者

後餘下約 100 億元左右的廣告市場才是臺灣業者可分到的部分。 

「Facebook 跟 google 兩大公司在臺灣的廣告收入，兩家公司每一家個別在臺灣

一年都至少是 150 億的廣告收入，至少，臺灣的廣告市場一年大概整個 total 大

概是 600 多億，我指的 total 是全部，包含數位、電視、什麼戶外廣告、計程車

什麼有的沒的什麼鬼，然後那什麼 7-11 ibon，全部東西加起來大概 600 多億，

600 多億裡面電視台的廣告錢是最大的，現在逐年下降，到現在剩大概 200 出頭。

然後這裡面大概有 300 多億，一共 400 億已經到數位上面去了，300 多億，300

多億裡面你去想臉書跟 google 就占了 300 億整，其它那些屑屑就是臺灣有大概

幾千家的內容再去分，這個就是現況。」 

(3) 數據質與量的問題 

如同在探討資料市場的經濟學理論中提到的狀況，在資料本身規

模經濟與範疇經濟的效應下，容易產生大者恆大的問題，也造成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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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競爭上的困難。目前國內業者所能掌握的數據量不足，造成預測精

準度不如 Facebook 與 Google，進而影響廣告業者選擇國內數位廣告

業者或內容平台的意願。 

「臺灣的公司沒有一家有資格談大數據的，有是大家的取樣數據很小，你可以說

我們有在想要嘗試做這個事情，可是因為你取樣數小，你獲得的資料那麼小，能

夠拿去運用的，即便你要去分析使用這個輪廓都不太準，所以大部份其實你看我

們現在比方說你會在上什麼網站的時候，最容易被推播到你覺得有中的訊息就是

臉書跟 google 的使用，因為他們自己擁有的數據是最精準的。可是相對你去上

了別的網站的時候，他不會給你你要的廣告就不準，理由就是因為他們有的數據

就不夠大，當數據量不夠大的時候，其實分析出來的數據就不夠精準。」 

NMEA 認為，國內瀏覽量較高的內容網站應屬新聞網站，但目前

用戶的使用習慣，是傾向純造訪不留資料，因此新聞網站能夠掌握的

數據量仍然有限。相對如 Google 擁有眾多的應用服務，用戶更願意

提供個人資料以換取服務使用，此即為前述經濟學理論提及，握有資

料者在進行多邊市場開發上也加更有利。因此，即便如新聞網站此種

高度在地化、握有高流量的內容網站，仍難以與 Google 聯播網或

Facebook 平台做抗衡。 

「大概新聞網站會是臺灣的那些網站裡面算是數據量算是比較大的，新聞網站，

應該說在臺灣做得所有的內容網站新聞網站的流量或者是他們的數字應該是會

大於做 OTT 的平台。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於說新聞網站通常又是不用訂閱的，

除了蘋果最近，但是蘋果一訂閱之後，流量少了，剩十分之一，剩十分之一，馬

上瞬減。所以其它的一些新聞網站就暫時不敢做訂閱，那可是大部份的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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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造訪的方式，你有去過東森新聞你會留資料嗎？你不留資料的，現在你真的

會有辦法強迫你或者是你自己心甘情願去留資料的網站大概沒有幾個，Facebook

你可以去留資料，Google 你去留資料，Apple 用它的手機，你就要去留資料，玩

遊戲你要留資料，因為你要課金。其它你真的想不出有幾個網站你想去留資料的，

可是他只要沒有留資料，他只是去造訪，他只是造訪，可是他不需要註冊，你就

沒有資料，所以我覺得它就是現況，就是變成說因為臺灣現在大部份包含新聞網

站在內的商業模式，都是很仰賴所謂的 Google 聯播網或者是臉書的整個架構，

其實我們真正撈到的數據其實都不夠多的。」 

2. 未來展望 

(1) 國內廣告商的應對與轉型 

在 Google 與 Facebook 瓜分數位廣告市場主要營收的情況下，在

需求端，如國內數位廣告業者，則朝各自可能的利基市場發展。一種

是以提供客製化廣告的技術為主，如 VMFive、OneAD 等公司，由於

Google 聯播網的廣告播送方式有限，因此此類提供技術的業者可提

供業主更多的選擇；另一種則是協助網站銷售其數位廣告的版面，如

傑思愛德威。也有些數位廣告公司採取兩種服務兼做的商業模式。 

「有一種類似這種數位廣告的技術公司，他會幫一些公司提供客製化的廣告，因

為每一個內容網站他可能會有自己的規格，除非你是套那個 google 聯播網，

google 聯播網大概就是兩種，一種就是影片給你看，廣告給你看，在那個很難點

的地方。對，然後所以有一些網站就會自己去做自己的廣告規格，比方蘋果他就

有自己的規格，他們就有他們自己廣告的規格，有的是影音的，有的是文字的，

有的是那種我們叫 Pop up，那種彈跳式窗的，有的是蓋台的，那這種東西就變成

說就有一些類似這種數位廣告技術公司，會幫不同的公司來做一些這種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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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說像 VMFive，然後比方說像 OneAD，這些就是一些比較提供技術的公司，

那有更多的數位廣告公司是提供，他們可能不提供技術，他們提供的是銷售。就

譬如說你的廣告規劃出來的板塊之後，我幫你賣，賣客戶，那這樣的公司可能就

更多，像我們自己的公司，我們自己的公司有投資一些叫原生的數位廣告，就在

我們樓上，這種公司很多了，像我剛剛提到的什麼傑思愛德威什麼，他們也都是

提供數位，應該說現在有更多廣告公司其實是他既有提供技術，幫你這個做

content 的公司規劃你的廣告版面，他同時也幫你銷售，那這樣的型態其實越來越

多。」 

對網站經營者來講，廣告版面的應用有套用 Google 聯播網和自

行開發兩種選擇，前者的好處是不用自己與廣告商聯繫，後者的好處

則是毛利較高，NMEA 認為目前的情況通常是兩種方式兼做。 

「你套 google 聯播網跟自己做各有優缺點，第一個如果你用 google 的聯播網，

你自己不用跑客戶，他會塞給你，可是壞處是他的毛利就比較低，因為 google 要

賺。那如果你用自己的版面好處是你可能毛利就很高，都是你自己的，可是你沒

有流量，你如果沒有量，客戶就不會下，所以他各有優缺點。所以通常大部份臺

灣的網站是兩者都有，它的網站裡面同時也有用 google 的聯播，但是同時也開

發自己的版面。」 

此外在傳統廣告市場營收下滑、數位廣告由 Google、Facebook 占

有大部分收益的情況下，國內的大型廣告代理商也開始進行轉型。過

去電視內容製作與廣告製作是由不同公司進行，但大型廣告代理商為

了進一步掌握媒體，以類似垂直整合的方式，採取跟電視臺買時段，

自行製作電視節目與販售廣告的營運策略。 

「說除了數據分析以外，整個在臺灣做內容的人會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連廣告



64 

 

代理商的地位都會不保。所以現在開始有一些大型廣告代理商，開始也都跳出來

自己要做 content，比方說臺灣有一大，就是電通集團，很大的廣告公司，他們現

在自己開始也投資，以前廣告公司是不會做節目的，比方說以前電視台，電視台

提供電視台的時段，電視台會找製作公司來做《康熙來了》，《大學生了沒》，然

後裡面就有廣告時段，電視台業務就去賣廣告，所以大概就是這個結構，就是電

視台自己供有硬體，供有軟體，就把軟體委外給別人來製作。現在是變成說廣告

公司現在自己去跟電視台買時段，自己花錢做節目，廣告自己賣，電視台只有分

到時段費，但廣告公司自己可以做全部的事情，理由在於說廣告公司也會覺得說

我自己如果沒有 own 有媒體，own 有時段的話，我一定會什麼都沒有。」 

(2) 集團整合與 O2O 銷售 

至於在供給端，如內容網站經營者，則可以看到朝集團化整合方

向進行的例子。整合後除掌握更多數據、形成範疇經濟外，也有利於

多邊市場的開發，進而拓展新的商業模式與營收來源。例如 NMEA 於

訪談中提及的 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到線下，以下簡稱 O2O）

模式，線上、線下的數據蒐集、預測與銷售布局。 

「我覺得最理想的是任何公司現在想的其實都是你在線上要到的數據的行為分

析，都還可以導入線下消費，然後他已經變成是一個就是一個怎麼講？O2O 的概

念，就是變成說你在線上可以要到數據，但是這個人在線下消費的時候，你也可

以去做精準的分析。同樣其實很多公司在線下都在布局，線下公司其實也都會有

一些要到數據的地方，比方說亞馬遜什麼開書店什麼，也都會在線下收集數據的，

阿里什麼也都是的。然後線下要到的數據，同時他回到線上的時候，他同時也可

以做消費的，他已經變成是一個真的是一個生態圈，而且是個線上加線下的概念。」 

本次受訪的 NMEA 理事長，同時也是酷瞧新媒體執行長的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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駿，提及酷瞧與所屬的橘子集團之未來發展方向便是朝向集團整合進

行，其以騰訊為例，遊戲做為集團營收主力，透過交叉補貼的方式發

展諸如行動支付、通訊軟體、電商、影視內容等服務，串連成自有的

生態系與平台，以掌握更大量的數據提高整體的營運效率。 

「我們（註：Gamania 橘子集團）是比較想要做像騰訊的事情，因為騰訊也是先

靠遊戲賺到錢，然後開始做了微信，然後開始用微信去把很多人串連在一起做通

訊，然後在微信上面套了很多的一些小程序，做非常多不同生活情境的運用，然

後到線下透過微信支付去付錢，然後把整個網串起來，就賺了這麼多錢。當然其

實我們是比較希望做這個形式，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幾年會開始投資非常多不同的

行業，然後我們也做行動支付，然後我們也做了 IM 通訊軟體，很大一個理由就

是我們想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所以對我們來講其實這樣的大數據才有意義。」 

3. 政策與法規調適建議  

(1) 業者整併將是趨勢 

順應集團化的趨勢，NMEA 認為接下來網路業者間會有更多的

合併發生，在資料串連之目的下，企業間文化整合的問題也相對較小。 

「我覺得不管是臺灣或者是國外，其實不斷的併購不斷的整併，他一定是趨勢，

早年你說以前傳統工業的年代，鴻海很大，然後廣達很大，他會合併他，在以前

是很難的，以前他有很多文化問題，細節文化。可是現在網路公司我認為合併是

容易很多的，就資料庫大數據。」 

因應這樣的趨勢，NMEA 認為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應扮演類似數

年前金管會的角色，協助進行內容業者、平台業者、及電信業者之間

的整併，透過集中資源的方式，對抗國外大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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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臺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臺灣十幾年前因為有非常多的外商銀行來臺灣

要開始大張旗鼓說，所以金管會出來要求臺灣的銀行整併，整併成幾家金控，讓

他們大一點來抵抗外面的敵人。這個事情我覺得他就是應該要讓現在的內容業者

重新回來做這個事情了，你就明明知道國務的 OTT 那麼大，國外的網路公司那

麼大，臺灣公司那麼分散，那電視台是應該要並一併，電信公司搞不好也要並一

併了，更不要講到那麼小的網站了。那些公司如果帶頭並一併才有能力去有更多

的，不管是人流、金流或者是資本去做更大的收購了，要不然其實真的臺灣大概

就是輪為就是外商大家的那個盤中飧這樣子，沒有別的選擇，臺灣在這一盤局裡

面的角色其實以後就是當影評人跟觀眾了，那沒有別的角色。」 

4. 產業鏈與價值鏈 

(1) 數位廣告產業鏈 

數位廣告之產業鏈樣貌可參考下圖，整體運作流程主要是擁有瀏

覽量的內容網站、內容平台，或媒體網站等出版商，透過 Ad network

整合，或直接於出版供應方平台（SSP）管理自己的廣告版位。另一

方面，廣告主透過代理商協助廣告操作、投放，而代理商可透過廣告

主服務平台（DSP）進行廣告受眾、投放裝置、通路、以及版位競價

等操作與管理；DSP 亦會與數據管理平台（DMP）合作，透過數據整

合（如 Cookie）得到更完整的投放對象輪廓，方便代理商或廣告主透

過DSP進行精準投放。DSP與 SSP兩方將再透過Ad exchange（ADX）

與即時競價（RTB）過程進行整合，完成廣告版面販售與廣告投放。 



67 

 

 

圖 13：數位廣告產業鏈模型 

資料來源：L.E.K. Insights27、HSIENBLOG28；本研究整理繪製 

 

整體產業鏈中，與資料最相關處為 DMP，也是數位廣告能達成

精準投放的關鍵。如 Facebook 和 Google 等大型平台，由於可掌握更

完整和大量的用戶輪廓，因此對廣告主和代理商而言，選擇其平台投

放廣告將更有吸引力。 

(2) 資料價值鏈模型 

依據 NMEA 訪談所提供之資料，本研究針對國內數位廣告相關

業者所繪製之資料價值鏈模型如下表所示。由訪談內容可知，國內目

                                                      
27 Dan Schechter, Michael Kaufman, Stephen Matthews, Navigating Through the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Ad Tech’s Impact on Digital Advertising , L.E.K, (Nov.15, 2018) 

https://www.lek.com/insights/ei/navigating-through-promises-and-pitfalls-ad-techs-impact-digital-

advertising. 
28 〈數位廣告架構〉，HSIENBLOG，2019 年 3 月 17 日，

https://hsienblog.com/2017/06/25/%E6%95%B8%E4%BD%8D%E5%BB%A3%E5%91%8A%E6%9

E%B6%E6%A7%8B-rtb-dsp-ssp-dmp-ad-exchange-ad-network/（最後瀏覽：2019 年 11 月 5 日）。 

https://www.lek.com/insights/ei/navigating-through-promises-and-pitfalls-ad-techs-impact-digital-advertising
https://www.lek.com/insights/ei/navigating-through-promises-and-pitfalls-ad-techs-impact-digital-advertising
https://hsienblog.com/2017/06/25/%E6%95%B8%E4%BD%8D%E5%BB%A3%E5%91%8A%E6%9E%B6%E6%A7%8B-rtb-dsp-ssp-dmp-ad-exchange-ad-network/
https://hsienblog.com/2017/06/25/%E6%95%B8%E4%BD%8D%E5%BB%A3%E5%91%8A%E6%9E%B6%E6%A7%8B-rtb-dsp-ssp-dmp-ad-exchange-ad-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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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 Google 與 Facebook 佔有大部分市場的情況下，數位廣告業者朝

提供客製化廣告之技術、或協助販售廣告等區塊發展業務，因此與資

料價值鏈中之資料收集、整合、分析等步驟之關聯性較低，主要以應

用資料或技術進行廣告投放為主。 

在相關議題上，整體數位廣告之價值鏈，仍涉及個資法議題。此

外如 NMEA 的訪談中反覆提及之市場集中問題，亦實質影響了目前

國內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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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數位廣告產業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資料價值鏈 

資料收集與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用戶行為資料 
資料倉儲 

資料區隔化 
資料分析 廣告投放 

垂直應用供應鏈 

 出版商、廣告主、廣告代理商、DMP、SSP、Ad network、ADX、DMP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個資法 

 市場集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國際傳播業者數位廣告媒合案例：Comcast Blockgraph 平台 

1. 國外案例概況 

隨行動網路普及、OTT 平台的興趣，全球影視業者皆面臨收視型

態變更的趨勢，廣告業者亦遭遇巨大的衝擊，如前述訪談內容，傳統

的廣告播送，其對目標客群的精準度受到了挑戰。廣告業者渴望得到

更豐富的收視戶資料，以便能更準確且更針對性地進行廣告宣傳，刺

激消費者購買意願。然而數據的取得對於廣告業者來說相對困難，必

須透過第三方服務者提供去識別化之消費者資訊，在應用上較為受限。 

美國電信巨頭 Comcast 為美國最大的有線電視公司，目前已提供

有線電視、網路與電信服務，旗下業務包含 Xfinity 電信與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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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全美無線電視聯播網以及多個有線電視頻道(包括 MSNBC、

CNBC、USA 電視網、NBCSN 等)，握有眾多的會員、頻道、平台、

與網路服務等優勢。Comcast 與同屬傳媒集團的 Viacom 和 Spectrum 

Reach 合作於 2019 年推出 Blockgraph 平台，企圖解決全球電視廣告

業者取得資料的難題。Blockgraph 為媒體業者提供一個身分層，透過

身分層，媒體業者可以收集去識別化的觀眾數據，讓廣告商能夠針對

特定觀眾群投放廣告，而不向廣告商揭露觀眾的個人資料，提高媒體

業者在電視節目經營和廣告營銷的有效性29。 

Blockgraph 是一個點對點的平台，讓參與者可以直接、快速以及

保護觀眾隱私的方式配對廣告公司需要的數據。媒體業者和廣告商能

在安全系統中運行 Blockgraph 軟體以取得觀眾個人數據。30過去，廣

告商和媒體業者要彼此共享數據，要使用 LiveRamp 或 Experian 等公

司來下載數據並執行配對，這些過程複雜又耗時且無效率。31然而透

過 Blockgraph 平台，可讓參與者不需要透過第三方介入直接快速取

得資料。 

                                                      
29  Ana Alexandre, US Telecoms Giant Comcast to Make Blockchain Software Available in 2019, 

CoinTelegraph,（Dec.21, 2018）,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us-telecoms-giant-comcast-to-make-

blockchain-software-available-in-2019. 
30 Ronan Shields, Comcast Is Working With Spectrum and Viacom on a Blockchain-Based Identity 

Solution, AdWeek,（Dec.21, 2018）, https://www.adweek.com/programmatic/comcast-is-working-with-

spectrum-and-viacom-on-a-blockchain-based-identity-solution/. 
31 Ryan Joe, Comcast Unveils Its Blockchain-Based Data Sharing Solution To Power Addressable TV, 

AdExchanger,（Dec.21, 2018） , https://adexchanger.com/digital-tv/comcast-unveils-its-blockchain-

powered-data-sharing-solution-to-power-addressable-tv/.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us-telecoms-giant-comcast-to-make-blockchain-software-available-in-2019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us-telecoms-giant-comcast-to-make-blockchain-software-available-in-2019
https://www.adweek.com/programmatic/comcast-is-working-with-spectrum-and-viacom-on-a-blockchain-based-identity-solution/
https://www.adweek.com/programmatic/comcast-is-working-with-spectrum-and-viacom-on-a-blockchain-based-identity-solution/
https://adexchanger.com/digital-tv/comcast-unveils-its-blockchain-powered-data-sharing-solution-to-power-addressable-tv/
https://adexchanger.com/digital-tv/comcast-unveils-its-blockchain-powered-data-sharing-solution-to-power-addressable-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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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觀眾觀看影音頻道，每年為媒體業者提供了數十億 GB

的資料數據，這些資料數據為媒體業者創造了許多商業價值。

Blockgraph 平台對於不同參與者提供了不同的利益32如下所示： 

(1) 廣告商 

 在電視生態系統中安全的保護消費者數據。 

 廣告商能通過影音投放了解客戶需求 

 可充分衡量廣告的適切性並提高投資報酬率 

(2) 內容發行商 

 可通過平台了解觀眾型態來擴充廣告資源 

 可充分衡量廣告投放後的效益 

(3) 數據擁有者(平台商) 

 通過安全系統保護資料數據，為企業本身提供新的商機 

 增加資料保護機制，不需要任何第三方參與 

(4) 隱私防護 

 Blockgraph 平台安裝於參與者系統上，參與者能通過去識

別化方式將觀眾與其他參與者連結起來 

 參與者的資料數據不會離開該平台 

 平台內分別針對數據擁有者/設備/個人進行權限管理，使

                                                      
32 Blockgraph, https://www.blockgraph.co/#theplatform.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https://www.blockgraph.co/#the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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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能夠了解觀眾偏好 

舉例來說，假設汽車製造商想銷售汽車給潛在的客戶群，委託廣

告商播送廣告，廣告商藉由媒體業者，於 Blockgraph 平台上將觀眾個

人數據轉換成去識別化的 Blockgraph ID，用以得知觀眾類型，接著針

對目標客群投放汽車廣告，使廣告投放更加精準有效率。 

 

圖 14：Comcast 資料應用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於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資訊安全成為企業必須重視的重要議題。

透過 Blockgraph 平台，Comcast 期望能降低對資料數據的安全保存、

個資的隱私防護之擔憂。對於 Blockgraph 後續的規劃，Comcast 期望

能不限於在 Comcast 自家的平台上發展，而能有更多傳媒業者加入，

並在未來能與 Google 等數位廣告巨頭相抗衡。 

2. 與國內案例之比較分析 

隨 Google 占據了全球數位廣告市場中大量的營收，各國既有的

廣告業者和影視生態鏈也努力做出回應與調整。在與 NMEA 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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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到，於需求端，國內廣告商一種是往利基市場的方向走，重

新在產業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藉由資訊技術，專門提供特殊數

位廣告版面的 VMFive、OneAD 等公司，或是以協助販售廣告為核心

業務的傑思愛德威，兩者兼做的廠商亦所在多有。另一種策略則是進

行上下游整合，例如電通等大型廣告公司，已開始向電視臺購買節目

時段，將節目製作、廣告投放一手掌握。無論哪一種策略，皆是在傳

統廣告營收式微、數位廣告面臨 Google、Facebook 強大競爭下的轉

型策略。 

而 Comcast 做為美國重要的有線電視業者與網路業者，已握有相

當程度的平台基礎、用戶資料，與影視內容。Comcast 與其他業者合

作架設 Blockgraph 平台，可視為在數位廣告市場中與 Google 的抗衡。

Blockgraph 平台欲透過去識別化的過程，達成兼具點對點行銷與避開

侵犯個資疑慮的資訊交換服務，以提高數位廣告產業鏈中需求端和供

給端利用的意願。 

由 NMEA 的訪談中可再度確認，資料經濟中規模經濟與範疇經

濟等效應的影響力。無法掌握足夠資料量的平台業者，難以提供更精

準、具吸引力的資訊媒合廣告商進行廣告投放。若要與大型平台業者

直接抗衡，平台業者如何先達到一個具規模的門檻，便成為必須面對

的難題。國內有線電視雖有廣大的用戶，但如何整合亦是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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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彼此之資訊串連與建立整體資訊架構，以及生態系與新商業

模式的建構等，都是需要思索之處。 

（三） 小結：數位廣告媒合 

由 PwC（資誠）針對全球娛樂與媒體產業網路廣告產值的調查報

告33來看，至 2022 年，全球網路廣告市場仍將繼續成長，特別是行動

廣告的部分，臺灣市場的趨勢亦相同。因此如何在 Google 與 Facebook

等兩大業者的市場力搶食此塊市場，無論是尋找當中的利基市場、或

建立自有的平台、生態系統、集團化與不同子公司合作，皆是目前已

可看到廠商已在進行中的策略。但面對資料經濟市場中大型業者的先

行者優勢，如何布局實是個難題。 

此外如同 NMEA 理事長提及之 O2O 銷售，即便數位廣告以外的

市場成長幅度未必亮眼，但線上線下彼此將呈現相輔相乘之關係。電

商侵蝕了百貨業者的市場，但品牌商並未因此放棄實體店面，而是朝

體驗、展示、活動的方向強化品牌印象，期望同步帶動線上線下的整

體銷售。對於國內傳播業者在廣告銷售的思考上，除了如何增加自身

量級對抗跨國大型業者外，擅用地利之便，建立本土業者在 O2O 行

銷上的優勢，或可做為另一條路。 

至於在資料流通議題上，雖然廣告行銷將與個資法相關，但依

                                                      
33 PwC, Global Entertainment & Media Outlook 2018-2022: Internet advertising, 23-24, 

https://www.pwc.ru/en/assets/mediaoutlook2018-eng.pdf (last visited Jun. 20 ,2019). 

https://www.pwc.ru/en/assets/mediaoutlook2018-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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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EA 之訪談內容，缺乏資料的問題恐比資料能否合法流通應用的

問題更大。在下一章各國資料市場產值的數據中也可以看到，比起資

訊業和電信業，媒體與娛樂業在此市場的產值相對較低、成長幅度亦

有限。資料可做為傳媒業者在廣告銷售、提高營運績效的工具，但如

何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產生資料經濟在規模上的正向循還，將

是業者在未來策略選擇上的一大難題。 

四、 傳播業者資料應用案例分析：用戶服務體驗提升 

（一） 我國傳播業者資料應用現況：酷瞧新媒體 

1. 營運現況 

(1) 混合式商業模式 

除數位廣告之議題外，OTT 平台帶來的衝擊與機會，亦是近年來

媒體與娛樂產業觀注的焦點；對此，本計畫與酷瞧新媒體執行長，同

時也是前述 NMEA 協會理長事蔡嘉駿進行訪談，以收集包括酷瞧等

國內 OTT 平台營運業者，其發展策略及未來展貌。談到 OTT 營運，

酷瞧新媒體蔡執行長認為可分為兩大類型，分別是由平台提供內容的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PGC）形式，以訂閱制做為商業模式，

如 Netflix；另一種為使用者上傳內容的 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

模式，類似過往的 Web 2.0 的平台，以廣告做為主要商業模式，如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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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系列的 OTT 大概是兩個最大的平台，一個就是 Netflix，一個是 YouTube，

那兩個其實走的是背道而馳的商業模式，因為兩個人的內容、供應方式也是背道

而馳。Netflix 我們叫做 PGC，就是 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就是職業專

業提供內容者，那 YouTube 我們叫 UGC 了，User Generated Content，他是由使

用者自己提供內容，他平台本身不給內容這樣。所以就形成大概這兩大陣營。」 

PGC 和 UGC 兩種不同的商業模式，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生態鏈，

進行影響對於數據資料的運用方式。UGC 模式的 YouTube，主要透過

數據分析去推播數位廣告，如前一段之內容所述。而 Netflix 則不依

賴廣告收入，數據分析用於本身的推薦系統，以強化使用者對平台的

黏著度為主，詳細內容可參考本段落後段針對 Netflix 探討的部分。 

「兩者其實就形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生態鏈，以及兩者對於數據有不同的依賴性

跟運用程度了。」 

雖然 YouTube 和 Netflix 可視為 PGC 和 UGC 兩種商業模式的極

端，但實際運行上，YouTube 也推出過可略過廣告的 YouTube Premium

付費方案，不過尚未在市場掀起熱烈反應。酷瞧新媒體執行長認為，

臺灣的 OTT 平台目前以混合制居多，主因在於市場規模較小，多數

業者不敢僅只經營一種模式，但其也認為就現況來講，亦沒有營收上

特別突出的國內 OTT 平台。 

「臺灣大部份的 OTT 平台其實基本上大部份都是使用類似 YouTube 的模式去賣

廣告的，或者是說應該是說使用 hybrid 的模式，是兩者都做得，為什麼兩者都要

做？因為臺灣其實市場很小，沒有人敢只做一種模式，但通常這兩種模式都有做，

但是兩者其實也都沒有辦法在市場引起很大的攻城掠地，就是變成說有人賣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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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訂閱，有人都做，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都沒有聽說過有哪一家公司做得特別

好。」 

(2) 建立平台所需的大量內容投資 

延續酷瞧執行長認為國內市場規模不足的問題，建立影視 OTT

平台所需要的大量投資則讓情況更顯艱難。在平台的建置與營運上，

必須要針對平台資訊架構與內容進行相當的投資，酷瞧執行長以國外

業者如愛奇藝、騰訊、迪士尼，與 Apple 為例，舉出這些大型平台業

者在內容投資與收費設計上嚴重不對等的情形，讓財力相對沒那麼雄

厚的國內業者必須面對量級不對等的競爭。 

「要有平台要有兩件事情，一個你必須要有很龐大的資訊架構什麼，第二個是你

要做很多內容。你知道我所謂這種國外大的平台是花多少錢在做內容嗎？那個已

經不是中華電信可以 cover 的。就是好，我們講最小的好了，比方說愛奇藝好了，

愛奇藝其實一年在做內容這個事情上面，愛奇藝一年的內容製作費大概是 3、4

百億人民幣，1000 多億台幣在做這個事情，騰訊大概是它的 double，Netflix 是

150 億美金，台幣 5 千億，那之後還有迪士尼，還有這些公司。當這麼多公司相

競做這些事情，他一個月只跟你收，好像那個算最貴的了，台幣跟你收 300 多，

已經算最貴的了，迪士尼跟你收 7 塊 99 美金，台幣算起來大概 200 多，Apple 只

跟你收 5 塊美金，4.99，而且買手機還送一年，當這些公司用這麼大量的內容，

製作這麼精美的內容跟你做這麼便宜的東西，臺灣公司怎麼辦？」 

例如 PGC 模式的代表 Netflix 以搶食消費者娛樂時間為目的，投

資大量的原創內容後，選擇以一季一次全部上架的方式進行播映，酷

瞧執行長認為此模式雖然可能被認為成本花費太高，但也達成了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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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市場現況、改變消費者收視模式的目的。 

「你看 Netflix 上來之後，他用什麼方式在破壞這個市場？他花了 5 億、10 億的

錢，拍了一季的劇集 10 集，一天把它播完，他為什麼敢這麼做？如果是臺灣公

司這 10 集我大概每天播，天天播，不斷重播，然後讓他這個錢效益可以撐到最

大，他一天就把它播完，為什麼？因為他明天還有新的，你就被他嚇死，你覺得

哇，他根本就，就是這個方式是非常可怕，當然現在又有開始有人在唱衰說 Netflix

這個模式會不會太燒錢？可是不管你會不會覺得它太燒錢，可是那個是他公司本

身要去負擔營運的問題，可是對 user 來講，我們已經習慣這樣的方式。」 

相對而言，國內 OTT 平台數量雖多，電信業者、傳播業者也多

有投入，但酷瞧執行長認為現階段多是以買片播放的模式，缺乏原創

內容的投資，進而失去對原創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掌握能力，

未來也將面臨上游內容供應商自架 OTT 平台後的市場競爭問題。而

在平台規模小、缺乏足夠數據的情況下，難以就諸如原創 IP 等可自

行掌握的資源進行更有效的配置，如發展商品授權等多邊市場，以提

升本身的獲利空間。 

「臺灣變成說大家都買片來播，你從中華電信到遠傳，到 myvideo，都買片來播，

都買片來播有幾個問題，一個是你對臺灣生產內容的製作方沒有幫助，你對這些

導演是沒有貢獻的，你就買片來播，這是一個。第二個更大的問題就是你以前買

片來播，這些影片 IP 的 owner，現在一個一個都要自己做 OTT 了，他不會賣給

你了。就是迪士尼都不賣給 Netflix，他要賣給你，你是拿多少錢要跟他賣？這是

問題。然後華納兄弟也要自己做 OTT，大家都要自己做 OTT，所以只要 own 有

IP 的人，都會想說因為我 own 有 IP 了，然後我必須要有數據，我必須要有數據

我才直接跟他做溝通，不管是賣廣告，做電商，賣周邊商品，我才能直接跟他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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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可是這種東西臺灣公司也懂，可是你沒有國外那種大型的市場來支撐你這一

塊。所以我覺得這是現在會變的比較麻煩一點的問題。」 

(3) 以原創內容帶動平台成長的侷限 

酷瞧新媒體為有持續發展臺灣原創 IP 的 OTT 平台業者，已有諸

如<深藍與月光>、<可惡！把我的青春還給我>等作品。酷瞧執行長表

示過去也有考慮採類似 Netflix 的形式做獨家內容，但因為臺灣市場

規模和平台本身流量較小的關係，獨家內容無法提升足夠的流量去幫

助賣廣告。目前酷瞧原創作品亦已有上架其他 OTT 平台，近期如<可

惡！把我的青春還給我>有上架日本 NTT Docomo 營運之 OTT 平台

dTV，此外亦可看到其他臺灣原創 IP 如公視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

子>已上架 Netflix、<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架 Catchplay。酷瞧執行長認

為原創 IP 於不同平台上架賺取版權費或點擊分潤，而非做為 OTT 平

台的獨家內容，是為臺灣目前銷售原創 IP 的現況。 

「我們以前想做獨家，可是問題是我們獨家的話就變成說一樣的道理，因為你量

很小，你做獨家吸引到不到夠大的量來賣廣告，那你只能拿去賣給別人賺授權費

了，它就是一個問題了。臺灣的市場如果夠大，就變成說你當然就可以，當然也

有可能是我們拍的東西的質不夠好，不夠是一個很大的大型的作品，讓人家願意

把流量提上來你這邊看。我覺得都有很多的可能性了，對，但是就是說在臺灣你

現在幾乎是你做一個內容，你不太可能只放你自己的平台放，《與惡的距離》那

麼好，公司就獨播嗎？他不是一樣也賣給 Catchplay，到處去賣，希望可以盡量

回收，這是臺灣的現況。」 

然而不僅是臺灣製作的原創 IP，即便是規模大的國外業者如愛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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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或 Netflix，考量到拍攝成本相對於訂閱與廣告的收益，透過臺灣市

場的營收能打平內容投資的成本恐仍屬困難，顯示此產業目前面臨之

巨大難題。 

「Netflix 其實他們只做訂閱，他們臺灣這邊其實也從來沒有公佈過他們的準確數

值，那我自己估計頂多就是十幾萬訂閱戶了，我評估啦。那好，另外一個臺灣比

較大的 OTT 其實就是愛奇藝，但是愛奇藝它是合法非法的問題，這個有待 NCC

跟陸委會解釋，這個我們就不去管。但是愛奇藝據我知道，他們的訂閱戶大概了

不起就是十幾萬付錢，他們收更便宜，他們收更便宜，然後他們賣廣告，應該說

臺灣愛奇藝他一年的營業收加起來可能連賣廣告，連訂閱，一年加起來也是大概

是一億多，這個數字其實非常小，你以他們上面提供的內容，這麼多的內容，拍

了這麼多的成本，這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 

(4) 數據應用侷限於輿情分析，缺乏自有的數據 

過去 Netflix 自行揭露其獨家內容<紙牌屋>為透過大數據資料進

行製作上的支援而紅極一時，而國內的原創 IP 是否有透過類似的方

式進行製作？對此，酷瞧執行長認為國內應僅限於網路輿情分析，都

是在諸如 Google 或 Facebook 等國外大型業者的平台上分析公開資

料，而非透過自有平台進行數據解析，較難如 Netflix 般得到更細緻

的結果與洞察，也缺乏對平台的控制權做後續的運作，如配合推薦系

統做相關之推播。 

「我覺得你與其說，我覺得那個東西都是被過度解讀了，用到輿情的分析是一定

有的，那是兩件事情，輿情分析是你去臉書爬文，你去 google 搜一下東西，然後

去搜出一些網路聲量，像關聯的一些熱文字什麼，可是那個數據是別人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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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公司很多元你知道嗎？就是有很多類似網路溫度計這種數據，那個是分析別

人的數據，又是分析你家公司自己的數據。所以這個如果有大數據分析的話，那

當然就有很多人在做了，有很多在做很多，政治人物也會做輿情分析，就是一樣

的道理。就是說我今天拍一個戲，可是我去臉書爬文，我去 google 爬文，爬出來

之後看看現在大家流行什麼東西，我來做，這比較有可能。可是你說我從內部的

資料庫去分析，那你公司拍過的東西，你怎麼去分析？對，所以我覺得這是解讀

問題了，但是的確現在有很多公司會去找一些數據調研公司去分析別人的數據，

就是以 Facebook 跟 Google 為主的數據，而不是自己的數據，這種很多。」 

至於原創 IP 在 Netflix 上架的情況，依據酷瞧執行長所述，製作

公司僅能拿到版權費，無法獲知相關的數據，也就無從進行更多的資

料分析與應用。 

「Netflix 把數據看得跟什麼，看得比命還重要，他不會給任何人，也不是只有

Netflix，大部份的這些內容公司都不會提供給供應商，我就給你錢（註：版權費）

就好了。」 

… 

「他們（註：Netflix）又是外商，他們的數據我們是很難分享，而且我說我們找

網路大的公司去分析他們的數據，應該講，我講錯了，不是分析他們的數據，是

分析他們上面的內容跟貼文，不是分析他們裡面的拿不到的資料。」 

2. 未來展望 

(1) PGC 商業模式的侷限與擴展營利空間的策略 

Netflix 做為 PGC 商業模式的代表，靠著對原創 IP 的投資和數據

分析的應用，已於全球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用戶數和知名度，但 Netflix

巨額的原創 IP 製作成本能否從訂閱費回收也成為眾人觀望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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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瞧執行長認為，Netflix 在全球的擴張中已遇到阻礙，在進入如中國、

印度等市場的回收並不如預期，而這可歸因於在地文化與用戶付費習

慣的問題。也因此 PGC 的商業模式亦受到檢討，部分中國 OTT 也採

取訂閱與廣告混合制的模式，甚至加上如 Donate 等機制，盡可能開

發營收來源。 

「這是另外一個功課，另外一個大問題，就變成說 Netflix 的發展形式是不是已經

走到盡頭了這件事情，我覺得我自己的看法是，因為變成說你今天做內容到底你

是應該要收廣告，還是做訂閱？還是兩者都做？中國是兩者都做，你去看中國的

各種網站的話，就給你一個感覺就是那個界面做得有多花，為什麼那麼花？因為

它什麼都要賺錢，廣告也要賣，訂閱也要付，還有彈幕，彈幕然後還有 donate，

什麼都要賺錢，為什麼？因為錢很難賺，因為中國人不愛付錢，我沒騙你，臺灣

人也不愛付錢，這個是民族性問題，美國跟日本比較愛付錢，他們比較守法。所

以你看美國內容網站這種網站都很簡潔，甚至連廣告都沒有，因為他們可以收月

費。那 Netflix 一開始當然是靠這個方式就讓它做起來，就很簡潔，要看東西不會

被干擾，可是它開始遇到的問題是它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不是美國，要像美國一樣

愛付錢，他遇到很大的干擾。」 

面對訂閱戶數量成長的停滯，在不輕易變更既有訂閱制模式的情

況下，酷瞧執行長認為 Netflix 正採取類似迪士尼的路線，以握有的

原創 IP 進行商品授權的方式，增加不同的營收來源，例如旗下<怪奇

物語>與運動品牌 Nike、平價時尚品牌 Pull&Bear 的合作。反過來說，

近期大動作切入影視 OTT 平台的迪士尼，則是期望擴大手上原創 IP

的影響力到網路影視的市場，強化原創 IP 在年輕族群的知名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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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既有的授權商品、遊樂園、展演活動等營收來源。 

「當他（註：Netflix）的訂閱戶的數字停滯了，當他的訂閱戶的數字停滯了，然

後可是他又不敢賣廣告來增加收入，因為怕會員跑掉。可是後繼者一家比一家大

家都出來，他內容其實又不能停，他怎麼辦呢？我認為他其實開始有想到其它方

面去，比方說因為他跟迪士尼是兩家非常清楚的一個線下的梟雄跟線上的梟雄，

現在進入到一個死亡交叉的最大的期間，變成說各在搶各自做得事情，比方說

Netflix 開始出來搶做線上的理由，我也認為迪士尼 Disney 短期我不會覺得它會

賺錢，但是我認為迪士尼自己本身一定知道短期不會賺錢，不然就不會收那麼便

宜了，可是為什麼他偏要做呢？他要數據，他要這些數據他以後可以做更直接的

銷售，甚至於就變成說他必須要培養這些年紀，因為現在既然我們都同意年輕人

已經不看電視，年輕人可能連電影院進去的機會也越來越低，可是迪士尼要賣玩

具，他要進樂園，他還是要培養新的一些觀眾對他的忠誠度了，他一定要做 OTT，

他要培養新時代的人對他的依賴度，所以他短期賠錢還是要做。可是 Netflix 它反

過來我認為它開始在想要做授權商品這一塊，變成說比方說他從今年暑假前開始，

他們底下那個怪奇物語就開始跟很多公司在做合作，跟 Nike，跟柯達（註：應為

跟平價時尚品牌 Pull&Bear），跟什麼做合作。他們開始嘗試，他們也在做遊戲，

他們也開始嘗試想要介入這一塊的事情。」 

但酷瞧執行長也指出 Netflix 在發展授權商品上可能會遇到的問

題，由於 Netflix 原創 IP 的屬性並不像迪士尼，其受歡迎的劇集如<

毒梟>，多偏成人向、而非闔家歡樂型，這將影響適於商品化的選項

和目標客群的大小；酷瞧執行長認為這情況也讓 Netflix 於近年選擇

跟日本動畫公司進行更多的合作，以擴大授權商品的選擇範圍。進一

步來講，這也交織出內容提供者與跨國大型平台業者合作模式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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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性。 

「只是變成說 Netflix 如果要做商品，會有一個問題是 Netflix 現在既有的 IP 跟大

家喜歡看 Netflix 的東西又是比較暗黑的，暗黑的東西就不太適合是來做產品，跟

迪士尼這種歡樂 Q 版的適合印在體恤上面不太一樣。所以這個是 Netflix 比較另

外一個功課，就變成說你的 IP 毒梟很好看，那你要賣什麼？賣古柯鹼，就是他

的問題就在於說他現在 IP 很適合大家看，很適合大家追劇，可是那些東西辦案

的毒梟的黑社會的東西真的可以做商品嗎？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Netflix 另外一道

功課，就有點說他應該也知道他要 IP，他要商品化，可是他既有的原創路線又不

太適合商品化，所以他這一兩年其實也開始把觸角伸到日本做動漫，他們開始跟

很多日本動漫公司合作，開始買下很多動畫的版權，我認為這個也是在幫他們的

IP 想要做周邊商品做發展，我認為。所以其實所有線下很厲害的公司跟所有線上

很厲害的公司，現在開始都進入到一個要去對方的客場打仗的狀況，就是我的比

方說線上這個主場是 Netflix 的，但迪士尼要習慣去他的客場打這個事情，相對的

線下這個事情是迪士尼的生意。」 

(2) 朝向內容提供者的角色 

在國內缺乏足以跟跨國大型平台業者抗衡的 OTT 平台的情況下，

身兼 NMEA 協會理事長的酷瞧執行長，目前傾向鼓勵國內的內容提

供者多與國外平台業者合作，由國外平台業者出資協助臺灣內容業者

製作內容。其認為，雖然是幫國外平台拍片，但仍有助於活絡臺灣影

視產業，亦有向國際發聲的效果。 

「我不用引，他們（註：境外 OTT 業者）內容就會進來，可是我引的是變成說我

希望他跟臺灣的業者多一些交流，要不然其實我望他們可以多用一些臺灣的團隊，

多投資一些臺灣的內容，因為他們投資的錢比較多，我們才能拍比較像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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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我覺得這是重點，然後再者那當然也有一些業者會反彈說臺灣的公司去幫

Netflix 拍片，以後去幫迪士尼，幫 Apple 拍片，這樣我們跟鴻海有什麼差別？我

自己覺得是這跟紅海一樣有錢，那個不好，這是一個。第二個是不一樣，鴻海幫

Apple 代工他的手機，後面的 logo 只有蘋果，不會有紅海，可是問題是我今天幫

Netflix 拍片，我用的導演是臺灣人，演員是臺灣人，後面出現的都是臺灣人的名

字，拍的場景是臺灣，哪裡有不好？到底哪裡有不好？就是用老外的錢上他的平

台，一下子讓 200 個國家看到臺灣的東西，臺灣的明星，臺灣的場景，然後讓那

些人願意來臺灣這邊消費，哪裡有不好？」 

 至於酷瞧目前自身的定位，執行長認為酷瞧正轉型成內容提供者

的角色，並朝與國外業者合作的方向進行。同時因為酷瞧屬遊戲橘子

集團的一員，在創作策略上，也盡量朝可遊戲化的方向進行，強化原

創 IP 的價值，也增加投資回收的機會。 

「我們現在是比較慢慢在轉型成一個提供內容的角色，可是我們現在都是跟國外

公司在談，然後我們現在做得內容其實都希望它其實是可以發展成遊戲的內容，

因為遊戲還是比較有可能賺到錢，單純拍一個影視作品比較難變現，影視作品如

果有被遊戲化，他就比較有可能可以賺到錢。」 

3. 政策與法規調適建議 

(1) 由電信業者建立國內 OTT 平台 

就資料市場的經濟學觀點來看，大者恆大成為易於預見的趨勢，

酷瞧執行長也認為未來仍會有更多的科技公司、大型網路公司併購傳

統娛樂公司、或是握有原創 IP 的公司，例如 Apple 或 Google 併購

Netflix 以強化自身影視 OTT 平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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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覺得說有沒有可能產生更大規模的併購案在這幾年發生，我是覺得非常

有可能，那未必是 Apple 買 Netflix，有可能 Google 現在來買，可是應該說這些

公司能夠買的等級大概就是那幾家了，沒有什麼好選的，但是我認為應該會有更

大的併購案會出現，因為這幾年這些大型網路公司內容公司的併購一個比一個大，

你可以看到其實無外乎都是一些科技公司併購了傳統娛樂公司以及 own 的 IP 的

公司不斷的交互合併合併合併，簡單講就是 10個小併購變成一個大併購了這樣，

就這麼簡單。那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東西只會更快，更明顯。」 

在面對跨國大型業者可能創造更大的規模經濟的威脅，酷瞧執行

長以近期韓國 SK telecom 與三大電視網 KBS、NBC、SBS 合作設立

OTT 平台為例，認為透過電信公司握有的資訊量與資訊架構能力，搭

配握有片庫、原創 IP，和內容生產力的業者，將有更大的機會成為具

競爭力的 OTT 平台。 

「前幾天韓國有一個新聞，韓國最大的電信公司 SK telecom，他出面跟韓國的三

大電視網，KBS、NBC 跟 SBS 三家合資開了一個新的 OTT 公司，我覺得那個才

叫做 OTT 的，他們真的是變成，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對的組合，當然未來會怎麼

做，我不清楚，但是目前看是對的組合，就是有一個最大的電信公司，他手上握

有最大量的人流、物流、資訊流，他又同時接了三個能夠做內容最大的韓國電視

台來做，等於說他從內容生產端，然後到一些 IP 的持有。因為做 OTT 你需要一

個龐大的片庫了，你要有片庫當支撐，再開發很多新的原創內容，才有辦法成就

的是一個好的 OTT。」 

對此，酷瞧執行長認為其過去已不斷呼籲如中華電信等國內電信

業者，去進行類似的 OTT 平台的建構，而非缺乏原創 IP、以其他業

者授權為主的影視平台。酷瞧執行長認為有競爭力的 OTT 平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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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依靠夠多、夠吸引力的原創 IP，建立自身的獨特性，才能有足夠的

平台用戶量，而這有賴不同業者之間的密切合作。 

「我認為是變成說類似中華電信像電信公司都應該去做，都應該想這個事情，台

哥大也是，遠傳也是，可是你問他都會說以往我們做 OTT，我們有做 OTT 產業，

可是他的 OTT 就是他們…就買內容方去，可是這樣的形式他會越來越沒辦法做

得原因是這些 IP 的 owner 他們都要自己做了，他們一樣是買片，就是美商公司

那些公司一直都要自己做。那中國公司 own 有 IP 其實大部份就是愛奇藝，那他

們自己都在做了，那其實你都一直拿別人的 IP，其實你到底要做什麼？然後更不

要講，即便你買得到，消費者怎麼會去想要看同質性這麼高的網站？我在那邊看

也有，在那邊看也有，那你的價值在哪邊？就是現在做內容很重要的東西是你要

有 exclusive 的東西，你要有獨家的東西，你要夠多的量，也要有獨家的東西，這

個其實是他們經營能不能成功的關鍵。」 

(2) 5G 於影音娛樂雲端服務可帶來的助益 

此外對於國內既有的影視平台，如 MOD，酷瞧執行長認為應完

全雲端化，而非採 IPTV 的架構方式，如此在操控上更方便，也才能

吸引到年輕客群。酷瞧執行長認為 5G 有能力在 OTT 平台市場上帶

來更大的助力，提供更優質的觀影經驗，且是與一般民眾更貼近的應

用情境。 

「MOD 他現在會看利用電視的遙控器跟盒子來看就是老人，MOD 第一個它已

經使用夠複雜了，已經夠複雜了，我不認為老人家會用，然後再來就是變成說我

不懂為什麼要透過盒子來看這些內容，現在年輕人要看內容，他手機直接用拋就

可以在拋上面看了，而且什麼手機都可以拋了，而且 5G 之後會更方便，因為連

的更快，以前用 4G 通常會斷線，用 5G 拋，就拋上去就不會斷了，這個東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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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懂，要自己做網路的。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全臺灣現在大家都在講

5G，5G 的運用當然情境很多，當然是說從 IoT 到無人車到什麼鬼一堆，我都覺

得 5G 很多運用的場景其實都還有很多年才會實現，最快一個就是你玩遊戲跟看

影音會變的非常快，這是最直接的了。」 

4. 產業鏈與價值鏈 

(1) 國內 OTT 平台產業鏈 

如前所述，酷瞧新媒體為國內有持續投入原創內容之內容供應商

與平台業者，同時在未來的營運規劃上，除與橘子集團整合形成生態

圈，達成資料共享、O2O 行銷外，也將著重於扮演內容提供者，以發

展可改編為遊戲之內容為主。在此營運方向下，透過酷瞧新媒體提供

之產業鏈模型可看到，其以原創 IP 為出發點，在完成內容製作與發

行後，可朝建立品牌授權或廣告置入之方式獲取營利，亦或於 OTT 影

視平台播放，賺取版權費與點擊分潤；若為自有平台，則平台用戶可

望進一步透過如串連電商服務等形式進行流量變現，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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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酷瞧新媒體之 OTT 平台產業鏈模型 

