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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經濟活動的型態與文明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隨著 21 世紀全球網路普及率的快速躍升與智慧型

行動裝置的問世，人類的經濟活動也開始由傳統
實體市場轉移至線上無國界的數位平台。近年

來，國內外數位平台經濟蓬勃發展，各國數位平
台經濟業者亦陸續佈局台灣。無論是外送服務

業、交通運輸業、傳統服務業均有跨境數位平台
業者參與，舉凡 Lalamove、Uber、Airbnb、

本報告各章節內容摘要說明：
第一章「數位平台經濟與發展潛能」為界定數位

平台經濟產業之範疇及其發展潛能。透過文獻說
明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涉及相關產業別，界定數位
平台經濟產業範疇，並就當前全球 5G 及 IoT 基礎

建設蓬勃發展現況，初步評估數位基礎建設促進
數位平台經濟發展之潛能。

foodpanda 等知名企業。

第二章「國際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綜觀數位平台經濟發展，主要有兩種型態，其一

勢。藉由探討美國、中國、歐洲之數位平台經濟產

新型態虛實整合(Online-to-Oﬄine)銷售模式；

面對數位平台創新之政策作為，並依前章所界定之

務基礎，整合既有產業需求，發展與顧客關係，

明。

為蒐集並分析國際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

是傳統產業數位轉型，納入數位平台運用，形成

業發展情形，以了解主要國際市場發展趨勢與各國

其次是新興產業創新運用，藉由數位平台創建服

產業型態，擇選不同應用類別的企業進行案例說

並透過提供顧客服務，拓展公司業務收入。無論
是傳統產業數位轉型，或是新型態數位服務產業
興起，對於台灣走向數位時代的目標，均有正面
幫助，並可透過數位化措施，進一步帶動台灣產
業經濟升級與升值。

第三章「我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

為研析國內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並選
擇我國具代表性業者進行案例說明，包含企業成立
背景、營業概況、商工登記及稅籍登記基礎資訊，
以及平台媒合方式等。

然而，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尚未在台灣形成單一產

第四章「企業訪談與發展實例」為透過數位平台經

透過數位平台提供服務的 Uber、Airbnb 分別被

分析等資訊蒐集方式，彙整受訪企業對於所處競爭

容，Uber 主要提供 B to C (企業對消費者)數位媒

的問題，以及對產業推動的意見 。

業類別，尚被歸類在不同的傳統產業別，例如，

濟協會會員企業之面訪或書面調查，以及次級資料

歸類為交通運輸業、旅宿業，然而就其業務內

市場的概況、近年營運表現等，提出企業發展面臨

合及交通服務，並不如交通運輸業擁有汽車車

輛；Airbnb 同樣專攻 B to C 數位媒合，並不如

旅宿業擁有並經營旅館，因此，業管單位與實際
產業運營概況的落差、不適宜的主管法規，實際
阻礙台灣進一步拓展產業數位轉型升級。

第五章「總結」為透過本研究成果彙整以突顯數位

平台經濟產業在台灣之重要性，並梳理數位平台經
濟產業業者之意見 ，促進政府重視數位平台經濟產
業發展。

為釐清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涉及範疇，並初步分析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在全球與台灣之發展現況，本
報告將針對數位平台經濟產業進行調查研究，除
將分析國內該產業概況，亦將初步整理國際有關
文獻，提供國內產官學界研擬政策參考，為台灣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初步佈建合宜的發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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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平台經濟與發展潛能
一、產業範疇與概貌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出現與網路普及率的提升、
數位科技的進步以及共享經濟概念的發展息息相
關。因其產業型態之新穎，人們往往對其產業的
範疇與概貌僅有模糊的印象。當我們提到 Uber、

Airbnb、foodpanda 等企業，人們自然會聯想

到使用數位平台進行叫車、訂房以及訂購外送等
服務，然而似乎很難對於這種數位平台服務整體
的產業範疇進行論述，說明什麼企業屬於數位平
台經濟產業，而什麼又應該被排除在外。

根據我國行政院主計處 2021 年 1 月修訂之《行
業統計分類》 (原為《 行業標準分類 》)，我國對
行業之分類共分為 19 大類、 88 中類、249 小

類、 522 細類 1。在既定的分類中，數位平台經濟

產業並無一屬於自身之獨立分類，而是將具有數
位平台經濟特性的企業依照其終端服務產業之性
質分類在既有的行業分類之下。這一種直接將數
位平台經濟產業企業直接歸類在終端產業之方式
具有一定的侷限性，並容易與企業本身的業務範
疇有所落差。如前文所述以數位平台媒合乘客與
司機的叫車平台企業並不擁有汽車本身，而媒合
房客與房東的旅宿平台企業亦不經營旅館。兩者
提供的皆是勞務或空間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媒合服
務，並不參與終端產業本身的供給與營運。而如
果我們將這類型的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業者單純視
為車輛與旅宿的租賃業者，其結果將會是無法訂
定有效的規範對其進行管理，明確訂立其權利義
務並保障其媒合之供給者與消費者之權益。