資料來源：酷瞧新媒體 

 

若為未開發原創 IP之OTT平台業者，則將以取得授權內容為主，

賺取訂閱費、點閱費（如單片租借），或透過聚集流量與用戶資料，

以廣告或串連其他服務之方式進行變現，與酷瞧新媒體之差異主要在

於缺少建立品牌之部分。 

(2) 資料價值鏈模型 

如前述，與橘子集團完成整合後的酷瞧新媒體，可望與橘子集團

旗下其他服務串接，如行動支付、電商、遊戲商城等，形有封閉系統

之自有生態圈，達成資料之範疇經濟；資料價值鏈也將涉及從資料收

集與生產、儲存/整合/組織、分析/處理/行銷/流通、第一手應用/再度

利用等不同過程，透過 O2O 行銷，進行多邊市場之開發。然而就目

前個資法之要求，集團內不同子公司之資料，仍需符合資料收集目的

之規範；此外，集團化與併購雖為近年資訊業與媒體娛樂業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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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代表此市場朝向集中化之情形，不利於小業者進行競爭。 

表 6：酷瞧新媒體預期集團化後之資料價值鏈模型 

資料價值鏈 

資料收集與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平台用戶行為資

料收集 
資料倉儲 

資料分析 

資料視覺化 

廣告投放 

O2O 行銷 

垂直應用供應鏈 

 內容製作者、出版商/發行商、資料倉儲工具、資料分析工具、數位廣告業

者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個資法 

 市場集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在目前尚未形成生態圈之情況下，酷瞧新媒體於資料價值鏈上

受限於流量不足，在自有平台上較難實現如廣告精準投放之營利模式，

亦缺乏與不同服務或市場的串接，達成 O2O 行銷之目的。 

（二） 國際傳播業者使用經驗提升應用案例：Netflix 數據分析應用 

1. 國外案例概況 

前述 PGC 商業模式的重要案例，也是當前串流影音龍頭 Netflix，

由線上 DVD 出租平台起家，於 2007 年展開串流服務。目前企業內部

共分為三大事業群：美國國內串流、國際串流、以及國內 DVD 租借。

國內串流事業群與國際串流事業群的商業模式皆為提供付費會員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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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內容，並收取會員月費做為營收來源，而國內 DVD 租借事業群則

是採取會員月費制方式提供 DVD 租借。依 2018 年報，三事業群營收

分占總體 48.4%、49.3%、及 2.3%34。 

在影音串流服務方面，目前 Netflix 已有超過 1 億 3 千 9 百萬名

付費會員，於超過 190 國提供服務。根據 2018 年初的統計，Netflix

提供的內容數約 15,400 筆，各區域可看到的內容並不一致，如美國於

2018 年可收看到約 5,599 筆內容35。Netflix 亦投入大量資源於原創作

品上，以強化平台競爭力；2018 年約投入 80 億美元，增加 80 部原

創作品，總計 Netflix 平台上已有約 700 部原創內容36。 

娛樂媒體產業之競爭激烈，如 Netflix 於 2018 年報中所述，包含

有線電視及無線電視業者、其他串流影音業者、甚至如電玩遊戲等其

他娛樂內容提供者，舉凡可瓜分消費者休閒時間之娛樂來源，皆視為

可能之競爭者。而 Netflix 之營運目標放在全球會員之成長，如何滿

足既有會員並增加新會員，便成為營運上的重點。 

由於 Netflix 採取月費制與隨選隨看之商業模式，不同於傳統電

視業者有諸如廣告收益、節目輪播等考量，乃透過重量級節目吸引用

                                                      
34 Netflix, 2018 Annual Report, 

https://s22.q4cdn.com/959853165/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2018/Form-

10K_Q418_Filed.pdf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35 Sam Cook, 60+ Netflix statistics and facts stats that define the company’s dominance, Comparitech,

（Mar.14, 2019）, https://www.comparitech.com/blog/vpn-privacy/netflix-statistics-facts-figures/.  
36 Tood Spangler, Netflix Eyeing Total of About 700 Original Series in 2018, VARIETY,（Far.27, 

2018）https://variety.com/2018/digital/news/netflix-700-original-series-2018-1202711940/ 

https://s22.q4cdn.com/959853165/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2018/Form-10K_Q418_Filed.pdf
https://s22.q4cdn.com/959853165/files/doc_financials/annual_reports/2018/Form-10K_Q418_Filed.pdf
https://www.comparitech.com/blog/vpn-privacy/netflix-statistics-facts-figures/
https://variety.com/2018/digital/news/netflix-700-original-series-2018-120271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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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Netflix 在原創內容上更偏向在地化與多元化，平台設計的核心考

量便在於幫助用戶找到想看的內容，這也成為 Netflix 應用數據分析

與發展演算法的重要目的。 

根據消費者研究結果，一般 Netflix 用戶會在 1 或 2 種平台上，

花 60 至 90 秒搜尋內容、瀏覽 10 至 20 筆不同內容後失去興趣37，因

此推薦系統便成為 Netflix 平台如何提升使用者體驗的關鍵。依統計

結果，Netflix 上有 80%的觀看時數來自於推薦系統，而推薦系統在呈

現上包含如 Netflix 平台的個人化首頁，向用戶列出如相關類型的影

片、可能會想看的類似影片、以及客製化影片的圖像等。 

推薦系統的背後乃透過演算法所驅動，透過數集用戶行為，如觀

看的內容、使用設備、觀看時間、觀看頻率、觀看地點等資料，以機

器習之方式建立演算法進行喜好預測，並透過 A/B Test38來持續進行

演算法的最佳化39。 

除推薦系統，Netflix 也透過數據分析來評估作品的效益，其中的

關鍵指標為「每小時觀看成本」，也就是該內容能否在一定成本之內，

                                                      
37 CARLOS A.GOMEZ-URIBE&NEIL HUNT, The Netflix Recommender System: Algorithms, 

Business Value, and Innovation, ACM TMIS (2015). 
38 引述使用者體驗教學網站 Conversion Lab 對 A/B Test 之解釋：「將欲測試的變因或假說分別

做成 A 版與 B 版（甚至 C、D 等版），利用一些工具，將造訪網站的人流隨機均分至兩個版

本，最後選擇目標達成表現較好的版本」。ELSA，〈AB 測試第一次就上手~新手基礎篇〉，

CONVERSION LAB，2014 年 11 月 30 日，

http://conversionlab.co/2014/11/30/ab%E6%B8%AC%E8%A9%A6%E7%AC%AC%E4%B8%80%E

6%AC%A1%E5%B0%B1%E4%B8%8A%E6%89%8B%EF%BD%9E%E6%96%B0%E6%89%8B%

E5%9F%BA%E7%A4%8E%E7%AF%87/（最後瀏覽：2019 年 11 月 5 日）。  
39 〈對大數據理性卻不迷信，Netflix 如何用 AI 顛覆娛樂產業？〉，AppWorks， 2018 年 9 月

3 日，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4034-netflix-ai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6 月 15 日）。 

http://conversionlab.co/2014/11/30/ab%E6%B8%AC%E8%A9%A6%E7%AC%AC%E4%B8%80%E6%AC%A1%E5%B0%B1%E4%B8%8A%E6%89%8B%EF%BD%9E%E6%96%B0%E6%89%8B%E5%9F%BA%E7%A4%8E%E7%AF%87/
http://conversionlab.co/2014/11/30/ab%E6%B8%AC%E8%A9%A6%E7%AC%AC%E4%B8%80%E6%AC%A1%E5%B0%B1%E4%B8%8A%E6%89%8B%EF%BD%9E%E6%96%B0%E6%89%8B%E5%9F%BA%E7%A4%8E%E7%AF%87/
http://conversionlab.co/2014/11/30/ab%E6%B8%AC%E8%A9%A6%E7%AC%AC%E4%B8%80%E6%AC%A1%E5%B0%B1%E4%B8%8A%E6%89%8B%EF%BD%9E%E6%96%B0%E6%89%8B%E5%9F%BA%E7%A4%8E%E7%AF%87/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14034-netflix-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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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用戶觀看時數。這也幫助 Netflix 在符合成本效益的考量上，

投資多元化的原創作品，而非追求大成本與大製作內容。 

整體而言，Netflix 透過資料、洞察、營運及產品等三階段的方式

進行資料加值，如下圖所示。在資料階段，有分析工程師、資料工程

師、演算法工程師、及資料視覺化工程師等角色參與。在資料洞察階

段，參與者包括機器學習科學家、資料科學家、量化分析師、研究人

員（Research Scientist）等。在營運及產品階段，則涉及軟體工程師、

營運分析師、技術專案經理（technical PGM / MGR）、產品經理、主

管等人。此資料加值的過程也被廣泛應用在企業內部各業務上，包括

產品、內容、工作室、財務、行銷、客製化等40。 

  

                                                      
40 Michelle Ufford, Data Science at Netflix - Principles for Speed & Scale [Rev 2019 keynote], (May. 

15, 2019) https://www.slideshare.net/MichelleFUfford/data-science-at-netflix-principles-for-speed-

scale-rev-2019-keynote?qid=8d5e5e59-6dad-44cf-bd91-a76de370dc63&v=&b=&from_search=6 .  

https://www.slideshare.net/MichelleFUfford/data-science-at-netflix-principles-for-speed-scale-rev-2019-keynote?qid=8d5e5e59-6dad-44cf-bd91-a76de370dc63&v=&b=&from_search=6
https://www.slideshare.net/MichelleFUfford/data-science-at-netflix-principles-for-speed-scale-rev-2019-keynote?qid=8d5e5e59-6dad-44cf-bd91-a76de370dc63&v=&b=&from_sear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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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Netflix 資料加值過程 

資料來源：Data Science at Netflix - Principles for Speed & Scale 

(2019)；本研究修改 

 

由於商業模式不包括廣告收益、販售資料財等業務，Netflix 在資

料上的加值與應用僅限於企業內部，目標則在於提高用戶使用體驗和

滿意度，強化付費會員續約與吸引新會員加入的意願。作法上主要包

括透過多元化的原創內容輔以數據化的效益評估，擴充內容庫；同時

藉由推薦系統，幫助用戶快速找到有興趣的內容，避免因為失去耐心

而解除會員。目前我國亦有多家業者投入 OTT 影視平台的經營，如

CATCHPLAY、KKTV 等，其資料應用的方式、對營收的助益等，都

是值得觀察與瞭解之對象。 

2. 與國內案例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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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段落之訪談所述，OTT 平台的營運策略可大致分為 PGC 和

UGC 兩種，營收亦有訂閱制、廣告制、兩者混合等不同的型態。本段

提及之國際案例 Netflix 便為完全的訂閱制，國內業者則以混合制或

廣告制居多，如近期上線的三立 Vidol 便包含免費收看與 VIP 方案，

KKTV 甫上線時雖僅有訂閱制，但目前亦提供含廣告的免費內容收看

服務，以電影為主力的 Catchplay 則屬訂閱制與單點付費制41；本次訪

談對象酷瞧新媒體未提供付費會員方案，平台部分的營收以廣告為主。 

由於商業模式的差異，Netflix 完全將數據分析應用於推薦系統、

原創 IP 開發等應用方式，較不易於國內業者身上看到。但除此之外，

業者間規模的差距，以及目標市場的大小仍決定了投資的量。以占有

用戶所有休閒時間、視其他娛樂活動為競業的 Netflix，將資源投注在

如何讓用戶持續收看之上，為此所投入的單集製作成本、單季影集一

次上架的播放方式，皆讓國內業者難望項背。 

在內容的製作上，如受訪的酷瞧執行長所言，雖然沒有如平台資

料等內部數據可供參考，仍會透過 Facebook、Google 等平台進行輿

情蒐集，國內亦有專門公司接受此類委託產製相關之調查報告。然而

若期望進行更精緻化的資料應用，例如 Netflix 形式的推薦系統、或

                                                      
41 Jocelyn Lee，〈數位時代，KKTV 也走向廣告制──使用者付費在臺 OTT 平台真的走不通嗎？〉，

數位時代，2018 年 3 月 20 日，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534/ott-kktv-business-model（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20 日）。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8534/ott-kktv-business-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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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的原創 IP行銷，在缺乏自有平台與大量數據的情況仍不易達成。

這也促成部分國內業者朝集團化整合的方式走，如酷瞧與遊戲橘子集

團，或是往內容提供者的方向轉型，透過與跨國大型平台合作產製原

創 IP，例如公視近期受國人矚目的戲劇已有上架 Netflix。酷瞧執行長

亦以韓國 SK telecom 與電視網的整合為例，認為國內電信業者應朝

建立具原創內容的 OTT 平台方向進行；然而在目前國內 OTT 平台眾

多，但同質性高且缺原創內容的情況下，建立此類平台可能尚需更多

的協調與努力。 

（三） 小結：用戶服務體驗提升 

由酷瞧執行長的訪談內容可知，影視 OTT 平台在面臨跨國大型

業者的競爭下，最大的挑戰在於產製內容的資本。支撐 OTT 平台的

是內容，而原創內容是做出差別化的關鍵，加上 OTT 平台市場競爭

激烈、流量變現不易，為增加黏著度並吸引更廣泛的用戶，便必須投

入更大量的原創內容開發，也代表持續且大量製作成本的投入。在這

情況下，即便如 Netflix 此種跨國大型業者，其是否能達到穩定獲利

與成長的狀態，亦引發頗多疑慮。 

從 Netflix 的動作中，也可以看到其擴展獲利空間的努力，例如

藉由原創 IP 進行商品授權等，但能否因此擺脫困境，或是如同前一

段落的訪談內容，最終也走上與其他大型業者合併、形成集團化的結



97 

 

果，仍有待觀察。 

透過國外業者的動態反思國內影視 OTT 平台和內容製作的可能

性，目前可以看到幾條路。一種是如酷瞧執行長所言，透過與跨國大

型業者合作，接受資金朝內容供應商的方向走。或是與其他業者合作

集團化，如遊戲橘子與酷瞧新媒體的關係，朝最大化原創 IP 效益（如

發展遊戲、玩具、展演活動等衍生商品）的目標進行。亦或是透過國

內大型 OTT 平台的建置，試圖凝聚資源。 

在這些方向下，與資料流通議題較為相關者應為集團化或建置國

內大型 OTT 平台等情況，也可以預期在跨公司合作的情況下，個資

的蒐集與合理應用範圍仍將是關鍵的問題。而除此之外，集結資源後，

仍需找出自身平台的定位與獨特性，以建立可行之商業模式。數據分

析的結果雖可做為決策支援，但未必可做為決策本身。 

五、 國內通傳業者資料價值鏈與應用概況 

為瞭解我國通傳業者目前資料應用情形與其資料價值鏈，本研究

分別針對資料財與技術財販售、垂直應用場域、數位廣告、自有生態

圈等四種不同之商業模式進行探討，訪談對象依序為中華電信大數據

處、遠傳電信先進智慧交通服務、新媒體暨影視音發展協會（NMEA）、

及酷瞧新媒體。 

首先在中華電信方面，透過訪談可知，其雖有進行如人流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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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財」的販售，但占中華電信大數據處整體營業額的比例並不高，

實際營收多來自於「技術財」的部分，也就是以中華電信自身進行資

料整合和建置資料庫之經驗，承接政府標案、或接受其他業者委託，

賺取服務費用。因此在資料價值鏈模型上，主要參與為儲存/整合/組

織等資料庫建置之過程，前端之資料收集與後續報表產出等較無涉入。 

至於在遠傳電信的部分，本研究針對其有參與之智慧交通業務進

行訪談，可知其主要是透過電信資料與感測器之架設，取代原本智慧

交通系統規劃中傳統資料收集的工作，除在取樣規模上可以較低的成

本達成更高的量，亦能即時產生報表提供所需資訊。因此在資料價值

鏈上，主要參與資料收集與生產、儲存/整合/組織、分析/處理/行銷/流

通等過程，未來亦有機會進一步提供應用諮詢服務，擴展其業務範圍。 

針對電信業者於不同商業模式下資料價值鏈，本研究依訪談資料

匯整如下。監管議題方面，個資法是資料應用與流通上最主要面對的

議題；此外在垂直應用場域中，資料格式的標準化、沙盒機制或實驗

場域等法規鬆綁，亦是業者關注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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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電信業者於不同商業模式下之資料價值鏈 

資料價值鏈 

商業 

模式 

資料收集與 

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技術財

販售 
廠商內部資料 

ELT 工具 

資料倉儲工具 

資料市集工具 

營運報表 

CRM 平台 

財務平台 

廠商內部利用 

垂直應

用場域 
電信數據 

去識別化 

深度學習推估 

OD 表 

資料視覺化 
應用諮詢服務 

垂直應用供應鏈 

技術財

販售 

 ELT 工具商、資料倉儲工具商、顧問業者、資料市集、報表/CRM

平台工具商 

垂直應

用場域 
 交通服務規劃商、設備商、移動服務平台商、軟體開發商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技術財

販售 
 個資法 

垂直應

用場域 

 個資法 

 資料流通標準（如：圖資、編碼） 

 應用環境（如：沙盒機制、實驗場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至於在數位廣告方面，依 NMEA 訪談所述，國內數位廣告業者

在市場被 Google 與 Facebook 近乎壟斷之情況下，改往提供廣告客製

化呈現之技術供應，或協助廣告販售之經營策略為主，因此在資料價

值鏈上，較無涉及前面之資料收集、整合、與分析等步驟。 

而在內容與平台業者方面，本研究以酷瞧執行長就橘子集團與酷

瞧新媒體之未來整合計畫為例，列出在形成自有生態系統後，資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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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鏈之可能樣貌，特別是範疇經濟與多邊市場之形成。 

針對通傳業者於不同商業模下資料價值鏈，本研究依訪談資料匯

整如下。而無論是數位廣告或內容平台，依訪談之內容，除個資法外，

亦可看到市場集中之問題，特別是 Google 與 Facebook 等跨國大型業

者所形成之競爭問題。 

表 8：傳播業者於不同商業模式下之資料價值鏈 

資料價值鏈 

商業 

模式 

資料收集與 

生產 
儲存/整合/組織 

分析/處理 

行銷/流通 

第一手應用 

再度利用 

數位 

廣告 
用戶行為資料 

資料倉儲 

資料區隔化 
資料分析 廣告投放 

自有生

態圈 

平台用戶行為

資料收集 
資料倉儲 

資料分析 

資料視覺化 

廣告投放 

O2O 行銷 

垂直應用供應鏈 

數位 

廣告 

 出版商、廣告主、廣告代理商、DMP、SSP、Ad network、ADX、

DMP 

自有生

態圈 

 內容製作者、出版商/發行商、資料倉儲工具、資料分析工具、

數位廣告業者 

主要涉及監管議題 

數位 

廣告 

 個資法 

 市場集中 

自有生

態圈 

 個資法 

 市場集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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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資料流通及應用政策與推動 

第一節  國際資料經濟市場現況 

一、 美國 

（一） 整體市場 

根據 Inkwood Research 所收集之資料，美國的整體資料市場於

2016 年時為 8,643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已達 11,966 百萬美元；2019

年預計可達 17,079 百萬美元，2027 年將有 55,032 百萬美元，2016 至

2027 年間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18.6%。北美市場包含美國與加拿大兩

國，於 2018 至 2027 年間，美國整體資料市場穩定占有北美市場的 82

至 84%。整體市場概況如下圖所示： 

 

圖 17：2016-2027 年美國資料整體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依 Inkwood Research 的分析，美國的資料市場目前主要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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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政府的專案計畫補助來帶動，並以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國家科

學基金會、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等單位為審核與發放的件數較多。此外 Inkwood Research 認

為金融產業也將為美國的資料市場，帶來可觀的成長機會。 

（二） 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產業 

就個別的產業別來看，於 2016 至 2027 年間，資訊業在美國資料

市場的占比約從 7.7%上升至 8.1%，市值在過去 3 年間，由 664 百萬

美元，上升至 2018 年的 922 百萬美元；2019 年預估可增加至 1,089

百萬美元，至 2027 年可達 4,432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19.2%。 

電信產業在資料市場的市值，占比略低於資訊業，但同樣為微幅

成長的狀況，預計由 2016 年的 7.2%擴大至 2027 年的 7.4%。市值方

面，過去三年已由 626 百萬美元成長至 866 百萬美元；2019 年預估

將有 1,021 百萬美元，至 2027 年可達 4,095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

約為 19%，同樣略低於資訊業。 

在媒體與娛樂產業的部分，近三年約占美國資料市場的 5.8%至

5.9%，2020 年後預估穩定維持在 6%。市值方面，過去三年已由 500

百萬美元，成長至 708 百萬美元；未來估計由 2019 年的 838 百萬美

元，成長至 2027 年的 3,302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 18.7%。就市場

占比與成長幅度來說，媒體與娛樂產業在美國資料市場略落後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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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電信業。美國資料市場三個產業的市值於 2016 年至 2027 年的變

化，如下圖所示： 

 

圖 18：2016-2027 年美國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業資料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三） 資料工作者與資料公司數量統計 

依據 IDC 協助歐盟執委會執行之國際資料應用市場分析報告，

可得知 IDC 對美國資料應用市場中，資料工作者數目、占總雇員比

例、及資料公司數目之估算結果。如下圖所示，美國的資料工作者數

目，由 2014 年的 1,046 萬人，成長至 2018 年的 1,450 萬人，占總雇

員的比例從 7.1%增加至 9.3%，2017-2018 年工作者數目和占總雇員

比例的成長率分別為 4.6%與 2.9%。在資料公司的數目方面，IDC 估

算美國於 2014 年約有 2 億 7,782 萬家，至 2018 年成長為 3 億 894 萬

家，2017-2018 年的成長率為 1.8%。此結果顯示在美國的資料應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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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無論人材雇用或公司創設數量，都呈現增長的趨勢。 

 

圖 19：2014-2017 年美國資料工作者數目、占比及資料公司數目 

資料來源: IDC(2019)42 

 

此外 IDC 於報告(2018)中，認為美國資料經濟之強項，在於無限

量大數據相關之商業分析活動，投資在美國軟體產業於處理大數據和

相關分析的創投金額，從 2009 年的 1 億 5,500 萬成長到 2013 年之 8

億 9,300 萬美元，同時聯邦層級投入可觀之資金於發展高品質之運算

技術與資料導向之相關技術，為確保美國成為數位時代之世界先進國

家奠定厚實基礎。 

二、 歐洲 

（一） 整體市場 

同樣依據 Inkwood Research 的資料，歐洲資料市場於 2016 年至

                                                      
42 Cristina Pepato＆Giorgio Micheletti, THE EUROPEAN DATA MARKET MONITORING TOOL: 

KEY FACTS & FIGURES, FIRST POLICY CONCLUSIONS, DATA LANDSCAPE AND QUANTIFIED 

STORIES, D2.6 SECOND INTERIM REPORT, IDC (2019), 

http://datalandscape.eu/sites/default/files/report/D2.6_EDM_Second_Interim_Report_28.06.2019.pdf . 

http://datalandscape.eu/sites/default/files/report/D2.6_EDM_Second_Interim_Report_28.06.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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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價值，已由 7,508 百萬美元，上升至 10,333 百萬美元，預

估 2019 年達 12,134 百萬美元，2027 年可至 46,235 百萬美元，年複

合成長率為 18.2%。歐洲市場中，英國、法國、德國三國的市值加總

約 55%上下，並以英國的市值和年複合成長率相對略高。整體市場概

況如下圖所示： 

 

圖 20：2016-2027 年歐洲資料整體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Inkwood Research 指出，西歐國家的金融機構已開始投入大數據

的應用，預期供應鏈廠商也將協助更多國家的金融機構一同投入。此

外在過去數年，歐洲的零售市場也受惠於大數據解決方案，得到不錯

的成長。晉升至工業 4.0 的汽車產業也將是大數據應用的重點產業。

此外如德國和法國等地，預期也將投入可觀的資源在醫療照顧產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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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解決方案供應商於此區塊亦有機會。 

（二） 資通訊與媒體娛樂產業 

若就資訊業的部分來看，2016 年約占歐洲整體資料市場價值的

6.8%，至 2027 年將擴大至 7.1%。2016 年的市值約為 512 百萬美元，

至 2018 年增加到 707 百萬美元；2019 年預估可增加至 982百萬美元，

至 2027 年將達 3,305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18.8%。 

歐洲電信業的資料市場價值則與資訊業相當，在 2016 年占整體

市場的 6.8%，到 2027 年約擴大為 7.1%。2016 年約占 525 百萬美元，

至 2018 年上升至 723 百萬美元；2019 年預估達 849 百萬美元，至

2027 年將成長為 3,315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18.6%。 

媒體與娛樂產業的市值相對較低，在整體資料市場占比方面，

2016 年約占 5.6%，至 2018 年提升至 5.7%後，預估至 2027 年皆維持

此一比例。市值則在 2018 年為 418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成長為 585

百萬美元；預估於 2019 年再增加至 691 百萬美元，2027 年達 2,647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18.3%。歐洲資料市場三個產業的市值於

2016 年至 2027 年的變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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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016-2027 年歐洲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業資料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三） 資料工作者與資料公司數量統計 

歐盟執委會於 2013 年即開始調查歐洲境內資料應用市場發展，

執委會委託 IDC 觀察歐洲資料市場發展，IDC 建構歐洲資料應用市

場檢視工具（European Data Market Monitoring Tool）43，觀測整體資

料應用市場，以協助相關政策之評估與修訂。依據歐洲資料應用市場

檢視工具之資料，可以看到歐洲整體在資料工作者數目指標方面，已

由 2014 年的 582 萬人，成長至 2018 年的 723 萬人；而資料工作者占

總雇員比例的部分在近 5 年的變化不大，由 2014 年的 3%略升至 2018

年的 3.4%。資料公司數目方面，則是由 2014 年的 2 億 4,360 萬家，

                                                      
43 DATALANDSCAPE, The European Data Market Monitoring Tool, http://datalandscape.eu/about 

(last visited Sept. 18 ,2019). 

http://datalandscape.eu/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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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為 2018 年的 2 億 8,310 萬家。三項指標於 2017-2018 年的成長

率，分別為 8.4%、5.5%、及 4.2%。 

 

圖 22：2014-2017 年歐洲資料工作者數目、占比及資料公司數目 

資料來源：IDC(2019)44  

 

在 IDC 依歐洲資料應用市場檢視工具針對歐洲資料市場進行第

二次的調查中，IDC 認為歐洲的資料市場和資料經濟呈現正面的發展，

多數指標皆穩定的增長。此外，在 AI 成為近年歐盟政策重點的情況

下，由於 AI 與資料間的緊密關聯，可以預期資料經濟仍將是歐盟政

策中的要角。從全球角度來看，雖然歐洲資料市場與資料經濟的發展

仍落後於美國，但 IDC 認為調查結果仍呈現出歐洲的潛力，同時歐盟

在設立諸如資料保護、隱私權，和公平競爭等標準的努力，也吸引國

際間的注目，並有成為未來各國參考典範之可能。 

 

                                                      
44 Supra no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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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 

（一） 整體市場 

日本的整體資料市場的價值，2016 年約占亞太地區的 24.6%，但

由於成長幅度落後於整個亞太地區的成長幅度，Inkwood Research 預

估至 2027 年將降為 23.8%。在整體的市值方面，日本於 2016 年約為

1,478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增加至 2,148 百萬美元；2019 年預估可到

3,122 百萬美元，2027 年則可達 11,922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21%，略低於亞太地區的平均 21.4%。整體市場概況如下圖所示： 

 

圖 23：2016-2027 年日本資料整體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對於日本市場，Inkwood Research 認為其主要的成長動力來自醫

療照顧的應用及政府的大數據相關計畫，預期可能此塊市場帶來相當

的成長動能。此外亦有公司針對物聯網與製造業開發數據分析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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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Zoomdata 運動 HITACHI INS 軟體開發分析工具，並向多個產業推

廣可進行資料融合的平台。而政府計畫預期能加速不同產業區塊採用

導入大數據應用的速率，也將為整體市創造更多機會。 

（二） 資通訊與媒體娛樂產業 

以產業別來看，日本資訊業在資料市場的占比高於電信業及媒體

娛樂業，且成長幅度更大，在 2016 年占整體市場的 8.8%，預估至 2019

年即擴大至 9.5%，2027 年將占 10.8%。市值部分，資訊業於 2016 年

為 131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成長為 200 百萬美元；預估於 2019 年為

247 百萬美元，2027 年可增加為 1,287 百萬美元，複合成長率為 23%，

高於日本整體資料市場的成長率平均。 

電信業方面，於整體資料市場的占比相對低於資訊業及媒體娛樂

業，2016 年占 5.4%，預估至 2027 年擴大為 5.9%。2016 年的市值為

79 百萬美元，到 2018 年為止約達 145 百萬美元；預估 2019 年將繼

續成長為 177 百萬美元，2027 年則到達 699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

率為 21.3%。 

媒體與娛樂產業方面，在整體市場的占比上，雖高於電信業，但

依據 Inkwood Research 的預估，在市值成長率低於資通訊等產業的情

況下，占比呈現下滑的趨勢，由 2016 年的 7.7%，減少為 2027 年的

6.3%。市值部分，2016 年為 114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為 156 百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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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估計於 2019 年至 184 百萬美元，2027 年再增加為 756 百萬美元，

年複合成長率為 19.3%，低於日本整體大數據市場平均成長率。三個

產業在日本資料市場的市值，於 2016 年至 2027 年的變化，如下圖所

示： 

 

圖 24：2016-2027 年日本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業資料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三） 資料工作者與資料公司數量統計 

同樣依據 IDC 協助歐盟執委會執行之國際資料應用市場分析報

告，在日本市場部分，如下圖，可以看到雖然無論在資料工作者數目、

占總雇員比例、資料公司數目等，雖有所增長，但幅度相對於美國較

緩。在資料工作者數目方面，日本由 2014 年的 334 萬人，成長至 2018

年的 411 萬人，占總雇員比例則由 2014 年的 5.3%增加至 201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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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資料公司數目於 2014 年為 9,592 萬家，2018 年上升為 1 億 510

萬家，三項指標於 2016-2017 年的成長率分別為 1.6%、1.3%、0.5%。 

 

圖 25：2014-2017 年日本資料工作者數目、占比及資料公司數目 

資料來源: IDC(2019)45  

 

IDC 於 2019 年版的歐洲資料應用市場觀測期中報告46中指出，日

本的資料市場在成長率和投資情形等部分，與歐洲的狀況相近，但日

本整體的規模小了一半。日本與歐洲競爭資料工作者與資料公司，但

日本於此兩項指標的成長率皆明顯小於歐洲。日本的經濟也依舊受疲

弱的內需和消費所困，進而減弱資訊科技的支出，限制資料經濟與資

料市場的可能性。 

四、 新加坡 

（一） 整體市場 

亞太地區的資料市場，根據 Inkwood Research 評估的市值，新加

                                                      
45 Id. 
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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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市場的規模約在中國、日本、印度、澳洲、韓國之後，於 2016 年

占整體亞太市場的比例為 4.2%，但由於成長幅度較高，至 2027 年占

比預估可擴大至 4.5%。市值方面，2016 年為 253 百萬美元，2018 年

成長為 375 百萬美元；估計 2019 年達 456 百萬美元，至 2027 年可上

升到 2,269 百萬美元。新加坡市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22.2%，高於亞

太地區平均（21.4%）與日本（21%）。整體市場概況如下圖所示： 

 

圖 26：2016-2027 年新加坡資料整體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Inkwood Research 指出，新加坡在資料市場的特色是做為亞洲的

資料交換中心，包括如 Facebook、阿里巴巴等大型企業已在新加坡設

立資料中心與研究機構。此外政府計畫、學術機構中的資料科學及人

工智慧研究中心、以及對產業領頭企業如 Nvidia、Paypal 的投資計畫，

都帶給新加坡資料市場成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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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通訊與媒體娛樂產業 

相較於電信業及媒體與娛樂業，資訊業在新加坡的資料市場規模、

成長幅度都較大，占比方面，資訊業在 2016 年占整體市場的 6%，估

計至 2027 年可擴大為 7.4%。2016 年市值為 15 百萬美元，2018 年成

長至 24 百萬美元；預估 2019 年將有 30 百萬美元，2027 年可達 167

百萬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24.2%。 

電信業方面，其於新加坡整體資料市場的占比亦呈現上升的趨勢，

由 2016 年的 4.4%，擴大為 2027 年的 5.1%。市值也由 2016 年的 11

百萬美元，增長為 2018 年的 17 百萬美元；至 2019 年預估可達 21 百

萬美元，2027 將至 116 百萬美元，年複合增長率亦高於新加坡整體平

均，為 23.5%。 

媒體與娛樂產業在新加坡資料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占比約維持

在 1.8%。市值在 2016 年為 5 百萬美元，至 2018 年為 7 百萬美元；

預估在 2019 年再成長為 8 百萬美元，2027 年至 42 百萬美元，年複

合成長率為22.4%。新加坡資料市場三個產業的市值於2016年至2027

年的變化，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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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016-2027 年新加坡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業資料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從美、日、新加坡的發展情況都可以看到，政府計畫或策略性的

引導，都在整體市場的成長上扮演要角。而在政府作為方面，除特定

領域的計畫案外（如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補助計畫案），建立開

放資料平台，促進公私部門協力發展資料經濟，也成為近年來各國中

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行動方案之一。以下便針對政府透過推動開放資

料平台或建立育成機構等方式，推動資料經濟之案例，進行整理。 

（三） 資料工作者與資料公司需求 

新加坡於 2014 年公布「智慧國家 2025」（Smart Nation 2025）計

畫，為運用資通訊科技協助新加坡全國（包括政府、企業及民眾）轉

型之戰略框架。2018 年 5 月，新加坡政府延伸「智慧國家 202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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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出「數位經濟行動架構（Digital Economy Framework）」、「數位

政府藍圖（Digital Government Blueprint）」、「數位整備藍圖（Digital 

Readiness Blueprin）」，作為達成新加坡智慧國目標之三支柱（Pillar）。

針對資料市場，新加坡政府亦展現積極的態度，經濟發展局（EDB）

便以成為東南亞大數據中心（Big Data Hub）為目標，對國外廠商進

行招商47。 

根據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於 2017 年提供之資料48，

資料經濟相關產業將可為新加坡增加 10 億新加坡元之產值，新加坡

政府也預備訓練 2,500 名跨學門資料分析專業人員加入此市場。提升

新加坡在此區塊的國際競爭力。 

聯繫新加坡也列出可透過資料應用帶來重大轉型的七大產業領

域和重點項目，分別為： 

 都會服務 

 即時能源標價 

 即時路線最佳化 

 智慧建築 

 供應鏈管理 

 車隊最佳化（Fleet optimisation） 

 網路設計與最佳化 

 多峰城市物流（Multi-modal city logistics） 

                                                      
47 EDB, Singapore’s big ambitions for big data in 2019 (Oct. 23, 2018), 

https://www.edb.gov.sg/en/news-and-events/insights/innovation/singapore-s-big-ambitions-for-big-

data-in-2019.html . 
48 Contact Singapore, Data Analytics Factsheet, 

https://indico.cern.ch/event/393376/attachments/787126/1078945/Data_Analytics_Factsheet.pdf (last 

visited Sept. 19 ,2019). 

https://www.edb.gov.sg/en/news-and-events/insights/innovation/singapore-s-big-ambitions-for-big-data-in-2019.html
https://www.edb.gov.sg/en/news-and-events/insights/innovation/singapore-s-big-ambitions-for-big-data-in-2019.html
https://indico.cern.ch/event/393376/attachments/787126/1078945/Data_Analytics_Factshe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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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零售 

 市場分析 

 情緒分析 

 產品開發策略 

 健康醫療 

 藥物主動監視（Pharmacovigilance） 

 慢性疾病管理（Chronic diseases management） 

 臨床研究 

 金融 

 風險模型與模擬 

 資訊安全 

 網路攻擊預測（Predictive cyber attacks） 

 數位鑑識（Cyber forensics） 

 製造業 

 預測性維護（Predictive maintenance） 

 依使用時數計價（Power-by-the-hour operations） 

在人力需求方面，聯繫新加坡認為三種領域的專業人士將在資料

市場扮演要角，分別為具備統計與演算法知識之資料科學家（Data 

Scientists）、能定義問題和辨識關鍵資訊的領域專家（Domain Experts）、

以及能將資料結構和模型轉換為應用軟體之解決方案架構師

（Solution Architects）。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也已投入相

關人材的培育，並與 Grab、阿里巴巴等公司進行合作，幫助學生了解

業界之運作狀況。 

五、 臺灣 

（一） 整體市場 

依 Inkwood Research 針對資料市場評估的市值，臺灣於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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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總額約為 2 億 1,904 萬美金，占整體亞太市場的 2.5%，落後於

中國、日本、印度、澳洲、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根據 Inkwood Research

的預測，臺灣的資料市場於 2016 年至 2027 年間，可有 22.5%的年複

合成長率，成長幅度高於上述市場大於我國的其他國家；市值也將由

2016 年的 1 億 4,716 萬美元，成長至 2027 年的 13 億 5,005 萬美元。

占整體亞太市場的比例方面，預期可由 2016 年的 2.4%，成長至 2027

年的 2.7%。整體市場概況如下圖所示： 

 

圖 28：2016-2027 年臺灣資料整體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Inkwood Research 認為臺灣在資料市場上的優勢來自於硬體生產

能力和基礎建設，這也讓 Google 和 Amazon 等全球領導廠商在需要

購置伺服器時，選擇跟臺灣合作，同時鴻海、英業達、與廣達，也是

全球頂尖的伺服器製造商。Inkwood Research 也指出臺灣公司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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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雲產業布局，經濟部 SIPA 計畫中也可看到雲端運算相關的補助。

在其他領域亦可看到資料應用的情形，如企圖以區塊鏈解決食安問題

的奧丁丁49，或是與 IBM 合作運用數據分析緝毒的新北市警局50，此

類應用發展也為臺灣的資料市場帶來額外的挹注。 

（二） 資通訊與媒體娛樂產業 

個別的產業表現方面，在 Inkwood Research 的估算中，臺灣資訊

業與電信業於 2016 年至 2018 年在資料市場的市值接近，皆占臺灣資

料市場 6.3%左右的比重。然而資訊業在 2016 年至 2027 年之年複合

成長率（24.5%）高於電信業（23.4%）的情況下，預估至 2027 年，

資訊業於此市場的市值可達 1 億 1 百萬美元，於整體資料市場的比重

將提升至 7.5%，而電信業約將成長為 9 千 2 百萬美元，占比為 6.8%，

如下圖所示： 

                                                      
49 〈樹立食安新標竿，奧丁丁的食品區塊鏈系統「OwlChain」今起上線！〉，INSIDE，2017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405-blockchain-for-food-owlchain（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8 日）。 
50 〈IBM 智慧科技挹注!新北警活用大數據緝毒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2018 年 5

月 15 日，https://www.cic.police.ntpc.gov.tw/cp-2726-44999-28.html（最後瀏覽日：2019 年 10 月 18

日）。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9405-blockchain-for-food-owlchain
https://www.cic.police.ntpc.gov.tw/cp-2726-44999-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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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2016-2027 年臺灣資通訊業與媒體娛樂業資料市場價值 

資料來源：Inkwood Research；本研究繪製 

 

媒體與娛樂業長期來看，在資料市場上的成長幅度和比重將不如

資訊業與電信業，依 Inkwood Research 的預測，臺灣的媒體與娛樂業

於 2016 年至 2027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為 20.9%，市值將由 2016 年的

9 百萬美元，成長至 2027 年的 6 千 7 百萬美元，但占整體市場比重

將由 2016 年的 5.9%下降至 2027 年的 4.9%。但相較於新加坡媒體與

娛樂業，臺灣無論在市值或比重上皆相對較高。 

（三） 資料產業鏈與主要廠商 

依資策會 MIC 於 2016 年針對我國資料產業的盤點分析報告51，

可以得知在生態體系方面，如前述 Inkwood Research 之分析，製造業

                                                      
51 童啟晟、陳凱迪，巨量資料產業與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6 年），

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60328001。 

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603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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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國之強項，包括在「手持終端整合製造能力」、「伺服器整合製造

能力」，皆有高度之競爭能力。相對的，位於生態體系中資料儲存位

置的「巨量資料庫」，以及決策相關的「使用者介面/經驗」、「顧問服

務」等，整體能量較弱。 

根據資策會 MIC 的盤點結果，可發現我國企業用戶目前採用之

分析技術，以國際大廠之解決方案為主。國內的資料分析技術品牌或

開發者數量雖多，但普遍規模較小，研發及拓展國際市場能力不如國

際大廠。此外系統整合服務商（System Integrator，SI），多採代理國

外大廠之資料分析工具來切入國內市場。資策會 MIC 依照資料產業

鏈所列出的我國主要廠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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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我國資料產業鏈與主要廠商 

資訊硬體/製造業 
產業智慧化/創新應用 

資訊軟體/服務業 

零組件 終端 局端 處理平台 應用服務 

感測器： 

原相、利

順 、 矽

創 、 恆

景…等。 

晶片： 

聯發科、

盛群、新

唐…等。 

宏碁、華

碩、宏達

電、英業

達…等。 

英業達、

鴻海、廣

達、緯創、

技 嘉 科

技、精誠

科技、普

安、喬鼎、

帆宣、立

瑞、華碩

雲端、趨

勢科技、

奈 特 普

羅、亦思

科 技 …

等。 

精誠、聚碩、漢康、

慧磊、群環、樺鼎、

昊青、慧訊、鼎新、

景佳、叡楊、群豐、

大世科、英特內、聯

合通商、景佳科技、

捷智商訊、宇清數

位、先知科技、亦恩

科技、天心資訊、功

典資訊、安創資訊、

一通科技、正航資

訊、奈特普羅、麗臺

科技、其達科技、意

藍科技（龍捲風科

技）、卓越動力資訊、

數位無限軟體、臺灣

睿智資訊、解決方案

臺灣應用管理顧問

公司…等。 

華碩雲端、

遠傳電信、

鼎鼎行銷、

遠通電收、

精誠隨想、

森森購物、

天氣風險、

中華電信、

關貿網路、

資拓宏宇、

精誠科技…

等。 

資料來源：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52  

 

如前述，我國在切入資料市場之優勢在於硬體端，資策會 MIC 也

建議我國廠商應著重於垂直市場之創新應用發展解決方案，例如結合

顧客分析、物聯網感測、智慧移動 App，以強化零售業之 O2O 整合

與消費體驗。對電信業者而言，在缺乏自有之分析與整合工具、以及

                                                      
5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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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以跨足顧問服領域之情況下，如何擅用自身的網路架構能力，結

合資料收集與分析之規劃，以應用於特定垂直場域，應是出路之一。

對媒體與娛樂業者而言，在缺乏自有平台或自有平台缺乏規模之情況

下，如何掌握資料仍是必須面對之問題；商業上的策略聯盟、異業的

合作或整併便成為建構出資料規模經濟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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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國家資料流通推動政策 

2009 年美國歐巴馬政府公布《透明與開放政府備忘錄》

（Memorandum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設立 Data.gov 

的官方網站，緊接著許多國家也紛紛制定相關政策，加入開放資料的

行列。2011 年更由美國、巴西、印尼、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

和英國等 8 個國家，共同成立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OGP），將政府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視為平等的夥伴關係，共同提升政府之透明度、課責性和公眾參與。

目前，全球開放政府資料層級已由中央擴及到地方，推動方式大致可

區分為「建立開放資料平台」、「成立開放資料推動機構」和「架構資

料交易平台」等三種。以下針對三種政府公部門推動資料流通政策，

各選取一個案例進行說明。 

一、 建立開放資料平台案例—美國紐約市 

2012 年 3 月 7 日紐約市前市長麥克．彭博（Michael Rubens 

Bloomberg）簽署「第 11 號地方法」（Local Law 11），又稱為「開放

資料法」（Open Data Law），要求所有公共資料必需在 2018 年底前免

費公布在單一入口網站（web portal）供民眾查詢，將市政運作以透明、

有效和課責方式對外展示。 

開放資料任務由市長資料分析辦公室(Mayor’s Office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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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tics)和資訊技術電信部（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共同負責，並設立 NYC Open Data 平台為單

一入口網站，將所有資料集依其特性分為商業、市政府、教育、環境

和健康共六大項目，是一個以社會資料為主的生態系統。為使各項開

放資料易於瞭解，每一個資料集皆附有簡明的資料字典，標明如資料

來源、資料集說明、更新頻率、欄位說明等資訊供使用者參考。 

紐約市 311 話務中心是重要的資料收集者，平均每天有 55,000 多

筆通話紀錄，利用這些數據可以改善市府內部管理流程，同時將市民

客訴資料公開於 NYC Open Data 平台，供外界使用，藉此進一步挖掘

潛在商用價值。此外，2018 年的「Open Data for All Report」53說明，

將多源資料集放在一起將有助於揭示都市問題，例如比對名為

PLUTO 有關建築物條件之土地使用稅輸出資料集（primary land use 

tax lot output dataset）、311 和火災事故資料集，可以發現在 311 報告

中有稅務拖欠、抵押留置權和違建記錄的房子，最可能出現違法改建

狀況，透過統計模型評估，可協助建築部和消防局有效優先分配 200

名檢查員至事件發生機率最高的地方，進行非法改建調查。 

2016 年紐約市針對 NYC Open Data 平台使用狀況進行調查54，並

                                                      
53  NYC Open Data, Open Data for All Report (2018), https://opendata.cityofnewyork.us/wp-

content/uploads/2018/09/2018-NYC-OD4A-report.pdf . 
54 NYC Open Data, Empowering NYC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Use of NYC Open Data Capstone Final 

Report (2016), https://sipa.columbia.edu/file/3355/download?token=B9KidkkT . 

https://opendata.cityofnewyork.us/wp-content/uploads/2018/09/2018-NYC-OD4A-report.pdf
https://opendata.cityofnewyork.us/wp-content/uploads/2018/09/2018-NYC-OD4A-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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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四項建議：第一，使用者對 NYC Open Data 平台提供的數據資料

存在正確性或乾淨程度（cleanliness）的不信任，此項發現也反應出資

料的使用者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第二，使用者界面複雜，且用來查

詢和分析資料的工具對使用者來說並不明顯；第三，社群團體看到開

放資料的富含潛在好處，建議應多推廣 NYC Open Data 平台；第四，

缺乏適當的資料為平台使用的最大阻礙。透過此份分析報告，作為未

來 NYC Open Data 平台改善方面。 

根據最新 2018 年的報告55顯示，NYC Open Data 平台於 2018 年

共新增 629 個資料集，整體資料集已超過 2,000 個，其中有 246 個可

自動更新，最高頻率為 5 分鐘更新一次的即時交通路況。2018 年更

有超過 100 多萬的使用者造訪網站，瀏覽次數超過 600 萬次，透過

NYC Open Data 取得資料進行各項研究時，其分析結果是可被驗證的，

達到資料共享和分析實踐的基礎。 

紐約市政府執掌通傳相關業務的單位主要為資訊科技與電信部

門（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DoITT）。在 NYC Open Data 平台上，至 2019 年 6 月為止，DoITT 已

提供了 170 筆資料，包括 LinkNYC Wi-Fi 服務站的資訊、Cable 網路

的投訴紀錄、紐約市圖資檔案、開放資料計畫的進度等內容56。 

                                                      
55 See Supra note 53. 
56  NYC Open Data, Datasets by Category, https://opendata.cityofnewyork.us/data/#datasetscategory 

https://opendata.cityofnewyork.us/data/#datasets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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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立開放資料推動機構案例—英國開放資料學院（ODI） 

2012 年英國政府出資提供 5 年 1 千萬英鎊（約 5 億元台幣）的

資金，由 Tim-Berners Lee 與英國政府資訊顧問、南安普敦大學電子

與電腦科學系主任 Sir Nigel Shadbolt 共同成立開放資料學院（Open 

Data Institute，簡稱 ODI），ODI 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協

助企業與政府建立一個公開、可信賴的資料生態系統，並透過該組織

發掘更多政府公開資訊的商業潛力。 

ODI 本身沒有提供任何數據或是資料庫57，主要業務可歸納為顧

問諮詢、育成與媒合創投資金三大項目，說明如下58： 

 顧問諮詢：提供策略建議、政策制定與指導，解決組織內或

部門間資料管理與運用問題。 

 育成（培訓）：提供結合面對面、電子學習和網路研討會之混

合學習方式，培育資料科學人才。2018 年度 ODI 在全球幫

助 14,000 人建立資料技巧、超過 3,100 人完成免費農業和營

養領域開放資料管理線上課程、將近 5,000 位外交和聯邦事

務部工作人員完成了 GDPR 數位學習模組。 

 媒合創投資金：專門培育開放資料新創團隊，發掘開放資料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57 從開放資料觀點看各國政府推動數據經濟，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2019），

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90119001。 
58 Open Data Institute, About the ODI https://theodi.org/about-the-odi. (last visited Jun. 20, 2019). 

https://mic.iii.org.tw/aisp/ReportS.aspx?id=CDOC20190119001
https://theodi.org/about-the-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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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潛力。2012 年至今已孵化 124 個開放資料新創團隊，

協助超過 23 個團隊獲得 4,000 萬英鎊營收，並僱用 400 名員

工。 

ODI 採取會員制度，並收取會費提供相關服務。依對象不同，區

分為：一般訂閱人每年收費 100 英鎊；中小企業每年收費 720 英鎊；

大型企業每年收費 2,200 英鎊。目前 ODI 會員有包括微軟、倫敦交通

局、歐洲太空總署等。 

在通傳業相關的實際輔導案例方面，可以看到資料科技工作室 IF

曾與 ODI 合作，研究電信產業中可行的開放 API（Open APIs）產品。

IF 工作室根據三種使用情境設計開放 API 產品原型：消費者挑選電

信商、管理家庭帳單、透過位置資訊改善城市的空氣品質等，藉由提

出最終的產品原型，找出產、官界需列為優先的 API 及服務設計，並

瞭解民眾對電信資料的隱私與控管要求59。 

三、 架構資料交易平台案例—丹麥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在推動智慧城市的過程中，為善用龐大數據，提升發展

效率，設立三個不同功能取向的資訊匯流平台，包括 Open data、ÍoT 

Platform for Cities 及 City Data Exchange，其中 Open data 是開放城市

基礎數據資料的平台，IoT Platform for Cities 作為城市物聯網之平台，

                                                      
59 IF, Open APIs in the Telecoms Industry, https://openapis.projectsbyif.com/ (last visited Jun. 21, 2019). 

https://openapis.projectsbyi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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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ity Data Exchange（資料交換平台，簡稱 CDE）則是提供企業、

政府、市民可發布、交換與購買各類型資料的平台，透過公私部門的

資料交流，提升資料運用的頻率與價值。 

2015 年丹麥政府透過招標過程，確立由日立顧問公司（Hitachi 

Consulting）取得標案，與哥本哈根政府合作投資成立 CDE，並以縮

小區域間數據資料基礎設施的差距。透過 CDE 使公私部門組織得以

觀察資料使用案例、新的外部資料來源、探索自身所擁有的資料價值

等。 

在 CDE 上線的第一年，共收集超過 140 個資料集，許多都是來

自其他公開資料平台，也有來自私部門組織之資料，此外 CDE 也出

售資料給一些客戶。通傳資料方面，根據日立顧問公司之規劃，可以

看到電信資料屬私人區塊資料，可透過電信公司做為資料供應商，於

CDE 上進行資料交易60。 

然而根據哥本哈根市政府發布之「City Data Exchange – Lessons 

Learned From A Public/Private Data Collaboration」61報告中指出，在推

動資料交換的過程中 CDE 面臨了一些阻礙，包括了不成熟的市場、

缺乏使用案例、分散的資料格局、不願分享資料、技巧和權限、技術

                                                      
60 HITACHI, CITY DATA EXCHANGE, 

http://www.brainsbusiness.dk/download/peter_bj%C3%B8rn_larsen.pdf (last visited Jun. 20, 2019). 
61 Stefaan Verhulst, City Data Exchange - Lessons Learned From A Public/Private Data Collaboration

（May. 30, 2018）, http://thegovlab.org/city-data-exchange-lessons-learned-from-a-publicprivate-

data-collaboration/. 

http://www.brainsbusiness.dk/download/peter_bj%C3%B8rn_larsen.pdf
http://thegovlab.org/city-data-exchange-lessons-learned-from-a-publicprivate-data-collaboration/
http://thegovlab.org/city-data-exchange-lessons-learned-from-a-publicprivate-data-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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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角色定位。以下概述各項問題之內涵： 

 不成熟的市場：由於銀行、保險、旅遊業者等已固定向傳統

資料提供者取得資料（如國家統計中心、氣象局），或者向專

門販售資料的公司（如 Nielsen）購買客戶資料。相較於 CDE

之目標對象是非專門從事資料交易的組織，在目標對象預算

有限，且非其核心業務下，難以達成交易。 

 缺乏使用案例：一些CDE 潛在客戶希望看到成功使用案例，

但事實上可分享之案例很少，特別是資料的使用需求是獨一

無二，很難一體適用，進而形成無論是資料提供者或購買者

都不願意投入資金。 

 分散的資料格局：即使 CDE 嘗試匯集資料源在同一個平台，

部分資料仍可以直接從第三方組織或私人企業取得，因此許

多客戶失去耐心在 CDE 探索更多可能性。隨著越來越多資

料來源的出現，過去幾年這種資料分散的情況加劇。 

 不願分享資料：銷售資料，特別是個人化資料對許多組織來

說還是新的概念。此外不願意分享資料之理由有二，其一是

即使在法律的規範下將資料整合和匿名，仍面臨資料使用上

的道德問題；其二則不希望將自身顧客資料透過公開平台讓

競爭對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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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和能力有限：一般而言，公司和市政府缺乏處理多種資

料來源之不同類型的資料，而投資資料處理人才和設備成本

高，且缺乏使用案例，以致於許多公司和組織不願意投入資

源建立能力進入市場。 

 交易平台的角色定位薄弱：對於特定資料需求通常由買賣雙

方直接交易而成，對於平台的實用性不高，進而降低 CDE 對

資料交易的影響力。 

在 CDE 的執行過程中，觀察到資料交易發展仍具不確定性，因

此歸納出資料交易平台發展的關鍵因素包括建立使用案例、成立區域

或國家資料社群、建立資料分享的同共標準。 

展望未來，透過增加更多資料社群和合作機會，共同探討資料應

用與交流方式。此外，由於許多組織缺乏資料處理的技術，將逐步興

起資料經紀人的產業，依據不同領域的資料應用方式，協助使用者將

資料應用於組織之中。 

第三節  小結 

本章旨在以國家與政府的角度，檢視各地資料經濟的發展情形與

政府促進資料經濟發展的作為。觀察美國、歐洲、日本、新加坡等地

的資料市場，依 Inkwood Research 的預測，可以預期市場價值在未來

皆會有可觀的成長，同時美國也將做為全球最主要的市場之一。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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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比較資訊業、電信業、及媒體與娛樂業，可以看到市值相對集中

在資訊業，未來的成長幅度也較為可觀；電信業在美國與歐洲市場的

比重與資訊業相近，但在日本與新加坡市場，則相對較低。而在媒體

與娛樂業方面，以美國與歐洲兩地之市場比重較高，但預期未來在整

體市場的占比和成長幅度，皆不如資訊業與電信業。 

至於在政府透過開放資料推動資料經濟方面，目前可以看到如建

立開放資料平台、成立開放資料推動機構和架構資料交易平台等不同

的做法。首先在建立開放資料平台方面，紐約市於 2012 年設立 NYC 

Open Data 平台做為以社會資料為主的單一入口網站，並藉由後續的

評估與改善，達到資料共享和分析實踐的目的。在成立開放資料推動

機構的部分，英國政府於 2012 年出資設立開放資料學院（ODI），本

身雖然沒有提供任何數據或是資料庫，但透過顧問諮詢、育成與媒合

創投資金等方式，促成產業投入資料應用的發展。至於架構資料交易

平台，則可看到哥本哈根在 2015 年投資建置的 City Data Exchange

（CDE），提供企業、政府、市民發布、交換與購買各類型資料的平

台，透過相互的資料交流，提升資料運用的頻率與價值。 

藉由本報告第二、三章針對資料價值鏈與實際案例的整理、以及

各國資料市場發展趨勢和政府開放資料的政策作為檢視，本研究將依

此基礎，於後續章節進一步整理我國資料市場的發展、與通傳業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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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料加值的實際狀況，以連結本研究提出之促進我國資料流通與資

料經濟發展之政策和法規調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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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發展趨勢與面臨挑戰之分析 

綜合本研究前各章節所述，研究團隊透過文獻與案例收集，亦透

過業者訪談瞭解實務現況，整體而言，我國通傳產業在資料利用上可

說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為能於未來進一步促進產業提升，本章先就我

國發展狀況與面臨之各方面挑戰進行分析。 

第一節 國內現況 

一、 我國整體市場規模較小 

在我國與全球主要資料經濟市場的規模比較方面，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到在整體市場的預估值，全球市場呈現不均等的分布。依調研

公司 Inkwood 之資料，美國市場預期至 2027 年，都是全球最大的資

料經濟市場，規模超過歐洲整體；亞太市場的前五名則分別為中國、

日本、印度、澳洲、韓國，我國市場規模則約為日本市場的一成，約

占亞太整體市場規模的 2.5%。 

除各國市場規模的不均外，幾個主要市場中也都可以看到資訊業、

電信業、媒體與娛樂業同樣有成長空間不等的現象。以我國來講，資

訊業和電信業在 Inkwood 資料的預估中，雖然於 2016 年的規模接近，

但資訊業有更高的成長空間，也讓兩者在後面的預估中漸呈現差距；

媒體與娛樂產業在此市場的成長空間相對更低，也讓其於整體市場所

占的比例，呈現將逐年下滑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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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不均等分布的情況，與資料經濟概念中，大型業者易於創造

規模經濟、範疇經濟、多邊市場，以及引導出大者恆大、先行者優勢

等市場情況相關。在此趨勢下，面對規模相對較小的我國市場，業者

勢必尋求不同的競爭策略以取得優勢。 

表 10：我國與全球主要資料經濟市場規模比較 

 2016 2018 2020 2022 2024 2027 CAGR 

美

國 

整體市場 (百萬美元) 8,643  11,966  16,614  23,179  32,582  55,032  18.56% 

資訊產業占比(%) 7.7% 7.7% 7.8% 7.8% 7.9% 8.1% 19.18% 

電信產業占比(%) 7.2% 7.2% 7.3% 7.3% 7.3% 7.4% 18.96% 

媒體與娛樂產業占比(%) 5.8% 5.9% 6.0% 6.0% 6.0% 6.0% 18.70% 

歐

洲 

整體市場 (百萬美元) 7,508  10,333  14,261  19,776  27,628  46,235  18.20% 

資訊產業占比(%) 6.8% 6.8% 6.9% 6.9% 7.0% 7.1% 18.81% 

電信產業占比(%) 7.0% 7.0% 7.0% 7.0% 7.1% 7.2% 18.56% 

媒體與娛樂產業占比(%) 5.6% 5.7% 5.7% 5.7% 5.8% 5.7% 18.27% 

日

本 

整體市場 (百萬美元) 1,478  2,148  3,122  4,548  6,661  11,922  21.03% 

資訊產業占比(%) 8.8% 9.3% 9.7% 10.1% 10.4% 10.8% 22.95% 

電信產業占比(%) 5.4% 5.5% 5.7% 5.7% 5.8% 5.9% 21.26% 

媒體與娛樂產業占比(%) 7.7% 7.3% 7.0% 6.7% 6.5% 6.3% 19.32% 

新

加

坡 

整體市場 (百萬美元) 253  375  555  825  1,232  2,269  22.20% 

資訊產業占比(%) 6.0% 6.3% 6.6% 6.8% 7.1% 7.4% 24.22% 

電信產業占比(%) 4.4% 4.6% 4.8% 4.9% 5.0% 5.1% 23.46% 

媒體與娛樂產業占比(%) 1.9% 1.8% 1.8% 1.8% 1.8% 1.8% 22.35% 

臺

灣 

整體市場 (百萬美元) 147  219  326  486  729  1,350  22.45% 

資訊產業占比(%) 6.1% 6.4% 6.7% 7.0% 7.2% 7.5% 24.49% 

電信產業占比(%) 6.1% 6.3% 6.5% 6.6% 6.7% 6.8% 23.42% 

媒體與娛樂產業占比(%) 5.9% 5.6% 5.4% 5.2% 5.1% 4.9% 20.91% 

資料來源：Inkwood；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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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通傳業者較集中技術財及小型利基市場 

針對我國通傳業者目前在資料應用之概況方面，本研究共針對四

種不同之商業模式，訪談相對應之電信業者、協會理事長與 OTT 影

音平台（詳細名單可參閱第二章第三節之內容），以瞭解我國業者在

面對資料市場現況上，所採取之應對策略與所發展出之資料價值鏈。 

整體來說，在電信業者方面，雖然握有一定規模之電信與用戶資

料，但受限於個資法與本身非專門顧問公司，在資料加值應用的「資

料財」部分，其他業者採購的意願並不高。相對而言，協助其他握有

一定規模資料之業者建構資料庫與平台的「技術財」，以及利用既有

技術參與特定垂直應用場域，進行資料蒐集與利用的商業模式，如遠

傳電信就智慧交通方面的參與，現階段的發展情況較佳。然而在垂直

應用場域方面，除個資法仍有部分資料蒐集與利用上的影響外，不同

業者間的資料格式標準化問題、以及能否促進垂直應用場域創新發展

的沙盒機制或實驗場域之相關條例設計，亦為業者關心之監理議題。 

在數位廣告業者與 OTT 影音平台業者方面，本研究之訪談對象

在 Google、Facebook 等大型跨國業者的市場力影響部分提及甚多，

顯示在大者恆大之市場發展下，中小型業者經營上之不易。在 Google

與 Facebook 佔去大多數市場份額的情況下，國內數位廣告業者轉往

利基市場發展，例如就技術端的廣告版面客製化，或業務端的廣告版



137 

 

面銷售；而在 OTT 影音平台方面，本研究訪談之酷瞧新媒體為遊戲

橘子集團之一員，在未來發展上將朝集團化、資料整合、原創 IP 充

分利用等方向進行，以擴大本身可運用之資料量、發展多方市場、打

造自有生態圈，進而與其他大型平台抗衡。在此部分的監管議題方面，

包括市場競爭、個資法、以及集團化後各子公司或單位資料能否流通

等議題，後者也將影響國內業者集團化後的競爭能力。 

三、 政府開放資料與產業促進需持續提升 

面對資料經濟市場將在未來數年迎來可觀成長的趨勢，以及大型

跨國企業市場力的問題，政府投入資源進行專案計畫也成為各國常見

的應對方式之一。除一般政府資料庫的建置標案外，國際近年比較知

名的計畫可以看到如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的 NYC Open Data、推動資料

開放的英國開放資料學院、哥本哈根的資料交易平台 City Data 

Exchange，分別代表了政府以促進資料開放與流通之目的，所進行三

種不同類型的方式。本研究也於第三章第二節針對此三件案例進行探

討，以做為我國政府開放資料與產業促進方向的參考。 

紐約市的 NYC Open Data，為提供六大項目社會資料政府開放資

料單一入口網站，除達成市政透明化外，眾多資料如 Wi-Fi 熱點的圖

層等，亦可望促成各界人士進行相關之應用。英國的開放資料學院是

以會員制形式，提供會員顧問諮詢、育成與媒合創投資金等三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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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沒有提供任何數據或是資料庫，接近產業輔導機構。哥本哈根的

台 City Data Exchange 則讓企業、政府、市民可發布、交換與購買各

類型資料，期望透過公私部門的資料交流增進資料經濟市場的活絡，

同時透過相關研究檢視此平台之效益與面臨之問題，以做為後續改進

之參考。 

相對於上述之國外做法，國內目前各級政府機關已提供一定程度

的開放資料供下載，針對資料經濟之研究案與相關產業輔導工作亦已

進行中，是否需以類似紐約市 NYC Open Data 的形式設立單一入口

網站、或是成立專責之輔導機構、甚至整合公私部門可交換流通之資

料，尚需密切觀察國外相關案例之成效、國內利害關係人之需求，及

市場運作之效率，以做為政策推動之參酌。 

四、 法規限制資料的利用範圍與可利用量 

在資料經濟的趨勢下，資料被視為未來產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而在全球資料市場與產業間資料市場規模不均等的情況下，我國通傳

業者現階段面對的主要問題分別在於「資料能不能用」與「有沒有足

夠的資料可以用」。此兩種問題皆關係到「資料是否能依業者需求進

行流通」。 

如「資料能不能用」的問題，主要涉及到個資法。由販售「資料

財」的角度來看，去識別化的資料也去除了行銷資訊的接觸點，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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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品牌業者或廣告業者購入的意願；同時不明確的去識別化定義，

也造成了業者可能為求保險而擴張法律解釋範圍，限縮了資料流通的

機會。至於未涉及個人資料的內容，如物聯網資料，就業者的角度而

言，資料集間的串連有助於提升資料本身的價值，因此部分物聯網資

料，對業者而言若能與個人資料串連將更有價值。同樣的，「沒有足

夠的資料可以用」的問題將引導業者間合併、集團化，但集團內的資

料能否自由流通、利用，將影響合併與集團化後所能產生的綜效。 

因此若站在促進資料流通的角度來看，如何在尊重用戶意願與保

障用戶權益的前提下，強化業者流通資料的意願與效益，將是主管單

位可著力之處。若依本研究蒐集之業者概況來看，諸如設定資料的標

準格式、明確可流通資料的定義、建立資料處理原則、設置可促進產

業資料流通的實驗環境，皆是可望有效降低業者資料流通成本與阻礙

的可能政策方向。 

第二節 資料利用與流通的需求 

一、 資料利用受限於法規 

在資料利用上，無論就個案收集或業者訪談，基本類型都先分為

個資與非個資，這自然是因為個資受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別保護所致。

也因此，在非個資的利用上，通傳業者已經利用的相當廣泛，如服務

品質的改進上，業者透過對基站、無線電頻率使用狀況資料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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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早期發現問題，並加以維修或調整。而另一個層面的資料則是屬

於新興物聯網的應用，許多物聯網應用的資料收集並未牽涉到個人資

料，業者即得以運用資料分析提升服務品質。 

而在涉及個人資料的運用上，業者目前僅得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使

用個人資料，若要進行交換或是更大幅度的使用，則必須進行去識別

化，或是利用質化分析方法，將個人資料進行特徵化分類，形成無識

別性的集合資料，方能進行資料交換。 

二、 資料流通需求難以全面滿足 

通傳產業資料交換的需求面向各有不同，例如電信業者在提供網

路服務時，在進行廣告行銷時，有與其他各平台業者交換資料的需求；

或是在發展整合性服務時，希望能跨平台識別出使用者的需求。而廣

電業者則因為市場分散程度較高，為了進行收視戶的分析，則透過第

三方將去識別化資料集合後加以分析，而各業者僅取得分析結果，資

料不流通於業者之間。 

此外，其他業者對於通傳業者保有之個人資料也有利用之需求，

例如金融業徵信時，若能取得電信用戶、甚至該電信用戶周邊關係人

的繳費資料，對於瞭解該用戶的信用狀況將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然而

在個資法的限制之下，此種資料利用目前無法透過業者自行流通。 

第三節 促進資料流通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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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安全的管理 

資料的價值在於資料的完整性，因此，各國對於資料的保存亦相

當重視，尤其在個人資料的規範上，如歐盟 GDPR 與我國個資法均要

求資料持有者負擔資料安全的責任，必須要有一定的資安防護。然而，

在多數的資料擁有者，尤其是網路平台業者，其資安防護程度良莠不

齊，而各國對於網路平台的資安維護，也並未有強制性的規範要求，

也因此時而傳出平台遭入侵而導致資料洩漏的消息。 

二、 資料流動路徑與處理之透明度 

承前所述，在科技演進之下，資通訊傳播產業的供應鏈也變的非

常複雜，這也使前述資安的問題變的更難以維護。以現在網路應用為

例，雲端平台、連線服務、實體基礎設施可能分屬不同業者提供，甚

至平台本身可能委託外部公司進行資料分析，例如 Facebook 將資料

交給外部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而該公司洩漏資

料造成資安事件。在這種案例中，使用者完全不知自己的資料被

Facebook 隨意的交換至其他公司，而且沒有去識別化，也因此，在使

用者對於資料利用缺乏信心與信任之下，資料流通的促進自然也困難

重重。 

三、 資料來源的拓展 

我國政府有許多專案委託外部單位執行的計畫，這些計畫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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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有的隨計畫結束而封存，有的則欠缺維護，有的在計畫執行中

卻未被加以公開利用。研究團隊在第三章第二節以及第四章新加坡的

政策觀察到，國外政府的有以專案推動特定領域的資料共用，以帶動

該領域的應用服務發展，未來我國除規劃推動資料共享的計畫案之外，

亦可先行思考將各種可能產生有價值資料的專案，將其資料進行公開，

如物聯網或是場域實驗的計畫，透過資料的分析，亦可作為政府推動

後續科技計畫的參考。 

四、 法制結構的改變與產業的多元化 

在本研究舉辦的專家座談會中，有專家提出「通傳產業」範圍界

定的問題，原本通訊傳播產業與資通訊網路產業的界線即難以區分，

通傳產業與網路產業在資料流通管制政策上一直處於不對等狀態，而

此一問題在電信管理法通過後更加顯著。其原因在於，電信管理法去

除業務別管理，放寬市場進入門檻，電信服務的定義範圍隨之擴大，

與既有電信事業相互鄰接、合作關係密切的事業，未來都有可能進入

市場，成為新的通訊傳播業者，例如物聯網、新創網路服務。這些業

者的商業模式高度仰賴資料利用，屆時主管機關在資料流通的監督上

將需要負起更大的責任，但產業結構與組成也將因不同類型業者的加

入而更加複雜與多元，主管機關未來在監督時，也必須因應更多的資

料利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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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電信管理法採登記制，上述物聯網或新創網路業

者，不一定會登記為電信事業，從而不受電信管理法管制。其實在廣

電媒體已有類似情形，例如有線電視業者與 OTT TV 業者，前者受通

傳會管制，在資料利用上受到較大限制而顯的保守，而後者因不受管

制，資料利用上較為自由，兩者相互比較，出現管制落差的問題，既

有受管制業者為了脫離管制，便可能選擇將新創服務置於不受管制的

服務類型之中。 

然而，選擇全面性的纳管也未必是最佳方案，因為網路無國界的

特性，大型外國網路業者仍然為我國管制力所不及，管制措施可能反

成為我國產業與國外業者競爭的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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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際促進通傳資料流通及應用之政策與法制 

第一節 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之政策與法制 

一、 美國 

（一） 美國無聯邦層級個資保護及跨境資料流通之規範 

在個人資料保護層面，美國將個資保護與隱私權益視為消費者權

益之一環。所以美國並未以聯邦法訂定限制或禁止資料跨境自由流通，

而僅是支持資料流通不設限，趨向反對「資料貿易保護主義」（Data 

Protectionism）62的立法趨勢。並且採行業者自律的態度，由聯邦貿易

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提供行業規範和第三方程序

等部門式立法，促使自律監督。 

因此美國並無全國聯邦層級的個資保護及跨境資料流通之規範。

即使在 1996 年的美國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63，

其也僅是非常狹隘的資料隱私條款。美國對於個資保護與資料跨境傳

輸的規範重視多顯現於協助貿易無障礙的意向，諸如美國－歐盟的安

全港協議（Safe Harbor）、美國－歐盟的隱私盾協議（Privacy Shield）

等，皆出於解決國與國間的概念落差、貿易與商業考量而作成之協議。 

                                                      
6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 International Data 

Flows：Promoting Digital Trade in the 21st Century（2015） , http://www2.itif.org/2015-atkinson-

international-data-flows.pdf?_ga=2.211889044.144194272.1569468529-1177970121.1569468529（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63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2013）, 

https://www.fcc.gov/general/telecommunications-act-1996（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www2.itif.org/2015-atkinson-international-data-flows.pdf?_ga=2.211889044.144194272.1569468529-1177970121.1569468529
http://www2.itif.org/2015-atkinson-international-data-flows.pdf?_ga=2.211889044.144194272.1569468529-1177970121.1569468529
https://www.fcc.gov/general/telecommunications-act-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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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5 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提出「大數據：抓住機遇，留

住價值（BIG DATA：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白皮書64，闡述美國政府對於由大數據獲取價值及開發的

重視，政府也因此對大數據分析相關的分析、儲存、加密、網路安全

和運算能力、人才等進行了重大投資；然而，政府在進行大數據投資

的同時也認知到，收集處理與和共享數據構成嚴峻挑戰，亦即商業利

益與隱私的挑戰，為了公共利益，同時確保公民和消費者的權利受到

保護。 

白皮書針對資料的利用及流通面向，也提出以下的關注與建議： 

 資料服務業（或稱資料經濟）：應該提高該服務的透明度。消

費者應該更加透明地了解他們的資料與業務的關係，包括來自

第三方的資料收集者，資料服務業、網路廣告和信貸行業應該

在他們公司的網站，明白列出資料處理政策，並提供消費者控

制資料收集和使用的方法，並能選擇退出某些商業用途。 

 大數據和差別待遇：大數據用於自動化決策的技術是不透明的，

然而，相關資料分析正在越來越多用於健康、教育、就業、信

用有關的背景、金錢與服務，這種情況和技術的結合造成了困

                                                      
64 BIG DATA：SEIZING OPPORTUNITIES, PRESERVING VALUES,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May, 2014）,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may_1_2014.p

df（last visited Nov. 29, 2019）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may_1_2014.pdf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big_data_privacy_report_may_1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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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如何確保自動決策產生的差別待遇問題，必須能加以檢測、

測量和糾正。 

 使用大數據分析和資料共享來加強網路安全：大數據可以強化

網路安全和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研究，特別是共享更多的網路

威脅資料時。現行的網路安全機制中，相當重視網路威脅資訊

的分享以及受害資訊的即時通報，此有助於公私部門預先分析

與應對網路威脅。而對於網路活動的大數據分析亦可識別出不

正常的網路活動模式，從而早期預警網路威脅的發生，而這些

資訊都需依賴公私部門的資料共享。 

 資料作為公共資源。政府資料是一種國家資源，應該廣泛提供

給公眾，盡可能提高政府效率，並產生經濟繁榮和社會利益， 

同時保障個人隱私、商業機密和國家安全。政府需開放、發布

大型數據集並確保所有機構最大限度地利用 Data.gov 聯邦數

據工具和資源的存儲庫。大數據可以幫助改善公共服務，提供

新政策制定，並在各級政府中提高納稅人資金的使用效率。 

（二） 美國－歐盟「安全港協議」（Safe Harbor）跨境傳輸維繫歐美

資料跨境流通 

因歐盟將資料隱私權視為保護人權的範圍，不同於美國隱私保護

方向概念，從而在資料的跨境流通上形成窒礙。為解決資料流通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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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法規落差，在 2000 年時，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與美國商務部（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簽訂資料隱私協議

—「安全港協議」（Safe Harbor）65，其又稱為避風港原則。不僅為國

際首個規範資料跨境傳輸的國際協議，亦為符合歐盟指令規範之合理

國際傳輸的方式。該協議旨在允許歐盟與美國雙方的企業與個人流通

數位資料之調節政策66。亦即，以促進歐美貿易往來為前提，允許雙

方的企業與個人，能夠流通「個人可識別資料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的協議。並且基於美國應尊重歐盟對於個資隱私保

護標準之核心精神，用於調整美國進口以及處理歐洲民眾的個人可識

別資料，不同於美國與歐盟間之傳統商業過程，而是響應歐盟意願而

建立折衷處理兩國間隱私相關程序措施的框架。 

安全港協議之基本七大原則如下： 

1. 告知原則（Notice） 

機構（organizations）應告知資料當事人，個資蒐集與使用的目的，

並且提供當事人相關意見聯絡或、申訴管道之資訊，或向第三方揭露

                                                      
65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520/EC：Commission Decision 

of 26 July 2000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2000 ） , https://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0D0520:EN:HTML（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6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 EU Safe Harbor Framework：A Guide to Self-

Certification（2009）, 

https://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50&context=key_workplace（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0D0520:EN:HTML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0D0520:EN:HTML
https://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50&context=key_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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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第三方型態，以及提供資料當事人對於自身資料擁有一定之主

導權，包括限制利用與揭露欄位、選項、方法等。並且當機構向資料

當事人要求提供資料或於之後實際運用時、每次進行目的外使用、傳

輸前處理，或第一次向第三方揭露資料時，機構應主動向資料當事人

履行告知義務67。 

2. 選擇原則（Choice） 

資料當事人對於是否將其個人資料揭露給第三方有決定選擇權。

故當有目的外使用或授權之目的時，機構應事先取得資料當事人之同

意。此外，資料被歸為敏感性資料時，亦須如前揭規定，並提供資料

當事人肯定且明確的表示是否加入（opt-in）的選擇68。 

3. 傳輸原則（Onward Transfer） 

機構將資料揭露給第三方之際，必須遵守「通知及選擇原則」

（Notice and Choice Principles）69。 

                                                      
67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 under the heading ‘Notic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68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 under the heading ‘Choice’,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6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 （ 2000 ） , under the heading ‘Onward Transfer’, https://eur-

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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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安全原則（Security） 

機構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或傳輸，應採取合理的預

防措施，並且保護個人資料，避免遺失、濫用、未經授權的存取、外

洩、竄改或遭破壞70。 

5. 資料真實性原則（Data Integrity） 

對於所管理的個人資料，機關負有義務採取合理的方式與步驟，

確保在特定目的範圍內，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並且應

維持資料內容之真實性、正確性、完整性及最新性，以達成預期使用、

可靠、完整及現行趨勢71。 

6. 存取原則（Access） 

個人資料為機構持有之資料主體，原則上具有存取其資料之權利，

並且當資料有錯誤狀況時，應進行更正、修改或刪除資料72。 

7. 執行原則（Enforcement） 

                                                      
70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under the heading ‘Security’,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71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under the heading ‘Data Integrity’,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72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 under the heading ‘Access’,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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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遵循安全港原則，機構應訂定相關的規範，並且須於規

範中明定違反效果，及因此而遭損害之救濟方式73。 

綜前七大原則之內涵，歐洲與美國間進行個人資料跨境傳輸之重

點在於強調機構的自律，亦即自我認證與自我評估需為法所允許。從

而在此框架之下便形成「隱私原則」（Privacy Principles）。 

此外，還有「實務操作常見問題」（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提供機構法規遵循的方向。而機構的自我認證與自我評估是指機構遵

守實務隱私保護的作法，符合安全港隱私原則（Safe Harbor Privacy 

Principles）要求、並向美國商務部提出自我認證之申請、以及公布安

全港隱私政策，並且聲明該企業將如何遵循隱私原則。                

安全港協議係未免兩國間的概念鴻溝，所提供一套統一且妥協的

架構，使得企業及機構無須擔憂因地區而生之落差。並且基於安全港

協議訂定內容明確，具有可操作性，不僅使美國歐盟間相關的資料跨

境傳輸的經濟貿易合作與互動變得更為順暢且緊密，還填補了國際上

有關跨境傳輸資料保護的規範空白，進而成為在該領域中國際規則發

展的重要風向。 

然而在 2013 年爆發美國史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洩密

                                                      
7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Pursuant To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dequacy Of The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Safe Harbour Privacy Principles And Relat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0/520/EC)（2000）, under the heading ‘Enforcemen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0D0520&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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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後，引發各國關切，並且促使歐盟審慎思考是否會使歐洲國民之

基本人權遭受影響，使得歐美雙方關係產生不確定性與劇烈的震盪。 

2015 年 10 月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以安全

港協議未能充分保障歐盟民眾隱私，宣告無效74。該裁定判定無效後，

隨即引發歐盟各國內外的強烈回響，歐盟 28 個會員國可以自行訂立

與美國企業使用的國民隱私資料規定，並要求美國企業必須將個資存

取於境內，甚至可選擇禁止讓個資進行跨境傳輸傳回美國75。歐盟境

內行政監管機關如法國的國家資訊和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 

Nationale De L'informatique Et Des Libertés, CNIL）及各人權組織無不

樂見該裁定，歐盟各會員國也紛紛開始對資料保護相關法規進行修法

76。對此，造成美國企業十分巨烈的衝擊。 

（三） 美國－歐盟「隱私盾協議」（EU-US Privacy Shield）歐美資料

跨境流通新框架 

數位時代的來臨，個資流通與交換發展為商務與法律執行領域緊

密關係的核心與基礎。因此，在經濟貿易互動過程中，商務活動下資

                                                      
74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Maximillian Schrems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Case C-362/14（201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PDF/?uri=CELEX:62014CJ0362&from=EN（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75 Mark Scott, Data Transfer Pact Between U.S. and Europe Is Ruled Invalid, Oct.6, 2015,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5/10/07/technology/european-union-us-data-

collection.html（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76 LA COUR DE JUSTICE DE L’UNION EUROPÉENNE, Maximillian Schrems v.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2015）,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9195&pageIndex=0&doclang=en

&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1086398（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62014CJ0362&from=E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62014CJ0362&from=EN
https://www.nytimes.com/2015/10/07/technology/european-union-us-data-collection.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5/10/07/technology/european-union-us-data-collection.html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9195&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1086398
http://curia.europa.eu/juris/document/document.jsf?text=&docid=169195&pageIndex=0&doclang=en&mode=req&dir=&occ=first&part=1&cid=108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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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流動的准許與穩定性顯得更加重要。根據歐盟執委會研究證明，歐

美資料流通之阻礙恐造成歐盟整體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下降 0.8%至 1.3%77。而該項研究正不約而同的印證

在無效裁定作出前，美國的一項商務意見曾經指出，歐美安全港協議

一旦無效將帶給歐美數位經濟負面效應78。據此，安全港協議於 2015

年 10 月遭歐盟法院（ECJ）宣告無效後79，美國旋即於與歐盟再度對

政治、法律與技術解決進行協商，並於 2016 年 2 月達成美國境內伺

服器處理歐盟人民之個人資料的處理規範—「隱私盾協議」（Privacy 

Shield Framework）80。其取代安全港協議，建於破局的安全港協議之

上，既汲取失敗教訓，更在安全港的訂定基礎上有新的突破與發展。

期望透過隱私盾協議能比安全港協定更能充分保障歐盟民眾個資安

全，並且承諾遵行歐盟規章81，使之准許歐盟個資存放於美國的資料

中心（Data Centers）。 

透過書面承諾美國官方機構保護國安的行動，將受到明確的監管

機制規範，不會對歐洲國民實施無差別的大規模監控。從而只要歐盟

                                                      
77 Yann Padova, THE SAFE HARBOUR IS INVALID：WHAT TOOLS REMAIN FOR DATA TRANSFERS 

AND WHAT COMES NEXT?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Volume 6, Issue 2, 139–161（2016）.  
78 Id. at 140 . 
79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ourt of Justice declares that the 

Commission’s US Safe Harbour Decision is invalid （ 2015 ） ,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5-10/cp150117en.pdf（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80 PRIVACY SHIELD FRAMEWORK,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EU-US-Framework（last visited 

Sep. 15, 2019）. 
81 Shona McCusker, THE EU-US PRIVACY SHIELD:THE ANTIDOTE TO THE TRANSATLANTIC 

DATA TRANSFER HEADACHE?, 37 Business Law Review 84, 84-85（2016）. 

https://curia.europa.eu/jcms/upload/docs/application/pdf/2015-10/cp150117en.pdf
https://www.privacyshield.gov/EU-US-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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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提出申訴，基於強制仲裁的規定，保管該個資的美國企業即必

須配合，美國政府亦須設置專責人員協助調查82，並且進行歐盟與美

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每年一次的聯合評估83。 

儘管隱私盾協議肯定與質疑的聲浪並存，但作為歐美資料跨境流

通新協議，不僅對於兩國各自資料保護的立法與相關的配套機制與調

節政策，產生較為完善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成為美國在個人資料保護

領域中，立下了歷史的里程碑。 

（四） 全美最為嚴格複雜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 

近幾年來，隨著新興科技發展迅速，人們個人隱私保護意識高漲，

資料隱私保護已逐漸變成基本權益展現的一環，除為了國家與國家間

貿易與經濟考量下所合作商談的安全港協議或隱私盾協議等雙邊的

資料安全保護架構外，絕大多數的企業因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DPR）的影響，而紛紛對相關的個人資料進行符合規範的行動，

並且規劃相關法規遵循措施。與此同時，美國各州因受 GDPR 之影響

與啟發，陸續出現對資料隱私保護的新規範與修法聲浪，而其中最值

得關注的是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施行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

                                                      
82 Natalia Drozdiak & Sam Schechner & John D. McKinnon, U.S., EU Reach Deal on New Data-

Transfer Framework,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 2016, https://www.wsj.com/articles/u-

s-eu-reach-deal-on-new-data-transfer-framework-1454429818（last visited Sep. 12, 2019）. 
83 Id.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eu-reach-deal-on-new-data-transfer-framework-14544298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eu-reach-deal-on-new-data-transfer-framework-145442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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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84，其不僅媲美 GDPR 的

嚴謹程度，造成加州原有之隱私權規範產生些許變化，現今與最初法

案不同的內涵在於揭露接收個資第三人的相關資料時，需揭露該第三

者之類型（category）而非身分，成為全美最為複雜的隱私保護州法

85。 

加州消費者保護隱私法（CCPA）顧名思義，其保護之主體在於

加州的消費者，亦指居住於加州的自然人，並且包括所有非暫時性留

於加州之人以及雖然暫離加州，但其居籍仍為加州之居民。在資料的

刪除、存取及分享賦予消費者新的權利。該法之三大施行方向，分別

為賦予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蒐集個人資料有無明確告知蒐集範圍、

分享對象、蒐集來源、蒐集目的、要求資料揭露、製作資料複本確認

之用等等的知悉權（Right to Know）、給予消費者拒絕企業經營者利

用、分享或銷售個人資料的退出權（Right to Opt-out），以及對於企業

無妥當的保護其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從而衍生之損害，給予消費者賠

償請求權86。並且還賦予「主觀權利要求」（Subject Rights Request, SRR）

給予任何加州消費者都可依法提出要求，受要求之企業經營者對於每

                                                      
84  The 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nd Enforcement Act of 2020 （ 2019 ） ,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9-0019%20%28Consumer%20Privacy%20-

%20Version%202%29.pdf（last visited Sep. 21, 2019）. 
85  CALIFORNIA LEGISLATIVE INFORMATION, Assembly Bill No. 375 （ 2018 ） ,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720180AB375（last visited Sep. 

21, 2019）. 
86  CALIF RNIANS FOR CONSUMER PRIVACY, About the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https://www.caprivacy.org/about（last visited Sep. 21, 2019）.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9-0019%20%28Consumer%20Privacy%20-%20Version%202%29.pdf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9-0019%20%28Consumer%20Privacy%20-%20Version%202%29.pdf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720180AB375
https://www.caprivacy.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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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求都必須在 45 天內處理，並且不得有處理之差別待遇87。並且要

求企業經營者必須對被蒐集的個人資料的類別、來源別、蒐集或出售

個人資料的營業或商業目的、共享消費者個資的第三方之類別、具體

個資內容等應為揭露。如未遵循 CCPA，加州總檢察長可對每次違規

為最高 7500 美元的裁處，並且因為賦予消費者當事人損害賠償請求

權，故允許消費者為單獨或集體訴訟，以尋求法定或實際的損害賠償、

禁制令以及其他救濟方式88。 

雖 CCPA 之規範與 GDPR 相似，但對於企業經營者之法規遵循

而言，加州 CCPA 將帶來更龐大的負擔。因為雖說儘管發生資料洩漏

事故，CCPA 並不會對年度總收入低於 2500 萬美元、用戶個資處理

與蒐集不超過 5 萬，且年度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並非源自於加州居民個

資的商業行為生效。然而一旦違反該法任一權利與條件，CCPA 的裁

處將比 GDPR 更加嚴厲。再者，即使 CCPA 僅屬於州法並非聯邦層級

的規範，然而加州作為全美人口最多，且為經濟體量最龐大的城市，

加州的隱私保護政策較可輕易的影響美國其他州進行提高資料隱私

規範的風潮。 

（五） 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執法面向 

                                                      
87  THE 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OF 2018 （ 2018 ） ,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7-0039%20%28Consumer%20Privacy%20V2%29.pdf

（last visited Sep. 21, 2019）. 
88 Id.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7-0039%20%28Consumer%20Privacy%20V2%29.pdf
https://oag.ca.gov/system/files/initiatives/pdfs/17-0039%20%28Consumer%20Privacy%20V2%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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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關個人資料保護的執法機關，另為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其原始執掌主要來自於消費者保

護，故而延伸至個人隱私保護，故 FTC 並非屬主管機關。FTC 根據

各種隱私保護相關法規處理了許多案例，依據其經驗將個資可能形成

的危害大約分為四類： 

1. 財務危害： 

主要指金錢或財產受到損害，如詐欺、身份偽造以及被盜用、因

資料外洩而造成額外的成本（例如需變更身份證）等等。 

2. 人身危害： 

包括對個人健康或安全的威脅，例如增加民眾受到跟踪或騷擾的

風險。此類風險對於兒童特別重要，美國也因此特別制定「兒童線上

隱私保護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等於

是兒童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3. 名譽危害： 

名譽傷害通常來自於私人資訊或事務被不當的揭露，從而可能損

害個人名譽。例如醫療或病歷資料的外洩，個人行蹤記錄的外洩等。 

4. 侵擾危害： 

所謂的侵擾，指對民眾的日常生活造成不當的打擾，可大致分為

兩種情況，一是侵入民眾居住或私密活動的場所，例如家庭網路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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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資料外洩事件；二是涉及讓人覺得不舒服的商業性侵擾，例如推

銷行為、騷擾電話、垃圾郵件等。 

FTC 也指出，雖然資料的不當使用可能造成危害，但資料的使用

也能夠推動創新和競爭。尤其在數位經濟的時代，資料的利用可增進

消費者利益，例如節省時間和金錢，亦可挖掘新商機、催生創新服務，

對整體社會與經濟亦有相當增進。以前述的四項危害而言，在適當的

資料利用下，銀行可以主動識別消費者是否受到詐欺、行銷服務可以

更符合消費者需求、感測裝置可讓生活環境更加舒適等。也就是說，

資料的利用可能造成危害，卻也可能用以防制危害的發生。 

因此在資料利用議題上，FTC 從防止不公平、防止詐欺行為等消

費者保護層面出發，於回應 NTIA 有關資料自由流通議題時，提出四

項政策原則：分別是：安全、透明、控制、執法。 

 安全（security）：在 FTC 依據消費者權益保障規範，針對業者資

料安全的疏失進行裁處，多數案例主因為業者資料安全性不足，

或以錯誤資訊誤導消費者有關資料安全性的事項。在安全性不足

的部分，FTC 會檢查業者的服務或商品，以確認其安全性；在資

訊誤導的部分，則查核業者是否確實完成其所宣稱的安全性事項。 

 透明（transparency）：透明主要指的是提供給消費者有關資料收集

與利用的重要資訊，例如多數應用或服務業者的隱私權條款即屬



158 

 

於透明度的要求。FTC 指出，有許多隱私權條款對消費者助益有

限，條文不是過多難以閱讀，就是過少透明度不足。然而，隱私

權條款提供了主管機關向業者問責的依據，對 FTC 而言，隱私權

條款不僅僅只是公開而已，FTC 還會檢視業者是否確實達成條款

內容，作為對業者處分的依據。 

 控制（control）：控制的重點在給予消費者對資料收集與利用的掌

控。FTC 希望能達到消費者權益與商業利益的平衡，因為當消費

者完全拒絕資料的收集與利用，對於當代數位經濟的發展其實相

當不利。此外，FTC 也希望能減少凡事必經消費者同意的狀況，

因為許多資料收集與處理對消費者來說是必須的，例如基於提供

服務的需求，需能識別消費者身份。而減少消費者不必要的同意，

不但對消費者權益並無影響，同時也可提升消費者同意資料收集

的意願，讓消費者認知到資料收集與利用的好處，而非帶來煩擾。 

 執法（enforce）：如前所述，FTC 依據以風險為基礎（risk-based）

的原則，對消費者資料安全與隱私保護事項進行執法，然而，在

執法上存在著侷限性，第一，有部分的組織或對象不在 FTC 的執

法範圍內，例如非營利組織，但其行為對資料安全仍有不小的影

響；第二，FTC 主責的隱私保護與資料安全法規本身也有侷限性，

例如 COPPA 針對兒童的網路線上服務；或是 HIPAA 的管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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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生、保險公司、醫院，但卻不適用於健康應用的網站、資料

中介或廣告網路。 

二、 歐盟 

歐盟於 1995 年頒布個人資料保護指令(95/46/EC) 89，對於歐洲

各國乃至全世界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發展，均有極重要影響。但 1995

年以來，資通訊技術發展變化迅速，網際網路與各項應用興起、近年

來又有「巨量資料」與 IOT90概念之提出，既有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

令面對這些變化已經難以為繼，是以歐盟執委會於 2012 年宣布將要

重新審視歐盟境內的資料保護法案，並提出新的資料保護規則草案，

希望可以取代歐盟 1995 年通過之個人資料保護指令。該草案試圖整

合過去三大資料保護指令91。同時由於 1995 年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在

規範形式上僅為「指令（directive）」，其執行必須透過各國立法轉化，

自然免不了造成產生各國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不一致之情形。這次歐盟

以具有直接規範效力之「規則（regulation）」之制定，進一步統合各

會員國間之個人資料保護標準，展現出落實資料保護的決心，減輕企

                                                      
89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90 物聯網時代資料保護的挑戰，徐彪豪，〈隱私與便捷的取捨──IoT 時代下的資料分析利用 〉，

《走入生活的智慧聯網──匯流科技、政策與產業》，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頁 129-137（2013）。 
91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COM(2012) 11 final (Jan. 25, 2012), https://eur-

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20COM:2012:0011:FIN:EN:PDF (last visited Nov. 10, 

2017) .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20COM:2012:0011:FIN:EN: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20COM:2012:0011:FIN: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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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規遵循的負擔，同時並強化個人對其個人資料的有效掌握

(effective control)。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12 年初提出草案後92，原

本希望能於 2014 年完成立法，2016 年正式施行。然而因為草案內容

爭議頗大，各方意見紛歧，直至 2013 年底，歐洲議會公民自由、司

法與內政委員會（European Parliament Committee on Civil Liberties,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才通過對於執委會版草案之修正意見；其後，

歐盟執委會、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與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

持續進行三方協商討論，於 2015 年末終於獲致共識，於 2016 年 4 月

27日通過，5月 4日公布，正式成為歐盟第 2016/679號規則（Regulation 

(EU) 2016/679）93。原本依據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第 99 條第 1 項，

其將於公布後 20 天生效(2016 年 5 月 25 日)，但考量為達到歐盟個資

保護規則所要求之水準，需要時間因應此一轉變，故在第 99 條第 2

項將生效日期延後 2 年，於 2018 年 5 月 25 日生效。此一新法在生效

之後將會完全取代現行的個人資料保護指令，並且建立歐洲個資保護

新秩序。 

 

                                                      
92  Data Protection, Rules fo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 

https://ec.europa.eu/info/law/law-topic/data-protection_en(last visited:Nov. 9, 2017). 
93  Reform of EU data protection rules,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

protection/reform/index_en.htm (last visited Nov. 10,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law/law-topic/data-protection_en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reform/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reform/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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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歐盟於 2016 年 5 月 4 日發布「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94，並自 2016 年 5 月 24 日起開始生效。

然而，行政罰的正式實施日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因此外界將之視為

實質的「施行日」。 

GDPR 效力及於歐盟會員國，以及歐洲領經濟域（EEA），在此範

圍內所取得之「姓名」、「電子郵件地址」以及「信用卡號碼」等個人

資料95，原則上禁止移轉至歐盟與歐洲領經濟域外。這裡所謂的「個

人」乃是指位於歐盟境內的所有人；包括進入當地市場的企業在當地

錄用的員工、從歐盟境外派遣的駐點人員在內，因此引起各國的高度

關注。另外，GDPR 訂有行政罰，因此對於違反行為，皆有被裁罰高

額罰金的風險。 

關於 GDPR 的適用對象，除了從事營利活動的企業之外，政府機

關、地方自治體、非營利法人等均包含在內（針對外交、防衛、警察

等，則為例外）。換言之，於歐盟境內有設置當地法人、分公司、團體

                                                      
94 Parliament and Council Regulation 2016/679 of April 27, 2016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95/46/EC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O.J. (L 119) 1 [hereinafter GDPR],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reform/files/regulation_oj_en.pdf. 
95 Id. art.4(1). 

http://ec.europa.eu/justice/data-protection/reform/files/regulation_oj_en.pdf


162 

 

以及機關均必須檢討要如何因應 GDPR 規範。不僅如此，中小或微型

企業亦均為適用對象，業者縱使未在歐盟境內設置當地法人、分公司

或派駐人員，但透過網際網路對歐盟境內人民提供商品或服務，而取

得或傳輸位於歐盟境內之顧客資訊時，均有可能成為適用對象96。除

此之外，這類業者（包括控制者與處理者），在特定情況下會被要求

必須在歐盟境內選任代理人，藉以達到 GDPR 實質效力的目標。 

GDPR 分成 11 章共計 91 條之內容，規範大致上承襲了原先資料

保護指令的內容，主要的幾項改變說明如下：（1）增加域外效力規範

（Increased Territorial Scope）（參照第 3 條）：GDPR 最大的改變在於

此規則擴張其適用地域至歐盟以外之地域（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bility），意即所有在歐盟境內之公司，資料於處理上都須遵循

GDPR 之規範；此外，若於歐盟境外處理到歐盟內之資料，亦須遵循

GDPR。（2）罰責（Penalties）（參照第 83~84 條）：受 GDPR 管轄的

機構組織有違法情事時，可能被處以年度全球營業額的 4%或 2000 萬

以下之歐元。（3）同意（Consent）（參照第 7 條）：GDPR 增加同意之

條件，同意之取得不得使用法律專業名詞或術語，必須使用清楚明白

且易於了解之語言說明處理資料之目的。另外，同意之形式必須與其

他文件或資訊分開，以便於同意之撤銷。 

                                                      

96 Id. 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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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GDPR 又再加強了以下部份的公民權利97：（1）資料侵害

之通知（Breach Notification）（參照第 31 條）：當資料受侵之程度會

造成資料當事人權利或自由之風險時，各會員國有義務於知悉資料受

侵害的 72 小時內通知該資料當事人其資料已受侵害。資料處理者

（data processor）於知悉後亦須毫無延遲的（without undue delay）通

知其顧客與資料控制者（controllers）。（2）資料近用權（Right to Access）

（參照第 12 條）：GDPR 擴張公民近用其資料之權利，規定資料控制

者須提供更多關於個資如何被處理之資訊，並確保其個資將以清楚明

確之方式始可獲取。（3）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參照第 17

條）：亦稱為「資料刪除」（Data Erasure），當個資當事人不欲其個資

被處理時，除非有合理之理由，否則應將其個資刪除。（4）資料移轉

（Data Portability）（參照第 18 條）：GDPR 新增關於資料移轉的規範，

使個人資料在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間的傳輸更佳容易。（5）

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權（Privacy by Design, PbD）（參照第 23, 24, 25, 

28, 32 條）：PbD 之概念已於數年前出現，惟於 GDPR 始將 PbD 納為

法律規範的一環。相關的 GDPR 條文內容多會出現以下字詞「應有效

執行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以達本規則保護資料當事人之要求」

（shall..implement appropriate technical and organisational measures..in 

                                                      
97 GDPR Key Changes, EUGDPR.ORG, http://www.eugdpr.org/key-changes.html (last visited Feb. 06, 

2017). 

http://www.eugdpr.org/key-chang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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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y..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Regulation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data subjects）。（6）資料保護專員（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DPO）（參照第 37條）：資料控制者和處理者須指派一名DPO，

用以監督公司之個人資料處理活動的相關系統與適法性。 

（二） GDPR 之資料可攜權與跨平臺競爭、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

規範 

歐盟與其他國家相較，在釋出規範上有一個特殊的「釋出義務」。

也就是「資料可攜權」（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資料當事人有權請

求控管者以結構化、通常使用且機器可讀的格式，將其基於同意或契

約關係所提供之資料，以及依據自動化方式處理之資料提供給資料當

事人或其指定之其他資料控制者。這個權利是歐盟在 GDPR 中所新

增的權利，其目的於回應科技的發展、促進當事人對資料的掌握。 

此一權利雖未見於其他國家之規範，但仍相當值得我們注意。在

網路世代，社群網路等各種網路上的服務興起，當事人有越來越多的

行為是轉由通訊傳播之服務來行使，其於通訊傳播服務上所儲存的資

料也越來越多。當當事人意圖轉換或新增服務提供者的時候，往往會

因為資料量的龐大，而產生移轉上的困難，造成鎖定效應，間接限制

了當事人自由選擇與掌控的能力，也影響了平臺之間的競爭。歐盟乃

是以創設權利的方法，希望能解決此一問題。同時，亦進一步促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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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彼此的合作。因而，歐盟在 GDPR 的立法理由第 68 點特別提

到，希望能鼓勵資料控制者發展使資料具有可攜性的共同操作模式，

就是希望透過合作，來降低資料當事人移轉資料的成本。 

然而可以預見的，在未來隨著數位匯流的狀況逐漸發展，當消費

者面對越來越豐富與多樣的數位通訊服務時，消費者可能想要同時尋

求不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或是希望能在不同數位通訊

傳播服務提供者間轉移自己的資料，當事人在不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

提供者間移轉其留存資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高。這種對於個人資料

掌握程度期待提高背景，也正是歐盟 GDPR 將資料可攜權納入規範

的主要原因。 

就資料可攜權這一議題而言，當前的時代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

者是隨著數位匯流的發展，消費者在不同的數位通訊服務提供者間選

擇、交換的需求與期待提高。不過由於此一概念新穎，此一權利尚未

在國際間獲得廣泛承認。一者則是對於資料傳輸的格式、形式等或因

為不同業者的需求而有所不同、難以統一。 

以歐盟資料可攜權的規範為例，其仍然係將實際資料之規格、互

通之方法交由資料控管者彼此討論形成，英國個資主管機關也並未訂

定明確內涵，僅是透過指引提供資料控管者建議，說明其可採取的自

動化處理方法等。如此也反映出了不同領域資料控管者所需要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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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標準可能不盡相同，難以在不同領域與產業間制定出統一圭臬

的現實。 

至於在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規範上，歐盟於 1995 年通過個人

資料保護指令年通過資料保護指令就有禁止會員國將個人資料跨境

傳輸至對於資料保護不夠充足之國家98。依照指令的第 25 條，傳遞個

人資料至第三國或國際組織，須在歐洲執委會認為該國或該組織具有

充足的保護水準時始得為之。一般資料保護規則延續相同的規範，在

第 45 條規定，除上述要求外，增加第三國須有獨立以及有效執法的

主管機關，以及該第三國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或簽訂其他現行有效之多

邊或區域體系中保護個人資料之條款。 

（三） 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1. 立法緣起 

資料經濟發展對於歐盟的經濟與就業成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

性，對於歐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具有相當影響。自 2016 年通過的

歐盟「一般個人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之立法，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正式生效後，在歐盟境內設立

單一、高層級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建構堅實的數位信任規範架構，

                                                      
98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ar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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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R 之規範內容，除以保護個人資料為主要目的，同時建立了歐盟

境內個人資料自由流通與可攜性之法制規範。 

然對於非個人資料而言，由於歐盟在「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

規則（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制定前，並無歐盟層級的單一法制規範，而各會員國的資料

在地化限制（Data localisation requirements）規範與措施，以及私部門

在資訊系統間移動鎖定措施（vendor lock-in practices）障礙，無法依

照現行的歐盟法制作有效的移除，造成法制上的不確定性與不信任感，

成為流通非個人資料之不當阻礙，也形成歐盟數位經濟發展的重大影

響。 

基此，歐盟執委會自 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布「歐盟非個人資料自

由流通架構規則」草案99，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立法三讀通過後，於

2018 年 11 月 28 日在官方公報正式公布「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

架構規則」（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100，依

該規則第 9 條規定，已自（今）2019 年 5 月 28 日生效施行。「非個

人資流通架構規則」全文共九條，以下就其規範重點進行介析。 

                                                      
99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2017) 495 final, 

2017/0228 (COD). 
100 Regulation (EU) 2018/18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November 2018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18] OJ L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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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範重點 

（1） 規範目標及其事務範圍： 

對此，「非個人資料流通架構規則」在第一條即明定，本規則之

目標在於確保歐盟境內非屬個人資料的自由流通；同時明列本規則所

規範事務，為關於資料在地化之限制、內國主管機關資料可取得性，

以及專業資料使用者有關資料可攜的規定。 

（2） 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原則 

 資料在地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對此，「非個人資料流通架構規則」在第一條即明定，本規則之

目標在於確保歐盟境內非屬個人資料的自由流通；同時明列本規則所

規範事務，為關於資料在地化之限制、內國主管機關資料可取得性，

以及專業資料使用者有關資料可攜的規定。 

 過渡期限與協調機制 

而讓各會員國有一定過渡期間，以調整其內國法規範與措施，「非

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第 4 條第 3 段規定，會員國應確保其國

內對於資料在地化要求的法令規範與行政措施，在 2021 年 5 月 30 日

時，均符合本規則第 1 條規定之要求；而不符合之法令與行政措施皆

已調整、移除。 

然而，若會員國認為其既有的資料在地化規定、措施，已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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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公共安全與比例原則之情形時。依照本條規定，在 2021 年 5 月 30

日時，會員國若認為，該國既有的關於資料在地化要求相關措施，係

符合本規則第 1 段之規定，因而可維持其效力時。會員國應與執委會

共同調整或維持該措施。執委會應該在收到會員國的通知送達日起 6

個月內，檢視該措施是否符合本條第 1 段之規定，以及適當的提供意

見評論，必要時包括調整或刪除該措施之建議。 

 資料在地化限制之資訊告知 

「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並規定會員國在國內進行任何

資料在地化限制的要求，都應進行資訊告知。若會員國有法案制定涉

及新的資料在地化之要求，或調整現行資料在地化之限制措施，依「非

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第 4 條第 2 段規定，均應通知歐盟執委

會；同時，該條第 4 段並規定，會員國對於任何在國內施行在地化要

求的法令或行政規定，應透過國內線上單一窗口提供資訊細節，且隨

時保持更新。 

（3） 內國主管機關之資料可得性（Data availability） 

為能夠讓內國主管機關基於其法定職責功能，能具有資料接取的

權限與可得性，「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第 5 條第 1 段規定，

本規則不影響內國主管機關，基於歐盟法或內國法的法定職責，而行

使請求、取得資料接取之權限。對於內國主管機關資料接取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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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該資料處理的任一環節，係在另一會員國，作為拒絕之原因。 

再者，為強化內國主管機關的資料可得性，內國主管機關可依本

規則第 5 條第 2 段規定，在請求接取使用者的資料後，若主管機關未

能取得資料接取，且若在歐盟法或國際協定下，不同會員國的主管機

關間，並無交換資料的特殊機制，主管機關可依照本規則第 7 條規定，

向另一會員國的主管機關請求協助。 

此外，「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第 5 條第 4 段規定，會

員國可以依照歐盟與內國法，對於未遵守資料提供義務者，制定有效、

合比例，與勸阻性的罰則。 

（4） 以自律準則促進資料可攜 

為促進資料可攜，「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於第 6 條規

定，執委會應鼓勵與促進歐盟層級自律行為準則之規範發展。而自律

準則之制定，基於互通性與透明性原則，且綜合審酌：（1）促進更換

服務提供者及資料移動之標準與格式的最佳措施；（2）最低資訊透明

性要求，以確保專業使用者在資料傳輸契約成立前，應受有充分詳細

的、清楚且透明的資訊，以適用在專業使用者欲轉換服務提供者，或

是專業使用者欲將資料移回自己的資通訊系統之情形；（3）認證制度

措施，以促進對於提供予專業使用者的資料處理產品與服務之發展，

並考慮建立國內與國際準則，以促進這些產品與服務的可比較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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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跨領域途徑的溝通藍圖，以喚起利害關係人對於自律行為準則之規

範意識。以資促進競爭性資料經濟發展環境。 

而為能確保利害關係人確實能參與自律準則之發展，本條第 2 段

規定執委會應確保行為準則的發展進行，係與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協

同合作發展。此外，為能具體執行自律準則發展，本條第 3 段並明定

時程，規定執委會應鼓勵服務提供者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時發展完

成自律行為準則，且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生效施行這些自律準則。 

（5） 會員國主管機關間資料接取協助請求與協調程序 

為確保資料自由流通規則能有效實行，「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

構規則」第 7 條規定要求各會員國設置單一窗口，並就資料接取之請

求協助機制及其協調程序設有規範，對此分述如下： 

 專責單一窗口 

首先，要求各會員國設置單一窗口，依本規則第 7 條第 1 段

規定，各會員國應針對本規則，設計與各會員國以及與執委

會聯繫的單一窗口。並應將該單一窗口告知執委會，後續有

任何更動亦同。 

 請求協助資料接取及其協調之程序 

再者，同條第 2 段規定，會員國主管機關，如依照本規則第

5 條第 2 段，以資料接取之目的，向其他會員國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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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協助資料接取時，其應向該會員國所設計的單一窗口，

提出適宜正當的請求，且該請求應以書面說明欲接取該資料

之理由與法理基礎。 

對此，單一窗口，依同條第 3 段規定，應表明該會員國內之

相關主管機關，且應將收到的請求，傳送予該主管機關。相

關主管機關收到請求後，依照第 5 條第 4 段規定，應依據請

求的緊急性，在合理的期間內，向請求協助的主管機關回應

是否提供協助，不應無故拖延。 

（6） 規則實施之評估與指導原則之制定 

為檢視與確保本規則的規範實效性，「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

規則」第 8 條要求執委會應在 2022 年 11 月 29 日前，向議會、理事

會以及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報告本規則實施情形，特別是關於： 

 本規則施行情形，尤其對於包含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所構

成的資料集，在市場發展及技術發展下，可能進一步擴及成

為反匿名資料的可能性。 

 會員國就本規則第 4 條的實施情形，尤其是公共安全考量之

例外規定。 

 服務提供者就自律行為準則之發展與實效性，以及資訊條款

之實效性。而執委會在履行本條規定時，會員國應提供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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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必要的資訊。 

依照本條規定，歐盟執委會已在 2019 年 5 月 29 日，發布「歐盟

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指導原則」（Guidance on the Regulation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101。以下對此為進一步介析。 

（四） 「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指導原則」 

「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下簡稱「FFD 規則」）於 2019

（今）年 5 月 28 日生效，隔日歐盟執委會即依該規則第 8 條之規定，

公布「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指導原則」（Guidance on the 

Regulation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下簡稱 FFD 規則指導原則），除詮釋混合資料在歐

盟資料法制FFD規則與GDPR間規範上如何適用之議題，並針對FFD

規則，主要闡釋：1、非個人資料之概念與判準；2、移除資料在地化

促進之規定；3、針對 FFD 規則對於資料可攜之規定，歐盟執委會在

政策上如何發展自律機制促進資料可攜。 

對此，本研析將探討在歐盟在現行法制規範下，如何在確保個人

資料保護受到 GDPR 規範保障之前提基礎下，促進資料自由流通發

                                                      
101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Guidance on the Regulation on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2019) 250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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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除介析該指導原則對於非個人資料之認定標準，以及對於特定混

合資料集所應適用法律之判準外；並著重促進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重

要議題的相關討論，包括分析歐盟如何認定資料在地化之要求，以及

探討歐盟在政策上如何透過自律機制促進資料可攜，並加強資料跨境

傳輸信任，以促進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發展。就此分述如下： 

1. 非個人資料之概念與判斷方式 

非個人資料，FFD 第 3 條係以反面定義之方式進行規範，亦即凡

是資料不屬於 GDPR 第 1 條所定義的個人資料，即屬非個人資料。相

對於 GDPR 對於個人資料之定義，資料屬於非個人資料之類型主要

有二，其一，資料自始不會涉及已能識別或足資識別的自然人，例如

在風力發動機上裝設感應裝置，而產生的氣候數據資料；第二、特定

資料最初係個人資料，惟該資料後來已經去識別化，亦即將該個人資

料，經過適當匿名化（anonymisation）後，除無法判定該資料為屬於

某特定人之資料、亦無法透過其他額外資料而判斷為某特定人之資料，

然如何判斷個人資料是否已符合適當匿名化，仍應依據個案為個別具

體判斷102。 

因此，一旦非個人資料可以任何方式與個人產生關連時，亦即該

非個人資料可產生無論是直接性的或是間接性的，足以辨識出特定人

                                                      
102 Id. a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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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果時，該資料即必須認定為個人資料。如特定生產線的品質管理

報告，可能辨識出特定工廠之員工（例如設定生產參數之員工），該

資料將構成 GDPR 所規定之個人資料。103是以，這樣的認定標準，在

現行科技與數據分析發展下，即便是去識別化之資料，亦可能因而被

認定為個人資料104。 

另外，在法人之部分，由於 GDPR 所定義之資料為自然人之資

料，若特定資料集中，僅包含法人名稱與聯絡方式者，係屬於非個人

資料。然而，若法人名稱與該法人之所有人（自然人）姓名相同，或

是資料集中的相關資訊，有足以辨認特定自然人之情形，該資料集即

屬於個人資料105。 

2. 混合資料集（Mixed datasets）概念及其適用法律判準 

(1) 概念與事例 

混合資料集（Mixed datasets）係指包含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的

資料集，也是在物聯網（IoT）、人工智慧以及巨量數據分析之發展下，

目前發展資料經濟的資料集當中，多數資料集所具有之性質。例如公

司之稅務記錄，其中即包括公司經營者的姓名與連絡電話；或例如研

究機構內的匿名統計資料及其初步收集的原始資料（如問卷調查統計

                                                      
103 Id. at 7. 
104 Id. 
105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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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個人的問題回應）；又或是銀行內的資料當中，與客戶資料、交易

明細相關者，如付款服務（信用卡、貸款）、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CRM）等，均為混合資料集之例106。 

指導原則以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 

CRM）為例進一步說明，某些銀行會使用第三方業者所提供的 CRM

服務，而該第三方業者在 CRM 環境下，需要銀行客戶之資料，且為

提供良好的 CRM 服務，第三方業者所持有資料，包括任何有效管理

CRM 服務以及與客戶能有良好互動發展的相關資料，如郵政與 email

地址、電話號碼、客戶所購買過的服務與消費經驗，包括整合性資料 

（aggregated data），這些資料集即包含了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107。 

(2) 適用法律判準與「不可分連結性」（inextricably linked） 

 原則：混合資料集內屬於非個人資料之部分，適用於 FFD 規則；

屬於個人資料之部分，適用於 GDPR。 

針對混合資料集的適用法律，FDD 規則第 2 條設有規定，基於

該條規定，指導原則作以下的原則性詮釋：在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

所構成的特定資料集，該資料集內屬於非個人資料之部分，適用於

FFD 規則；而該資料集中屬個人資料之部分，則適用於 GDPR 之規

                                                      
106 Id. at 8. 
10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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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08。 

 混合資料集之非個人資料與個人資料具「不可分連結性」：資料集

全部均適用於 GDPR 之規定。 

然而，在現今數位技術及資料運用之發展下，特定資料集的個人

資料與非個人資料並非都能清楚區別及分離，FDD 第 2 條針對混合

資料集，設有「不可分連結性」（inextricably linked）之要件規定，亦

即若該資料集中的非個人資料與個人資料具有「不可分連結性」之情

形時，FDD 規則之規定不得影響 GDPR 之適用。 

而為能確保混合資料集能受到 GDPR 之保護，對於本規定，指導

原作更為嚴格之解釋，除認為特定混合資料集中若具有「不可分連結

性」情形時，該混合資料集的資料，應全部適用於 GDPR 之規定外，

其更進一步認為，即便該資料集當中，僅有相當少數的資料屬於個人

資料者，亦同。109以符合歐洲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權利保障規定，以

及 FFD 規則前言（Recital）第 8 段中所敘明，GDPR 規範不受 FDD

規則影響之意旨。 

指導原則亦針對「不可分連結性」為進一步詮釋，認為若在管理

者對特定混合資料集的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進行分離，具有實際上

                                                      
108 Id. at 9. 
109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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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或經濟上無效率、或技術上不可行之情形時，即屬於具有「不

可分連結性」。 

指導原則作如此詮釋，係基於現今數位技術及資料運用之發展下，

已難以將資料集的個人資料與非個人資料清楚區別與分離，且在此等

情形，若分離資料集，可能造成資料集價值明顯地降低。此外，歐盟

現行法制包括 GDPR 以及 FFD 規則，均未要求企業將其所控制或傳

輸的資料集進行分離，而且如此解釋亦將確保該資料集能受到 GDPR

規範之保護110。 

3. 移除資料在地化要求之限制 

如前所述，對於資料在地化要求，FFD 規則第 4 條規定，除非基

於公共利益之考量，以及在符合比例原則之條件下，始得為資料在地

化要求之外，否則於歐盟境內，禁止各會員國設有資料在地化要求之

管制規範與措施。 

歐盟對於資料在地化要求之認定，依照 FFD 規則第 3 條對於資

料在地化要求所規範之定義，簡言之，只要會員國的法律、管制或規

範任何義務、禁止、條件、限制或其他要求，或是基於會員國行政機

關依法所採取具一般性與持續性行政措施，將資料之傳送僅限定於特

定會員國內，或是阻礙資料傳送至其他會員國之情形，均屬之。 

                                                      
110 Id. 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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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概念下，指導原則進一步指出，會員國的任何法律、行

政規定或管制措施，無論是直接性或間接性的措施要求，只要對於非

個人資料自由流通之造成限制，都屬於資料在地化之限制措施111。 

其中，直接資料在地化之要求之事例，例如會員國要求將資料儲

存於限定地理區域（例如特定會員國內），或要求遵循特定國內特定

技術要求（如資料必須使用國內特定格式）112。 

而間接資料在地化要求，係指會員國所作的任何其他措施，產生

個人欲將資料傳輸至其他會員國時，將受到限制之效果者，例如要求

在特定會員國內，應使用經認證或核可的技術設施，或是其他要求措

施，將在歐盟境內造成，欲將資料自特定地理區域輸出至其他地區，

更為困難之效果者。而特定措施是否構成資料在地化要求之限制，仍

需就個別具體實際情形而定113。 

4. 發展自律機制促進資料可攜 

移除業者的資料鎖定（lock-in）措施，為 FFD 規則重要立法目的，

由於服務提供者之資料鎖定措施，如契約協議、特殊資料格式，往往

造成使用者因而無法將資料攜帶出服務提供者的 IT 系統，亦無法在

服務提供者間進行資料轉換。而資料可攜與轉換無阻礙，即能讓使用

                                                      
111 Id. at 11. 
112 Id. at 11. 
113 Id. at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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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為自由地選擇資料傳輸服務提供者，進而確保市場有效競爭114。 

對此，如前所述，依 FFD 第 6 條規定，執委會應以鼓勵發展歐

盟層級自律準則，促進資料可攜，以活絡資料經濟發展115。對此，執

委會針對雲端服務市場之發展，成立單一數位市場雲端利害關係人工

作團（Digital Single Market (DSM) cloud stakeholder working groups），

其中雲端轉換與資料可攜工作小組（Cloud Switching and Porting Data 

Working Group, SWIPO），正發展雲端移轉與資料可攜相關自律準則

規範外；而歐洲雲端服務提供者認證（European Cloud Service Provider 

Certification Working Group, CSPCERT）工作小組正發展雲端安全認

證。 

而為確保自律規範準則之制定，係以開放、意見多元與兼容之程

序，規範兼顧多方利益之衡平考量，SWIPO 與 CSPCERT 都以共同主

席、多方利害關係人之方式組成，其中 SWIPO 成員係來自相關領域

的法律、科技與經濟專家以及具雲端電腦領域專業經驗業者等利害關

係人；CSPCERT 成員亦來自產業人士、專業使用者以及會員國網路

安全認證主管機關等利害關係人。116 

除自律規範準則之發展外，執委會未來更計畫草擬契約條款範例，

                                                      
114 Id. at 16-17. 
115 就此，請參考本文頁 170 以下。 
116  European Commission, DSM cloud stakeholder working groups on cloud switching and cloud 

security certificatio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sm-cloud-stakeholder-working-

groups-cloud-switching-and-cloud-security-certification (last visited Nov. 7, 2019).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sm-cloud-stakeholder-working-groups-cloud-switching-and-cloud-security-certification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dsm-cloud-stakeholder-working-groups-cloud-switching-and-cloud-security-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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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歐盟境內企業，尤其中小型企業，作為重要參考。117 

5. 發展安全認證與網路安全政策，加強資料傳輸信任： 

若能加強跨境資料傳輸的安全信任，應可減少公部門與市場參與

者基於資料安全為由，進行資料在地化要求之情形，此亦為 FFD 規

則前言（Recital）第 33 段所敘明之意旨。就此，CSPCERT 工作小組

正發展歐盟雲端認證架構，已如上所述；此外，執委會亦將要求歐盟

網路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就網路安全法

相關規範發展政策計畫118。 

三、 日本 

（一） 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 

日本政府 2015 年關於「個人情報保護法（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

する法律）」大幅修正，影響日本個資保護法制深遠，於 2017 年 5 月

修法施行前，日本僅有個人情報保護審査會作為審查公部門處理個人

資料的政府單位，但在修法後為公私分立的雙軌制，個人資料保護委

員會(Personal InformationProtection Commission, PPC)作為審查私部門

處理個人資料的獨立行政法人。PPC 於 2016 年 1 月受命為日本個人

資料保護專責機關，負責管理與督導日本民間之資料交換組織、企業

                                                      
117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supra note 93, at 17-18. 
118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ENISA (the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 and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and repealing Regulation (EU) No 526/2013 

(Cybersecurity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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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關統計資料、與日本政府資料管理單位之橋梁。其相關規範重點

如下： 

1. 個人資料定義 

修正前的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第 1 項對於個人資料的定

義為：「關於自然人的資料中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其他得識別特

定個人的資料（包含得容易與其他資訊比對，並藉而識別特定個人的

資料）」因為規範過於簡單，許多資訊是否被納入規範迭有爭議。 

為了避免產業界對使用個人資料卻步、也為了避免侵害到個人權

益，因此要明確定義個人資料的範圍。本次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將「個人識別符號」納入規範119，即是將由個人身體特徵所轉換

成得以識別個人的資訊，明確定義為受個資法保障的個人資料。在這

樣的定義之下，包括指紋資料、臉部辨識資料、護照號碼、證書執照

號碼、電話號碼以及個人編號都被明確納入規範對象120。 

此外，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3 項新增「敏感性個人資料」的規定121，

                                                      
119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条第１項第二号 , 個人識別符号が含まれるもの。 
120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条第２項,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個人識別符号」と

は、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文字、番号、記号その他の符号のうち、政令で定めるも

のをいう。 

一 特定の個人の身体の一部の特徴を電子計算機の用に供するために変換した文字、番号、

記号その他の符号であって、当該特定の個人を識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 

二 個人に提供される役務の利用若しくは個人に販売される商品の購入に関し割り当てら

れ、又は個人に発行されるカードその他の書類に記載され、若しくは電磁的方式により記録さ

れた文字、番号、記号その他の符号であって、その利用者若しくは購入者又は発行を受ける者

ごとに異なるものとなるように割り当てられ、又は記載され、若しくは記録されることにより、

特定の利用者若しくは購入者又は発行を受ける者を識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の。 
121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条第３項,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要配慮個人情報」

とは、本人の人種、信条、社会的身分、病歴、犯罪の経歴、犯罪により害を被った事実そ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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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會造成本人受到歧視待遇的人種、信仰或是病歷等個人資料，

除法律規定、保護他人生命財產而難以取得同意、維護兒童健全身心

發展、或公務機關依法遂行職務而難以取得同意等情況外，應取得本

人同意（第 17 條第 2 項）122，且禁止以事後退出的模式取代事前同

意，而向第三人提供資料（第 23 條第 2 項）123。 

2. 個人資料保護 

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中，不論是行政機關或是民間機構，只要

有利用個人資料者，都受到此法之規範；因此，日本政府制定一般性

規範，意即所謂的「基本原則」，作為各機構之標準。此外，特別是對

                                                      
本人に対する不当な差別、偏見その他の不利益が生じないようにその取扱いに特に配慮を要

するものとして政令で定める記述等が含まれる個人情報をいう。 
122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十七条第２項,  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は、次に掲げ

る場合を除くほか、あらかじめ本人の同意を得ないで、要配慮個人情報を取得してはならない。 

一 法令に基づく場合。 

二 人の生命、身体又は財産の保護のために必要がある場合であって、本人の同意を得る

ことが困難であるとき。 

三 公衆衛生の向上又は児童の健全な育成の推進のために特に必要がある場合であって、

本人の同意を得ることが困難であるとき。 

四 国の機関若しくは地方公共団体又はその委託を受けた者が法令の定める事務を遂行す

ることに対して協力する必要がある場合であって、本人の同意を得ることにより当該事務の

遂行に支障を及ぼすおそれがあるとき。 

五 当該要配慮個人情報が、本人、国の機関、地方公共団体、第 76 条第１項各号に掲げる

者その他個人情報保護委員会規則で定める者により公開されている場合。 
123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項 ,  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は、第三者

に提供される個人データ（要配慮個人情報を除く。以下この項において同じ。）について、本

人の求めに応じて当該本人が識別される個人データの第三者への提供を停止することとして

いる場合であって、次に掲げる事項について、個人情報保護委員会規則で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

あらかじめ、本人に通知し、又は本人が容易に知り得る状態に置くとともに、個人情報保護委

員会に届け出たときは、前項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当該個人データを第三者に提供することが

できる。 

一 第三者への提供を利用目的とすること。 

二 第三者に提供される個人データの項目 

三 第三者への提供の方法 

四 本人の求めに応じて当該本人が識別される個人データの第三者への提供を停止するこ

と。 

五 本人の求めを受け付け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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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用電腦或資料庫等儲存利用個人資料之相關單位(個人資料利用

事業者)，亦設定「個人資料利用事業者之義務（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

の義務）」規定，訂立具體且明確之規範。以公務機關之個人資料處

理而言，在昭和六十三年已制定「行政機關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電子計算機処理に係る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

する法律），然而為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制定，除了將原先「行

政機關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為「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護

法」（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另制定「獨

立行政法人資料保護法」（独立行政法人等の保有する個人情報の保

護に関する法律）、「資料公開與資料保護審查會設立法」（情報公開・

個人情報保護審査会設置法）、「行政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相關

法律準備之法案」（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

律等の施行に伴う関係法律の整備等に関する法律）等，以加強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完整性，統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關聯五法（個人情報保

護法関連五法）124。其法律體系如下所示： 

                                                      
124  個 人 情 報 保 護 関 連 ５ 法 の 概 要  ， 日 本 總 務 省 行 政 管 理 局 ，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min/madoguchi/j-net/singikai/02/j-net2si3.pdf (last visited Oct. 26, 

2019). 

http://www.city.yokohama.lg.jp/shimin/madoguchi/j-net/singikai/02/j-net2si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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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日本個人資料保護法體系 

資料來源：日本茨城縣政府網站 

 

但隨著大數據等技術科技對於個資使用的需求，舊的個人資料保

護法僅著重於個資保護已不敷使用，因此在個資法通過 10 年後，日

本再度展開新的修法工作。 

日本內閣府於 2014 年 6 月的第 11 次「關於個人資料研討會（パ

ーソナルデータに関する検討会）」中作成「有關個人資料利活用制

度修正大綱（パーソナルデータの利活用に関する制度改正大綱）125」，

                                                      
125 内閣官房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推進戦略本部, パーソナルデータの利活用に関す

る制度改正大綱(平成 26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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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此大綱作成修正草案（個人情報保護法の改正案），於 2015 年

3 月經過閣議審定，終於在 2015 年 9 月 3 日眾議院通過修正草案審

議，於 2017 年 9 月開始全面施行。其修正目標，是為加強個人資訊

保護、促進個人資料利用、創造新產業、新服務、提升國民安全、同

時期盼使日本成為歐盟所認可之個人資料保護程度充足的國家，進而

成為歐盟所承認得為國際傳輸個人資料的對象國。 

（二） 個人資料去識別化之規定 

在現今大數據（Big Data）或開放資料（Open Data）等新資料科

技應用領域中，由於各種被使用的資料範圍開始擴大，社會也開始對

個人資料及隱私安全產生疑慮。為了避免牴觸現今個人資料保護規制，

往往這些個人資料在使用時必須配合去識別化，將這些個人資料以代

碼、匿名、隱藏部分資料或其他方式，使之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以

充份保障個人資料及隱私權、增進公眾互信的架構。 

然而當越來越多個人資料以去識別化之方式向公眾提供時，一來

因為資料數量增加，二來因為資料分析比對的技術提升，資料被重行

識別出個人的機率也隨之變越高，成為個人資料保護的另一漏洞。為

了防止如此弊害，重新檢視並制定禁止重行識別個人規範，就成為個

人資料保護的要務。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it2/info/h260625_siryou2.pdf(last visited Oct. 26, 2019).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it2/info/h260625_siryo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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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修法前規範 

日本關於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匿名化）以及重新識別並沒有明文

規定，2013 年 6 月 25 日總務省「關於個人資料利用、活用研討會（パ

ーソナルデータ利用・活用に関する研究会）」的報告書中126中提到

只要滿足下列的三個原則，即可被視為實質上無個人識別性，不屬於

受法律保護的個人資料，能不得到本人同意即可利用。1.實施適當的

去識別化措施。2.資訊接受方同意並且公告去識別化的資料將不再重

新識別。3.將匿名化的資料向第三人提供時，提供資料的一方需以契

約禁止資料重新識別。 

對照同報告書第 58 頁「在急速變化時代下的消費者隱私權保護

（急速に変化する時代における消費者プライバシーの保護）」章節

提到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頒布的

三原則：1.採行合理的去識別化措施；2.受到不得還原去識別化資料

的限制；3.提供去識別化的資料予第三人時，須訂立合約禁止資料收

受者還原資料。違反時 FTC 將採取適當措施並合理性監視遵守情況。 

可以發現兩者的相似度極高，但如果仔細比對可以發現，兩者仍

有差異之處。以要件 2 來說，字面上 FTC 保留了介入執行的空間，

                                                      
126 総務省, パーソナルデータの利用・流通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書～パーソナルデータの適正

な利用・流通の促進に向けた方策～,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231357.pdf (last 

visited Oct. 26, 2019).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23135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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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條採取

強制措施，反觀總務省卻一開始就沒有要對業者監督管理的意思。而

關於要件 3，FTC 多出了監督條款也是總務省所無。總括來看，總務

省所定的三要件規制密度較 FTC 寬鬆。 

因為沒有法律規制效果，實務上不遵守要件的案例層出不窮，例

如發生在 2013 年的 SUICA 事件127。JR 東日本在提供 SUICA 卡乘車

紀錄給日立製作所進行大數據分析，資料包括車站使用人的性別、年

齡分布、停留時間、上下車時間分布等。此舉當時引起社會一片撻伐，

民眾認為自己有被監視的感覺，同時也質疑既然使用自己的個人資料

為什麼沒有事先請求同意。對此，JR 東日本卻只是表示「這些資料既

然無法特定個人，則應該不算是個人資料。」強調所有資料都有經過

去識別化，且在雙方契約中有約定禁止比對資料以及重新識別。然而

當提及要將契約內容公開時，JR 東日本卻以日立製作所是值得信賴

的企業為由，而拒絕將契約內容公開。此一事件引起日本社會高度關

注，最終成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的關鍵。 

2. 日本修法後規範 

日本舊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情報保護法）對於匿名化及重新識

別並沒有法規明文規定，但隨著大數據等技術科技對於個資使用的需

                                                      
127 Business Joural, Suica のデータ販売中止騒動、個人特定不可なのになぜ問題？ ビッグデー

タの難点, http://biz-journal.jp/2013/08/post_2760.html(last visited Oct. 26, 2019). 

http://biz-journal.jp/2013/08/post_2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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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舊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僅著重於個資保護已不敷使用，因此在個資

法通過 10 年後，日本再度展開新的修法工作，終於在 2015 年 9 月 3

日眾議院通過修正草案審議，於 2017 年 9 月開始全面施行。以下是

這次修正，關於去識別化的規範。 

本次增修條文增加了「匿名處理資料」的概念。所謂「匿名處理

資料」是指「對個人資料採取一定的匿名化措施處理，使其無法識別

特定個人所得之關於個人的資料，且該個人資料無法復原。」（參照

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9 項）128。 

而所謂的匿名化措施具體內容，是指將包含該個人資料等資訊的

一部（若該資訊包含得以識別個人符號時則必須全部消除）消除，或

是以不帶有可能復原個人資料規則性的方法替換成其他的記述。（參

照修正條文第 2 條第 9 項） 

因為「匿名處理資料」不屬於「個人資料」，因此一旦被視為是

「匿名處理資料」，即不受目的外使用或是向第三人提供規定的限制。

然而，這並不表示「匿名處理資料」完全不受限制，在本次修正考慮

                                                      
128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改正法, 第二条第９項,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匿名加工情報」と

は、次の各号に掲げる個人情報の区分に応じて当該各号に定める措置を講じて特定の個人を

識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個人情報を加工して得られる個人に関する情報であって、当

該個人情報を復元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たものをいう。 

一 第１項第１号に該当する個人情報 当該個人情報に含まれる記述等の一部を削除すること

（当該一部の記述等を復元することのできる規則性を有しない方法により他の記述等に置

き換えることを含む。）。 

二 第１項第２号に該当する個人情報 当該個人情報に含まれる個人識別符号の全部を削除す

ること（当該個人識別符号を復元することのできる規則性を有しない方法により他の記述等

に置き換えることを含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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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資料有用性的同時，也設下的一定的規制，作成「匿名處理資料」

的「個人資料處理業者」以及「匿名處理資料處理業者」等都課以相

當的義務。 

（三） 「個人情報保護法」之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規範 

透過立法方式保護民眾隱私，看似蔚為主要國家近期的共識，但

各國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推動上，往往因自身經濟狀況、社會結構及

隱私文化的不同，連帶使得法制設計有所出入129。亦有論者指出各國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若缺乏一致性的隱私規範，限制個人資料跨國傳遞

的「資料禁運」（information embargo）可能性即大為增加130；反面而

言，若個人資料得輕易地被傳輸至缺乏妥適保護的第三國，亦可能遭

利用而成為所謂的「資訊避難所」（information haven），用以規避特定

國家法律原本加諸於個人資料收集、利用或傳輸上的限制，自非資料

當事人所樂見131。 

在持續參與國際隱私保護推動工作下，日本政府體認其既有的個

人情報法，關於「國際傳輸」的規範實付之闕如，恐難契合日趨嚴格

的國際規範潮流。故針對將個人資料提供予境外第三人之情形，此次

修法新增第 24 條規定，除符合例外情事，個人資料處理事業必須事

                                                      
129 宮下紘，〈諸外國等における個人情報の保護の動向〉，《法律のひろば》，第 61 巻第 9 号，頁

49-50 (2008)。 
130 翁清坤，〈論個人資料保護標準之全球化〉，《東吳法律學報》，第 22 卷第 1 期，頁 5 (2010)。 
131 同前註，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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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始得進行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此外，根據個

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發布資料，未來跨境傳輸問題的處理，尚須檢視該

等境外國家，其保護法制是否達到與日本相同的水平，並經過日本政

府之認定而產生差異132： 

1. 經認定達到相同水平 

若收受個人資料的國家，已由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認定具備與日

本相同之保護水平，其得合法進行跨境傳輸的情形，將包括「1.取得

當事人之事前同意；2.符合 opt-out 規定；3.共同利用；及 4.委託關係」

四者。 

2. 未達到相同水平 

若接收個資的國家，並未達到與日本相同之保護水平，此時須檢

視個人資料處理事業可否滿足主管機關所訂定的相當條件，確保跨境

傳輸行為處於適當保護之環境下。若答案為肯定，此時其得進行跨境

傳輸的情形，仍將與上述四者完全相同；但事業若未能滿足相關要求，

則其僅能於「取得當事人事前同意」此一條件下，將個人資料傳輸至

該不具適當保護水平之國家。論者指出日本針對個資跨境傳輸之修正，

明顯係以前述歐盟法制為師法對象133，惟在「原則禁止、例外開放」

                                                      
132 個人情報保護委員会，〈個人情報の利活用と保護に関するハンドブック〉，頁 5 (2016)。 
133 宇賀克也，〈個人情報保護法改正について(2・完) 〉，《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第 60 期，

頁 4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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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下，日本並未如歐盟訂有「標準契約條款」及「企業自我約束

規則」等替代性機制134，作為國際經貿大國，日本政府如何要求、甚

而協助國內外事業符合其跨境資料傳輸新規，值得追蹤與關注。 

（四） 日本產業之個人資料保護規範 

鑒於日本獨樹一格之日本式立法，除了以統一法典建立政府與人

民雙方之個資處理基本原則以及國家基本政策、針對民間業者訂定明

確的個人資料相關規範，又對國家行政機關、獨立行政法人及地方自

治團體，另立特別法規範個資處理與利用外。在國際趨勢上，日本亦

透過 2019 年 1 月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提出「資料自由流通（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的概念，強調確保公眾對隱私與資料安全保護信任的同時，

重視貿易與數位經濟之資料流通與運用之重要性關聯。對此國際趨勢

之細節尚不在此章節為過多贅述，留待本文國際組織之篇章再行闡述。 

另外，回歸於日本產業發展之探討而言，日本為使各事業能夠具

體的落實個資保護規範，按日本個人情報保護法第七條之規範135，由

                                                      
134 除替代性符合措施外，歐盟資料保護指令第 26 條及 2016 年通過之 GDPR 第 44 條規定，分

別訂有 6 款及 8 款自始即豁免適用跨境傳輸規範之例外情事。 
135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第七条，政府は、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施策の総合的か

つ一体的な推進を図るため、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基本方針（以下「基本方針」という。）

を定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2.基本方針は、次に掲げる事項について定めるものとする。一、個

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施策の推進に関する基本的な方向。二、国が講ずべき個人情報の保護の

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事項。三、地方公共団体が講ずべき個人情報の保護の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

基本的な事項。四、独立行政法人等が講ずべき個人情報の保護の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基本的な

事項。五、地方独立行政法人が講ずべき個人情報の保護の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基本的な事項。

六、個人情報取扱事業者及び匿名加工情報取扱事業者並びに第五十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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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總理大臣於聽取消費者委員會意見後，制定個資保護的基本政策。

再依個人情報保護法第八條之規範136，由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產業特

性制定符合實際需求之個資保護指引。 

從而業者就可依相關之指引發展其適切的個資保護管理措施。亦

即主管機關可以依循民間產業之性質，制定合於該產業之個人資料保

護規範以供業者遵循。以電信產業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137為例，

於 2004 年發布電信業務之個人資料保護指南與解釋（電気通信事業

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及び解説），其目的在

於提高電信服務之便利性外，更希望可藉此規範保護用戶之權益，從

而根據個人情報保護法，進而訂定電信事業個資保護指引並提出了說

明，使個人情報保護法與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指南之內涵具有統一性。

並且維護如電信事業法（電気通信事業法）中有關機密通保護訊與隱

私保護條款之特定於電信領域的法規範。 

1. 電信事業個資保護指引（電気通訊事業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

                                                      
個人情報保護団体が講ずべき個人情報の保護のための措置に関する基本的な事項。七、個人情

報の取扱いに関する苦情の円滑な処理に関する事項。八、その他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施策

の推進に関する重要事項。3.内閣総理大臣は、個人情報保護委員会が作成した基本方針の案に

ついて閣議の決定を求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4.内閣総理大臣は、前項の規定による閣議の決定

があったときは、遅滞なく、基本方針を公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前二項の規定は、基本方

針の変更について準用する。 
136 個人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第八条，国は、地方公共団体が策定し、又は実施する個人

情報の保護に関する施策及び国民又は事業者等が個人情報の適正な取扱いの確保に関して行

う活動を支援するため、情報の提供、事業者等が講ずべき措置の適切かつ有効な実施を図るた

めの指針の策定その他の必要な措置を講ずるものとする。（苦情処理のための措置） 
137  日本総務省，電気通信事業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d_syohi/telecom_perinfo_guideline_intro.html (last 

visited Nov. 05, 2019). 

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joho_tsusin/d_syohi/telecom_perinfo_guideline_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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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在電信產業日本對於使用者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係透過「電

信事業法（電気通訊事業法）」與「個人情報保護法（個人情報の保

護に関する法律）」以為規範之框架，從而以「 電信事業個資保護指

引（電気通訊事業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

為適用之依據，該指引於 2017 年修法為目前最新之版本。 

2. 個人資料與特殊資料之處理共通原則 

在電信事業個資保護指引有關共通原則之規範，可見於該指引中第二

章規範個人資料之共通原則138，諸如電信事業經營者取得個人資料，

原則需以提供電信服務之必要時為限；明訂電信事業經營者處理個人

資料時，需盡可能限縮其使用目的，或欲變更使用目的時，不得逾越

經認定或變更前使用目的之間具備一定之關連性合理範圍；電信事業

經營者處理個人資料時，原則上不得在未經當事人事前同意下，逾越

達成特定使用目的之必要範圍；電信事業經營者已變更使用目的時，

須將變更後之使用目的告知當事人或公告眾人知悉；電信事業經營者

處理個人資料時，原則上須在使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定出保存期間，

在保存期間屆至後或達成使用目的後，須即刻刪除該個人資料等，皆

                                                      
138 電気信事業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第二章個人情報の取扱いに関す

る共通原則（2017），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07466.pdf  (last visited Nov. 05, 

2019).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074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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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個人資料之共通原則。 

此外，在特殊資料原則之規範明訂於該指引之第三章139，並且針對特

殊個人資料規範個別之處理原則，規定電信事業經營者得記錄通訊紀

錄，且使用者使用電信服務之日期時間及其他非屬於通訊內容而涉及

該使用者通訊之資訊。不過原則上限制用於收費、處理客訴、防止非

法使用與其他執行業務之必要範圍；電信事業企業經營者記載於使用

之明細，應記載使用者使用電信服務之日期時間、該通訊之受信方、

對應之收費資訊與其他使用者使用電信服務相關資訊之書面等範圍，

不得逾越達成使用明細目的所需之必要限度；電信事業經營者除經使

用者同意、根據法官核發之令狀或有其他阻卻違法事由外，不得將定

位資訊，如顯示行動終端設備持有者之資訊提供給他人。 

四、 新加坡 

（一） 新加坡「個人資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 

新加坡的個資保護制度係依循 2012 年的「個人資保護法」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 PDPA）140，並採用歐盟的資料保

護專責機關模式。而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PDPA）的兩大立法目

                                                      
139 電気信事業における個人情報保護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第三章 各種情報の取扱い（2017），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07466.pdf(last visited Nov. 05, 2019). 
140  REPUBLIC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GAZETTE ACTS （ 2012 ） , 

https://sso.agc.gov.sg/Act/PDPA2012（last visited Sep. 3, 2019）. 

http://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07466.pdf
https://sso.agc.gov.sg/Act/PDPA2012


196 

 

的在於強化個人對自己個人資料的資訊控制權，以及使新加坡因提供

充分的安全維護機制而受企業信任，強化新加坡的經濟競爭力與地位

141。不過新加坡個資保護法之跨境傳輸規範，卻不似歐盟及其他國家

在跨境傳輸規範上必須有相等水平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為傳輸前

提之嚴格限制，或是採取資料在地化以保護國民個人資料之目的，反

而是朝向需企業遵守最低限度的安全維護要求，藉以降低企業法遵成

本，進行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茲為彈性的法規設計，除適用於全新

加坡外，也讓新加坡成為亞太地區資料與研究中心的樞紐142。 

1. 新加坡 PDPA 資料共享可攜權之增訂 

資料是數位化轉型與平臺競爭的關鍵推動要素，惟仍需要在資料

保護與創新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從而對於日前所發布之資料可攜權

之討論文件，已明確的說明資料可攜權，對於智慧國家（Smart Nation）、

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商務創新（Business Innovation）及促

進競爭（Drives Competition）的益處，以及資料當事人能對於自身個

資能享有更大權限，且為資料發起者（Data Originators）、資料接收者

（Data Recipients）、資料當事人提供法規框架，並討論有效的實施策

略，以便了解資料可攜之可移植性143。 

                                                      
141 Rob Bratby, Singapore takes business-friendly approach in data protection guidelines, ZDNet, （Sept 

30, 2013 ） ,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ingapore-takes-business-friendly-approach-in-data-

protection-guidelines/ 
142 Id. 
143 Shawn Lim, Singapore to add data sharing requirement to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The Drum,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ingapore-takes-business-friendly-approach-in-data-protection-guidelines/
https://www.zdnet.com/article/singapore-takes-business-friendly-approach-in-data-protection-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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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沒有如同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之資料可攜權相等效力

或類似的規定。儘管資料當事人有資料存取（Data Access）之權，然

而並沒有將個人資料傳輸至他方之資料可攜權概念明確訂定於規範

當中144。 

不過新加坡於 2019 年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145上宣布將對個資保護法（PDPA）進行「資料共享」的修訂，

亦即新增資料可攜權（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之規範於個資保護法

之中。冀以確保資料當事人能夠從一個提供服務供應處自由的將個人

資料進行打包再傳送至另一服務供應處，而不會喪失任何搬移的相關

資料，包括歷史紀錄、瀏覽紀錄等。並且允許將資料移植於不同行業

之服務提供商146。例如智能手錶的使用者可擁有與製造商相等儲存容

量的資料，並將相關資料打包傳輸給保險公司，使保險公司能藉此評

估當事人之生活模式與風險，進而規劃出更具吸引力合適的保險計畫。

據此，透過資料共享與資料可攜權相互結合與落實下，可使試圖把資

                                                      
（ Feb. 26, 2019 ） ,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19/02/26/singapore-add-data-sharing-

requirement-personal-data-protection-act . 
144  Dharma Sadasivan, Comparative Analysis: GDPR v.s PDPA, BR LAW （May. 28, 2018）

https://www.brlawcorp.com/news-and-insights/comparative-analysis-gdpr-vs-pdpa . 
145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由 GSM 協會（簡稱 GSMA）主

辦，邀請各地手機廠商、軟體商、電信業者及無線通訊產業專家學者等參與，透過展示新產品、

服務和討論流動通訊產業趨勢與技術。每年二至三月於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辦。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bile_World_Congress（最後瀏覽日：2019 年 9 月 6 日）。 
146 Supra note 143.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19/02/26/singapore-add-data-sharing-requirement-personal-data-protection-act
https://www.thedrum.com/news/2019/02/26/singapore-add-data-sharing-requirement-personal-data-protection-act
https://www.brlawcorp.com/news-and-insights/comparative-analysis-gdpr-vs-pdp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bile_World_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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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進行轉換或新增服務的需求，不再因為龐大資料量的移轉困難，造

成鎖定效應，間接限制當事人可自由選擇與掌控資料的能力，從而削

弱對跨平臺競爭的影響。 

2. 新加坡 PDPA 之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規範 

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DPA）對

於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係採原則禁止、例外允許之模式。在 PDPA 第 

26 條規定：「除非遵守本法要求的條件以確保組織提供標準的個資保

護措施使傳輸個資的保護措施與本法相當，否則組織不得將個人資料

傳輸至新加坡境外國家或地區」147。 

不過資訊委員會得經組織申請，以書面通知豁免前述限制148，該

豁免得附加條件且不須刊登於新加坡公報，並得隨時由資訊委員會撤

銷149。又資訊委員會得隨時增加、變更或撤銷本條規定下的任何條件

150。 

（二） 新加坡個資保護法責任指南（Guide To Accountability Under 

                                                      
147 Singapor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Section26（1）, "An organisation shall not transfer 

any personal data to a country or territory outside Singapore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requirements 

prescribed under this Act to ensure that organisations provide a standard of protection to personal data 

so transferred tha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under this Act". 
148 Singapor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Section26（2）, "The Commission m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any organisation, by notice in writing exempt the organisation from any requirement 

prescrib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any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by that organisation". 
149 Singapor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Section26（3）, "An exemption under subsection（2） 

—（a）may be granted subject to such conditions as the Commission may specify in writing;and（b）

need not b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and may be revoked at any time by the Commission". 
150 Singapor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Section26（4）, "The Commission may at any time 

add to, vary or revoke any condition imposed under this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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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規範初設至今五載餘年，在數位經濟互聯網

蓬勃發展下，全球的資料保護格局產生許多變化，且在日益平臺競爭

之下，個人線上活動產生大量資料，但處理個人資料的「核取方塊」

（check-box）之法規框架卻越來越不符實際，不足以跟上資料處理發

展，更不利於以此為遵循法規的組織151。在無法創新於資料使用得情

況下，技術演進與資料驅動創新，就對數位經濟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新加坡以資料作為數位經濟的基石，引導資料保護措施，不僅是

遵循法規的步伐，忖量符合規範的方法，繼而著重於責任歸屬之制度。

而作為個資保護框架原則之一，在 1980 年時曾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首次引進責任制（Accountability），並獲得國際廣泛關注，

如責任制即為 APEC 隱私框架（APEC Privacy Framework）下所強調

的關鍵原則之一。同時也是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義務之一152。 

據此，為不過度限制企業使用資料，沉浸於資料處理之法規框架，

以致本末倒置影響商業發展。因此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

                                                      
151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pdpc], GUIDE TO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SINGAPORE（2019）,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Other-

Guides/Guide-to-Accountability.pdf（last visited Sep. 20, 2019）. 
152 Id.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Other-Guides/Guide-to-Accountability.pdf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Other-Guides/Guide-to-Accountabi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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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新加坡個資保護法責任制指南」（Guide To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開始將資料保護的原則進行

重點移轉，鼓勵組織將其個人資料管理從基於法規遵循的方法，轉換

採行責任歸屬制度（Accountability）的方式153。亦即，從合於法規的

方法轉為基於責任歸屬的方法來管理個人資料154，讓組織必須對其所

接觸的個人資料負責，並藉此方式給予組織業務合作夥伴提供更紮實

的保證，並且加強客戶信任度。 

作為個資保護框架的原則之一，責任制（Accountability）為新加

坡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PDPA）的基本

原則，其闡述責任制概念的轉換可採用之實際步驟的示例與資源，並

要求組織確實遵守 PDPA 之規範155。從而根據 PDPA 第 11、12 節之

義務責任，組織必須對所佔有或控制的個資負責，並且需制定並實施

資料保護政策、溝通並告知員工相關政策、及履行 PDPA 義務所必須

之流程與作法156。於組織責任而言，PDPA 雖有強制性義務責任，但

應忖量責任歸屬的措施，而非僅將責任落於遵守法律的程度，組織必

                                                      
153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pdpc], Keynote Speech by Mr Tan Kiat How, 

Commissioner of PDPC, at the IAPP Asia Privacy Forum 2019 on Monday, 15 July 2019, at the Sands 

Expo and Convention Centre, Marina Bay Sands（2019）, https://www.pdpc.gov.sg/pdpc/news/press-

room/2019/07/keynote-speech-by-commissioner-of-pdpc-at-the-iapp-asia-privacy-forum-2019 （ last 

visited Sep. 20, 2019）. 
154 Supra note 151. 
155 Osborne Clarke, Singapore introduces new concept of accountability for personal data, LEXOLOGY

（ Aug. 29, 2019 ） ,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3f402921-0643-4950-a0c7-

764119269b5a . 
156 Supra note 151. 

https://www.pdpc.gov.sg/pdpc/news/press-room/2019/07/keynote-speech-by-commissioner-of-pdpc-at-the-iapp-asia-privacy-forum-2019
https://www.pdpc.gov.sg/pdpc/news/press-room/2019/07/keynote-speech-by-commissioner-of-pdpc-at-the-iapp-asia-privacy-forum-2019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3f402921-0643-4950-a0c7-764119269b5a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3f402921-0643-4950-a0c7-764119269b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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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合於法規的方法轉為基於責任歸屬的方法來管理個人資料。 

從而，新加坡個資保護法責任指南在政策、人員、流程等領域中

透過資料生命週期的循環，確立組織責任歸屬。從落實良好的責任制

始於組織領導力的概念出發，設定組織管理高層之職責與調性，繼而

規劃處理個資及管理資料風險的方法。並由組織人員治理面向，確立

溝通資訊與員工培訓知識與資源。換言之，在責任制指南涵蓋組織內

部、業務內及執行過程三大領域之責任歸屬157。 

 

圖 31：資料生命週期循環圖158 

資料來源：新加坡個資保護法責任指南（Guide To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157 Supra note 155. 
158 Supra not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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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流程設置上，紀錄個人資料流動，了解如何收集、儲存、

使用、揭露、歸檔或處理個人資料為流程的首要任務，繼而確認資料

保護層面主要的差距與需要改進的領域。再將資料保護實踐於業務流

程、系統、商品或服務。不僅如此，PDPC 還制訂三管齊下的方法管

理原則重點的轉變159： 

1. PDPC 引入輔助工具：「個資法評估工具」（PDPA Assessment Tool 

for Organisations, PATO）、「資料保護評估指南」（The Guide To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s, DPIA）、「資料洩漏管理指南」

（Guide to Managing Data Breaches）、與香港共同制訂之「ICT 系

統設計資料保護指南」（The Guide To Data Protection By Design For 

ICT Systems）、開放原始碼之個人資料資產清單工具 Docukit

（Open Source Personal Data Asset Inventory Tool）的資料保護應

用程式，作為資料保護官進行追蹤與管理組織內部及所有與資料

接觸人數控管為法令遵循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RegTech）

160之用。 

2. 引進資料保護信任標記（The 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 DPTM）

                                                      
159 Supra note 153. 
160 法令遵循科技（Regulatory Technology，RegTech）：指利用資訊科技，廣泛蒐集金融監理制度

與法規要求，提供分析與管理的工具。 

闕志克，〈當 AI 遇上法規  RegTech 就此誕生〉，中時電子報， 2019 年 6 月 9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9000275-260204?chdtv （最後瀏覽日：2019 年 9

月 15 日）。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609000275-260204?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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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系統，彰顯良好的資料保護制度。 

3. 擬訂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將危害通知強制性的通知 PDPC 及

受影響的民眾、強化同意機制，以反映原則重點的轉變，也將扶

植責任制下資料創新與流通安全性。 

個資保護責任歸屬在於組織對個資的佔有與控制所為的承諾與

責任表示161。在個資保護之責任歸屬制（accountability）之下，端從

組織的角度來看，其使得保護制度更加井井有條，在資料隱私政策與

落實之制定更為妥適；再者，從有效管理層面來看，因 PDPC 的推動，

組織建立責任制措施並獲得認可；最後，由全球角度觀察，責任歸屬

制使企業能與相類似做法之境外公司建立聯繫橋梁，使資料更容易進

行跨境傳輸，從而為跨境資料建立安全且可信賴的網路渠道。 

（三） 新加坡資料自由流通政策 

致力運用數位科技發展成智慧國家的新加坡，以政府、社會以及

產業三方面的數位轉型發展為國家智慧轉型政策發展主軸，資料運用

的創新促進為產業數位轉型發展之重點。而在 2015 年 8 月所發布未

來十年的資通訊發展政策「資通訊 2025」（Infocomm Media 2025）計

畫中，即表示資料數據為 21 世紀的「新石油」能源，在連網技術不

斷提升且電腦運算科技更為強大的發展下，數據資料分析為產業發展

                                                      
161 Supra not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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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而有力的工具162，政策上以創造安全信賴的、共通的數據資料市場

（data marketplace）為目標163。 

有鑒於私部門的資料集取得不易、且即便資料可取得，亦需耗費

相當的時間與資源成本在分散的資料集中進行搜尋外，資料集的關鍵

資訊通常亦無法取得。因此將促進私部門資料交換與共享之發展環境，

並透過資料市場的建構，以創造資料相關產品與服務之發展環境，達

成資料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政府亦持續促進公部門資料開放平台發展，

並應致力於建構涵括公部門與私部門數據集的數據資料平臺，讓公部

門與私部門的資料，都能以有系統的取得與搜尋164。 

為朝此目標前進，2017 年 7 月 27 日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發布「資料共享指南」

（Guide to Data Sharing）165。其目的在於協助企業、組織遵守 2012 年

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PDPA），並提供

組織內部與組織間之個資共享。也就是對於得否共享個資、確保如何

應用個資以符合 PDPA 共享個資之適當方法，以及將特定資料共享而

豁免的 PDPA 規範。而對於資料共享指引分別有三個部分，如下分述： 

                                                      
162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Infocomm Media 2025 19 (2015), 

https://www2.imda.gov.sg/who-we-are/corporate-publications/infocomm-media-2025-plan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163 Id., at 26. 
164 Id. 
165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GUIDE TO DATA SHARING, 

https://www.pdpc.gov.sg/docs/default-source/other-guides/guide-to-data-sharing-

(270717).pdf?sfvrsn=8（last visited Aug. 26, 2019）. 

https://www2.imda.gov.sg/who-we-are/corporate-publications/infocomm-media-2025-plan
https://www.pdpc.gov.sg/docs/default-source/other-guides/guide-to-data-sharing-(270717).pdf?sfvrsn=8
https://www.pdpc.gov.sg/docs/default-source/other-guides/guide-to-data-sharing-(270717).pdf?sfvrs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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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為引言，探討三大資料共享類型166，在同一組織內或關

係組織間共享：共享包含向一或多組織為利用、揭露或後續蒐集個資；

與資料中介機構共享（依契約約定資料留存與保護義務）：在組織內

共享個人已同意利用之個資，組織還應制定內部政策，防止濫用，並

避免未經授權的處理、利用與揭露；與一個或多個組織共享（在不同

私部門間、公私部門間）：還應考慮共享的預期目的，以及共享可能

產生的潛在利益與風險。若組織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共享個資，必須

確保根據 PDPA 的相關例外或豁免之規定。 

第二部分為決定共享資料前應考量之要素167，共享目的、是否適

當、共享個資之類型、與預期目的相關性、於預期目的下，匿名資料

具備個資替代性、共享是否需要獲得同意、是否有例外、如無須同意，

是否需要通知共享目的、以及共享是否涉及跨境傳輸等。 

第三部分為共享資料適用注意規範與具體案例168，具體說明如何

共享個資、與資料共享應注意規範、提供具體案例參考，並值得作為

組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範與資料共享之法源依據。 

而為能促進創新發展、活絡數位經濟，PDPC 更計畫未來擬在

PDPA 修法，增設資料創新條款。就此，除擬允許業者基於商業創新

                                                      
166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PDPC], New Guide to Data Sharing, 

https://www.pdpc.gov.sg/news/latest-updates/page/0/year/2017/month/All/new-guide-to-data-sharing

（last visited Aug. 22, 2019）. 
167 Id. 
168 Id. 

https://www.pdpc.gov.sg/news/latest-updates/page/0/year/2017/month/All/new-guide-to-data-sharing
https://www.pdpc.gov.sg/news/latest-updates/page/0/year/2017/month/All/new-guide-to-data-sharing


206 

 

目的（Business Innovation Purposes）169，利用個人資料，無須對於個

別當事人為告知並取得其同意外170；並對於衍生性個人資料（derived 

personal data）資料增列規範171，衍生性資料（derived data）屬於業者

將資料經運算處理（processing）後所產生創造的新資料，而衍生性資

料亦可能因足資識別特定之個人，而屬於個人資料（即衍生性個人資

料）。對此 PDPC 未來擬修法，允許業者基於商業創新目的，利用衍

生性個人資料，無須踐行告知與同意取得義務外，並免除 PDPA 所規

範之資料主體近用義務（Access Obligation）與更正義務（Correction 

Obligation）以及未來擬新增列的資料可攜義務（Data Portability 

Obligation）172。 

另外，為協助產業的商業競爭能力發展，並建構消費者信賴，新

加坡資通訊與媒體發展管理局（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MDA）亦推動資料保護信賴標章制度（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 Certification），以發展安全信賴與促進創新的數據資料環境

173。 

                                                      
169 商業創新目的包括（1）營運效能與服務改善、（2）產品與服務發展、（3）增進對顧客之瞭解。

PDPC,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Proposed Data 

Portability and Data Innovation Provisions 19 (2019), https://www.pdpc.gov.sg/-

/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

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last visited Nov. 8, 2019) 
170 然而對於個人資料的蒐集與公開揭露，原則上仍應告知個人並取得其同意。Id. 
171 Id., at 19-21. 
172 PDPC, supra note 169, at 21-23. 
173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Data Protection Trustmark Certification, 

https://www2.imda.gov.sg/programme-listing/data-protection-trustmark-certification(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https://www2.imda.gov.sg/programme-listing/data-protection-trustmark-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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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促進創新資料流通機制 

1. 數據資料合作計劃（Data Collaborative Programme） 

在資料流通與共享機制上，數位資料合作計畫（Data Collaborative 

Programme），為目前 IMDA 所進行的資料共享與創新發展計畫，該

計畫的前身計畫為資料共享沙盒（Data Sharing Sandbox），屬於豁免

於個人資料保護法適用之創新試驗機制，為政府為促進資料經濟的創

新發展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在一定期間與條件下，讓私部門能夠共享

資料數據進行創新發展，該計畫除監理沙盒規管與指導外，並共同資

助符合資格之計畫及其支出，且提供技術諮詢174。 

目前第一個數據合作計劃係由 IMDA 與 PwC 及新加坡新創公司

DEX 共同於 2018 年 4 月所成立，為期 6 個月的計劃，由 IMDA 提供

監理指導原則以及共管模式發展自律準則，主要目標為建構分散式、

去中心化的資料共享平臺175。 

2. 資料共享沙盒（Data Sharing Sandbox）： 

資料共享沙盒為促進資料共享之創新機制，係透過資料共享協議

的申請，提供監理沙盒環境，讓申請參與的事業在特定期間內，依照

                                                      
174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Data Collaborative Programme (DCP),  

https://www2.imda.gov.sg/programme-listing/data-collaborative-programme(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 
175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Data Innovation Programme Office (DIPO)( Jan. 29, 

2019),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artups-and-Businesses/data-

innovation-programme-office-dipo(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In data we trust, https://www2.imda.gov.sg/news-and-events/impact-news/2018/05/in-data-we-trust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https://www2.imda.gov.sg/programme-listing/data-collaborative-programme
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artups-and-Businesses/data-innovation-programme-office-dipo
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artups-and-Businesses/data-innovation-programme-office-dipo
https://www2.imda.gov.sg/news-and-events/impact-news/2018/05/in-data-we-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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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使用條款進行資料共享時，免除 PDPA 之規範義務。 

依資料共享指南，應申請沙盒之企業組織包括使用個人資料進行

創新發展，以提供顧客新產品或服務的企業組織，而主要參與此機制

的對象，包括但不限於科技公司、以註冊、認證以及支付為目的而收

集個人資料的服務提供者176。 

3. 資料共享協議： 

資料共享協議為基於 PDPA 之規定，在資料共享不致於對於個人

造成負面影響，或資料共享所具有法律上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之保護價

值必要性，高於個人的負面影響之情形下，允許特定組織間無須當事

人同意進行資料共享之機制177。主管機關透過資料共享協議，創造資

料共享監理沙盒環境，以促進企業發展與創新；同時藉由本機制的實

際操作，更能瞭解如何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使 PDPA 在政策與法制的

因應修正，作出更適切的調整178。 

（五） 新加坡 Myinfo 及資料共享沙盒 

新加坡「智慧國家」計畫（Smart Nation），為新加坡公共建設與

公共服務之數位轉換整體指導方案，並以「國家戰略專案」（Strategic 

                                                      
176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Guide To Data Sharing 6, https://www2.imda.gov.sg/-

/media/Imda/Files/Industry-Development/Innovation/Guide-to-Data-Sharing-PowerPoint.pdf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177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Data Sharing Arrangements, 

https://www.pdpc.gov.sg/Legislation-and-Guidelines/Exemption-Requests/Data-Sharing-Arrangements 

(last visited Jun. 26, 2019). 
178 Id. 

https://www2.imda.gov.sg/-/media/Imda/Files/Industry-Development/Innovation/Guide-to-Data-Sharing-PowerPoint.pdf
https://www2.imda.gov.sg/-/media/Imda/Files/Industry-Development/Innovation/Guide-to-Data-Sharing-PowerPoint.pdf
https://www.pdpc.gov.sg/Legislation-and-Guidelines/Exemption-Requests/Data-Sharing-Arrangements


209 

 

National Projects, SNP），做為促進數位經濟之具體政策，以布建智慧

國家之基礎建設為施政要點。「國家戰略專案」包含六項政策專案179，

其中一項即為「國家數位身分框架計劃」（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 

framework），規劃於 2020 年全面運作國民數位身分證系統（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 System, NDI），以俾利政府與民間部門之間方便的進行

資料流通且安全的數位化交易。整體架構包括 SingPass 認證機制、

Singpass Mobile App 介面、Myinfo180個人資料平台、開放 NDI 沙盒環

境等四項181。 

1. SingPass 認證機制及 Myinfo 個人資料平台 

新加坡國民經由 SingPass Mobile App 取得國家認證授權機構

（Nation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NCA）182核發身分認證後，即可登入

新加坡政府各類網站，取得國民所需之服務。有關政府資料流通部分，

消費者於使用 Singpass Mobile App 時，僅須進行「一次性」（Tell Us 

                                                      
179 原 2017 年 8 月提出「國家戰略專案」包括國家數位身分證框架計劃、電子支付驅動專案、智

慧都市行動專案、生活時刻專案、與智慧國家感測器平台專案共五項，而 2018 年 10 月為促進新

加坡數位服務運作，再宣布進行「CODEX：政府數位基礎設施之再造」專（CODEX: RE-

ENGINEERING THE GOVERNMEN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案，著重開放政府資料

通訊技術與標準、互操作與可靠性，並與私部門協力共同建立數位平台。 
180 Myinfo 為政府運作之個人資料平台，此平台非屬資料倉儲性質，而係可向各公家機關調取資

料。從 Myinfo 上可取得之資料包括經政府核實之數據，以及新加坡國民與居民所提供之資料，

且資料主體得管理其個人資料與線上個人資料傳輸，且使用者得控制並授權同意共享其資料，亦

可檢視其資料之歷史使用紀錄，Myinfo 涵蓋之個人資料包括婚姻與生育狀況、通訊資料、收入、

資產、以及教育和職業，細項則超過三十種資料類別。 
181  Smart Nation and Digital Government Office website, 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 

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rategic-National-Projects/national-

digital-identity-ndi (last visited May. 21, 2019). 
182 SingPass app 之身分證任機構為 Assurity Trusted Solutions Pte Ltd (Assurity)，Assurity 為新加坡

政府技術局（GovTech）全額資助之公司。 

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rategic-National-Projects/national-digital-identity-ndi
https://www.smartnation.sg/what-is-smart-nation/initiatives/Strategic-National-Projects/national-digital-identity-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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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授權予 Singpass，由使用者選擇欲匯入新加坡政府 Myinfo 中

之個人資料，即可免除重複填寫個人訊息及驗證。雖 Singpass 可提高

服務準確性，亦可提升政府與私部門之運作效率，然而，此種應用亦

可視為強制導向使用者使用 Myinfo 平台。直至目前，已有 110 項政

府服務與 90 項民間服務使用，例如申請星展銀行信用卡、購買 Aviva

人壽保險183。 

另一方面，民間企業則能依據 NDI 所定之 API 規範設計企業自

身之網路服務平台，一旦鍊接請求獲得批准後，即可與 SingPass 連接

並取得業者所需資料，進行數位化交易184。NDI 的安全運作仰賴四項

關鍵要素組合，包括：可信數據、可信身分、可信接取、與可信賴之

服務。可信身分係指由 NCA 授予使用者個別的數位身分認證，用於

公私部門的數位服務，並採用公鑰基礎建設（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之加密安全技術；在接取數位服務時，則遵守合於產業與國際

慣例之規則作為技術指導、營運模式和網路安全標準為運作原則185。

NDI 為促進私部門使用 Myinfo，於 2018 年 10 月以開放沙盒環境

（NDI Sandbox）為手段，做為促進民間使用 Myinfo 資料之策略。 

因此，新加坡 NDI 數位平台可達成兩個目的，一則國民使用

                                                      
183 Supra note 181. 
184  Smart Nation SINGAPORE website, Smart Nation Progress, https://www.smartnation.sg/why-

Smart-Nation/smart-nation-progress (last visited May. 8, 2019). 
185 DNI api website, Singapore NDI Stack, https://www.ndi-api.gov.sg/about (last visited May. 8, 2019).  

https://www.smartnation.sg/why-Smart-Nation/smart-nation-progress
https://www.smartnation.sg/why-Smart-Nation/smart-nation-progress
https://www.ndi-api.gov.s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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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pass Mobile App 之身分認證機制，可強化線上認證以及連結

MyInfo 資料之安全性；二則，欲與 NDI 數位平台鏈接之民間業者，

無論是單純的身分認證服務、行動 app 程式設計或是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只要遵守沙盒環境下開放連接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之標準與條件186，便可與 MyInfo 鏈接，透過新加坡政府公

鑰基礎建設，以達不可否認性、數位安全、點對點加密等技術承諾，

促進各式網路交易與安全維護187。 

2. 開放 API 以促進民間近用 

為了改善公共服務的數據交換、便於集中監控和管理數據交換之

安全性，新加坡 GovTech 宣布與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MOF）

開發數據共享平台 API Exchange（APEX）實施 API 交換，前述 NDI

平台應用即為 APEX 之試點項目。 

APEX 之設計原則在於透過提供專業人士與政府單位友善之鏈

接渠道以簡化 API 管理。APEX 平台為新加坡全政府之各 API 交換管

道，作為數據傳遞之路徑與接阜，允許公部門與民間部門鏈接安全的

應用程序接阜或共享數據188。而平台可鏈接的涵蓋範圍及於 MyInfo

                                                      
186 DNI api website, App & Web Developer,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

access/appwebdev/introduction (last visited May. 8, 2019).  
187 DNI api website, National Digital Identity (NDI) - ASP API (0.3.2), https://www.ndi-

api.gov.sg/assets/lib/trusted-access/appwebdev/specs/aspv0.0.1.yaml.html (last visited May. 8, 2019). 
188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 centralised data sharing platform to facilitate data-

driven decision-making and delivery of digital services, 

https://www.mci.gov.sg/cos2017/modules/articles/leveraging%20data%20for%20the%20digital%20ec

onomy/api%20exchange%20-%20apex%20-

%20for%20data%20sharing%20in%20the%20public%20sector/a-centralised-data-sharing-platform-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access/appwebdev/introduction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access/appwebdev/introduction
https://www.ndi-api.gov.sg/assets/lib/trusted-access/appwebdev/specs/aspv0.0.1.yaml.html
https://www.ndi-api.gov.sg/assets/lib/trusted-access/appwebdev/specs/aspv0.0.1.yaml.html
https://www.mci.gov.sg/cos2017/modules/articles/leveraging%20data%20for%20the%20digital%20economy/api%20exchange%20-%20apex%20-%20for%20data%20sharing%20in%20the%20public%20sector/a-centralised-data-sharing-platform-for-facilitate-data-driven-decision-making
https://www.mci.gov.sg/cos2017/modules/articles/leveraging%20data%20for%20the%20digital%20economy/api%20exchange%20-%20apex%20-%20for%20data%20sharing%20in%20the%20public%20sector/a-centralised-data-sharing-platform-for-facilitate-data-driven-decision-making
https://www.mci.gov.sg/cos2017/modules/articles/leveraging%20data%20for%20the%20digital%20economy/api%20exchange%20-%20apex%20-%20for%20data%20sharing%20in%20the%20public%20sector/a-centralised-data-sharing-platform-for-facilitate-data-driven-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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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數據平台、網路或行動 app、身分驗證服務程序、以及數位簽章

等四個環節。APEX 平台上之認證協議（Authentication protocols）可

用於確保僅有經授權之應用程式得使用具高度機密性之國民數據189。

此外，通過審核之 API 亦可於平台中的 API 目錄中免費瀏覽，作為

鼓勵共享與避免重複或有創作孤島之狀況發生190。 

3. MyInfo 資料之應用原則 

新加坡「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2 (No. 26 of 2012)）對於收集、使用個人資料之原則係立基於同

意上；是故，理論上，一經資料主體同意，則請求人則得搜集、使用

與揭露資料主體之資訊。而 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亦允許在受有條

件限制之情況下或是為特定利益或特定形式之研究，且不對資料主體

產生不利影響之要件下，採取「視為」同意，也即毋須取得資料主體

之明確同意；然而，於特定情況下，請求人負有發出通知之義務，例

如適當之標示191。另須注意者是，新加坡 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並

未將敏感性個人資料納為管制客體，而係另以不具強制約束性質之指

導原則做為監理措施，於實施相關監理時仍須一併考量資料安全程度。 

                                                      
for-facilitate-data-driven-decision-making (last visited May. 29, 2019). 
189 Getting to know NECTAR and APEX, GOVTECH SINGAPORE, （Jul. 24, 2018）, 

https://www.tech.gov.sg/media/technews/getting-to-know-nectar-and-apex . 
190 OECD, Embracing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Global Trends 2018, 

https://www.oecd.org/gov/innovative-government/embracing-innovation-in-government-2018.pdf (last 

visited May. 24, 2019). 
191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of 2012 (No. 26 of 2012), available at 

https://sso.agc.gov.sg/Act/PDPA2012 (last visited May. 24, 2019). 

https://www.mci.gov.sg/cos2017/modules/articles/leveraging%20data%20for%20the%20digital%20economy/api%20exchange%20-%20apex%20-%20for%20data%20sharing%20in%20the%20public%20sector/a-centralised-data-sharing-platform-for-facilitate-data-driven-decision-making
https://www.tech.gov.sg/media/technews/getting-to-know-nectar-and-apex
https://www.oecd.org/gov/innovative-government/embracing-innovation-in-government-2018.pdf
https://sso.agc.gov.sg/Act/PDPA2012


213 

 

就資料主體同意權部分，新加坡國民於首次使用 Singpass Mobile 

app 時，即已被要求進行「一次性」（Tell Us Once）授權，如此即可

調取 MyInfo 資料平台中之個人資料，而以產業角度觀之，可合法獲

得用戶（資料主體）之授權同意取得業者所需之個人資料。直至目前，

使用 MyInfo 資料之業者多屬銀行及保險相關業務，且整體服務數量

已達近 200 項192。再者，依照 NDI 平台針對業者所定之 MyInfo 資料

使用原則，資料之使用僅能出於商業或法律目的請求所需數據，視具

體狀況收集個人資料，不得過度搜集，且業者應依據 2012 年個人資

料保護法與相關產業規則之規定進行資料之保護、保留及傳輸檢索193。 

此外，為因應數位轉型，與於資料保護和創新業務間取得平衡，

新加坡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Singapore, PDPC）於 2019 年 2 月 25 發布「資料之可攜性」194（Data 

Portability）討論文件，期望於 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中將數據可攜

相關規定納入規管中，做為鬆綁業者彼此之間傳遞消費者資料，以及

消費者對於其做為資料主體對其個人資料有擁更大之控制權限之管

制架構。於該討論文件中已將其定義為「業者對傳輸個人資料備份之

                                                      
192 MYINFO FAQs, Which digital services can I use MyInfo for?, 

https://www.ifaq.gov.sg/MYINFO/apps/Fcd_faqmain.aspx#FAQ_169237 (last visited May. 24, 2019).  
193 DNI api website, MyInfo-Key Principles,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

data/myinfo/implementation-key-principles (last visited May. 8, 2019). 
194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 Singapore, Discussion paper on Data Portability, Feb. 25, 

2019,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Resource-for-Organisation/Data-

Portability/PDPC-CCCS-Data-Portability-Discussion-Paper---250219.pdf (last visited May. 24, 2019). 

https://www.ifaq.gov.sg/MYINFO/apps/Fcd_faqmain.aspx#FAQ_169237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data/myinfo/implementation-key-principles
https://www.ndi-api.gov.sg/library/trusted-data/myinfo/implementation-key-principles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Resource-for-Organisation/Data-Portability/PDPC-CCCS-Data-Portability-Discussion-Paper---250219.pdf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Resource-for-Organisation/Data-Portability/PDPC-CCCS-Data-Portability-Discussion-Paper---2502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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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且係以機器經常性可讀格式保存資料並進行傳輸」。於此討論

架構下，預計將建立各相關人士應遵守之互操作性、安全標準與資料

移植之通知程序等，並且亦將擴大產業取得數據之權限。 

而 PDPC 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所發布「2012 年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範檢視公眾諮詢文件－資料可攜與資料創新規範修正計畫」（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Proposed Data Portability and Data Innovation Provisions），未來計畫擬

於 PDPA 修法增列資料可攜義務，要求業者在當事人之要求下，應提

供該業者所持有或在其控制下的當事人之個人資料，並使用經常性可

讀格式，移轉至其他業者195。就此，PDPC 未來擬制定法規（Codes of 

practice），進一步規範資料攜帶移轉的技術性、細節性事項，如資料

互通性（機器經常性可讀格式之標準）、資料安全標準以及資料移轉

程序與措施196。 

由此可知，未來新加坡擬透過修法明定個人資料可攜權，保護資

料主體之權益、促進資料流通及數位經濟發展。 

五、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在 1989 年，由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Robert Hawke）所倡議成立

                                                      
195 PDPC, Public Consultation on Review of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Proposed Data 

Portability and Data Innovation Provisions 4 (2019),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

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

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last visited Nov. 8, 2019). 
196 Id., at 17.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https://www.pdpc.gov.sg/-/media/Files/PDPC/PDF-Files/Legislation-and-Guidelines/PDPC-Public-Consultation-Paper-on-Data-Portability-and-Data-Innovation-Provisions-(220519).pdf?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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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亞太區域主要經濟諮商論壇，冀望藉由亞太地區各經濟體政府相關

部門官員的對話與協商，帶動該區域經濟成長與發展，從而成立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為亞太地

區中各區之間促進經濟成長、合作、貿易及投資相關議題的論壇組織，

其扮演著極具重要的經濟文化交流推手。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為促進經濟區內個人資料的自由流動，避免各

會員經濟體之間的隱私保護規範落差，造成個資跨境傳輸的斷層，且

同時達到保障個資當事人之權利，故制訂「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

（Cross Border Privacy Regulation System, CBPRs）」旨在促進跨境資

料傳輸與流通且提出「隱私保護綱領」（Privacy Framework），供會員

經濟體內的民間企業遵循落實，並申請取得驗證，以此提升彼此對個

資保護的信任197。 

而我國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獲准成為 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CBPR）體系之成員。臺灣透過參與

CBPR，既可提升消費者對跨境資料傳輸之信賴，亦得促進區域內電

子商務活動之發展。將有助於我國企業爭取海外商機，並提高我國重

視跨境隱私保護之形象及創造跨國合作契機，形塑有利於推動跨境數

                                                      
197 王慕民、吳彥欽、陳品安，〈個人資料保護專責機關與資料在地化之法制研究〉，國家發展委

員會，頁 210-2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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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貿易的條件，符合我國利益與國際經貿趨勢198。 

APEC CBPR 體系相較於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APEC CBPR 體系對企業及組織的隱私

保護要求程度雖較低。惟以中小企業組成居多的臺灣，能夠成為

APEC CBPR 一員，不僅讓臺灣企業及組織能夠循序漸進地建構個資

保護制度，從而更進一步的調整足以符合國際跨境隱私保護標準，避

免因未加入區域隱私保護規範制度而受到資料跨境傳輸的限制，進而

降低受國際個資保護規定要求的衝擊199。 

（一） APEC CBPRs「隱私保護綱領」（Privacy Framework）之簡介 

對於隱私維護與個人資料保護的要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在 2003

年所成立的隱私保護小組，致力於個資保護的議題並持續發展，並於

2004 年 11 月時，正式通過了隱私保護綱領（APEC Privacy Framework），

成為 APEC 各會員國之個人資料保護之最高指導綱領，繼而確立了

APEC 會員經濟體之間電子商務所涉及個人資訊蒐集、處理、利用及

國際傳輸時之保護共識與合作架構。 

APEC 前後相繼成立 5 個工作小組研討隱私權保護相關技術及標

準，其工作小組分別針對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nformation security 

                                                      
198  國家發展委員會，我國獲准成為 APEC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 CBPR 成員，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3B2BE22B043A962A（最

後瀏覽日：2019 年 09 月 27 日）。 
199 同前註。 

https://www.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114AAE178CD95D4C&s=3B2BE22B043A96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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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s）、資訊安全機制（Security mechanisms）、 資訊

安全評估標準（Security evaluation criteria）、資訊安全控制要項及服務

（Security controls and services）、研討識別管理及隱私權技術（Identity 

management and privacy technologies）。其中第 5 個工作小組主要針對

隱私權框架進行研究。從而研析並制定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的規範

或指導綱要，以提供個會員經濟體主要於研擬或施行相關個資保護議

題時，能有一致性的依據，作為日後國際間資料流通及跨境傳輸之準

則。 

（二） APEC CBPRs「隱私保護綱領」（Privacy Framework）之九大

隱私保護原則 

隱私保護綱領其中主要包含九項隱私保護原則200，分敘如下： 

1. 損害預防原則（Preventing Harm）201 

損害避免原則的目的在於防止個人資料遭到濫用以致產生的損

害202。因此，隱私保護的行動應涵蓋企業自律、教育與以告知為目的

之宣告、法規、命令以及各種執行機制等等，皆應著重於防止個人資

料遭受他人不當的蒐集與濫用。並將相關的損害填補機制因應於預防

因個人資料遭不當蒐集或濫用所致之損害，從而適切於損害發生之虞

                                                      
200 Charlene Brownlee and Blaze D. Waleski, PRIVACY LAW, §5.01[2], 5-5-10（2008）. 
201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14 條。 
202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0, Recogniz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ndividual to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hould be designed to 

prevent the misuse of such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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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嚴重程度上。也就是說，對於當事人之個資合理期待及有損及當事

人權益風險之虞時，應採取適當的風險處理措施以避免損害。 

2. 告知原則（Notice）203 

告知原則之目的在於確保個資當事人能夠知悉其個人資料已被

蒐集與利用。並且藉以隱私保護聲明使個資當事人取得更為詳細之資

料管理互動資訊204。亦即，在蒐集個人資料時，應告知當事人被蒐集

的目的、資料類型、蒐集者的聯絡方式與當事人可主張的權利。 

3. 限制蒐集原則（Collection Limitation）205 

個人資料的蒐集應告知個資當事人或取得同意，同時應與被告知

之目的相關，並且須採取合法正當的方式進行206。換言之，個人資料

之蒐集應當與蒐集目的間具備關聯性，並且任何虛偽不實之蒐集方法，

如冒名、詐欺或引誘揭露等手法，則不符限制蒐集原則中所述合法正

當方法之內涵。 

4. 利用原則（Use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207 

除獲得資料當事人同意、為提供資料當事人要求商品或服務所必

                                                      
203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15~17 條。 
204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1,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s 

should provide clear and easily accessible statements about their practices and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205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18 條。 
206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4, The coll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information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on and any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be obtained by lawful and fair means. 
207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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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或法律明文規定者外，個人資料之利用僅限於起初蒐集資料的

目的範圍內，不可任意作為其他用途。208亦即個人資料之利用與資料

蒐集目的應為一致或具有關聯性。而所謂「資料利用」包含資料的傳

遞與揭露。 

5. 當事人自主選擇原則（Choice）209 

旨在確保當事人有機會就其個人資料的蒐集、利用、傳遞和揭露

進行選擇210。不論選擇機制是以電子格式、書面或其他方式為之，資

訊管理者都必須在適當的情況下，以文字給予清楚的說明。同時選擇

機制應納入易明瞭且方便的考量。從而讓個資當事人得以主張其個人

的意願和選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個人資料管理者（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所蒐集之資料是為公開可獲得之資料時，即不

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原則。 

6. 個資完整性原則（Integr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211 

該原則係指個人資料管理者負有義務以維持個人資料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並且應依利用目的之必要而更新個人資料。亦即，個人資

料有確保其正確且完整之必要，並且應持續地更新以維護當事人的權

                                                      
208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5,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should be used only to fulfill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on and other compatible or related purposes. 
209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20 條。 
210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6, Where appropriate, individual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clear, prominent, easily understandable,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mechanisms 

to exercise choice in relation to the collection, use and disclosure of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211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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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12。 

7. 安全管理原則（Security Safeguards）213 

管理個人資料之組織，應針對可能的安全風險，實施因應的安全

控制措施，並且定期檢視和重新評估，以避免個人資料受到不當的揭

露與損毀214。使個資當事人對於其個人資料將受到安全的保護有合理

的期待。 

8. 查閱更正原則（Access and Correction）215 

對於個人隱私保護而言，個人資料的查閱與更正尚非為一個絕對

的權利。不過提供個人資料的當事人，可在合理的條件、時間、費用，

以適當的方式對其個人資料提出查詢與更正的請求，個人資料管理者

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補充或更正之申請216。 

9. 責任原則（Accountability）217 

保有個人資料的個人資料管理者，應遵守法規並承擔個資保護的

                                                      
212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7, Person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accurate, complete and kept up to date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s of use. 
213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22 條。 
214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8,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s 

should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they hold with appropriate safeguards against risks, s uch as loss 

or unauthorized access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unauthorized destruction, use, modification 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or other misuses. 
215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23~25 條。 
216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29, Individuals should be able to： a） 

obtain from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 confirma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 holds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m them ; b） have communicated to them, after having 

provided sufficient proof of their identity,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m;c） challenge the accurac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m and, if possible and as appropriate, have the information rectified, 

completed, amended or deleted. 
217 參見隱私保護綱領第 3 章第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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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尤當個人資料需傳輸至第三人或不同國家時，個人資料管理者

需取得個資當事人之同意，同時也必須確保獲取資料之第三方將採取

與隱私保護綱領同等程度的維護措施，以保護個人資訊隱私之安全218。

並且以對等的保護方式維護當事人之隱私與資料安全。 

（三） APEC「隱私保護綱領」（Privacy Framework）之執行 

出於 APEC 隱私保護綱領內涵之考量，以及 亞太經濟合作組

織之經濟體追求其人民之經濟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對於個人資

料的蒐集（collected）、持有（held）、處理（processed）、利用（used）、

傳遞（transferred）和揭露（disclosed），則採以可同時兼顧個人資訊

隱私之保護和促進境內和跨境資訊傳輸與流通的方式為之。 

因此，當各會員經濟體在建立或檢視自身隱私保護措施，與 

APEC 隱私保護綱領，以及境內現行之隱私保護綱領是否一致時，則

要採取合理正當及最為妥適的方式，以避免移除任何不必要的資訊導

致流通障礙。 

六、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961 年成立，總部設於法國巴黎。其目的為

                                                      
218 Updates to the APEC Privacy Framework, APEC, 2016, para 32, A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 

should be accountable for complying with measures that give effect to the Principles stated above. When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to be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hether domestically or 

internationally,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roller should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 or exercise 

due diligence and take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the recipient person or organization will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consistently with these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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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會員國穩固之經濟實力、提高效率、發展並改進市場體系、擴大

自由貿易、促進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之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

呼應自由貿易的前提，該組織制定了許多會員國之間必須遵守並確實

執行的指導原則，以確保各會員國之間能有一致的溝通平臺與基礎。 

（一） OECD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之簡介 

OECD 於 1974 年開始關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之問題，從而於

1980 年 OECD 理事會針對網路使用之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制頒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並於 2013

年提出修正，使在特定的情況下，要求會員國不應禁止個人資料的跨

境傳輸219。 

許多國家將該指引之揭示內容納於內國法規範中220，除了保護個

人隱私權，強化個人資料在蒐集上的限制，確保個人資料的正確性、

及個人資料使用目的與資料選擇權之規範，更防止各國藉隱私保護之

名，行不當阻礙國際跨境傳輸資訊自由流通規範之實221。因此，也讓

                                                      
219  MODERNISING PRIVACY FRAMEWORK, OECD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 , 

https://www.oecd.org/sti/ieconomy/2013-oecd-privacy-guidelines.pdf（last visited Sep. 3, 2019）. 
220 Charlene Brownlee and Blaze D. Waleski, PRIVACY LAW, §5.01[2], 5-6（2008）. 
221 Id. 

https://www.oecd.org/sti/ieconomy/2013-oecd-privacy-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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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保護準則成為世界各國最被廣泛認可的實務參考與規範。同時也受

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支持。此外，

我國於 1995 年所制定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即是以 OECD 個

人資料隱私與跨境傳輸保護準則為重要之立法依據222。 

（二） OECD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之八大隱私保護原則 

該隱私指導原則主要提出了限制蒐集原則、資料品質原則、目的

明確原則、限制目的外使用原則、安全保護原則、公開原則、個人參

與原則、責任明確原則等八項隱私保護原則223，如下分敘： 

1. 限制蒐集原則（Collection Limitation Principle） 

強調個人資料的蒐集應受到限制，並且要在公平合法的情況下被

取得，同時以適當的方式來取得當事人的同意。 

2. 資料品質原則（Data Quality Principle） 

個人資料的內容應與蒐集的目的有關，或是符合其使用目的而產

生的必要性，個人資料的內容必須確保正確與完整性，並且及時地更

新。 

3. 目的明確原則（Purpose Specification Principle） 

                                                      
222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45 期，頁 523。 
223 Charlene Brownlee and Blaze D. Waleski, PRIVACY LAW, §5.01[2], 5-6-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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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的蒐集目的，必須在開始蒐集時即明確指出，隨後在利

用這些個人資料時，也必須限制在目的之內，日後若需要變更時，更

要明確指出其變更後的利用目的為何。 

4. 限制目的外使用原則（Use Limitation Principle） 

個人資料不應在指定目的之外被揭露或利用，除非已事先獲得當

事人的同意或有相關法律作為依據。 

5. 安全保護原則（Security Safeguards Principle） 

針對個人資料可能發生遺失、不當存取、使用、修改、損毀及揭

露的風險，應採取相對適當的安全控制措施，以降低可能的風險。 

6. 公開原則（Openness Principle） 

對於個人資料的發展、實務和政策的制定，應依據公開的原則來

進行，針對個人資料持有的種類和使用目的，以及資料控管者的連絡

方式，應公開並且易於讓當事人知悉。 

7. 個人參與原則（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Principle） 

個人資料的當事人，應保有以下的權利：（a）有權利向資料控管

者或持有之組織，確認是否保有和其有關的個人資料；（b）在合理的

時間和費用範圍內，以合理的方式和可了解的形式，向組織查詢和其

有關的個人資料；（c）針對所提出的查詢或主張的權利若遭到拒絕時，

資料當事人可以提出異議要求說明；（d）若所提出的異議成立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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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組織刪除、變更、修改、補充其個人資料。 

8. 責任明確原則（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個資的控管者（controllers）必須負起相關責任，並要求落實以上

提到的各項隱私保護原則。 

（三） OECD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限制跨境傳輸個人資料之例外 

在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224中，明訂例外限制跨境傳

輸個人資料之規範。並基於 OECD 鼓勵促進個人資料之自由跨境流

通，因此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認為，如符合下述之任何

情況下，會員國就不應禁止個人資料的跨境傳輸225： 

1. 在個人資料接收者之國家的相關法規本質上，係符合前述隱私保

護指導原則。會員國即不應禁止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以促進資

料自由跨境流通。 

2. 在個人資料傳輸過程中，具備足夠的安全維護，包含有效的執行

                                                      
224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OECD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2013）, https://www.oecd.org/sti/ieconomy/2013-oecd-privacy-guidelines.pdf（last 

visited Sep. 3, 2019） 
225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rivacy 

Framework, Chapter1, Part4, 17, " A Member country should refrain from restricting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 between itself and another country where（a）the other country substantially observes 

these Guidelines or；（b）sufficient safeguards exist, including effectiv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put in place by the data controller, to ensure a continuing level of prote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se Guidelines". 

https://www.oecd.org/sti/ieconomy/2013-oecd-privacy-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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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及適當措施，以確保持續符合前述隱私保護指導原則之等級。 

七、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原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經美

國退出 TPP 後，於 2017 年時其餘會員國，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

汶萊、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新加坡、智利、越南、及秘魯等 

11 個國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就核心議題達成共識並將原名稱 TPP

變更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並且以原 TPP 所簽

署之內容為基礎，僅暫緩適用涉及智慧財產權保護、金融服務等226，

原依美國要求而納入之部份條文。 

（一）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之簡介 

長久以來，臺灣由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Office of Trade 

Negotiations, OTN）協調外交部與經濟部等相關單位，為與國際法規

接軌，考量 TPP 高標準規範進行體制調整，於立法院提出 12 項修法，

已有 8 項法案完成修法，而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數位通訊傳

                                                      
226 CPTPP 暫緩適用之 22 項條款說明，加強與全球及區域經貿連結—CPTPP，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 ， 

https://cptpp.trade.gov.tw/Files/Pages/Attaches/463/CPTPP%e6%9a%ab%e7%b7%a9%e9%81%a9%e

7%94%a8%e4%b9%8b22%e9%a0%85%e6%a2%9d%e6%ac%be%e8%aa%aa%e6%98%8e.pdf（最後

瀏覽日：2019 年 9 月 16 日）。 

https://cptpp.trade.gov.tw/Files/Pages/Attaches/463/CPTPP%e6%9a%ab%e7%b7%a9%e9%81%a9%e7%94%a8%e4%b9%8b22%e9%a0%85%e6%a2%9d%e6%ac%be%e8%aa%aa%e6%98%8e.pdf
https://cptpp.trade.gov.tw/Files/Pages/Attaches/463/CPTPP%e6%9a%ab%e7%b7%a9%e9%81%a9%e7%94%a8%e4%b9%8b22%e9%a0%85%e6%a2%9d%e6%ac%be%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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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法等 4 項法案正待二讀，進行法規調整227。從而政府透過對內溝通，

持續對國內各界溝通交流，加強透過數位平臺與大眾進行溝通並凝聚

共識228。最後，藉由對外遊說，與各種經濟貿易的對話管道，如 APEC 

大型的國際場合。 

（二） 限制跨境傳輸時不應為專斷或歧視導致貿易限制 

根據 CPTPP 第 14 章第 11 條第 2 項，對於服務提供者以電子方

式所進行的跨境傳輸，若因從事業務活動而需以電子方式跨境傳輸資

料時，應允許以電子方式跨境傳輸資料，且包括個人資料在內。除非

係基於正當公共政策目的而必須有所限制時則不在此限，不過該限制

必須避免專斷與無理由的歧視或變相的貿易限制，且不得逾越為達成

目的之必要程度。亦即，除另有其他正當公共政策目的外，締約國應

允許因業務所需之跨境傳輸行為229。 

（三） 資訊設備建置不應要求在地化 

再者，第 14 章第 13 條第 2 項亦強調，除基於正當公共政策目標

外，不得將資訊服務設施在地化，列入於該國境內執行業務為必要條

件。換言之，締約國不可要求服務提供者在從事業務活動時，必須使

                                                      
227  CPTPP 簡 介 ， 加 強 與 全 球 及 區 域 經 貿 連 結 —CPTPP ，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

https://cptpp.trade.gov.tw/Information?source=j4XaEE%2BEh8qVpPe3a2CLTA%253d%253d （最後

瀏覽日：2019 年 9 月 16 日）。 
228 同前註。 
229 TPP, Article14.11.2, “Each Party shall allow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by electronic 

means, inclu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when this activity i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business of a covered 

person”. 

https://cptpp.trade.gov.tw/Information?source=j4XaEE%2BEh8qVpPe3a2CLTA%253d%25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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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建置位於締約國境內之電腦運算設施230。 

八、 世界貿易組織（WTO） 

（一） 世界貿易組織電子商務談判（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 

2019 年 1 月 25 日，包括歐盟在內的 76 個國家在「世界經濟論

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就電子商務中，針對與貿易有關的

議題進行世界貿易組織電子商務談判（ 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倘若 WTO 電子商務談判取得成功，將會為線上購物

與電信業（telecommunications）定義新的全球規則，將直接影響消費

者231。並將改變參與國在 WTO 現有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及「服務貿易總協定」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中致力於開放

市場的方式。有關貿易之資料保護之建議如下說明： 

（二） 歐洲消費者聯盟電子商務談判建議—資料跨境傳輸不應受阻 

根據 2016 年歐洲消費者聯盟（ The European Consumer 

Organisation, BEUC）、數位民主中心（The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CDD）、歐盟數位權利國際宣傳組織（European Digital Rights, EDRi）

及跨大西洋消費者對話論壇（Trans-Atlantic Consumer Dialogue, TACD）

                                                      
230 TPP, Article14.13.2, “No Party shall require a covered person to use or locate computing facilities 

in that Party’s territoryas a condition for conducting business in that territory”. 
231  THE EUROPEAN CONSUMER ORGANISATION, 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 BEUC 

Recommendations （ 2019 ） ,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9-014_wto_e-

commerce_negotiations_-_beuc_recommendations.pdf（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9-014_wto_e-commerce_negotiations_-_beuc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9-014_wto_e-commerce_negotiations_-_beuc_recommend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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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委託進行一項獨立研究232，該研究顯示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

14 條規定卻不足以保護隱私與資料，且貿易夥伴可使用貿易協議攻

擊彼此的資料與隱私規則，使人民的基本權受到威脅。 

因此，在 WTO 電子商務談判會議中，歐盟提出新的電子商務建

議（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 BEUC Recommendations），並闡述

電子商務的資料保護與隱私相關的風險問題233。現今已有越來越多的

國家與企業頻頻呼籲以貿易作為工具，促使資料能夠在全球範圍自由

流通，避免不合理的資料在地化234。對於歐盟各國而言，個資保護為

國民的基本權利，在進行跨境傳輸相關條款納入 WTO 電子商務討論

時，個資與隱私之保護不能與資料傳輸產生脫節。故 歐洲消費者

聯盟電子商務談判建議，針對國際資料傳輸部分，提案建議資料跨境

傳輸不應受阻。且不應要求將電腦設備或網路應設置在特定區域進行

資料處理、資料存取、在地化地區限定、禁止在特定區域儲存或處理

資料，或任何國際資料傳輸都必須使用特定區域的計算設施或網路，

或要求資料在地化。而在資料隱私部分，提案建議各國應了解個資保

                                                      
232 K. Irion & S. Yakovleva & M. Bartl, Trade and Privacy:Complicated Bedfellows? How to achieve 

data protection-proof free trade agreements（2016）,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6-

070_trade_and_privacy-complicated_bedfellows_study.pdf.（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233 Cynthia O’Donoghue and John O'Brien, EU sets out its eCommerce and privacy stall in WTO 

negotiations（2019）,REEDSMITH, May. 27, 2019 , 

https://www.technologylawdispatch.com/2019/05/regulatory/eu-sets-out-its-ecommerce-and-privacy-

stall-in-wto-negotiations/. 
234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Blog, 

https://edps.europa.eu/press-publications/press-news/blog/less-sometimes-more_en.（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6-070_trade_and_privacy-complicated_bedfellows_study.pdf
https://www.beuc.eu/publications/beuc-x-2016-070_trade_and_privacy-complicated_bedfellows_study.pdf
https://www.technologylawdispatch.com/2019/05/regulatory/eu-sets-out-its-ecommerce-and-privacy-stall-in-wto-negotiations/
https://www.technologylawdispatch.com/2019/05/regulatory/eu-sets-out-its-ecommerce-and-privacy-stall-in-wto-negotiations/
https://edps.europa.eu/press-publications/press-news/blog/less-sometimes-mor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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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與隱私基本權利，並建立促進信任與貿易發展標準，以及各國可以

採取其認為適當的保護措施，以保護個資與隱私，並實施國際資料傳

輸的規則。 

（三） 美國國際商務理事會電子商務談判建議—任何國家都不應禁

止或限制資料跨境傳輸並落實無歧視性措施 

美國國際商務理事會（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的電子商務談判建議（USCIB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認為，WTO 是全球貿易體系規則

的基石，長久以來的發展與成長，對 WTO 更新現下經濟規則來說，

電子商務談判是個重要的機會。因為數位貿易與電子商務正以各種過

去無法想像的形式，在不同國家展現不同的商業模式。據此，未來訂

定高標準的電子商務協議應鼓勵談判者將重心專注於貿易服務便利

化（Trade Facilitation）、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存取與使用

（Access and Use）、資料跨境傳輸（Cross-Border Data Flows）、數位

貿易（Digital Trade）、透明度及信任度（Transparency and Trust）、隱

私保護（Privacy Protections）235。 

增加全球聯網使用是數位貿易發展的直接結果，因此各國應使資

                                                      
235  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USCIB], USCIB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WTO E-Commerce Negotiations（ 2019） , https://www.uscib.org/uscib-

content/uploads/2019/06/USCIB-WTO-E-Commerce-Recommendations.pdf （ 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https://www.uscib.org/uscib-content/uploads/2019/06/USCIB-WTO-E-Commerce-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uscib.org/uscib-content/uploads/2019/06/USCIB-WTO-E-Commerce-Recommend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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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使用與存取更加頻繁。再者，資料與資訊跨境流通對於經濟發展

來說至關重要，其為全球價值鏈之核心，更是大多數製造與服務活動

的必要組成部分，WTO 貿易協議應確保並落實安全的跨境傳輸，並

明確規定當外國投資者以電子方式從事必要的商業活動時，除基於公

共政策目的外，任何國家都不應禁止或限制資料跨境傳輸。況且各國

政府應促進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使個人資料在內的資料跨境

傳輸標準透明，達到無歧視且最低度的貿易阻礙236。 

相反的，設備與資料在地化（Facilities and Data Localization）為

近年令人不安的趨勢。許多國家採取以法律規定攜帶與儲存資料的企

業，在國境內設置基礎設備。此舉不僅難以進行，且該政策將無法使

資料更安全或提供更佳的隱私保護，事實上則是會使降低資料安全性。

除此之外，資料位置並不會拘束或有助於企業提供資料存取的能力。 

在數位資訊匯流的時代，資料流動無可或缺，限制資料移動將會

增加成本，並降低全球商務競爭力，使國際互聯網分裂。更難以為社

會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因此， 美國國際商務理事會電子商務談

判之建議認為 WTO 協議應禁止實施資料在地化，並不應允許任何國

家要求投資者在其領土使用或設置計算設備，作為於該國從事商業活

動的條件237。 

                                                      
236 Id. 
237 Id. 



232 

 

而 WTO 協議應禁止在資料跨境傳輸時，將關稅與其他歧視性措

施應用於電子傳輸上。同時，透過電子方式傳輸資料的前提在於資通

安全（Cybersecurity）。為此，各國應參與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

並達成共識，加強現有的合作機制。並且為了有效監控惡意行為與威

脅，存取與共享威脅資料，WTO 協議應訂定基於共識標準與風險管

理最佳實踐的方法。而無論資料傳輸置何處，都應有全面的保護。故

在隱私保護的訂定上，應要求採用維護資料保護法律框架時，當事方

應參酌相關國際組織之規定，例如APEC隱私保護框架（APEC Privacy 

Framework）、OECD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OECD 

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從而不應強制採用特定方法，而是酌量不同的措施以實現符

合隱私保護水準238。 

（四） 日本 WTO 電子商務談判之自由資料流通理念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あべ しんぞう）於 2019 年 1 月舉辦的世界

經濟論壇年度會議（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提出資

料自由流通（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的概念，旨在確保公

眾對隱私與安全保護信任的同時，重視貿易與數位經濟間的關聯重要

性。透過國內與國際法律框架，鼓勵不同框架的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進一步的促進資料自由流通，並增強消費者與企

                                                      
23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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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者之信任，實現資料自由流通，並被納於 G20 大阪高峰會領導

人宣言239中，有關貿易與投資（Trade and Investment）議題之第 8 項論

述 240，以及創新之數位化與資料自由流通之信任（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議題之第 11 項論述241。 

根據 2019 年 6 月 28、29 日，首次由日本擔任主席國之 G20 大

阪高峰會。在此高峰會議宣言後，確認了多國自由貿易體系的基本原

則，例如關於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公平與非歧視的問題，其中包含對

WTO 改革的承諾。而對於國際電子商務規則之制訂以及資料流通的

部分，日本提出「Osaka Track」數位規則與「資料自由流通」（Data 

                                                      
239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20 Osaka Leaders’ 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6/29/g20-osaka-leaders-declaration/

（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240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20 Osaka Leaders’ Declaration,「8. We welcome the 

G20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rade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sukuba. We strive to realize a free, fair, 

non-discriminatory, transparent, predictable and stable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to keep 

our markets op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re important engines of growth, productivity, 

innovation, job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reaffirm our support for the necessary reform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o improve its functions. We will work constructively with other WTO 

members, including in the lead up to the 12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We agree that action is 

necessary regarding the functioning of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s as 

negotiated by WTO members. Furthermore, we recognize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bilateral and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at are WTO-consistent. We will work to ensure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foster an enabl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 ,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0124/final_g20_osaka_leaders_declaration.pdf  (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241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G20 Osaka Leaders’ Declaration,「11. Cross-border flow 

of data, information, ideas and knowledge generates higher productivity, greater innovation, and 

improv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raising challenges related to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security. By continuing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e can further 

facilitate data free flow and strengthen consumer and business trust. In this respect, it is necessary that 

legal framework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hould be respected. Such 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will harness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e will cooperate to encourage the interoperability 

of different frameworks, and we affirm the role of data for development. We also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interface between trade and digital economy, and note the ongoing discussion under the 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reaffirm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Programm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at the WTO. 」 ,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0124/final_g20_osaka_leaders_declaration.pdf (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6/29/g20-osaka-leaders-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6/29/g20-osaka-leaders-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0124/final_g20_osaka_leaders_declaration.pdf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0124/final_g20_osaka_leaders_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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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的概念，並獲得許多參與國的認可。 

為促進 WTO 就電子商務中與貿易有關的層面，能夠共同制定國

際規則，並且進一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因此 G20 參加國亦提出有關

電子商務談判建議的協商項目與關鍵要素242，如表 8 所示暫擬簡易化

（Facilit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信賴度（Reliability）、透明

度（Transparency）、合作（Cooperation）與發展（Development）等項

目並進行討論。 

表 11：WTO 有關電子商務談判建議關鍵要素 

項目 關鍵要素 

簡易化 

電子簽章與認證 

無紙貿易—貿易的電子文件 

線上支付解決方案/電子支付途徑 

自由化 

電子數位傳輸不徵收關稅 

禁止政府任意干涉網際網路的免費訪問 

數位商品之非歧視待遇 

免費以電子方式進行資訊跨境傳輸 

禁止資料在地化障礙，包括使用或定位演算設備 

改善對商品與服務市場進入保證 

信賴度 

線上消費者保護 

未經要求而來的商業電子郵件（垃圾郵件） 

個人資料保護（隱私） 

重要資訊保護，例商業秘密，包括原始碼與專有演算

法 

透明度、合

作、發展 

發布和交流有關監管措施和程序的訊息 

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譯整理 

                                                      
242 MHRI based upon WTO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prepa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For details of each element, refer to “2019 Report on 

Compliance by Major Trading Partners with Trade Agreements,” Part III, Chapter 7 “Electronic 

Commerce,”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Trade Policy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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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日本與美國期望能依循 TPP 第 14 章電子商務之規定，在

確保電子商務的簡易化與信賴度的同時也能促進自由化。同時也與日

本所提出的「資料自由流通」（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DFFT）之確

保資訊信任的同時能實現資料自由匯流的概念相為一致。值得一提的

是關於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所簽屬之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

的第 19 章數位貿易專章，即是以 TPP 規範為基石而制定。另一方面，

中國則是著重於簡易化與發展的考量，尚無意於促進自由化的部分。

尤其針對資料跨境傳輸、資料在地化與數位商品處理的部分，雖已規

範於TPP第 14電子商務專章，且為日本與美國等國家所專注的重點。

惟中國認為資料跨境傳輸、資料在地化與數位商品處理等項目有其複

雜性與敏感性，並認為各國意見尚為分歧，應為進行更多探索性討論，

再提交 WTO 進行談判243。根據表 9 所示，可知 WTO 近期自由貿易

協定與參與國對於個關鍵要素項目之處理應對概況。 

 

  

                                                      
243  MIZUHO, Launch of “Osaka Track” on Digital Rules （ 2019 ） , https://www.mizuho-

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eo/MEA190726.pdf（last visited Sep. 26, 2019）. 

https://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eo/MEA190726.pdf
https://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eo/MEA19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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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WTO 近期自由貿易協定與參與國建議關鍵要素之處理 

 要素 

自由貿易協定（FTAs） 建 議 

TPP 
USM

CA 

Japan

-EU 

ASEA
244 

日

本 

美

國 

歐

盟 

中

國 

簡易

化 

電子簽章與認證 ● ● ● ● ●  ● ● 

無紙貿易 ● ●  ● ●   ● 

線上支付解決方

案/電子支付途徑 

   ● ●   ● 

自由

化 

不徵收關稅 ● ● ●  ● ● ● ✽245 

網路免費存取 ● ●   ● ● ●  

非歧視待遇 ● ●   ● ●   

免費跨境傳輸 ● ●  ▲246 ● ●   

資料在地化 ● ●  ● ● ● ●  

市場准入 ▼247  ● ● ●  

信賴

度 

線上消費者保護 ● ● ● ● ●  ● ● 

垃圾郵件 ● ● ●  ●  ● ● 

                                                      
244 指東協電子商務協定（ASEAN Agreemen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245 指此規定不會使義務永久化。 
246 指此規定非強制性。 
247 指作為詳盡的自由貿易協定，在其他章節中納入「市場准入」（Market Access） 的規定。Market 

Access，指企業或國家因跨境出口商品或服務至國外市場的可能性。根據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

織貨物的市場准入在於成員國商定的條件、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以便將特定商品進入其市場」。

亦即獲得市場准入對加深貿易關係無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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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保護 ● ● ● ●   ● ● 

原始碼 ● ● ●  ● ● ●  

透明

度 

合作

發展 

資訊規則發佈與

交流 

● ● ● ● ●   ● 

技術援助與能力

建設 

       ● 

資料來源：本研究編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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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資料流通政策推動情形 

 
推動方針 

美國 

 隱私盾協議： 

為美國與歐盟間之資料跨境流通新協議，使美歐間在資料之利

用上更具充分保障。 

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1. §20 規範「資料可攜權」：期能能鼓勵資料控制者發展使資

料具有可攜性的共同操作模式，希望透過合作，來降低資

料當事人移轉資料的成本，以回應科技發展、促進當事人

對資料的掌握。 

2. §45 規範「跨境傳輸」：採原則禁止，例外允許模式 

 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 

為促成歐盟數位經濟發展，提升非個人資料之流通，並主要規

範資料在地化之限制、內國主管機關資料可取得性，以及專業

資料使用者有關資料可攜等議題。 

日本 

 個人情報保護法修法新增§24： 

除符合例外情事，個人資料處理需事前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始

得進行個人資料之跨境傳輸；此外，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發布

未來跨境傳輸之處理，尚須檢視境外國家之保護法制是否達到

與日本相同水平，並經過日本政府之認定。 

 政府依個人情報保護法之規範，由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各產業

之特性制定符合實際需求之個資保護指引。 

新加坡 

 個人資料保護法： 

1. §26 規範「跨境傳輸」：採原則禁止，例外允許之模式，但

可經申請豁免限制。 

2. 將新增「資料可攜權」：於 2019 年發布相關討論文件，以

及資料可攜與資料創新規範修正計畫。 

3. 擬修法增設「資料創新條款」：除擬允許業者基於商業創新

目的利用個人資料，無須對個別當事人為告知並取得其同

意外，並對衍生性個人資料增列規範。 

 資料保護信賴標章制度： 

IMDA 所推動之制度，以發展安全信賴與促進創新的數據資料

環境。 

 資料共享指南： 

目的在協助企業、組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並提供組織內部

與組織間之個資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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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數位身分身分框架計畫： 

規劃於 2020 年全面運作國民數位身分證系統，以俾利政府與

民間部門之間方便的進行資料流通且安全的數位化交易。 

APEC 

 APEC CBPRs「隱私保護綱領」： 

於 2004 年正式通過成為 APEC 各會員國個人資料保護之最高

指導綱領，確立 APEC 會員經濟體之間電子商務所涉及個人資

訊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時之保護共識與合作架構。 

 跨境隱私保護規則體系： 

為落實隱私保護綱領之手段，旨在跨境資料傳輸與流通，供會

員經濟體內的民間企業遵循落實，並申請取得驗證，以提升彼

此對個資保護的信任。 

OECD 

 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境傳輸指引： 

針對網路使用之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所訂定之規範，並要求

會員國不應禁止個人資料的跨境傳輸。 

CPTPP 

 CPTPP 第 14 章： 

此章納入資料流通之相關規範，包含跨境傳輸不應為專斷或

歧視導致貿易限制，以及資訊設備建置不應要求在地化。 

WTO 

 歐盟消費者電子商務談判建議： 

提議跨境傳輸不應受阻，且不應將電腦設備或網路在特定區

域進行資料處理、資料存取、在地化等限制。 

 美國國際商務理事會電子商務談判建議： 

任何國家都不應禁止或限制資料跨境傳輸並落實無歧視性措

施 

 日本電子商務談判之資料自由流通理念： 

其理念旨在確保公眾對隱私與安全保護信任的同時，亦須重

視貿易與數位經濟間之關聯重要性，且進一步促進資料自由

流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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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料流通議題之政策剖析 

一、 美國與歐盟資料流通思維分析 

圖 32：美國與歐盟資料流通思維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如同第一節所介紹，美國並無聯邦層級的隱私法規，而是散佈

於不同領域的規範內，而且均有相當的侷限性；美國各州雖可能有

立法（例如加州隱私法 CCPA），但執法範圍僅限於各州，且法令規

範可能不一致。 

FTC 做為美國資料安全及隱私保護的主要機關，其概念與我國

的主管機關有所不同，FTC 係依據各種法規的執法授權，以及本於

其消費者保護的職掌，儘可能處理資料收集與利用衍生之問題。由

於 FTC 的執法原則相當程度在考量消費者受侵害的風險，因此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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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能夠掌握非常確切的事證，證明業者確實造成資料安全上的問

題，或是業者有欺瞞消費者的狀況，例如雖然公開了隱私權條款，

但卻並未確實遵守。因此，相對寬鬆的法制環境也使美國的大型網

路服務業者不但掌握了龐大的資料量，且對於其他各國均擁有極大

的市場優勢。 

相對的，歐盟在資料流通及利用之政策發展，綜合「促進非個

人資料流通指令（FFD）」以及 GDPR 的規範下，本研究觀察到歐盟

在整體資料利用規範上非常清晰，在非個資利用上，希望能完全自

由流通；而在個資利用上，則將控制權完整回歸到「資料主體」

上，讓資料主體參與、自主控制資料的流通，以打破資料被大型業

者壟斷的局面。 

GDPR 在個資上，界定了資料主體與資料控制者的角色，讓資

料主體擁有數項掌控資料的權力，而資料控制者必須遵守資料收

集、處理與利用之原則，同時必須落實資料主體的權力。而其中，

資料可攜權即是為了打破資料控制者壟斷而制定之規範。進一步在

歐盟法制分析中發現，歐盟尋求與多方利害關係人，包含網路及雲

端服務商以自律方式制定資料移轉的標準，以落實 GDPR 中資料可

攜規範，研究團隊認為，這除了打破資料壟斷的局面，亦可發揮由

資料主體方向來促進資料流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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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分析可以得知，美國對於資料流通及利用的態度是保

障消費者不受侵害，換個角度來說，資料利用對於消費者並未造成

損害，即屬於合理範圍；而歐盟推動資料流通及利用的重點，一則

是促進非個資的流通，二則將資料流通的控制權回歸於資料主體手

中。例如本研究在歐盟法制分析中即發現，歐盟尋求與網路及雲端

服務商以自律方式制定資料移轉的標準，以落實 GDPR 中資料可攜

的規範，兼具打破資料壟斷及促成資料主體參與資料流通的效果。 

二、 資料流通與資訊自由之關連 

圖 33：資料流通與資訊自由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資料流通的議題上，時常伴隨著資訊自由的討論。資訊自由係

指保障國民有權自由取得各種資訊，亦即要求國家各級政府與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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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所擁有的資訊加以公開，即為現行的政府資訊公開（Open Data）。

對於資料流通的需求而言，政府所掌握的資訊確實也是量多質精，舉

凡交通、經濟、內政、統計等，因此政府資訊公開時常作為各國促進

資料流通政策的前導政策，用以帶動資料經濟產業的發展，例如在第

三章第二節的政府推動資料流通案例中，即有相當多類型的資料開放。 

但倘若資料不在政府手上、或資料不適宜直接開放，則必須思考

其他的路徑以促使資料自由流通的可能性。在眾多的案例介紹中，民

間企業的資料透過去識別化、或經由第三方分析，以避免直接的資料

交換侵害民眾的隱私。也因此，資料無法自由流通的阻礙，不見得是

來自於資料不被開放，而可能是資料並未回到公部門手上。 

三、 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 

圖 34：跨境傳輸與資料在地化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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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國際合作越來越普遍，全球

化的現象使得資料的跨境傳輸越發頻繁，創造出來的產值也相當驚人。

單以電子商務的發展為例，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報告認為，由於全球消費者對於跨境

連結越感舒適，跨境電子商務（cross-border e-commerce）預計將快速

成長，自 2014 年的 800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的 3500 億美元，占全

球電子商務的百分之 10 至 15248。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在 2016 年

發表的報告也發現，就數位傳輸服務（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的產值而言，2012 年時由美國輸出至全球的數位傳輸服務就有 3837

億美元，由全球輸出至美國的則有 2336 億美元249。而同份報告也指

出，全球範圍內跨境的產品、金融、服務的價值，在 2014 年時約有

30 兆美元的規模，而透過跨境電子商務完成的國際交易則大約佔了

全部的百分之 12；全球 GDP 因跨境流通而於 2014 年時提高了百分

之 10，而資料的流通（data flows）則佔了期中的百分之 35250。這些

數據充分反應了資料的跨境流通對當今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248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Recent Trends in U.S. Services 

Trade: 2015 Annual Report 116 (2015),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526.pdf (last 

visited Oct. 17, 2017). 
249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ata flows: Implications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4 (2016),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tlstict2016d1_en.pdf (last visited Oct. 17, 2017). 
250 Id.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526.pdf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tlstict2016d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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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UNCTAD 的報告就指出，國際社會普遍的共識是資料跨

境傳輸不能毫無限制，而是需要需要法令加以管制；不過當前階段國

際間尚未有針對資料跨境傳輸建立統一的全球模式251。這種管制的呼

聲許多時候與個人資料的保護有關，在世界各國對於其國內個人資料

之保護的態度不同，對於保護程度有寬嚴不同的設計，為使個人資料

受到保護，因此有了管制的呼聲。大體而言，目前各國對於個人資料

跨境傳輸之立場大致上可分為自由與限制兩種立場；採取自由立場的

國家認為，如果從資訊自由及貿易自由的角度出發，應該鼓勵個人資

料跨境傳輸與分享；而採取限制立場的國家，則可能有不同的立場，

例如基於前述保護資料當事人隱私權的考量，或是為抵禦文化侵略、

保障經濟利益或維護資訊主權等理由，而主張限制個人資料跨境傳輸

252。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使個人資料跨境傳輸能維持順暢，同時兼顧

各國主權與資料自主權，透過國際規範或協議等方法以達成統一標準

已經成為國際趨勢253。 

目前國際間針對跨境傳輸的限制，廣泛而言，多半可以允許所謂

「一次性例外情況」（one-of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意即雖然認

為資料跨境傳輸應該以法令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應准許在特定情

                                                      
251 Id. at 12. 
252 陳榮傳，〈再論資料跨國流通〉，《月旦法學雜誌》，第 78 期，頁 166（2001）。 
2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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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使資料進行跨境傳輸254。至於「持續性的例外情況」（Ongoing 

exceptions），目前在國際間則尚未達成一致共識255。 

常見的一次性例外情形包含：為履行契約所為之跨境傳輸（包含

資料當事人與資料控制者間之契約、資料控制者與第三人間之契約

等）；為法律程序、執法或獲得法律建議等目的而進行之跨境傳輸；

為保護資料當事人之重大利益等情形256。 

至於持續性的例外情況，目前國際上一般使用的制度安排可以大

致分為下列四種： 

 「適當保護模式」（adequacy approach），又稱為「白名單模

式」（whitelist approach）：評估接收資料的第三國是否能提供

個人資料足夠的保護程度，此方法為國際間廣泛採用之方法，

包含歐盟、日本、以色列和瑞士等國家採取此一作法； 

 「自我拘束規則模式」（binding rules approach）：考慮進行跨

境資料轉移的特定公司是否已經執行了足以保護個人資料

安全的處理措施及獨立審查機制，這種方法可見於歐盟的

「企業自我拘束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system, 

                                                      
254 EUROPEAN COMMISSION [EC],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Data Protection Rules As A Trust-Enabler In The 

EU And Beyond Taking Stock, at 13,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aid_development_cooperation_fundamental_rights/aid_and_de

velopment_by_topic/documents/communication_2019374_final.pdf（last visited Oct. 17, 2017）. 
255 Id. 
256 Id.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aid_development_cooperation_fundamental_rights/aid_and_development_by_topic/documents/communication_2019374_final.pdf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aid_development_cooperation_fundamental_rights/aid_and_development_by_topic/documents/communication_2019374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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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Rs）、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跨境隱私保護規則」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s）以及澳洲籍日

本等國； 

 「契約範本模式」（model contracts approach）：此模式評估企

業所使用的契約中支用詞是否已經提供個人資料轉移足夠

的保護程度，此一方式目前僅有歐盟採用； 

 「同意模式」（consent approach）：此模式係檢驗個人是否同

意將其資料進行跨境傳輸，但對於個人及企業而言，其同意

可能難以證明，且難以保證獲得足夠之保護，此一模式可見

於歐盟等地區257。 

而從資料跨境傳輸衍生而來的，則是資料在地化的議題。資料在

地化措施（data localization measure），指的是要求企業於儲存或處理

「資料」（data）之伺服器必須設置在境內之法令或規範；因此，資料

在地化措施亦可被稱為是「資料保護主義」（data protectionism）的現

象之一258。一般來說，較少有國家係針對所有資料皆要求採取在地化

措施，多半是針對特定領域的資料進行規範，其中最常見的包含健康

資料或金融服務領域之資料259。而之所以要求採取資料在地化措施的

                                                      
257 Id. 
258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Data Localization-A Challenge to Global Commerce and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Sept. 28, 2015） https://www.albrightstonebridge.com/news/data-

localization-challenge-global-commerce-and-free-flow-information . 
259 Id. 

https://www.albrightstonebridge.com/news/data-localization-challenge-global-commerce-and-free-flow-information
https://www.albrightstonebridge.com/news/data-localization-challenge-global-commerce-and-free-flow-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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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般來說可能與下列動機有關，例如資料安全、海外監管可能

性、透過網路提供之服務與政府監督需求260。 

資料在地化措施的管制型態可能以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等

不同層級的規範出現；其所涉及的領域及主管機關也相當多樣，可能

包含衛生機關、公共機關、稅務機關等等；正由於其管制型態及領域

的多樣，使得要認定或完全盤點各國在地化措施變得相當困難261。不

過，美國知名的全球戰略公司奧爾布萊特石橋集團（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將資料在地化措施依其強度（strength）區分為下

列 6 個等級，可以作為分析時的參考： 

（1） 強烈（Strong）措施：指採取明確要求資料必須儲存在該國境內

的伺服器上，採取此類作法的國家包含了中國大陸、印尼、俄

羅斯、奈及利亞、越南與汶萊； 

（2） 事實上（De Facto）措施：透過規範造成資料跨境傳輸的巨大阻

礙，使其可以事實上達成資料在地化的效果，歐盟主要係採取

這樣的作法； 

（3） 部份（Partial）措施：指對跨境傳輸設下各種不同之條件，包含

使用特定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作跨境傳輸前須取得個

                                                      
260 Id. 
261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free flow of data initiative with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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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當事人之同意等，採用此種管制的國家包含印度、馬來西亞、

南韓、白俄羅斯與哈薩克； 

（4） 輕度（Mild）措施：僅於特定情況下限制資料的跨境傳輸，包含

阿根廷、烏拉圭巴西、祕魯與哥倫比亞等國屬於此類； 

（5） 特定部門（Sector Specific）措施：僅針對特定類別之資料採行

在地化措施，例如針對健康照護（healthcare）、電信（telecom）、

財政（finance）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等性質之資料，

我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土耳其與委內瑞拉等國籍採取

此種作法； 

（6） 無措施（None）：無已知的資料在地化措施26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實施資料在地化措施會影響資料跨境

傳輸、影響全球供應鏈，對於電子通信、社群軟體及製造業、服務業

的資訊近用都會造成影響，因此會對全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263。研究

認為，資料在地化措施可能會對貿易、創新和競爭性帶來風險；同時，

採行資料在地化的同時，會忽略近用資料時的真實狀況比起個人資料

之濫用來得更為重要，影響資料之保護程度264。另外，UNCAD 研究

發現，資料在地化措施之實施可能對於實施該措施的國家經濟造成負

                                                      
262 Supra note 258. 
263 Id. at 7. 
264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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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影響該國 GDP 的表現，根據該研究的預估，這類措施會使

印度及巴西的 GDP 減少百分之 0.7 和百分之 0.8，而韓國更會減少百

分之 1.1 的 GDP265。而從企業的角度來看，採行資料在地化措施，則

可能使其增加百分之 30 至 60 的運算（computing）成本266。 

四、 資料可攜與資料鎖定 

圖 35：資料可攜與資料鎖定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資料價值鏈建立在不同的資料活動，透過資料集、匯總、組織、

處理、分析及運用，創造出資料的價值。然而，資料處理以及資料經

濟的發展，經常受到資料移動的兩種阻礙，導致資料經濟的效益無法

                                                      
265 Supra note 254, at 4. 
266 Id. 



251 

 

發揮，這兩種阻礙即是前述的資料在地化措施化以及私人企業的鎖定

（lock-in）效應。鎖定效應雖未有正式定義，但基本上係指因技術標

準或資料格式的差異，導致跨 IT 系統的資料移動障礙267，使用者無法

任意轉移自己的資料至另一個系統。 

在網路世代，社群網路等各種網路上的服務興起，當事人有越來

越多的行為是轉由通訊傳播之服務來行使，其於通訊傳播服務上所儲

存的資料也越來越多。當當事人意圖轉換或新增服務提供者的時候，

往往會因為資料量的龐大，而產生移轉上的困難，造成鎖定效應，間

接限制了當事人自由選擇與掌控的能力，也影響了平台之間的競爭。 

例如在我國，過去即發生過因為部落格服務中止，而使大量使用

者搬移資料至其他使用者的情形；而在行動通訊服務的管制措施中，

亦開放「號碼可攜」服務，使消費者降低轉移門號的成本，從而促進

市場的競爭性。因此，「資料可攜」與「號碼可攜」，實質上都是為了

降低消費者更換服務業者的成本，避免消費者因轉移不易而被鎖定

（lock-in）在某個業者的服務內。 

歐盟與其他國家相較，在 GDPR 規範上設有特殊的「釋出義務」，

也就是「資料可攜權」—資料當事人有權請求控管者以結構化、通常

使用且機器可讀的格式，將其基於同意或契約關係所提供之資料，以

                                                      
267 European Commission–Fact Sheet A framework for the free flow of non-personal data in the EU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8-4249_en.htm (last visited jun. 27, 201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8-4249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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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據自動化方式處理之資料提供給資料當事人或其指定之其他資

料控制者。歐盟在 GDPR 的立法理由第 68 點特別提到，希望能鼓勵

資料控制者發展使資料具有可攜性的共同操作模式，就是希望透過合

作，來降低資料當事人移轉資料的成本，以回應科技的發展、促進當

事人對資料的掌握。 

為了提高效率並使資料利用及移動在不同服務提供商之間的切

換更加容易，促進資料可攜的行為準則應該是全面的，至少應涵蓋在

移植資料過程中重要的關鍵，例如資料備份的技術、格式等。 

以我國狀況而言，目前個人資料保護法架構下，並未賦予當事人

請求資料可攜權之權利。「號碼可攜服務」在概念上相似，但兩者在

資料利用的價值上有極大差異，號碼可攜目的較為單純。在其他如所

需資料內容彼此較為類似的電子病歷，也是花了多年時間才逐漸制定

出統一的規格，目前國際間大部份的領域缺乏資料的統一標準，僅有

少數的如交通領域等才有發展出這類比較共通的內涵。 

資料自動化處理技術和標準規格在服務型態各異的數位通訊傳

播服務業者間，將會是複雜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困境，即便連歐盟也

僅要求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才須提供資料可攜的服務，亦可窺

見此一難處。 

換言之，資料可攜權雖為新時代下可能新興的權利種類，但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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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的運作模式仍有待後續實務運作進行補充，並非完全成熟；現階段

直接以強制性規範創設資料可攜權，要求通訊傳播業者提供相關服務，

有事實上的難度。因此，建議我國短期內先不以法律形式承認資料可

攜權。但考量到未來消費者確實可能出現類似需求，仍有持續探索此

一權利發展的需要。 

然而可以預見的，在未來隨著數位匯流的狀況逐漸發展，當消費

者面對越來越豐富與多樣的數位通訊服務時，消費者可能想要同時尋

求不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提供者之服務，或是希望能在不同數位通訊

傳播服務提供者間轉移自己的資料，當事人在不同數位通訊傳播服務

提供者間移轉其留存資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高。這種對於個人資料

掌握程度期待提高背景，也正是歐盟 GDPR 將資料可攜權納入規範

的主要原因。 

就資料可攜權這一議題而言，當前的時代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

者是隨著數位匯流的發展，消費者在不同的數位通訊服務提供者間選

擇、交換的需求與期待提高。不過由於此一概念新穎，此一權利尚未

在國際間獲得廣泛承認。一者則是對於資料傳輸的格式、形式等或因

為不同業者的需求而有所不同、難以統一 

以歐盟資料可攜權的規範為例，其仍然係將實際資料之規格、互

通之方法交由資料控管者彼此討論形成，英國個資主管機關也並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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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確內涵，僅是透過指引提供資料控管者建議，說明其可採取的自

動化處理方法等。如此也反映出了不同領域資料控管者所需要的資料

格式、標準可能不盡相同，難以在不同領域與產業間制定出統一圭臬

的現實。 

五、 資料處理透明與資料安全 

圖 36：資料處理透明與資料安全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資料的處理上，目前以歐盟 GDPR 的規範對於資料處理的透

明與資料安全的要求最為完整，不但賦予資料主體擁有資料透明度的

權利，也要求資料處理者及控管者必須負起資料記錄及資料安全的責

任。而我國個資法也分別規定資料收集者應負起透明度及安全維護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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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具體的技術措施上，新加坡的 SingPass 機制與 Myinfo 資料

平台結合身分認證以及資料分享平台，透過 PKI 加密機制以及安全性

API 的要求，確保與該機制連結的第三方服務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

性，防止使用者的資料洩漏，系統受損害，而使用者透過 SingPass 

Mobile APP 管理個人資料的使用授權，對於資料有更大的掌控權，也

是讓使用者能瞭解自己的資料如何被利用的一種機制。 

六、 跨服務與跨平臺競爭之分析 

圖 37：跨服務與跨平臺競爭之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在資訊匯流數位時代中，數位平臺扮演著極具重要的角色，其具

備雙邊或多邊的市場特性，透過直接或間接的網路效應建立數位平臺

最適切的商業模式。而就商業模式操作核心而言，其中巨量資料（Big 

Data）的應用與鏈結分析，對於數位平臺的創建與維運，就具有足以



256 

 

撼動市場經濟的資訊力（Information Power）。例如眾所周知的網路社

群平臺—Facebook，身為國際市占率最高的網路社群公司，近年來更

透過結合其他行動社群媒體、通訊媒體等，不僅擴張其資訊來源，更

強化市場鎖定效應。也就是說，巨量資料之應用與資訊力的彰顯，對

於數位平臺的競爭息息相關，是為無法忽視的競爭生存戰。 

根據 2014 年 OECD 就促進資料創新的相關研究，將「資料價值

鏈」（Data value cycle）定義為資料化及資料蒐集（Data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巨量資料、包含軟體及技能的資料分析、基礎知識

（Knowledge Base）及決策（Decision Making）等五個項目268。並且在

2015 年更進一步的在正式報告中，簡化定義為資料化及資料蒐集

（Datafication and Data Collection）、資料分析與軟體（Data Analytic 

and Software）以及決策（Decision Making）等三個環節，經由驅動後

續資料分析與演算，促使決策形成資料化。也就是說，透過行動或固

定的網際網路應用，將實體的多元活動轉化為可被處理與量化的資料

269。因此只要經過資料化的資料，能使數位平臺在資料取得與分析上，

獲得更為完整且大量的資訊。亦即巨量資料的成長當為資訊力建構的

基石，使得對市場全貌的掌握更加清晰。 

                                                      
268 Supra note 2. 
26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Data-

driven 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Well-being ： INTERIM SYNTHESIS REPORT （ 2015 ） , 

http://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last visited Oct. 12, 2019）. 

http://www.oecd.org/sti/inno/data-driven-innovation-interim-synthe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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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匯集中樞的數位平臺，除了資訊力的奠定，資料的類型

與特性，決定了在加值分析後如何強化平臺的市場競爭力。因為資料

不同的類型或特性，將關乎相關產業所產生不同程度的價值與作用。

因此，可先區別資料的主體、資料結構化與資料蒐集方式等層面，進

行數位平臺類型化加以釐清。就以主體為例，資料主體即分為個人資

料與非個人資料，而就現階段數位平臺競爭議題而言，多以個人資料

為大宗。不過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制約下，數位平臺所獲得之資料

若涉及個人資料範疇，該資料即使具有相當競爭分析之價值，也將會

因為受制於利用上的限制，而使該數位平臺在市場上之競爭影響與資

料應用價值產生落差的情況。 

七、 資料流通與市場力之案例分析 

（一） Apple/Shazam 案 

2018 年 2 月 6 日，歐盟執委會根據《歐盟結合規則》（EU Merger 

Regulation, EUMR）對 Apple 收購 Shazam 進行審查，此案收購金額

達 4 億美元（約新台幣 120 億元），可說是 Apple 史上最大的收購案

之一270。 

1. 背景 

唱片公司為讓消費者可以透過不同方式接觸各種數位音樂銷售

                                                      
270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pple's acquisition of Shazam, 

available at: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last visited Oct. 31, 2019).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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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來聆聽音樂，其在上游需要獲得經紀公司和/或集管團體的音樂

使用權限；在下游，則以實體或數位形式將錄製的音樂出售給實體店

面或線上平臺（例如 iTunes）銷售，並將其商品的錄製權授權給影音

串流數位服務供應商（例如 Apple Music）。 

數位音樂銷售服務的主要模式是音樂下載和音樂串流。所謂下載

是在個人電腦或媒體裝置上購買和儲存數位音樂作品的副本，典型的

下載平臺有 Apple 的 iTunes 和 AmazonMP3 服務；而串流並不會下載

儲存永久性的音樂副本，而是以小型資料包形式通過網路傳遞，並一

旦啟動串流服務便立即播放，串流服務可以區分為免費提供服務但有

基本廣告贊助，或通常沒有廣告且提供其他功能之進階付費服務。 

過去的 20 多年，唱片音樂產業經歷持續不斷的實質性變革，尤

其是音樂的發行方式從實體轉移到數位有重大的改變，全球唱片音樂

產業的復甦與持續增長271，首功歸屬數位音樂串媒體服務之推動，尤

其數位從下載的「所有權」模式轉移到串流的「訂閱」（access）服務。

而由於數位音樂主要是免費服務，所以音樂傳送服務需要廣告的支

持。故而如何將免費用戶轉換為付費用戶很重要，然這種轉換仍然相

對有限，較年輕和免費用戶族群更可能藉由「路徑多宿」使用兩個或

多個串流音樂之應用程式。公司還可能依賴用戶個人資料來分析和增

                                                      
271 總收入從 2013 年的 142 億美元增長到 2017 年的 173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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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他們出售的商品或服務，如本結合案即是此種情況272。 

執委會調查的目的便在確認本結合案不會使消費者面臨更少的

選擇。Apple 與 Shazam 是數位音樂產業的知名公司，特別是 Apple 提

供的音樂串流媒體服務「Apple Music」，其已成為歐洲第二大音樂串

流媒體服務供應商；Shazam 則為歐洲經濟區（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EEA）和全球可攜式裝置提供音樂識別應用程式的領導者。因

此，基於 Shazam 和 Apple 之強大市場地位，在結合後 Apple 是否獲

得有關其競爭對手客戶的商業敏感資料之存取權限，以增強其在 EEA

中提供音樂串流媒體服務，而減損音樂串流媒體服務之競爭273，執委

會進而對此結合案進行審酌。 

2. 當事人簡介 

(1) Apple 

Apple Inc.（蘋果公司）是美國的全球技術公司，設計、製造和銷

售各式硬體設備（如 iPhone、iPad、Apple Watch、AirPods、Mac 等，

以及軟體（如 iOS、Siri），也藉由 iTunes Store（世界最大音樂零售商）、

App Store、iBookstore 和 Mac App Store 等在線上銷售數位商品，亦

提供線上服務（iCould、Safari 等）。 

                                                      
272  Viktoria H.S.E Robertson, Excessive Data Collection: Privacy Considerations and Abuse of 

Domi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orking paper, 3 (2019), available at: 

https://ssrn.com/abstract=3408971 (last visited Oct. 31, 2019). 
273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Mergers: Commission opens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Apple's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Shazam, available at: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3505_en.htm 

(last visited Oct. 31, 2019). 

https://ssrn.com/abstract=3408971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3505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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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EA 市場中，基於訂閱或廣告資助的音樂串流媒體服務（不

包括視頻串流媒體）集中於少數供應商，即 Spotify Technology SA 的

Spotify274、Deezer SA 的 Deezer275、Google276和 Amazon277，尚有本案

關注的 Apple Music278，亦屬其中一員。當消費者使用 Apple Music，

尤其是播放視頻和音頻內容，Apple 將蒐集以下資訊：在應用程式上

播放的視頻和音頻的標題和藝人、用戶「愛心按鍵」、評論或分享的

內容、歌曲播放的時間，以及歌曲停止播放的時間、歌曲在 Apple 

Music 中的播放位置、裝置級別資訊、用戶的 Apple 識別碼以及用戶

的網際協定（IP）位址，Apple 使用這些資訊向用戶推送個性化的音

樂推薦。 

                                                      
274 Spotify 於 2008 年推出音樂流媒體服務，並且是 EEA 的市場領導者。該公司 2018 年 4 月公

開上市，同年 5 月統計，在 65 個國家 其用戶達到 1.6 億，其中包括 7,500 萬的付費用戶（Premium 

Subscribers ）和 9,000 萬的廣告級用戶（Freemium Subscribers）。電信業者藉由轉售 Spotify 服

務，更常用的方式是以固定的月租費搭售 Spotify 服務和其電視和/或寬頻服務。 
275 Deezer 於 2007 年在 EEA 中推出了首個串流媒體服務，其目錄相對較少，且僅限在幾個 EEA

的國家（法國、比利時和英國）可用。直到 2011 年，已擴大其服務全球達到 180 個國家，擁有

53 萬首歌曲，在 2018 年達到 1,400 萬的活躍用戶。與 Spotify 相似，Deezer 不僅提供優質服務，

還提供免費贈品，並藉由音樂串流媒體服務與移動服務（特別是與 Orange S.A.合作）捆綁在一

起，在 EEA 市場推廣。Deezer 還在其應用程式中整合音樂識別功能的 Songcatcher 為用戶服務。 
276 Google 最初於 2011 年提供付費下載之音樂串流媒體服務－Google Play Music。Google Play 

Music 已預先安裝在 Android 作業系統上，並在 iOS 裝置上以應用程式獨立提供。Google Play 

Music 的目錄擁有 4,000 萬首曲目，並可在全球範圍內訂購。2018 年 5 月，Google 宣布推出另一

項音樂串流媒體服務－YouTube Music，該服務將在 2019 年取代 Google Play Music。 
277 Amazon 於 2016 年底推出高級、無廣告的音樂串流媒體服務「Amazon Music Unlimited」，是

音樂串流媒體服務的最新參進者。 該服務還作為其註冊客戶的“ Amazon Prime”優惠的一部分提

供（2018 年超過 1 億），儘管是以“較輕”的形式，僅允許訪問目錄的受限部分（200 萬首曲目，

而不是 5000 萬首曲目），並且訪問期限有限（每月最多 40 個小時，而不是無限制訪問）。 據估

計，2017 年，亞馬遜音樂的訂閱者人數超過 1600 萬，遍及 30 個國家/地區的 Amazon Prime Music

和 Amazon Music Unlimited。 
278 Apple Music 於 2015 年推出，已迅速成為 EEA 的第二大音樂串流服務供應商，到 2018 年初，

全球用戶數量迅速增長，達到 5,000 萬，其中約 800 萬的免費用戶，超過 4,000 萬的付費用戶。

Apple Music 採用付費音樂串流傳輸模式，並且先進行功能有限的免費試用，以鼓勵用戶成為付

費用戶。Apple 在 EEA 中與電信業者運營商的合作夥伴關係有限。Apple Music 已預先安裝在 iOS

裝置上，並通過 Android 裝置上的應用程式獨立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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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zam 

Shazam Entertainment Ltd 是英國開發和發行音樂識別應用程式

之公司，主要藉由用以查找、探索、識別與分享用戶周遭所播放的影

音之應用程式「Shazam」（音樂神搜）279並推薦用戶至數位字音樂串流

媒體（例如 Apple Music、Spotify 或 Deezer）聆聽和下載服務，以及

從事線上廣告、與其他事業建立合作伙伴關係、音樂資料與分析服務

的授權等獲得收益。 

ACR（Automatic Content Recognition，自動內容辨識技術）軟體

解決方案（software solutions）基於音頻識別技術，該技術使用裝置的

麥克風透過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識別影音內容，即所謂的「聲音指紋」

（fingerprinting）280和「音訊浮水印」（watermarking）。 

提供音樂識別功能的應用程式依賴於自己的 ACR 軟體解決方

案，例如 SoundHound 公司的或 Shazam 等應用程式；或由第三方供

                                                      
279 2008 年推出首個適用於 iPhone 的應用程式，現今除 iOS 系統外、Android 系統和 Windows 系

統之應用程式商店均可下載。而使用 Shazam 功能，不一定需要下載該應用程式，即使已經安裝

Shazam 的應用程式，亦無需註冊 Shazam 的帳戶。因為 Shazam 會創建一個識別碼，該識別碼由

任意數字序列組成，並將用戶的資訊綁定到 Shazam 資料庫中，以便用戶查詢使用 Shazam 的歷

史記錄。而 Shazam 應用程式所執行的用戶識別活動，包括針對用戶識別的每首歌曲的曲目標題、

藝人、識別歌曲的時間，以及使用該應用程式的位置（前提是用戶已授權許可，否則僅收集有關

歌曲被識別國家/地區的訊息）。 
280 擷取僅幾秒鐘的聲音轉換成一個獨特的「聲音指紋」，亦即成為一種音樂識別特徵，然後將該

只佔據資料庫中非常小單位的「指紋」與存放數萬首歌曲的資料庫進行比較，資料庫會定期更新，

添加新發布的曲目，還會刪除不那麼受歡迎的歌曲。搜尋的流程分兩個層級，第一階段，用快速

搜尋整個資料庫的方式，找出可能歌曲成為候選曲目，而後進入第二階段進行詳細分析，進而找

出正確的歌曲。如本次結合交易後的 Apple 只吸納 Shazam 之聲音指紋的技術，故仍缺少基於浮

水印技術的 ACR 軟體解決方案，因此，結合後不會改變 Apple 在浮水印技術方面的市場地位，

故而對該類競爭者的潛在封鎖效果也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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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ACRCloud）281提供的 ACR 軟體解決方案，例如 Deezer、 

MusixmatchGenius 等應用程式。 

除本案的 Shazam282外，EEA 中尚存在多家服務供應商：像是

Gracenote、ACRCloud 283、Audible Magic、SoundHound、Tonio、

Digimarc、MusicTrace、Google Search、MusixMatch、Genius。 

3. 市場力之評估 

(1) 資料在轉型為數位發行下之重要性 

如前所述，音樂產業正經歷著從實體發行到數位發行的重大變

化，在這種背景下，用戶資料已起重要的作用，未來在音樂產業中，

更是舉無輕重。這些資料可能包括裝置數據（例如，獨一無二裝置識

別碼、裝置語言、作業系統等）；人口統計資料（例如，姓名、性別、

年齡等）；行為資料（例如，用戶在應用程式中的點擊次數、用戶在

各種螢幕上花費的時間、麥克風的音量級別、曲目標題、藝人、播放

歌曲的時間和位置、歌曲停止播放的原因、社群媒體活動等）。 

以往為了搜集相似的資料並產生有用的分析，音樂產業主要依靠

                                                      
281 https://kknews.cc/zh-tw/game/q4qr3eo.html. 
282 可於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下載應用程式使用，其核心功能是允許用戶基於聲音

指紋識別音樂。Shazam 的技術還增強了第三方的音樂識別功能，特別是透過喚醒 Apple 的虛擬

助手 Siri 詢問「Siri，請問這是什麼歌？」和 Snapchat 社群網路服務中 Snapchat 進行音樂識別功

能。根據不同的公開排名，Shazam 一直位居 EEA 所有會員國在 Android 系統和 iOS 系統上提供

音樂識別服務的免費應用程式的第一名。 
283 ACRCloud 是一家中國公司，該公司基於聲音指紋技術開發 ACR 軟體解決方案。ACRCloud

擁有超過 4,000 萬個音樂聲音指紋的資料庫。其主要服務產品包括：（A）音樂識別服務；（B）廣

播監視服務，旨在監視和分析機構、唱片公司、廣播公司、媒體業者等，以保護版權；（C）第二

螢幕同步解決方案，可為廣播公司、著作權人、廣告商和應用程式開發商提高錄製內容的第二螢

幕觀看體驗。 

https://kknews.cc/zh-tw/game/q4qr3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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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傳統的資訊來源，例如實體銷售資料以及在收音機中播放歌曲的

頻率。而今，隨著數位化帶來的變革，於各個音樂產業價值鏈上能獲

得更多資料。尤其是音樂串流，增加用戶的可訪問性和便利性，並允

許更多個性化之音樂體驗，不僅可以仰賴更為精確的資訊來分析用戶

正在聆聽的曲目，還可以掌握用戶在何處、何時、何地結由何種裝置

聆聽音樂。 

(2) 數位音樂銷售服務市場 

執委會雖認為串流和下載媒體服務之間的界限已變得模糊，但經

調查串流媒體供應商表示未能快速轉換提供下載服務，故無法逕謂串

流服務和下載服務構成同一產品市場。惟於本結合案中，消費者僅對

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服務之市場力有所擔憂。即應指 Apple 與 Shazam

之間存在的相關鏈接的市場，即適用於 iOS 和 Android 上的某些數位

音樂串流應用程式（例如 Apple Music）之「推薦鏈接」（referrals）。 

Apple 之數位音樂服務在全球都可以線上使用，所提供的服務或

功能幾乎沒有差異，加上音樂授權交易通常是由數位音樂服務提供商

以全球為範圍簽訂的，而不是以逐國簽訂的方式進行。雖執委會認為

對於每個國家/地區的用戶需求和對數位音樂銷售服務之預期存在普

遍差異，而仍需確定地理市場之範圍。惟由於本結合案之集中度，並

無顯著阻礙智慧型行動裝置上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之有效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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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是地理市場之範圍實無關緊要。 

(3) 音樂資料授權市場 

Apple 認為，音樂資料排行榜（charts）和類似的音樂資料分析，

只是音樂串流或語音識別核心業務的輔助功能而已。如果是個人音樂

品味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此類數據的市場，則該市場不應侷限於數位音

樂產業中所蒐集的資料，而應涵蓋更廣。與音樂喜好相關的已編譯數

據，包括線上社群網路的事業（例如 LinkedIn、Facebook、WhatsApp

或 Google）所蒐集的資料，該等事業在其用戶上所蒐集相同類型的資

料，與之相比，擁有更多且更有價值的訊息。 

執委會調查後認定 Shazam 的排行榜是 Apple 排行榜的互補品而

非替代品，因為 Shazam 的排行榜用意在表明音樂的流行度以及未來

的流行趨勢（音樂「發現」），而 Apple 的排行榜則反映 Apple 自身的

音樂銷售和/或使用方式（音樂「消費」）的估計。此外，音樂產業中

有很多音樂排行榜資料來源，市場上提供的音樂排行榜資料集（包括

Shazam 或 Apple 提供的資料集）都不被認為是「獨特的」，亦即與市

場上其他可用資料相比，並不具有任何特定價值。故二者的結合不會

顯著妨礙音樂資料授權的有效競爭。音樂識別市場 

執委會認為從用戶的角度來看，用於執行 ACR 功能的兩種技術

（即聲音指紋和音訊浮水印）都可達到相同的目的。表明基於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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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軟體解決方案和應用程式屬於同一相關產品市場。而本結合案

的問題在於 Apple 利用其在不同裝置上之市場地位，透過槓桿作用，

使市場力延伸至 Shazam 提供智慧型行動裝置的音樂識別應用程式市

場中。 

(4) 線上廣告市場 

Shazam 主要是在應用程式中顯示廣告來提供線上廣告，在其應

用程式中（例如，應用程式內商業廣告）輔以品牌特定的音頻或視覺

內容，甚至以「Shazam for Brands」284為名銷售特定品牌的廣告產品。

而 Apple 不在 Apple Music 或 iTunes 上提供線上廣告服務，其僅於其

Apple News 從事線上廣告服務。 

一方面，執委會認為因為只有 Shazam 會從事線上廣告服務，故

結合雙方之間的活動並不會重疊。且即使結合後 Apple 使用其某些資

產（尤其是其用戶資料）加強 Shazam 在樂迷（music enthusiasts）之線

上廣告市場的地位，也不會顯著阻礙有效的競爭。究其原因，包括

Google285和 Facebook 在內的許多提供線上廣告服務的事業遠遠強於

Shazam，因為該等事業允許廣告商根據興趣鎖定目標，甚至瞄準樂迷

投放廣告。無論如何，執委會認為本結合案之集中度都不會顯著阻礙

                                                      
284 以 Shazam 之應用程式在知名軟性飲料或酒精飲料外瓶（如 Coca-Cola、Red Bull、Absolut 等

品牌）上掃描 QR code 後，即有相關系列活動，藉此達到廣告雙贏效果 
285 執委會特別指出，同時控制 YouTube 和 Google Play Music 的 Google 仍將是線上廣告商投放

定向廣告給音樂狂熱樂迷的主要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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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廣告服務的有效競爭。 

另一方面執委會憂心結合後 Apple 可能有能力從事限制競爭對

手利用 Shazam 應用程式作為廣告工具。即 Apple 可以利用 Shazam

應用程式的廣告空間專門推廣 Apple Music；亦可能重新設計 Shazam

應用程式，以便在 Android 設備上顯示推廣 Apple Music 的推送通知

（無論有無安裝），從而擴大平臺之用戶群。 

惟如前所述，Shazam 於線上廣告市場中並無顯著的市場支配力。

線上廣告服務的事業有許多競爭者（包括 Google 和 Facebook）所提

供的線上廣告服務均遠大於 Shazam。且在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中

的促銷活動和廣告，據調查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上最有效的廣告工

具是透過付費線上搜尋廣告、社交網站上的營銷、與行動電信業者合

作、電子郵件活動和其他應用程式的推薦。因此，包括 Shazam 在內

的非社交網路平臺之非搜尋廣告，其實並不是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

最有效的廣告工具之一，且用戶使用 Shazam 的時間與其他非社交網

路平臺相比也來的短暫。 

對於其他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而言，Shazam 不過是推廣其品

牌產品的其中一種手段，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即使 Apple 在結

合後僅將 Shazam 作為 Apple Music 獨享的廣告工具，對於競爭對手

競爭能力或誘因之影響也激不起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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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執委會說明如係在 Android 上使用，則推送通知乃由用戶

自行定義接收與否，而並非應用程式開發者所決定。因此，結合後任

何推送通知將僅發送給 Android 上的 Shazam 用戶的子集（subset）。

總之，結合前後並不會對現況有太大的改變，執委會認為 Apple 在將

Shazam 作為廣告工具是否會產生封鎖效果上，給予否定見解。 

4. 獲取用戶資料之競爭影響分析 

本結合案因符合《歐盟結合規則》（the EC Merger Regulation）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事由286，執委會必須評估結合否會顯著妨礙市場的

有效競爭。執委會強調消費者資料在音樂產業中的作用，並指出

AppleShazam 在線上廣告中的市場地位，並思考 Shazam 的用戶資料

是否構成了可能會限制結合後的競爭對手參進。 

歐盟資料保護委員會（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亦

發表聲明，敦促執委會仔細評估此次結合案將導致的資料集中度。因

資料是數位經濟中的關鍵，集中度的提高有可能對數位服務消費者所

享有的資料保護水平和自由度產生威脅。並指出資料保護和隱私與審

查可能累積或已累積顯著資訊力量之公司，於結合後是否會濫用其潛

在的優勢支配地位息息相關287。因此，必須仔細審查將會透過結合獲

                                                      
286 § 3 

1. A concentration shall be deemed to arise where a change of control on a lasting basis results from: 

… (b) the acquisition, by one or more persons already controlling at least one undertaking, or by one or 

more undertakings, whether by purchase of securities or assets, by contrac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direct or indirect control of the whole or parts of one or more other undertakings. 
287 Statement of the EDPB on the data protection impacts of economic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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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重要資料集（包括潛在的商業敏感資料），以確保它們不會受到

競爭之限制288。 

就此，執委會認定本次交易不會在 EEA 引起反競爭之疑慮，亦

不會使結合事業免於遵守所有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範289： 

(1) Apple 所取得的資料係屬商業敏感資訊 

根據《非水平結合指南》，應關注當相關市場中的產品組合可能

賦予結合後的事業利用強大的市場地位延伸至另一市場而產生封鎖

效果，並鼓勵藉由搭售或捆綁交易或其他獨家交易行為。執委會首先

調查結合後的事業是否有能力或誘因消弭其實際或潛在的競爭對手。

對競爭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從而對消費者造成傷害。 

就 Apple 是否可能因為結合獲得競爭對手的商業敏感資訊，執委

會發現，Shazam 當前收集安裝 Shazam 應用程式（適用於 Android 系

統和 iOS 系統）與裝載在相同的智慧型行動裝置上的第三方應用程式

（尤其是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的用戶之某些資料。而 Shazam

允許其用戶將其帳戶連接到 Spotify 帳戶，使得 Shazam 能夠訪問

Spotify 用戶（尤其是 Spotify 的 Premium 版）上的一些其他資訊。最

後，Shazam 會收集識別其用戶之資料，例如註冊的 Shazam 用戶的電

                                                      
288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pple's acquisition of Shazam, 

available at: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last visited Oct. 31, 2019). 
289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Mergers: Commission clears Apple's acquisition of Shazam, 

available at: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last visited Oct. 31, 2019).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https://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8-5662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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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箱或 Facebook 識別碼，以及 Shazam 匿名用戶的廣告識別碼。 

執委會評估 Apple 是否可以透過收購 Shazam 對資料庫的取得控

制權，進而獲取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市場上之競爭對手（尤其是

Spotify）某些資料的訪問權限，而有導致任何反競爭之影響。亦即，

Apple 可以藉由針對競爭對手的音樂串流應用程式服務供應商（尤其

是 Spotify 的 Freemium 版）的用戶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廣告或營銷活

動，從而使得潛在訂閱戶（可能不是樂迷），傾向於切換並接受 Apple 

Music 的訂閱。如此恐會破壞 Apple Music 競爭對手的成長，特別是

那些基於商業模式運營的競爭對手，在這種商業模式下，將免費用戶

轉化為付費用戶非常重要。 

雖然《非水平結合指南》未定義「商業敏感資訊」，但執委會認

為「用戶清單」常屬於事業的商業秘密，包括生產和銷售的數量、成

本和價格結構，以及銷售策略，即有關訪問《執委會公告》290中披露

的資訊可能會對事業造成嚴重損害。 

Apple/Shazam 主張就何種資料具有商業敏感性，依照歐盟法院的

看法，諸如未來價格、定價意向，或與需求或生產資訊有關的資料方

屬之，且在競爭過程中保護機密資訊並不在於該等資訊對競爭有負面

                                                      
290 Commission Notice on the rules for access to the Commission file in cases pursuant to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 Articles 53, 54 and 57 of the EEA Agreement and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55 139/2004, OJ C 325, 22.12.2005, p. 7-1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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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是僅在有傷及資訊提供者之風險時，要求披露資訊而已。 

對此，執委會承認結合後的事業將獲得觸及競爭對手之商業敏感

資訊之途徑，並不足以證明即有反競爭之影響，但也有必要證明取得

該客戶資訊對競爭產生負面影響之可能性，故認為「用戶資訊」係屬

Apple Music 之競爭對手在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市場上的商業敏感

資訊。 

而此等商業敏感資訊，應受到歐盟資料保護法制之規範： 

A.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首先，執委會注意到，個人資料的處理，包括將用戶資訊傳輸到

Apple，都受到有關資料保護（尤其是 GDPR）等法規的約束。這些規

範適用於個人資料，即與已識別或可識別的自然人（數據主體）有關

的任何資訊；可識別的自然人是指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的人，尤其是

透過識別碼，例如姓名、身份證號碼、位置資料，線上識別碼或該自

然人的身體、生理、遺傳基因、精神狀態、社經地位所特有的一個或

多個因素。 

執委會認定，只要將「用戶應用程式資訊」與其他資訊信息組合

在一起，就可以識別出 Shazam 的用戶，該等用戶已經（或者尚未）

是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市場中 Apple Music 之競爭對手的用

戶，因用戶資訊可以作為個人數據，故而受 GDPR 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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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GDPR 第 5 條第 1 款第 b 項291之規定，蒐集目的須特定、明

確及合法，且不得為該等目的以外之進階處理。在 GDPR 下有資格作

為個人數據的數據之前提是，該第三方須有法律或契約依據。 

執委會認定，根據 Shazam 當前的服務條款和隱私政策，確實可

以蒐集用戶資訊，並應用在：（a）向用戶提供針對性的廣告；（b）推

送有關 Shazam 產品和服務的訊息，包括在用戶同意或適用法律允許

的情況下，透過電子信箱發送 Shazam 認為可能對用戶感興趣的營銷

傳播。用戶資訊也可以與包括廣告商和合作夥伴在內的第三方共享，

當中可能將出於廣告目的而使用用戶資料，而特別是在 Shazam 的所

有權若因結合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則可以將用戶資料轉讓給第三

方，如果該轉讓導致用戶個人資料的使用發生重大變化，那麼 Shazam

應遵循 GDPR 向用戶提供適當的告知與處理有關的個人有關處理的

所有相關情況，包括每個控制者的身份和處理的目的之要求。 

故 Shazam 和 Apple 結合後，有責任實施適當的技術和組織措施，

以確保並能夠證明加工過程是根據 GDPR 執行的。甚至必須確保處

理 Shazam 搜集並傳輸給 Apple 的個人資料的合法性，並遵守與處理

個人資料有關的原則，包括目的限制、公平和透明之原則。 

                                                      
291 1. Personal data shall be: 

(b) collected for specified, explicit and legitimate purposes and not further processed in a manner tha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purposes; further processing for archiving purpos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cientific or historical research purposes or statistical purposes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9(1),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itial purposes (‘purpose l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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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歐盟電子通訊隱私指令 

執委會認為歐盟有關隱私和通訊保密性的規則，特別是《歐盟電

子隱私指令》，可能還會對將用戶資訊傳輸到 Apple 及其後續使用造

成一些限制。其中第 5 條第 3 款要求僅在滿足相關用戶已根據 GDPR

（尤其是有關處理目的）獲得清晰且全面的資訊，並已表示同意的情

況下才允許儲存資訊或訪問已經儲存在用戶終端裝置中的資訊。這並

非阻止任何技術儲存或訪問，僅係出於透過電子通訊網路進行通訊傳

輸之目的，或者對於用戶明確要求提供資訊之提供商所為之嚴格要

求。因此，Apple 可以在《歐盟電子隱私指令》允許的範圍內儲存用

戶資訊或訪問已經儲存在訂戶或用戶終端設備中的用戶資訊。 

關於上述 Spotify 用戶的特定資料，執委會認為 Shazam 可以通

過 Spotify 的公共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來訪問或使用受到 Spotify 的開發人員服務條款和條件約束之資

料292。則執委會認為得以法律和/或契約限制 Apple 將來使用客戶資

料之可能：從 Apple 面向，可以契約禁止結合後之 Apple 以任何方式

使用 Shazam 透過 Spotify 的公共 API 搜集的資料來與 Spotify 競爭；

從 Spotify 面向，其可以採取防禦行動並強制停止資料之交換。 

                                                      
292 這些服務條款尤其包括開發人員的義務：（a）僅向 Spotify 用戶請求操作其應用程式所需的資

料；（b）未經明確同意，不得向 Spotify 用戶發送電子郵件；（c）完全準確地披露他們在其應用

程式或網站上應用程式的隱私慣例和政策。此外，Spotify 的服務條款阻止「以任何方式與 Spotify

競爭」者使用 Spotify 的用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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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為回應《歐盟結合規則》（Merger Regulation）第 11 條第 2 款

的要求，Apple 表示會計劃更改 Shazam 的資料搜集方式，使其在隱

私保護方面與 Apple 之產業領導地位保持一致。則非 Apple 作業系統

更新 Shazam 應用程式時，將使其不會向用戶發送「用戶應用程式資

訊」，除非該用戶的音樂串流媒體服務同意允許將此資訊發送給

Apple。而在 Android 系統上有能力擷取用戶應用程式資訊者並不僅

限於 Shazam，況且 Android 系統是採取開放式的訪問權限，其《開發

人員指南》允許任何應用程式都可以存取客戶應用程式資訊。 

退萬步言，即使 Apple 能透過 Shazam 蒐集非常多「樂迷」的「用

戶應用程式資訊」，但是市場存在其他替代供應商，包括但不限於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也可以定位「樂迷」的群體（例如：

Spotify 應用程式用戶）。 

此外，通過「推薦模式」（look-a-like modeling）之演算法來尋找

「潛在用戶」，任何說服現有用戶轉換平臺的目標廣告或營銷活動對

反競爭影響均有限。尤其是 Apple Music 現今並非音樂串流媒體服務

市場的領導者，不論是當前市場的靜態競爭或是預測市場的動態競爭

以觀，領導者非 Spotify 莫屬，因此若 Apple 有試圖誘使競爭對手之

用戶轉向之定向廣告或營銷活動，均可使競爭對手作出反擊。 

故執委會認為，由於市場其他參與者均可以訪問商業敏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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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zam 帶來的數據增量不太可能為 Apple 提供顯著的競爭優勢，亦

無降低競爭數位音樂串流媒體供應商競爭的能力和誘因，對市場之有

效競爭並無影響。 

(2) Shazam 的用戶資料並非重要投入因素 

執委會憂心結合後 Apple 具有技術能力與很高的誘因拒絕或降

低使用 Shazam 的推薦機制使競爭對手近用 Shazam 受到限制，其表

示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轉介圖示設計為超連結293，且不會干擾音樂曲

目的識別。因此，執委會認為將競爭的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之

轉介圖示刪除，在技術上並非難事，且不會在大幅度地降低 Shazam

用戶體驗。 

惟執委會認為縱使理論上拒絕或降低 Shazam 的轉介機制可能會

為 Apple Music 之競爭對手帶來負面影響，但追根究柢後發現是否使

用 Shazam 應用程序，對於競爭對手能否成為數位音樂服務提供者，

非屬決定性的關鍵。通過 Shazam 的轉介只不過是數位音樂串流媒體

應用程式大量獲取用戶的各種渠道之一罷了。結合後，其他的獲取渠

道（例如搜尋廣告或社交網路）仍舊暢通，況且實測結果是藉由轉介

到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的流量，低到可以忽略不計。萬一 Apple

                                                      
293 點擊 Shazam 識別結果頁面上的轉介圖示後，如若用戶在其行動裝置上已安裝數位音樂串流

媒體應用程式，則 Shazam 將會自動導流至應用程式，即可收聽完整曲目；如若用戶在其行動裝

置上尚未安裝數位音樂串流媒體應用程式，則 Shazam 將跳轉至應用商店中推薦數位音樂串流媒

體應用程式，以便用戶可以下載該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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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合後要求 Shazam 停止轉介到其他競爭的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

式，反而對 Shazam 不利。 

假設 Shazam 用戶資料僅由 Apple Music 獨占，並不足以影響

Apple Music 競爭對手，因為執委會使用 4 個相關指標（Four Vs）將

Shazam 用戶數據與其他數字音樂服務用戶可用的數據集進行了比

較：即構成資料集之資料的多樣性（variety）294；資料蒐集的速度

（velocity）295；資料集的大小（volume）296；以及資料之經濟相關性

（value）297。分析後發現，到目前為止，在提供音樂識別應用程式的

市場中，Shazam 的高市場份額並未轉化為《非水平結合指南》所指

的相當大的市場支配力。 

總之，Shazam 用戶資料在結合後無法為 Apple 帶來顯著的「資

                                                      
294 執委會根據對市場調查，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和音樂識別服務的供應商都收集相似類型的

裝置資料（例如，裝置語言、作業系統等），Shazam 僅基於給定用戶在給定時間點及給定位置來

搜集發現的音樂資料（該資料是音樂標籤的作用）。Shazam 用戶資料中包含用戶的特徵資料（例

如姓名、性別、年齡）和行為資料（例如用戶在應用程式中的點擊次數）。由於市場上有多家音

樂識別技術供應商，其他音樂流應用程式也可以採用類似的策略。 

 此外，執委會認為，為根據用戶的喜好向用戶提供個性化建議，市場上需要並使用一些資料集。

當前，所有音樂串流播放器均基於其自身用戶消費資料（即用戶串流音樂上的資料），以及發現

資料（即通過各種市場情報來源收集的有關某些音樂曲目和未來音樂的流行性的資料）提供此類

趨勢。例如，Spotify 編譯音樂發現資料的資料庫，儘管該資料庫係基於與音樂標籤活動不同的

來源，且不使用 Shazam 資料，透過推薦向用戶提供個性化體驗可說非常成功。 
295 分析用戶每月在應用程序上花費的平均時間，與音樂串流應用程式供應商相比，在收集用戶

資料數據（不論是新生成之資料或已過時之資料）的速度上，Shazam 較為緩慢。 
296 在資料量上，Shazam 還比不上 Apple Music 本身可以取得的用戶資料，且光是用戶在應用程

式上花費的時間，也比 Shazam 來得多，從而可以顯著提高資料量。例如，Spotify 曾公開表示，

其維護著一個超過 200 PiB（Pebibyte）的大型且分散的資料集，這對了解內容消費和用戶行為

（包括發現資料）而言，極有助益。 
297 Shazam 用戶數據似乎不是關鍵資產，也不是唯一的。在音樂產業中，最有價值的資料似乎與

實際的音樂消費有關，因為這最能代表用戶可能喜歡的多首歌曲之間的相關性。結果，提供數位

音樂串流服務的最有趣和最有價值的資料通常由音樂串流供應商自己持有。特別是，Shazam 用

戶資料似乎並不是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成功的關鍵要素。此外，調查表明 Shazam 用戶資料與

數位音樂串流應用程式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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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優勢」，即對 Apple 透過向用戶提供更具針對性的音樂建議來實質

性地改善其服務並無大助益。更何況，Apple Music 的競爭對手在結

合後也有機會訪問類似的資料庫。 

5. 小結 

執委會最終決定批准本次結合，並表示「音樂辨識服務並不會直

接影響串流音樂市場」，結合前 Shazam 整合至 Siri 中並沒有提高

Shazam 的使用量，對 Apple 裝置的販售也無助益，假設結合後 Shazam

真的都只導入 Apple Music 的歌曲，當消費者知道曲目後，仍可選擇

自己慣用的平臺搜尋聆聽。整體而言，二者結合未降低 ACR 軟體解

決方案和音樂識別應用程式供應商之競爭或形成參進障礙，對上開各

該服務與資料使用之反競爭效果影響亦甚微。 

（二） Facebook/ Whatsapp 案 

繼 2012 年收購 Instagram 後，2014 年 Facebook 宣布以 190 億美

元收購 WhatsApp，其中 40 億美元為現金支付，而大約 120 億美元以

Facebook 股票形式交易，且 Facebook 將向 WhatsApp 員工發放特別

股，莫約價值 30 億美元。WhatsApp 仍繼續獨立作業，並保留該品牌

名稱。 

1. 背景 

2014 年 8 月 29 號，WhatsApp 結合後將成為 Facebook 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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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資子公司，該當《歐盟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所指的集

中交易。特別是 Facebook 為多邊平臺（multi-sided Platform），平臺彼

此間會針對使用人數、資料或付費廣告從事競爭，雖 WhatsApp 未蒐

集用戶資料，但以資料驅動之結合，未必是著眼於結合當時現存的產

品或服務市場，而是看中具有競爭價值的資料或取得具競爭價值資料

之技術、能力或機會。Facebook 縱未將 WhatsApp 所擁有的用戶資料

與資料分析作為商品或服務，不排除結合後，Facebook 透過 WhatsApp

推出廣告服務與蒐集用戶資料，從而改善其定向廣告之正確性，以俾

爭取更多的廣告利益298。是歐盟擔憂因資料蒐集與累積恐有符合競爭

損害理論之可能，則究竟結合會否影響原有的服務品質（隱私權保護、

資訊安全等）降低，即為本案所關注的重點。 

2. 當事人簡介 

Facebook 公司是在行動裝置之應用程式及網站上提供社群網路

服務、用戶通訊與圖像或視頻共享功能的供應商。同時，也提供線上

廣告空間。旗下擁有社群網路平臺「Facebook」，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

「Facebook Messenger」，以及照片和視頻共享平臺「Instagram」。

WhatsApp 則是在行動裝置上提供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二者均為知

                                                      
298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頁 18（2019）；邱

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班博士學位論文，頁 7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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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社交平臺，同樣提供文字、圖像、影音檔上傳分享的功能，差異

是 WhapsApp 並無販售平臺廣告空間，且僅向用戶收取象徵性費用，

亦保證除用戶之行動電話號碼外，不會蒐集其他的個人資料。 

3. 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 

(1) 產業概況 

執委會認為，消費者將根據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所提供的功能與

基礎網路來選擇使用的應用程式。而在 EEA 的市場中，除了 Facebook 

Messenger 與 WhatsApp 之外，尚有許多替代的產品299。 

在激烈競爭下，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不斷創新來提供最佳的通訊

體驗爭奪用戶，諸如提供可靠的通訊服務，這直接影響到該服務的聲

譽及其對用戶的吸引力；或高度的隱私和安全性，雖然其重要性因用

戶而異，但市場上也有少數專門針對高度隱私和安全性所推出的應用

程式，像是有額外收取費用之 Threema，WhatsApp 在特定國家亦有

提供更高的通訊安全的收費服務。 

正是因為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常以免費或極低的價格提供服務，

且所有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都可以讓用戶在點擊之間便可立即跳

                                                      
299 依照提供者可區分 A. 整合智慧型手機裝置與作業系統者：如 Apple 的 iMessage、BlackBerry

的 BBM、Samsung 的 ChatON、Google 的 Google Hangouts 和 Android 訊息平臺，和 Microsoft 的

Skype 等；B. 行動電信業者與傳統的電信服務一起提供者：如由 GSM 協會（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GSMA）發行的 Joyn、Orange（法國電信商）的 Libon，和 Telefónica（西班

牙電信商）的 Tuenti（號稱西班牙版的 Facebook）等；C. 應用程式：如 LINE、Viber、Threema、

Telegram、Snapchat 和 WeCha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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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不同的應用程式。總之，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二者

均對智慧型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無控制力，亦無預先安裝在手機上，

從而未有「維持現狀的偏見」（status quo bias），由用戶操控下載或卸

載應用程式，可以說在不同的應用程式中進行切換時，用戶的轉換成

本近乎於零。 

或許最大的問題是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間資料（聊天紀錄等）的

可攜性，惟運用此等應用程式實際上的對話往往是暫時性、自發性的，

對消費者而言，不一定具有長期的價值，況且只要不刪除歷史紀錄或

卸載應用程式，仍舊可在用戶的手機裝置上查看原先的歷史紀錄，無

礙用戶轉換至另一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 

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的特點是突破性創新，這是高度動態300競爭

的市場，開發和運作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不需要大量的時間301和投

資，主要成本是伺服器容量，該容量須隨規模而增加。且沒有已知的

專利權、智財權構成參進障礙，或越來越標準化專有技術。總之，除

WhatsApp 沒有掌握相關專利外，儘管 Facebook 擁有一些專利，但這

些專利都都不是標準必要專利，且識別碼（電子信箱、電話號碼或其

                                                      
300 像是 BlackBerry 推出首款成功的整合智慧型手機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BlackBerry 

Messenger」，但僅在 BlackBerry 機上使用，當裝載 Android 和 iOS 系統之手機的智慧型手機市場

的市占率大幅提升後，該優勢就降低了；還有因應消息加密需求而生的 Telegram，於 2013 年 9

月推出，到 2014 年 3 月擁有超過 3500 萬之用戶；本案的 WhatsApp 順應電腦過渡的手機的需求

而推出，至今擁有約 6 億的用戶；LINE 和 WeChet 在 2011 年都推出了類似的市場動態，現在它

們各自在全球擁有超過 4 億活躍用戶。 
301 WhatsApp 在 6 個月的時間內完成開發其應用程式的第一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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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係由用戶掌握，也非 Facebook 所獨享。 

而消費者除上述考量，與之互動的對象所使用的消費者通訊應用

程式也會左右其所選擇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則用戶群的相關性尤

為重要，這也是網路效應之展現302。此等效應存在不能逕謂對競爭造

成影響，然若將有封鎖效果產生而使競爭對手無法擴大其用戶群時，

便有競爭之疑慮。 

由於資料的可攜性與應用程式間的互通性（A 應用程序的用戶與

B 應用程序的用戶聯絡的能力）可能構成參進障礙，就前者已如前述；

而後者，如若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整合，則有增強其網

路效應的可能，對此 Facebook 表示技術與操作上有難度，前者因為

Facebook 架構於雲端，而 WhatsApp 並非架構於雲端；後者則因需要

將 WhatsApp 用戶的個人資料與其在 Facebook 上的個人資料相互配

對（反之亦然），而註冊的識別碼來源不同，必須由用戶手動協助完

成，則恐將引起不願意將帳戶互通之用戶的反感。 

執委會表示目前任何應用程式均無提供互通性，除非 Facebook

決定合併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或允許跨平臺通訊，否則

                                                      
302 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也會因為口耳相傳而激增，即如果用戶喜歡某一消費者通信應用程序，

便可能擴及周遭的親友，則該應用程序將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般的快速增長。

例如：Kik Messenger 於 2010 年發布，2012 年擁有 1000 萬用戶，2013 年底達到 1 億用戶；

WhatsApp 在 2009 年推出後的幾個月內就達到了 100 萬用戶，惟其在 2014 年 2 月 22 日中斷四

小時服務事件，讓其競爭對手獲得大量新用戶，像是 Telegram 跟 LINE 就是受益者，分別獲得

500 萬和 200 萬的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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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結合並不會對互通性問題產生任何影響。退萬步言，縱使結合後

WhatsApp 與 Facebook 進行整合，就現存狀況來看，用戶同時使用二

者的重疊率極高，則本結合案不太可能增強先前存在的網路效應。因

此，來自其他或新進競爭者的威脅一定程度的抵銷網路效應，繼續構

成或形成結合後之 Facebook 重要制約303，縱然其在市場上具有優勢

地位，其實也不甚穩固。 

(2) 結合雙方為互補性產品/服務 

鑒於 WhatsApp 和 Facebook Messenger 在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均

提供通訊功能，而各自的網路規模也會產生結合後會否有消弭水平競

爭之疑慮，則考量二者之間是否為競爭者。 

而執委會則進行分析，（1）使用服務之識別碼不同：WhatsApp 與

Viber 等其他類似的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一般，以電話號碼或電子信

箱為註冊方式，Facebook Messenger 則和 Twitter、Hangouts 等一般，

需與社群網路建立「從屬關係」，必須創建 Facebook ID 才可使用；

（2）聯絡人的來源不同：WhatsApp 為基於用戶的行動電話之通訊錄，

Facebook Messenger 則為 Facebook 中之所有用戶）；（3）用戶體驗不

同：Facebook Messenger 是為整合 Facebook 社群網路，使核心更加豐

富而獨立開發；（4）隱私政策不同：WhatsApp 標榜隱私與安全為其

                                                      
303 當 Facebook 宣布收購 WhatsApp 後，成千上萬重視隱私問題的用戶改下載其他消費者通訊應

用程式，諸如強調隱私保護的 Telegram，便是制約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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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Facebook Messenger 則是 Facebook 藉以蒐集用於廣告活動

目的所使用的用戶資料之來源；和（v）應用程序的使用強度不同。 

加上二者並沒有提供市場上其他競爭者所無的服務，且二者間基

於通費者通訊服務市場之路徑多宿（multi-homing）特性，其用戶存

在高度的重疊率，故而認為二者係屬互補性之產品/服務。 

(3) 小結 

在動態競爭之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雖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在 EEA 甚至全球均具有顯著市場地位，惟用戶的轉換成本

極低，因此極易抵消結合後之 Facebook 利用其市場地位所為之任何

嘗試，意即若 Facebook 在結合後想以付費方式提供服務或停止創新，

則用戶可以輕鬆地轉向會提供免費服務和可提供新功能和更高質量

服務的競爭者。故而執委會認為本次結合對消費者通訊服務市場並不

會有反競爭的影響。 

4. 社群網路服務市場 

(1) 結合雙方不具有替代可能性 

Facebook 運營全球最大的社群網路，通常 Google+、LinkedIn、

Twitter 和 MySpace 等，會被視為是社群網路服務的競爭者。WhatsApp

是否為社群網路服務供應商則有爭議，因為其亦具備用戶（包括群組）

之間能夠共享資訊和內容之功能，而若將消費者通訊應用程式視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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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網路服務的潛在市場，則替代者的數量將大幅擴張，包括

WhatsApp、LINE、WeChat、iMessage、Skype、Snapchat、Viber 和

Hangouts 等，甚至其他非消費者通訊服務業者（例如 YouTube）也可

能包含在內。 

惟除了有替代範圍過廣的問題外，其實 Facebook 與 WhatsApp 的

服務有顯著的差異，比起 WhatsApp 僅提供簡單的通訊服務，Facebook

的核心功能是圍繞「動態彙總」（newsfeed）動態時報（timeline）進

行，允許用戶個性化的紀錄與編輯個人資訊，並控制與誰共享內容。 

(2) 結合雙方整合的潛在競爭分析 

承上所述，WhatsApp 與 Facebook 的社群網路的整合304一直為市

場上所擔憂，亦即如若將更多的用戶和/或功能添加到 Facebook 社群

網路服務中，整合 WhatsApp 有助於增強 Facebook 在社群網路服務

潛在市場中的地位。 

但執委會在此也考量整合二平臺可能存在重大技術障礙，並且需

要用戶的參與將有流失用戶的可能性，以及基於服務體系結構的差

異，啟用跨平臺服務台需要對進行實質性的重新設計並編寫代碼等

情，加上 Facebook 表示目前並未有整合計畫。執委會認定本結合案

對社群網路服務市場並無嚴重的反競爭影響。 

                                                      
304 像是在 Facebook 的發文、狀態更新，可以同步到 WhatsApp 中，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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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線上廣告服務市場 

應先敘明，就潛在的資料集中度問題，執委會僅分析本結合案是

否可能加強 Facebook 於線上廣告市場地位。至於結合後將導致

Facebook 掌握的資料越來越集中，進而引起的任何與隱私相關的擔

憂，並不在歐盟競爭法規涵攝範圍之內，而是屬於歐盟資料保護規則

的範疇。 

WhatsApp 並無提供線上廣告服務，且結合前 WhatsApp 亦不蒐

集有關其用戶的有關年齡、經過驗證的姓名、性別、社會群組、活動、

消費習慣或其他對廣告有用的資料，而其僅具有傳遞功能，更不會在

訊息發送後儲存訊息紀錄。因此，由於 WhatsApp 當前未蒐集任何對

廣告有價值的用戶資料，因此該交易不會增加 Facebook 可能用於廣

告目的之資料量。 

基於 Facebook 可能透過分析 WhatsApp 用戶（和/或從也是

WhatsApp 用戶的 Facebook 用戶）的用戶資料，藉以增強其在線上廣

告服務市場的地位，執委會對此從兩種傷害理論的方向進行探討： 

(1) Facebook 於 WhatsApp 上投放定向廣告 

由於 Facebook 擁有龐大且高度參與的用戶群，大多數的廣告商

對定位廣告之機會與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均予以肯定其重要性。但執委

會認為結合後仍舊有相當程度的替代競爭者存在於市場中，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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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包含 Google Search、Google +和 YouTube）、Yahoo！、MSN

和其他當地業者等，告縱使結合後在 WhatsApp 上投放廣告，基於仍

有其他具有相同優勢地位之競爭者，故不足為慮。且 Facebook 也表

示其目前並無在結合後於 WhatsApp 上導入線上廣告服務之計畫。 

而應注意的是，理論上如若 WhatsApp 改變其隱私政策，還是有

可能發生在 WhatsApp 上投放廣告。惟執委會認為結合前之 WhatsApp

的核心價值表現在「無廣告」策略，用戶即會因為投放廣告進而轉向

其他無廣告的競爭者（例如 Viber），而一旦 WhatsApp 放棄對用戶隱

私「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之保護，恐影響重視該服務

隱私及安全之用戶的滿意度，導致用戶直接轉換至替代性平臺（如

Threema），可見隱私及安全係影響非價格競爭市場分析之重要因素。 

(2) Facebook 使用 WhatsApp 之用戶資料改善自身之定向廣告 

執委會擔憂收購 WhatsApp 將使 Facebook 取得更多的用戶資料，

可以提高在 Facebook 社群網路平臺上投放給同時使用 Facebook 與

WhatsApp 之用戶的定向廣告之準確性305。 

然 Facebook 辯稱 WhatsApp 所擁有的個人資料306，不過就是用

戶之姓名與註冊的手機號碼，而該等資料只要是安裝在用戶手機裝置

                                                      
305 因為 Facebook 在 2013 年開始在美國的 Instagram 上投放廣告，2014 年 9 月在英國也開始投

放廣告，故而此等疑慮極有可能發生。 
306 WhatsApp 的用戶的姓名、照片和狀態可以公開，但無法透過其他資料（例如出生日期，地址

等）進行用戶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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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所有應用程式均可存取，並沒有獨占該用戶資料的問題，亦不會

增強 Facebook 之定位廣告的能力，充其量只是 Facebook 廣告目的之

邊際用途。故 Facebook 強調結合不會影響也沒有變更 WhatsApp 搜

集和儲存的用戶資料類型之計畫，且表示如若 Facebook 與關係企業

間共享資料，則會以關係企業對其用戶的承諾相一致，並在法律要求

的框架下進行通知。 

執委會認為 Facebook 從同時擁有二者帳戶的用戶處搜集資料並

將其用於 Facebook 的投放廣告上，首先需要更改 WhatsApp 的隱私

政策307。加上整合二者的用戶個人資料，Facebook 認為目前存在重大

的技術障礙，且改變隱私政策對 WhatsApp 的原有用戶而言，有很高

的可能性促使他們轉向替代的競爭應用程式，故而降低 Facebook 自

WhatsApp 蒐集用戶個人資料的誘因。 

是以，只有在 Facebook 控制範圍內的資料集中度使其能夠增強

其在廣告中的地位時，該交易才會引起競爭擔憂，而執委會認為目前

有大量的市場參與者與 Facebook 一起收集用戶個人資料，包括掌握 

很大程度之網路個人資料的 Google，還有 Apple、Amazon、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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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有受訪者建議 Facebook 可以提高 WhatsApp 的訂閱費用，從而將 WhatsApp 的用戶切換到

Facebook 以增加 Facebook 用戶數，進而增加 Facebook 的廣告收入和/或相對於廣告市場力量。

惟執委會發現 WhatsApp 並不是 Facebook Messenger（更不用說 Facebook 社群網路）的高度替代

性競爭對手。無論如何，綜使增加 WhatsApp 的訂閱費，並果真切換至 Facebook，市場調查表明，

仍舊有足夠數量的線上廣告服務替代供應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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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08公司，總之，網路上這些將會繼續存在之大量的對廣告目的有價

值之用戶個人資料，並不在 Facebook 的專有控制範圍之內，故而執

委會認定結合的集中度未對線上廣告服務市場帶來反競爭的影響。 

6. 小結 

EEA 從事資料蒐集之競爭事業眾多，Facebook 並無法因結合而

提升定向廣告之正確性；且越來越多平臺重視且願意以個人資料之

「隱私權保障」作為非價格競爭（提供免費服務之故）要素；加上雖

有網路效應，但因非預先裝載於裝置上，是以轉換成本並不顯著，無

礙於消費者利益之保護，遂以《歐盟結合規則》第 6 條第 1 項第 b 款

認定本結合案對上開相關市場之發展，並無顯著影響，進而執委會同

意二者結合309。 

（三） Facebook 榨取性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 

1. 背景 

2019 年 2 月，德國聯邦卡特爾署（Bundeskartellamt, FCO）認定

德國境內 Facebook 蒐集並分析使用者個人資料之行為，違反德國限

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第 19

條有關「支配市場事業禁止之行為」的規定，而被課與無罰款之矯正

                                                      
308 執委會審酌替代可能性時，將線上廣告市場之服務類型與對象完全不同的 Google、Yahoo!、

MSN，甚至是不同的平台性質的 Apple、Amazon、eBay、Microsoft、AOL 納入考量，即為有疑。

邱映曦，競爭法的數位紀元－論數位平台資訊力對競爭法適用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博

士班博士學位論文，頁 56（2019）。 
309 陳志民，大數據與市場力濫用行為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6 卷第 3 期，頁 18-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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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310。 

2. 當事人簡介 

Facebook 是全球最大的的社群媒體，其 1 天的有活動使用者有

15 億 2,000 萬人；1 個月則為 23 億 2000 萬人。其所提供的服務包括

Facebook 的網站與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APP）外，亦包括 WhatsAPP

與 Instagram。 

使用者使用 Facebook 之免費服務前，必須同意其使用條件，否

則無法使用服務。而該條件含有概括同意 Facebook 將透過該服務之

網站與 APP，以及透過其他第三方網站或 APP 蒐集使用者資料、並

整合至該使用者之 Facebook 帳號進行分析。 

因此，不僅 Facebook 的網站或 APP，任何連結透過使用者介面

內嵌 Facebook 功能（如針對特定記事按「讚」）之第三方網站、或安

裝內嵌 Facebook 功能之第三方 APP，等同於 Facebook 開始蒐集、且

整合分析該使用者之資料311。 

3. 市場界定、分析與市場力認定 

2018 年底，Facebook 於德國境內 1 天的有活動使用者為 2,300 萬

                                                      
310 See generally FCO, Case Summary: Facebook, 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 pursuant to Section 

19(1) GWB for inadequate data processing (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

/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  
311 白石忠志，〈Facebook に対する Bundeskartellamt の決定を契機とする日本法の若干の検

討〉，《EU 法研究》，第 6 号，頁 33（2019）。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
https://www.bundeskartellamt.de/SharedDocs/Entscheidung/EN/Fallberichte/Missbrauchsaufsicht/2019/B6-22-16.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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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有活動使用者的社群網路市占率為 95％以上；1 個月則為 3,200

萬人，市占率為 80％以上。 

同時 Facebook 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Google+已於同年停止服務，

Snapchat、YouTube、Twitter 等社群網路、或 LinkedIn 等其他職業社

群網路僅部分提供類似的社群網路服務，因此包含子公司 WhatsAPP

與 Instagram 之 Facebook 集團，擁有相當高的市占率，足堪認定為獨

占事業312。 

4. 市場力濫用之認定 

關於 Facebook 透過自身網站或 APP 蒐集並分析使用者資料之行

為，若是利用於自身服務之提供、且使用者知悉其亦於一定範圍內蒐

集並利用資料，FCO 認為屬於社群網路營運模式之不可或缺的構成

要素，而不落入競爭法所評價的客體313。 

然而，除此之外，也即使用者無法查知之範圍，即生問題。要之，

使用者單純同意 Facebook 之使用條件，卻使 Facebook 可透過第三方

網站或 APP，無限制蒐集各類資料，並與使用者的 Facebook 帳戶整

合而進行多種多樣之詳加分析；這類具有Facebook介面之網站或APP

於德國境內存在幾百萬個。此外，更尚有供網站營運商分析的

「Facebook Analytics」後台服務，使用者連結特定網站時，既不會見

                                                      
312 同上註，頁 34-35。 
313 同上註，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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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Facebook的商標，當然也不會知悉自身資料已被 Facebook所蒐集、

利用314。 

對此，FCO 採取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之基準，作為獨占事

業是否榨取性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判準。也即，用戶對於內含隱私政

策之 Facebook 使用條件，僅得於概括同意或不使用該服務擇一，並

非「自願性同意」（voluntary consent），已與 GDPR 對於個人資料控制

權，以及憲法上「資訊自決權」（fundamental right to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的保障相違315。 

基此，對於使用者也即相對人的違犯，造成了「使用者對自身個

資控制權的喪失」，而造成使用者也即相對人的損失，構成「榨取性

交易條件」（Konditionenmissbrauch, exploitative business terms），屬於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之行為，而違反競爭法316。 

至若對競爭之傷害，FCO 責任為，包括 Facebook 透過此等資料

蒐集與分析吸引更多使用者，而損及其他社群網路事業；並透過資料

分析改良精準行銷活動，從而與廣告主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於廣告投

放市場亦損及其他競爭者；又競爭者不能接取使用 Facebook 所建立

                                                      
314 同上註，頁 35-36。 
315 FCO, supra note 310, at 8, 11. 
316 See Denis Schlimpert, Victory for Facebook as Düsseldorf court suspends the Bundeskartellamt's 

decision (2019),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b62ca02-bc17-4757-8ede-

0dc8af0ec8b7 (last visited: 2019/11/11).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b62ca02-bc17-4757-8ede-0dc8af0ec8b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eb62ca02-bc17-4757-8ede-0dc8af0ec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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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資料庫317。 

5. 「內部資料分離」作為矯正措施 

FCO 並未對 Facebook 的違法行為課與裁罰，帶有不溯既往之意

涵318。但 FCO 課與 Facebook 集團內之「內部資料分離措施」（internal 

unbundling）義務，作為矯正措施。 

要之，FCO 將 Facebook 所蒐集、分析之資料分為兩類： 

(1) Facebook 集團營運之各服務所蒐集之資料 

Facebook 集團所營運之 Facebook、WhatsAPP 與 Instagram 有依

使用條件蒐集資料之自由，但僅可於得使用者「自願性同意」的前提

下，始能將集團內部各服務所蒐集之資料整合至 Facebook 帳戶；否

則各資料僅能留存於各服務中，不得與 Facebook 所蒐集之資料行整

合分析319。 

(2) 透過第三方網站與 APP 所蒐集之資料 

僅可於得使用者「自願性同意」的前提下，將透過第三方網站與

APP 所蒐集之資料與 Facebook 帳戶整合。此外，在未得使用者同意

之場合，Facebook 針對該類資料之蒐集與整合有實質限制之必要，故

Facebook 應就此問題向 FCO 提出相應的改正方案320。 

                                                      
317 白石，前揭註 311，頁 36-37、40-41。 
318 同上註，頁 43。 
319 同上註，頁 33。 
320 同上註，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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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之，若用戶未為「自願性同意」，Facebook 仍須提供服務，但

禁止整合所蒐集之資料。 

6. 小結 

FCO 所為之行政決定，已受到 Facebook 的司法挑戰，其向

Düsseldorf 地區高等法院（OLG）訴請暫停行政執行之禁制令

（injunction）。該法院於同年 8 月初步裁定 FCO 之決定之法律基礎嚴

重存疑，且證據不足，已授予禁制令。而 FCO 亦上訴至德國聯邦最

高法院321。 

（四） 綜合討論 

歐盟執法單位與其會員國德國之內國執法機關，皆已認知到資料

將是數位經濟中的重要資產、也是競爭力之核心，因此在涉及龐大資

料之結合案中，已將資料部分之結合對於相關市場之競爭影響效果納

入分析中；甚至做出濫用獨占地位之認定，並課與矯正措施。 

不過，針對後者，是為競爭法主管機關的一項重大挑戰。畢竟晚

近歐美競爭法實務對於管制榨取性濫用之態度，皆係僅於必要時始有

需要之例外措施，趨於謹慎322；尤其在個資法主管機關已依法設立之

                                                      
321 See Giuseppe Colangelo, Facebook and the Bundeskartellamt’s Winter of Discontent (2019),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facebook-and-bundeskartellamts-winter-of-discontent/ 

(last visited: 2019/11/11); see also Natasha Lomas, Facebook succeeds in blocking German FCO’s 

privacy-minded order against combining user data, TechCrunch, Aug. 26, 2019,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26/facebook-succeeds-in-blocking-german-fcos-privacy-minded-order-

against-combining-user-data/ (last visited: 2019/11/11). 
322 馬泰成，〈榨取性濫用之管制：政策理念與實務困境〉，《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

頁 53-54（2009）。 

https://www.competitionpolicyinternational.com/facebook-and-bundeskartellamts-winter-of-discontent/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26/facebook-succeeds-in-blocking-german-fcos-privacy-minded-order-against-combining-user-data/
https://techcrunch.com/2019/08/26/facebook-succeeds-in-blocking-german-fcos-privacy-minded-order-against-combining-use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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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以違反個資法或隱私保護法，作為競爭法主管機關濫用市場支

配地位之論據，其是否成立，還有待觀察歐盟法領域的持續發展。 

第三節 小結 

歐盟近來在數位單一市場策略下，為強化資料經濟發展，以打造

歐盟共通數位資料環境為政策發展目標。為維護歐盟境內數位資料的

傳輸與儲存之自由，且推動數位資料最有效能的運用，以利於社會與

經濟發展，歐盟在法制上設立「歐盟非個人資料自由流通架構規則」

作為歐盟境內一致性法制規範，立法原則禁止各會員國設有不合宜的

資料在地化限制、強化各會員國主管機關的資料可得性，以及以自律

行為準則機制，促進資料可攜發展，弭除企業間資料鎖定措施。與

GDPR 共同構築建構創新資料服務與科技運用與發展的良好環境。 

另一方面，為強化共通資料環境發展，針對公部門資料、研究資

料以及私部門資料各別制定政策措施；對於作為資料經濟發展基石的

公部門資料，提出「公部門資訊再使用指令修正草案」之法制修正，

促進公部門資料的接取與再使用，加速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在科學資

訊方面，經由公布「2018 年 4 月 25 日科學資訊接取與維護政策建議」

之政策更新，以促進科學研究資料的開放接取；對於創新發展關鍵的

私部門資料，為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發展，執委會發布「歐洲資料經

濟下私部門資料共享指南」，提供 B2B 資料共享及 B2G 資料分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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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面性的指南，以供企業、公部門在實施私部門資料分享之參照，

確保市場的公平與競爭發展，及協助促進公部門接取與再使用私部門

資料，創造資料共享的最大利益。 

新加坡近來積極打造領先全球的數位經濟發展政策，以資料運用

創新發展為產業轉型發展重點，一方面積極打造私部門資料交換與共

享發展的數位資料市集，創造資料相關產品與服務發展的生態環境：

同時政府亦持續積極因應匯流發展，持續檢視法制與調整政策措施，

以建構促進數位經濟發展之政策環境，且促進私部門共享資料與創新

發展，設計資料共享沙盒機制，經由資料共享協議之許可，讓企業在

一定期間與條件下免除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要求，提供促進產業

積極運用資料分析能量進行創新發展之試驗環境。 

另一方面，政府持續於促進公部門資料開放，以及共通的政府數

位與資料平臺之發展，同時更致力建構整合公部門與私部門數據資料

的資料平臺，以促進政府數位服務能量，同時強化企業創新發展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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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專家座談會意見分析 

第一節 專家意見整理 

本研究於 2019 年 6 月 5 日、10 月 18 日舉辦兩場專家座談會，

以前開之研析成果與芻議等內容，邀請學者專家進行討論，以提供本

研究精進方向，並符合契約中辦理座談會之需求。以下僅整理會議結

論，學者專家之建議研究團隊內化、並提出意見分析深化於本研究之

結論建議。 

一、 6 月 5 日「促進資料自由流通機制及應用趨勢之探索」專家

座談會 

（一） 林育鎮協理（遠傳電信資訊科技群） 

由於現今電信業面臨轉型，如何利用資料會成為現行環境下之重

要因素，目前遠傳提出大人物構想，大為 Big Data，人為人工智慧，

物為物聯網，主要定義是將數據進行分析後再利用之概念。在資料流

通應用概況上，本公司會利用訊號資料進行商業優化流程、改善各地

基地台訊號、為政府打造智慧交通與智慧城市、分析各地景點與區域

活動之人流等資料。 

就資料應用之應用與策略規劃上，目前本公司具備一定之流程與

規範，且具有完整資料管理與保護措施，包含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

理、ISO20000 服務管理驗證等國際認證，且藉由運用資料與分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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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營運效率與流程，提供用戶更好的體驗與服務。 

至於在資料應用與隱私保護方面，本公司係透過合法來源取得個

資，並善加保護，惟現行法的嚴格解釋與適用上，造成資料利用與創

新服務之侷限性，建議主管機關可參考金控法規，在符合法定條件暨

個資與資安保護下，容許關係企業間處理及利用客戶的相關資訊，以

提供更全面的服務。 

（二） 彭正文工程師（中華電信法律事務處） 

國際間各國均有多樣化的資料運用，例如，英國方面，倫敦交通

局（Transport for London，TfL）可利用 Wi-Fi 基地台訊號，分析旅客

動線、交通擁擠狀態，以提供良好之交通路徑；德國方面則包括以

Mobile advertising 無線定位客戶進行廣告推播精準行銷或 Smart 

parking eParkomat 系統提供 250m 內之可停車資訊；法國方面則利用

Flux Vision 大數據分析服務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以及將行動網路

之技術資料轉化成交通資訊或歷史資料查詢等統計指標。 

目前中華電信於今年就資料運用之規劃與發展上，包含了與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合作「華語文互動直播教學」雲服務、攜手五家醫院開

發「中華健康雲」服務，以及與和泰汽車合作「TOYOTA Drive+ Connect

智聯車載系統」，主要以朝向多元化產業合作應用為目標。 

就資料應用與策略規劃方面，德國以 Big Data Principle 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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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資料運用處理上需具備透明度、當事人同意，並採取匿名化處理

達到資料防護之承諾；法國則以 Orange Big Data 個資保護承諾進而

保障客戶個資，並使客戶能以「我的個人數據」APP 掌控個人數據之

使用狀況。 

而中華電信於此方面之規劃上已與 Google 合作並提供 Google 

Cloud’s Partner Interconnect 服務，使客戶能從全球各地連接 Google 

Cloud Platform。此外更以自行推出的 hicloud 商用雲端服務結合

VMware 提供企業各式的服務。 

（三） 邱詩婷副理（凱擘大寬頻新媒體收視分析暨應用部） 

在 NCC 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與機上盒的裝設下，傳統有線

電視用戶之單向接受開始轉往雙向互動模式進行，例如互動廣告、隨

選視訊服務或推薦影音等方式，並期望由多樣化的視聽行為打造出

「新媒體多元閱聽行為機制」。而為了使機制可順利建立，目前包含

頻道商、內容業者、頻道代理商、資策會與工研院等產學界進行集結

並成立「新媒體閱聽行為研究實驗室」（New Media User Lab），主要

是希望透過收視戶的資料與閱聽行為進行數據分析，以利未來替大眾

提供更優質的影音內容，或衍生之加值服務以及更精準的行銷與互動

模式。 

對於資料收集與使用上，凱擘在替用戶供裝機上盒時會充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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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資料收集之目的性，並待客戶了解後再以書面形式簽名同意，本

公司始可收集用戶資料。然而若用戶不願資料被收集與分析時，凱擘

於使用介面上提供關閉選項，使用戶對於資料之收集有自主決定權。 

至於有線電視對用戶資料之收集主要為收視行為的資料，且係以

整體用戶範圍進行分析，並無法辨識到特定當事人，目前因個資法之

規範造成業者於資料使用上具備諸多限制，所以該如何去識別化才符

合標準，業者會希望可由主管機關訂定出一套資料運用的標準規範，

才可將資料進行商業運用，增加整體營收。 

而在資料流通面向是否可考量建立交流平台，即為先前提及由產

學界集結成立的「新媒體閱聽行為研究實驗室」（New Media User Lab），

或許可藉此延伸成第三方公正單位，讓此平台產出之資料具備公開透

明、公信力與公正性，再由產官學界制定出研究架構與方法，並請政

府從旁監督，將可打造成為傳播媒體業界的資源共享平台。 

（四） 李鴻池特助（凱擘大寬頻資安小組） 

本公司目前轄下 12 家業者均通過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且如邱副理所述凱擘所提供的機上盒具備讓客戶選擇是否被收

集之選項，而機上盒是以戶為單位，因此資料不代表以個人為主，所

以基本上無法與客戶資料連結。 

關於資料流通部分主要是讓產業界更具良善發展，因此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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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管理應由第三方執行較為恰當，主管機關僅需監督即可，並不

建議成為規管業者之角色。 

（五） 余啟民教授（東吳大學法律系） 

首先，由於目前非通傳產業之業者已開始涉及通傳業務，因此若

需談及通傳產業之資料流通如何發展，勢必先明確界定現行產業環境

下「通傳產業」之定義與範圍，主管機關通傳會始能進一步思考如何

達成促進資料自由流通。其次，我國資料流通刻正在發展中，然而資

料之運用要具備特定目的始可進行處理，但是否需參考 GDPR 作為

參考依據並制定法律框架仍有待考量，建議主管機關能以政策規劃方

式制定出一套資料流通綱領或許為可行之方式。 

最後，資料流通就運用上為平台經濟之發展，但目前平台發展非

常多元，何者為通傳產業？又應如何統整達到一體性發展？主管機關

勢必與相關業者進行多次溝通始可掌握整體產業之發展趨勢。此外，

就資料應用與隱私之爭議應如何解決，國際間多數都採取以 OD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方式解決紛爭，即係於線上建立平台，

並請相關產業一同加入，若發生相關爭議時，可由業者以自律共管模

式處理，若係業者無法處理時，進而再轉由政府或專家進行協助，而

非一開始就採取法律框架之模式作為處理，否則將限縮業者發展之空

間，不利於整體產業之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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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黃彥男主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資料種類眾多，若能讓各產業間之資料進行共享交流，使可讓資

料價值最大化，惟該如何促進跨產業的資料流通及機制，目前我國政

府架構下是否有主管機關可著手處理將是需著重之處，因此可考量打

造專責單位或平台，甚至可建立沙盒機制，但亦必須定義清楚交流機

制，才能達成資料流通之可能。 

此外，要能達成資料流通，因受制於個資法之規範下，亦需考量

是否具備透明性與安全性等問題，而應如何達到平衡，就目前階段雖

能進行去識別化或採用其他技術遮蓋隱私資料，但在此情況下，資料

也同樣缺乏使用性而導致無法流通。因此現階段並未具有解決方式，

以上相關議題需再進行深度探討。 

（七） 楊立偉教授（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資料的促進與流通需逐步進行使可達成，第一，要將資料界定成

可開放使用與有限取用二類型，並思考那一類型之資料應優先開放，

若目的性足夠，則之後再進一步做出詳細規範。而目前通傳產業範圍

已廣泛擴張，包括了電信、ISP、有線電視與 OTT，且資料大幅成長

情況下，往後資料流通勢必要建立起統一資料交換之標準，並打造出

一個交換平台，建議可由主管機關通傳會執行，且與民間業者一同合

作，將可促成我國資料流通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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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資料隱私方面，如前所述，若能建立統一資料交換之標

準，充分告知當事人使用之目的，且取得其同意與保留，並向用戶提

倡資料將如何使用以及建立隱私教育之概念，資料流通才有安心實行

之可能。 

二、 10 月 18 日「促進通傳產業資料自由流通與應用之研析」專

家座談會 

（一） 呂秀味副總（遠傳電信行動金融暨媒體業務服務處） 

遠傳電信身為數位與電信服務之提供者，期望能將所有服務納入

消費者的生活圈中，然而困擾之處在於所屬身分受到政府規範，以及

個人資料之保護應如何拿捏，未來應尋求在資料流通與應用上可突破

之契機。 

（二） 彭正文工程師（中華電信法律事務處） 

藉由開放資料（Open Data）談論所需克服之障礙為何，並以資料

治理（Data Governance）之四大面向做論述。第一，資料蒐集與產製

上，資料若要流通仍缺乏統一標準，雖我國個資法規定當事人同意即

可蒐集，然而如何去識別化與防止資料回溯仍有其疑慮。第二，開放

資料之重複再利用能提升其資料之價值，但若未盡明確利用，將使資

料品質下降且碎片化。第三，缺乏資料利用流程與管道，將有其機率

產生負面之功效。最後，資料在地化是否合適、資料管理之疏失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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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均須留意。 

（三） 簡肇盈律師（台灣大哥大法規暨同業關係處） 

電信業者提供給予消費者之服務與個人資料間具備重要關聯性，

目前仍有許多情況未能妥適改善。例如，過往各電信業者欲積極推動

LBS 服務，卻因主管機關對個人資料利用之諸多考量迫使服務無法如

期推出；此外，業者在探詢可發展之商業模式時，亦時常受到個資法

規範之限制，惟通傳會卻非修訂個資法之主政機關。基此，改善未來

產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可建請主管機關加強理解產業發展之脈動，考

量訂定出符合電信產業面向之資料處理專法。 

（四） 李明峰（亞太電信） 

依照個資法之特定目的使用與類別，電信業者僅能對電信資料做

相對應之利用，而適逢於年底 5G 將開始拍賣，未來各產業間之互動

會更為頻繁，將逐步提升資料流通的需求與推出更多元之服務。惟業

者卻受限法規範與主管機關之監管，無法更深層的運用資料，因此，

建議調整資料使用之特定目的關聯性，定義可供業者參酌之標準，業

者始能將資料價值最大化。目前個資法之主政機關雖非通傳會，但身

為通訊傳播主責機關，仍應具備前瞻性之政策思維，並於職權範圍內

進行相關規範之調適作業。 

至於業者使用資料時會做去識別化之處理，但處理後是否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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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並達成資料合法性使用，政府在此階段需有著相當程度之規劃，

訂立明確且具備公信力之程序，使業者能放心投入資源打造良好服務，

消費者亦能減少個人資料被侵害之疑慮，創造雙贏的局面。 

（五） 邱詩婷副理（凱擘大寬頻新媒體收視分析暨應用部） 

在配合 NCC 推動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與機上盒裝設下，資料運

用方面是藉由機上盒端蒐集到用戶的收視行為，並進一步延伸資料運

用，包括影視推薦排行榜，頻道採購等方式，以提升用戶服務滿意度。 

而實際上資料之運用卻未能轉化為營收，主因仍在於個資法之嚴

格限制讓產業對資料欠缺有效運用，甚至具有關係企業之業者亦無法

於集團內進行資料流通。期望政府主管機關可解除產業上的限制，使

業者可善加利用資源並推出更優質之服務。 

（六） 張聖怡經理（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法務部） 

有線電視產業會隨著市場趨的演進，逐漸開展異業合作以提供消

費者更多樣化的服務並提升業務營收，而新興的商業模式必然與其他

產業進行資料交流。傳播業者因受限於廣電三法與個資法之規範，讓

業者在資料的利用與蒐集僅能採取保守態度，且行文主管機關亦時常

無法得到正確回覆，導致業務推廣受到限制。 

（七） 葉勇助協理（遠傳電信先進智慧交通服務部） 

遠傳電信有發展智慧交通面向的資料運用，由於主管機關為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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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資料蒐集上會遵循應有之規範做適當的處理與利用，但用戶最

在意的仍是如何讓個人資料受到應有的保護，相關機制的建立以及法

規範的調適均為主管機關應盡力釐清之點。 

（八） 黃柏誠經理（遠傳電信風險管理部） 

資料若要流通，產業間之異業結合必不可少，以現行主管機關趨

於保守之態度，電信業者長期僅能固守於本業，那麼資料流通的可能

性將無法實現。若以金融科技產業為例，金管會是鼓勵銀行嘗試多方

面合作，且交由業者以公會自律之模式處理，所以主管機關的監理態

度與資料流通具備重要關聯性。 

（九） 楊智傑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所） 

可建議調修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 款，以學術研究

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之特定目的條款，將可

提升業者蒐集資料分析之運用。而業者亦仍須留意資料之利用上是否

符合原先所設之使用目的，防免超過其目的性。 

此外，目前我國並無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專責機關，均由各部會對

法規範做不同解釋與處理，而此種模式或許對目前產業發展有其益處。 

（十） 楊立偉教授（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對於資料流通議題提出個資與非個資兩大方向供參考。第一，期

望電信用途面之非個人資料盡可能開放及利用，建議主管機關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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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開放資料之種類，並要求各業者提供所擁有之非個人資料，再委

由可信賴之單位匯集所有資料且進行公開，對於資料流通能有重大助

益。 

第二，業者需透過消費者同意始能將收集之資料加以利用，但隨

著推陳出新的多樣化服務，傳統僅由用戶同意即可使用資料之方式卻

時常缺乏明確性，使業者想擴大個資運用範疇亦顯得捉襟見軸，建議

主管機關研議推出相關配套措施，例如資料使用透明化流程，或要求

業者必須於入口網站詳細揭露資料使用面向，整體產業使能具有更完

善之發展。 

（十一） 翁清坤（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教授） 

在數位匯流時代發展下，資料已成為業者發展服務之重要來源，但我

國法規卻時常限縮產業發展，使我國市場無法與境外事業公平競爭。

若要促進我國資料自由流通，政府應強化我國個資專責機關之職能，

並設立符合我國去識別化之標準，以及調整特定目的之規範，屆時隱

私與資料保護之衝突使有改善空間，產業便能藉由資料創造出良好之

經濟價值。 

第二節 專家意見歸納與分析 

本次專家座談會在業者部分包含電信業者以及有線電視業者，研究團

隊主要希望藉由業界分享當前實務上的作法與經驗，瞭解通傳產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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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流通的現況；之後，則邀請法律、經濟及資料分析業界的專家分享

其專業看法，透過業界與學界的交流對話，提供研究團隊分析議題的

參考。研究團隊整理分析大約有以下幾個面向： 

一、 通傳產業資料流通應用概況 

通傳產業在資料運用與分析上，主要用於增進既有服務品質、開

發新興服務以及提供外界合作等三個面向。 

在增進既有服務品質上，主要是透過分析基站與使用者手機訊號

的狀況，以動態調整服務品質的需求，或者調派行動基站等；在開發

新興服務方面，則透過對使用者群體行為的分析，例如道路上使用者

的流量統計，以作為智慧交通的支援；在與外界合作上，則是與政府

專案或學研單位合作，提供相關資訊加以利用。由業者分享的經驗可

知，資料應用在通傳產業已經相當廣泛，業者對於自身所能收集到的

資訊皆有相當的利用。惟受限於法規，對於跨集團或是新興服務的使

用上，業者的態度都較為謹慎。 

二、 資料應用策略與規劃 

目前通傳事業在資料運用與分析所設定之營運目標與優劣勢分

析上，各業者均認為資料利用對於營運及業務開發有非常大的助益，

尤其在 5G 及物聯網的發展趨勢下，多數業者都已投入物聯網應用的

測試，也利用資料分析提供給消費者更為個人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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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部分業者提供較多的網路網路服務，例如電子商務、多媒體視

訊、電子書、娛樂等，也規劃未來能夠整合手機、網路或其他業務的

使用者資料，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整合性服務；尤其在未來在更多種物

聯網資料類型出現時，業者也積極開發不同的新興應用。然而，受限

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限制，對於業者集團內的資料使用以及新技術服

務（超出個資法原始利用目的）形成阻礙；另一方面，由於我國門號

普及率超過 100%，顯示使用者一人多號的情況相當多，門號使用者

與申請者不同一人的情況也不少，對於業者分析資料也造成一定影響。 

三、 資料應用與隱私保護之衡平 

目前在個資法的規範下，對於帶有個資的資料使用限制較多，因

此業者在進行利用時，必須透過去識別化的程序，才能將資料加以交

換。故促進資料流通需逐步規劃，與會專家建議首先要將資料界定成

可開放使用與有限取用二類型，並思考那一類型之資料應優先開放，

若目的性足夠，則之後再進一步做出詳細規範。在資料隱私方面，如

前所述，目前基本上需充分告知當事人使用之目的，且取得其同意與

保留；未來應向用戶提倡資料使用以及建立隱私教育之概念，使用戶

能安心讓資料進入應用體系，資料流通才有安心實行之可能。 

而在電信管理法已經通過的前提下，未來通傳產業範圍預期將大

幅擴張，除包括既有的電信、有線電視，也可能包括物聯網或 OTT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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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料量亦將大幅成長。資料流通勢必要建立起統一資料交換之標

準，並建議由主管機關打造出一個交換平台，與民間業者一同合作，

以促成資料自由流通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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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策架構與配套措施 

本研究對國際隱私保障法制的分析包含美國、歐盟、日本、新加

坡等國，但總體而言，可歸納美國及歐盟為兩種不同政策典型的代表

範例。歐盟制定有獨立的個人資料法規 GDPR，無論哪種領域的個資

使用均受到限制；美國的個資保護則分散於金融、聯邦部門使用、兒

童保護及醫療等領域，在其他商業領域則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與彈性。 

因此，本研究在政策建議整體架構上，將以美國或歐盟的法制為

主要依據；而在個別的建議中，則會交叉借鏡各國相對的法制經驗作

為依據。 

第一節 資料流通政策原則 

一、 資料可攜權：藉由資料主體參與強化資料流通性 

延續第五章第二節針對美歐法制思維與資料可攜的分析，在美國

法制下，資料利用自由度高，但資料主體的權利無法有效維護，資料

的流動掌控於資料控制者，資料本身的流動並不完全自由，也不能說

是取決於市場機制，縱然資料使用者仍可透過交易獲得資料，但內容

及範圍受到限制，而基於本研究第二章對於資料經濟大者恆大的闡述，

資料控制者的市場優勢一旦形成，就難以打破。 

在傳統個資法規範下，資料利用受到了限制，從而保障了資料主

體的權利，但資料流動仍受到資料控制者的掌握，資料主體只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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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同意、更正與刪除，資料流動仍然不完全自由，而資料控制者依

然取得難以打破的市場優勢。 

歐盟透過 GDPR 的規範，一方面保障資料主體地位，另方面則企

圖藉由資料主體的參與，打破資料控制者的優勢地位。透過資料可攜

規範，資料控制者受到抑制，資料控制權回到了資料主體，由資料主

體決定資料的流動，從而資料流動更為自由且貼近市場機制。 

表 14：個資規範調整與資料經濟效益分析 

 資料利用 資料主權 資料控制 資料流動 經濟效益 

無規範 自由 無 控制者 不自由 最高 

個資法 限制 有 控制者 不自由 低 

GDPR 限制 有 資料主體 自由 中 

建議 調整 有 資料主體 自由 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前述分析可以得知，美國對於資料流通及利用的態度是保障

消費者不受侵害，換個角度來說，資料利用對於消費者並未造成損害，

即屬於合理範圍，但資料的流通就完全由商業機制決定，經濟效益雖

然高，但消費者權益保障並不穩定；而歐盟推動資料流通及利用的重

點，一則是促進非個資的流通，二則將資料流通的控制權回歸於資料



311 

 

主體，打破資料控制者的優勢地位，增進資料經濟效益。 

此外，在新加坡的法制發展亦可觀察到，新加坡個資主管機關

PDPC 為了促進創新應用服務發展，在之前即修改了新加坡個資法，

允許業者為了開發創新服務，得申請進入沙盒機制，以豁免資料交換

的限制；而更進一步的，新加坡也預計再度修正個資法規定，若企業

將資料用於開發創新服務，則無須取得資料主體的同意（但資料的收

集與處理還是須資料主體同意），亦即，在法規所設定的特殊目的下，

資料可直接合理的利用。而新加坡亦考量將資料可攜權納入個資法修

正中。 

因此，本研究認為，在數位經濟亦為我國重要經濟政策的前提下，

我國應參酌歐盟 GDPR 與新加坡的立法方向，將資料可攜權納入未

來個資法的修訂中；此外，為了促進數位經濟下的創新應用發展，亦

可參考新加坡的立法方向，將創新應用的發展納入個資法的許可利用

範圍中。然而，個資法的修正並非通傳主管機關之主責事項，需要較

為長期的考量時間。 

二、 放寬管制降低產業間管制落差 

在探討通訊傳播產業的資料流通政策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不同

主管機關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執行與詮釋，可能造成不同產業間的

管制落差，從而，看似服務相近的產業，實際上的管制程度確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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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由於我國目前並未有單一的個資法主管機關，此一管制落差

的情況也相對嚴重。 

本研究透過對電信業者、有線電視業者與 OTT 服務業者之訪談

得知，由於電信與有線電視業者屬於受管制產業，因此主管機關針對

業者所提供之服務條款會進行審查，在電信法與廣電法皆採取業務管

制的架構下，主管機關對於服務條款中有關個人資料收集的「特定目

的」之詮釋，也傾向以業者所屬業務進行限制；相對的，OTT 產業雖

然提供與通訊傳播類似的服務，但 OTT 業者並不屬於通傳會所管制，

從而在資料流通管制上，受到的管制程度也不同。OTT 業者之服務條

款雖同樣受個資法規範，但因管制程度不同，業者所能利用的彈性與

空間自然也就不同，OTT 業者能夠鉅細靡遺的將各種可能收集的資

料與可能的利用目的均完整寫出，但通傳會對於電信及廣電業者超出

業務範圍以外的資料收集與利用，便需加以管制。 

因而，OTT 業者透明化的揭露其資料收集與利用政策，因無主管

機關介入，當消費者選擇使用其服務時，也等於同意了其資料收集利

用政策；此時，電信及廣電業者所受到的管制便使其無法有任何作為。 

所以，另一個問題在於，若 OTT 業者透明化的揭露，但其條款

仍屬違法；或者，透過網際網路電子形式的「同意」，仍有效力的爭

議，那麼在我國無個資法主管機關的現狀下，難以認定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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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促進資料流通原則下，建議通傳主管機關在依據個資法

詮釋與執行目的事業管制時，可借鏡美國 FTC 之透明、安全、控制、

執法為原則，降低對於業者服務條款之直接介入。 

 透明：要求業者應完整揭露（檢視）。 

 安全：要求業者應保障資料安全（稽核）。 

 控制：要求業者應尊重消費者控制權（消費者申訴機制）。 

 執法：監督業者確實遵守前述原則。 

三、 對於國際大型網路服務業者 

整體而言，國際網路服務業者所壟斷之市場，主要屬於網路數位

廣告的市場，而本研究經由訪談內容分析，廣電業者之廣告市場與網

路廣告市場有差異，網路業者較偏向於瞄準消費者的精準行銷，而廣

電業者對於網路廣告市場特性掌握不若網路業者熟稔，因此多傾向直

接以合作方式進行，廣電業者的資料需求則主要在節目內容與隨選視

訊的行銷上；電信業者在廣告市場又比廣電業者弱勢，因其並無投放

廣告的內容服務平台（電信業者的 IPTV 應歸為廣電服務），而掌握的

資料量也無法與國際業者比擬。 

但本研究在後小節提出適用於電信產業的資料交換原則，因需主

管機關介入監督，故國際業者若欲加入，則必須依法成為我國定義之

「電信事業」，從而主管機關可對其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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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長期法制規劃上，本研究亦建議將資料可攜納入個資修

法考量，可作為約束國際業者的法制依據。 

第二節 通訊傳播產業資料利用原則 

在通傳業者資料利用原則上，需依據業者的屬性、資料來源、資

料用途區分出不同的原則。 

基本通訊傳播業者的屬性分為三類：電信、廣電、OTT，但 OTT

業者非屬通傳會主管產業。而依據 GSMA 的分類以及新加坡的立法

諮詢，業者資料來源也分為三類：1. 消費者提供資料；2. 業者由使

用者行為收集的資料；3. 依據前二項衍生的資料。而綜合本研究各章

節的歸納，業者資料用途則可概分為四類：1. 提供服務與增進服務品

質；2. 開發創新服務；3. 受託廣告行銷；4. 非營利性或具公共、公

益性用途。 

1. 與提供服務相關之用途：業者收集資料之最原始目的，應為

提供使用者相對應之服務；而為了提升服務黏著度，業者改

進服務品質或透過用戶資料之收集與分析，在其商品或服務

項目內，為用戶提供更個人化的服務，例如符合用戶習慣的

費率、符合用戶喜好的加值服務、搭售符合用戶需求或偏好

的商品等，亦應包含於內。此外，亦應包含業者為了促銷本身

所提供之其他類商品或服務之行銷行為，例如推薦其他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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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服務、推薦不同的商品組合等。 

2. 開發創新服務：除了前述業者已有之服務或商品組合，業者

可能透過分析使用者行為以挖掘新的使用者需求，開發出新

的服務，此一類型使用由於在解釋上不在原始的資料收集特

定目的內，故業者資料使用也受到限制。 

3. 受託廣告行銷：此處指接受第三方廣告主的委託，分析用戶

之偏好而投放精準行銷廣告，業者所收取為廣告託播費用，

而非因商品或服務的銷售獲益。 

4. 非營利性目的：此處指類似國外估算交通流量或人口密度的

資料分析，多係因研究或學術目的，由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

單位與業者合作，利用業者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帶有

較多之研究及公共性質，所得之分析結果不一定能直接獲得

利益。 

在資料的收集與處理上，對於「消費者提供」以及「業者收集」

的原則均必須遵守個資法，以取得消費者同意為原則，業者也必須遵

守透明性的原則。而針對衍生資料，則屬於資料處理的結果，業者在

利用前則必須加以去識別化。 

在資料利用上，依據本研究建議，電信與廣電業者在主管機關設

定的限制目的內，尤其是具有公共性或政策性目的時，可在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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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下以類似沙盒的概念，進行資料的交換，並受第三方外部單位的

監督，例如消費者保護機構、權利倡議組織、產業協會等。但 OTT 業

者並非通傳主管機關管制事業，故不適用之。 

在創新服務推動上，本研究則建議需由未來可能的個資主管機關

協調推動上述資料交換機制，因創新服務需求是跨產業的，若僅於通

傳產業推動，則對資料經濟助益有限。 

再提供消費者服務或增進服務品質的部分，主管機關應允許電信

與廣電業者在此部分的資料交換與利用更具彈性，例如用於改善網路

品質及視訊品質時，若業者有資料交換的需求，則可透過主管機關監

督進行，並確保牽涉個資部分加以去識別化。 

然而，若涉及業者本身的商業決策，例如廣電業者採購節目時，

便不能認為屬於上述增進服務品質的目的，而必須遵守原本個資法的

限制。 

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已經完成，透過廣電業者的收視率調查，不

單可瞭解我國廣電閱聽眾的習慣，規劃我國數位影視音內容產業的發

展，對於主管機關監理有關業者頻道與市場競爭議題亦有相當助益。

對於此種資料需求，由於業者、用途、對象都可進行相當具體的限制

設定，因此，本研究也建議對於此種資料流通的需求，主管機關應可

主導建立監督機制，在保障收視戶的前提下，允許業者有更大的資料



317 

 

交換彈性。 

最後，在完全商業化的資料需求上，例如數位廣告產業，與我國

法制相近的歐盟與新加坡皆未針對廣告行為有任何政策鬆綁的規劃，

因此，在涉及個資的利用上，也僅能要求業者必須遵守個資法的限制。 

第三節 促進通訊傳播產業資料流通政策 

在觀察歐盟有關資料流通之法制政策發展後，可以發現歐盟主要

將政策重點放在解決資料流通的阻礙上。所謂資料流通的阻礙，主要

係指資料控制者為了充分掌握資料價值，除了不願意將自己所收集的

資料分享出來，甚至不願意讓使用者能夠轉移資料。因此歐盟制定

FFD 及 GDPR 的資料可攜權，以解決資料在地化或資料鎖定（lock-

in）的問題。透過上述作法，可以加強資料本身的流通性，甚至藉以

打破資料壟斷的現象。因此，借鏡歐盟的政策原則以及本研究各章節

的案例研究，提出下列面向的建議： 

一、 需由主管機關落實推動的政策建議 

（一） 建立資料共通格式標準 

由第五章第二節分析可知，歐盟為了落實 FFD 與資料可攜的規

定，執委會針對數位服務市場朝雲端化發展的趨勢，分別以共同主席、

多方利害關係人之方式，組成雲端轉換與資料可攜工作小組（Cloud 

Switching and Porting Data Working Group, SWIPO），與歐洲雲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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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認證（European Cloud Service Provider Certification Working 

Group, CSPCERT）工作小組，分別發展雲端移轉與資料可攜相關自律

準則規範以及雲端安全認證，未來更計畫草擬服務契約條款範例，以

提供歐盟境內企業，尤其中小型企業作作為參考。 

而美國則是透過產業協會或聯盟制定資料利用準則，政府部門之

參與雖多僅提供意見，但越多業者參與，則能形成越具體之約束力；

同時，當業者對外承諾遵守自律準則，或公布資料處理政策，而被檢

舉實際上違反自律準則或是並未依據自身資料處理政策使用資料時，

FTC 將以「欺瞞消費者」為理由，對業者處理高額行政裁罰。 

以我國政府體制與個人資料保護的立法模式來看，較偏向適合採

用歐盟執委會推動產業自律規範的作法，由我國主管機關召集通訊傳

播產業代表，就不同服務與應用內容之需求，研擬共同之資料格式標

準，以加強資料的互通性。 

（二） 建立具體的去識別化準則 

由於我國已經制定統一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做為個人資料收集、處

理與利用的管制規範，因此，為了促進個人資料的流通性，則必須將

個人資料予以去識別化，資料方能進行流通。 

依據國外案例分析以及本研究針對通傳業者的訪談可知，業者認

為去識別化規範不夠具體，雖然每一家有利用資料的業者都會宣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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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將個人資料去識別化，但實際上是否能符合個資法的規範，則無法

判斷。而這一點也與管制落差有關連，通訊傳播業者有主管機關加以

監管，但其他網路內容、服務、應用 OTT 業者則處於不受管制狀態，

因此通傳業者在資料運用的態度上趨於保守謹慎，而 OTT 業者則相

對自由彈性。 

但我國目前並無個資法主管機關，因此，建議中期先由通傳主管

機關針對通傳產業制定資料去識別化標準，以利通傳產業遵行，雖然

相對於 OTT 業者仍受有限制，但有明確的標準仍有利於產業作為；

長期仍須建立單一的個資法主管機關，並建立統一的標準，以降低不

同產業間的管制落差。 

（三） 建立個資與非個資混合資料處理原則 

在 5G 新服務的發展下，更多新型態的資料將會經由通傳業者收

集與處理，在與物聯網結合下，更多類型的資料將會呈現與人連結、

但用途卻不一定與個人有關。此時，個資與非個資混合一個資料集合

內的情況會相當常見，如何將個資與非個資分離，或是如何認定混合

資料集的性質，也是未來主管機關需要關注的議題。 

對此，本研究參酌歐盟 FFD 之原則，建議主管機關邀集通傳業

者建立混合資料集的處理原則，處理以下重點： 

 個資與非個資是否能明確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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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之技術可行性與經濟效益 

 確保資料維持去識別化 

歐盟在處理原則上，以 GDPR 為基礎，難以分離或個資比例高的

資料集，便要求符合 GDPR 的要求，在我國同樣有個資法規範下，可

借鏡歐盟的作法。 

（四） 建立資料流通安全標準 

歐盟除發展資料格共通標準外，也致力於發展安全認證與網路安

全政策，加強資料傳輸信任。前述之 CSPCERT 工作小組亦正發展歐

盟雲端認證架構，同時也要求歐盟網路安全局（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Cybersecurity）就網路安全法相關規範發展政策計畫。 

我國個資法與資通安全管理法分別對資料安全以及網路安全進

行規範，但法規主要著重於要求業者建立對應的資料防護計畫或配置

人員等，對於具體遵循之安全標準並未加以規定。 

因此，基於通傳業者身為國家重要基礎建設之前提，在資料經濟

發展上的重要性亦不可否認，本研究建議，第一，應於對應之資安防

護計畫中，要求業者納入個人資料流通的安全性規劃，目前通傳會已

發布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指定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辦法」，要求業者需有國內或國際個人資料安全稽核機制之規劃及執

行計畫，應將資料流通納入考量；第二，則是需因應未來電信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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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實施後，新進電信業者可能在類型與規模上與既有電信業者不同，

需要依據業者規模考量相關的安全標準。 

（五） 促進政府機關間資料流通與利用 

透過業者訪談，研究團隊亦發現到政府部門單位在委外計畫中，

也常有資料收集卻無法跨機關共用的狀況，例如警政與交通各有相關

的影像資料，但受限於個資法以及民眾隱私的疑慮，此類資料若非經

特殊許可（例如犯罪偵防），各政府機關無法交換資料。 

但如同本研究所分析的，在具公共性的目的時，不同政府部門之

間應可就特定政策目的，進行資料的流通與分析利用，各政府部門若

顧慮個資法或其他法規的限制，可僅先以類似開放資料的方式，公布

資料集列表，而不公開資料內容，並允許政府部門在透明化的原則下

進行合作與利用，發揮資料的價值。 

二、 建立落實資料可攜權基礎環境 

無論就美國的政策發展或歐盟 GDPR 的規範，均重視使用者對

於資料流通與利用的參與。而歐盟 GDPR 更是針對資料主體明確制

定了六項規範，包含透明原則、近用權、被遺忘權、資料可攜權、拒

絕權、對資料自動分析及決策之限制等，讓使用者對於個人資料有大

的掌控權，而其中近用權與資料可攜權除了個資保護外，也同時兼具

促進資料流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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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用權（right of access）係指資料主體有權接近使用個人資料，

並且應該提供資料主體容易使用的途徑。近用權的作用理所當然的伴

隨著更正及被遺忘權的行使，因為使用者接近資料後，才能知悉資料

被收集、處理與利用的狀況，從而可加以更正或要求刪除。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要發揮資料利用的效益，資料正確性的

維護是重要的關鍵，若資料不正確就無法產生相應的價值，而資料的

正確性也需有使用者參與才能更為完善。 

資料可攜權（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讓使用者更能掌控個資，

尤其在數位經濟時代，若使用者能在不同的網路服務業者間轉移自己

累積的使用資料，便能有效降低使用者轉換平台的隱性成本，促進市

場競爭。GDPR 規範資料主體有權以結構化（structured）、機器可讀

（machine-readable）及可互通（interoperable）的格式轉移資料。資料

可攜與我國行動通訊服務的「號碼可攜」非常相似，只是號碼可攜僅

指使用者可將行動電信門號轉移至不同電信業者，至於使用者手機的

各種使用歷程記錄，還是得靠使用者自行移轉。 

由此角度而言，資料可攜比號碼可攜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在資料

經濟的潮流下，跨國大型網路服務業者如 Facebook 與 Google 等 5 掌

握極為龐大的數據量，透過資料可攜的規範，創新服務業者或競爭業

者得以爭取使用者將資料轉移至不同業者的類似服務上，有機會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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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大型公司的資料壟斷力量。早期電信產業大者恆大的特性，首先

來自於網路的封閉性，越大的網路越有競爭力，因而發展出了網路互

連政策，無論大型網路或小型網路均相互連結，網路規模不再具有那

麼強大的優勢；然而，電信門號形成的習慣，讓用戶難以轉移業者，

於是出現了號碼可攜政策。 

時至今日，網路服務的使用者所累積的使用習慣或偏好，一方面

龐大的資料量形成了業者的優勢，另方面也阻礙了使用者轉移服務的

意願。對此，在政策上有兩個建議路徑： 

其一：將資料可攜權納入個資法，制定共通資料格式，強化使用

者控制個資的權力，新進的網路服務業者可因此爭取到使用者轉移，

並得到使用者資料，增加其競爭力，此一部分已於前述。 

其二：建立使用者資料管理平台。在公部門服務上，時常涉及個

人資料的流動，且不可或缺，但使用者在不同部門留存的資料時間不

一，新舊程度也不一致，資料有變動時，使用者當然也不可能一個個

去行使資料變更權。因此，參酌新加坡數位國家政策，於公部門建立

資料管理平台，當使用者在需要不同公部門服務時，可隨時授權取用

資料，例如基本身份資料儲存於內政單位，當醫療單位需要身份資料

時，透過使用者授權，向內政單位調取即可，如此，對於重複性高的

身份資料，使用者可以不用一直重複留存；而使用者各種資料分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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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間並未集中，也可避免一旦資料外洩則造成巨大損失。 

另一方面，私部門亦可建立類似的平台，讓使用者可以管理自己

的各種商業性服務的資料，例如網際網路之父 Tim Berners-Lee 就致

力於建立名為 Solid 個人資料平台，藉由分離網路應用與資料，將資

料以共通的格式儲存，讓使用者可以輕易的攜帶資料轉換服務。 

三、 建立非營利性或公共目的資料交換沙盒 

本研究由第二章與第三章的分析得知，目前資料利用的案例，有

許多來自於與收集目的無關，而與特別的非營利性、公共性、研究性

目的相關，而資料利用的結果，也有相當比例用於政策規劃的目的，

例如日本 NTT 的空間與人口密度研究、交通流量與政策關連等。而

我國亦有許多專業的民眾，在例如颱風或地震的時候，會利用 google

平台匯集資料，提供災害相關的資訊。 

此類型的資料利用若涉及個人資料，由於多半不在收集的特定目

的內，因此僅能與學術機構合作，於業者內部進行研究使用，而實際

上，此類資料使用的目的性有時公益性極高，而需要的資料完整性亦

高，但其資料分析的目的與個人無關，對個人的影響輕微。 

因此，對於此類的資料使用目的，本研究認為可參酌國外案例，

拓展主管機關主導以特定公共目的建立資料交換平台，並藉由邀請第

三方公正單位與主管機關共同監督資料的分析與利用，確保資料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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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化，而資料的分析結果亦不會對任何個人造成損害，以類似沙盒

的方式，在受監督的環境下，讓業者能更自由的使用資料，而不受特

定目的的限制。 

在個資法的原始架構下，可將此類使用目的修正納入無須符合原

始特定目的用途，放寬個資法對於學術或研究使用目的限制。此並非

放寬原本對於特定目的之規範原則，而是調整特定目的外利用的彈性，

讓具有創新想法、不帶有識別個人用途的資料分析更為發展，不僅發

揮資料價值，對於政府新興政策的規劃也相當有助益。 

第四節 結論 

本研究第七章前三節已完成我國未來資料流通政策建議，在這些

政策建議中，本研究依據政策推動所需時程以及牽涉的機關，分為短、

中以及長期建議，若時程所需較短、且由通傳主管機關推動，則列入

短期建議；若時程較長則列入中期建議；若時程較長且涉及其他政府

機關，則列入長期建議。 

一、 短期建議 

1. 降低通傳產業與 OTT 產業資料利用管制落差 

依據本研究對於國際與國內案例之觀察，OTT 業者在資料利用

的發展上通常較為領先，在國內的狀況尤其明顯；而經由業者談訪亦

可得知，我國通傳產業與 OTT 產業在資料流通與利用的管制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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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不同而存有相當大的管制落差，導致在資料相關應用市場上

（例如網路廣告），通傳業者不但不具有優勢，反而因高度管制導致

態度保守，無法發揮資料的價值效益。 

因此，建議主管機關可參酌美國與歐盟的透明性原則，將管制重

心放在促進業者資料管理政策的透明化，於訪查或稽核時著重於業者

是否記載完整、是否與其業務完整對應、是否具有如其宣稱的保護措

施等，減少對條款內容實質的介入。 

2. 建立特定用途目的資料交換平台 

在資料的用途上，除了商業廣告與行銷之外，本研究亦從國際案

例中歸納出具非營利性色彩或帶有部分公共目的利用，這些利用型態

對於個人隱私侵害極小，若能允許其於受監督、確保資料安全、去識

別化或群體統計的環境下進行利用，可發揮更大的資料價值。在此類

利用情境下，首先，主管機關可以參酌透明性與執法兩項原則，針對

特定用途建立資料交換政策，明確化資料的利用目的，並讓資料主體

有參與的機會。 

其次，在資料交換平台的建立上，可依據資料類型、來源、政策

目的等而有不同的設計，若主管機關有特定的政策目的，則可將交換

平台設於公部門，匯集而來的資料必須經過去識別化或是個資分離，

資料流動的狀況必須加以記錄；而若是公共或公益目的，亦可允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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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特定組織提出申請，設於私部門組織，主管機關審查其用途、資

料收集、處理、利用政策，監督並稽核其實際運行。 

最後在產出的結果則盡可能公開，一方面機制的運作需累積民眾

的信任，另方面也需讓外界瞭解資料交換的價值不僅在於商業行銷或

廣告投放等層面。 

3. 建立通傳產業個資與非個資混合資料處理原則 

在通傳產業的資料中，有許多資料雖然並非為個人目的收集，但

因為來源與個人有關，而成為混合性的資料，對於此類資料亦應建立

處理及認定原則，讓業者可以更明確的使用。而在處理原則的建立上，

主管機關可邀集通訊傳播業者提出混合資料的態樣，再由主管機關與

業者就具體的需求討論解決。 

若參酌歐盟 GDPR 以及促進非個資流通原則，歐盟採取從嚴認

定的標準，對於難以分離或是需花費龐大成本才能分離的混合資料，

則直接將此類資料集認定適用 GDPR 處理，即全部視為個資，就資料

利用來說，若被視為個資，資料可用性就形同降低，因此，若能在合

理的範圍內盡可能將非個資區分出來，便能增進資料的利用性。 

二、 中期建議 

1. 建立通傳產業個資去識別化準則 

目前我國在個資去識別化上，制定有 CNS 29100 及 CNS 2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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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但由於這是通用標準且並無與個資法連結，通傳業者無法

確認是否符合個資法規範，需主管機關協助，以兩個國家標準為基礎，

導入並為通傳產業之需求，制定更為具體化之準則，供業者遵循。 

2. 建立通傳產業資料交換格式標準 

在資料流通上，目前主要國家亦正研析如何將資料格式一致化，

以有利於業者間資料交換，參考歐盟目前的發展，可由主管機關與產

業合作制定。 

3. 建立通傳產業資料交換安全標準 

為了促進民眾對資料流通的信心，保障資料的安全是關鍵的要素，

因此建立安全標準，並監督業者遵守，也同時為歐盟發展方向之一。 

4. 建立通傳產業身份認證平台 

在個資法上最難以解決的問題，在於如何能取得資料主體的同意，

因此，若能設計安全可靠的機制，既能保障資料主體隱私，又能識別

資料主體身份，並加以記錄其同意，亦有助於透明度之實現。在一個

國家領域中的身份識別機制上，依據政府及產業運作實務，與國家基

礎建設服務之關連，最嚴格者為政府部門通行的國民身份證、其次為

金融產業、再其次為電信，而車籍因為車輛的普及率較低，比不上電

信，其他民生服務則因部分以家戶為單位，難以識別個人。 

因此，以電信服務為基礎，建立身份認證機制，對外部服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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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其為電信用戶便具有一定程度之保障，並不需要直接對應特定身

份；對民眾本身而言，可不直接使用真實身份進行商業性活動，不但

可保護個人隱私，也可避免被質疑侵害人權。這一套身分認證機制可

與各種儲存個人資料的平台加以串連，當外部服務有使用個人資料的

需求時，可透過身份平台向資料主體請求同意，資料即可傳遞出去，

路徑與過程均加以記錄，而即使是符合特定目的的利用，也仍然記錄

使用過程，讓民眾知悉資料的使用狀況，可增進民眾控制資料使用、

瞭解資料流通的透明化需求，增進民眾的信任感。 

三、 長期建議： 

1. 新增資料可攜權。 

2. 依據產業需求建立個別通用性資料交換格式。 

3. 建立公部門資料身份認證及資料交換平台。 

4. 建立個資法沙盒機制，納入創新應用目的。 

上述四項建議，其中第一與第四項涉及個資法的修訂，需由目前

暫定為個資法主管機關的國家發展委員會來主責；而第二及第三項則

牽涉整體產業環境以及政府部門間資料流通需求，亦應由跨部會合作

達成，目前在第三項建議上，國發會的資料交換機制（T-Road）已經

初步規劃建立，未來通傳主管機關亦可配合 T-Road 的發展，銜接本

研究建議之通傳身份認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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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資料流通各項建議措施之效益及參照法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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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整體計畫經費動支率 

本計畫執行進度及經費使用情形如下： 

表 16：本計畫整體經費進度表 

計畫執行 

預定進度（％） 實際執行（％）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