我國的分類標準乃是依照聯合國 2008 年所修訂
之第四版國際標準行業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ﬁ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為基準。此版國際標準行

業分類與前版相比有著更加細部的描述每個行業
的內涵、拓廣服務業之範疇、增加「資訊與通

信」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產業大
分類等較符合新興行業需求之改變 2。然而其 訂定

之年份距今已超過 13 年之久，許多現今的產業概
念並不包含於其中。

舉例而言，「共享經濟」這個詞彙即是美國學者
勞倫斯·雷席格 (Lawrence Lessig) 於訂定最新版

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的 2008 年所提出的新概念，用

以描述短期租用而非擁有權購買的消費模式。而
如今，「共享經濟」以及此消費模式已被大量應
用於人們的生活之中，是以有必要對這些應用

「新概念」進行整體產業產值評估以及產業歸類
的檢討。

本研究討論數位平台經濟產業，依照其產業之特
性，其所屬企業大致具以下三點特質：

其一，使用數位平台作為其彙整資源並與其客戶進
行商業互動之媒介。

其二，其主要營運項目以提供人力、物力、資源
等服務，並於平台提供相關協助客戶進行其消費
行為。

其三，其客戶之消費模式類屬於共享經濟促進媒合
其客戶群相關特殊資源之共享，或是以短期使用權
而非所有權之轉移為其客戶消費行為之標的物。

1. 行政院主計處， 2021，《 行業統計分類 》
2.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ﬁ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ISIC), Rev. 4
3. "Homestay is the origin of Sharing Economy". PR Newswire. March 1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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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考慮此三主要特性， 本研究將數位平台經濟產

求者與供給者建立短期資源的租用關係。同時亦

行為與資源彙整之媒介，以工商及個人為服務對

等權益。獲利來源為平台藉由其提供雙方媒合服

業之產業範疇定位為「以數位平台作為客戶商業
象，提供人力、資源與資訊共享服務之行業」。

在這樣的定位之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乃是一包

可能擔任公正第三方，確保雙方履約或支付租金
務之報酬，以及資源為平台本身所有及負維護責
任，平台所收取 的租賃費用。

羅萬象，可媒合各種資源的新型態產業。然而從

這一類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案例如媒合旅客與空

態非常多元，若僅顧及消費型態的描述而不顧實

Scooter、 GoShare 等業者以及短期行動電源租用

產業發展的實際狀況來看，此產業對接服務之樣
際終端對接服務之性質將無法精確地討論產業實
際呈現的樣貌。

考慮目前國內以及國際因標準行業分類尚未更

新，未對於數位平台經濟產業進行描述與分類，
本研究將依照數位平台經濟產業之企業終端服務
特性、平台角色以及營運模式將此數位平台經濟
產業細分為四類型的次產業型態，以下將依序進
行介紹

(一)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房間之

Airbnb、媒合交通工具需求者之

WeMo

的 ChargeSPOT 等。在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中，消
費者透過平台所獲取的是共享資源的短期使用權。
(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

這一類型的數位平台以資訊的彙整、傳遞以及使
用者之媒合為主要業務範疇。所有消費行為皆於
線上進行 ，無實體勞務或資源之消費。平台向其

客戶收取平台使用費以及其他服務之費用，提供
客戶彼此之間的媒合、資訊傳遞服務。同時管理
平台秩序確保其使用者之權益。

主要媒合的對象為勞動力供給者以及勞動力需求

聚會交友媒合平台如 Eatgether 、通訊軟體如

方短期勞動力承攬得以順利進行。同時平台亦可能

播平台如 17 直播、浪 Live 等皆屬於此類型之數

者。平台扮演的角色乃是彙整雙方資訊並且協助雙

擔任公正第三方，確保雙方履約或支付報酬等權
益。平台藉由其提供雙方媒合服務之報酬而獲利。
這一類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案例，如媒合乘客與

提供交通服務駕駛的 Uber 以及媒合清潔需求者與
清潔人員的潔客幫等。在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中，

LINE、交友軟體如 Tinder、Paktor 等，以及直

位平台。以 Tinder 為例，主要是提供使用者彼

此交流的虛擬空間，在這一個空間中，使用者可
以購買服務與交友軟體上認識的朋友聊天，或是
贊助支持的直播主，為立基於數位化時代人類互
動需求的新興產業。

消費者透過平台媒合供給者的短期勞動力，達成共
享經濟效益。

(二)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主要媒合的對象為具體有形資源之供給者以及資
源之需求者。這裡的資源可以指涉任何的空間、
器具或是其它可以短期轉移使用權之物品。平台
扮演的角色乃是彙整該資源之相關資訊並協助需

4

(四)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

1993 至 1994 年，網際網路邁向公眾化的同時，建

此類型的平台提供綜合性之服務，彙整資訊、資

立數位平台並於其中進行商業化活動的想法亦快速

式亦較為多元，可能具備會員制向其平台之使用

eBay 等電子商務平台紛紛出現，推動消費者使用網

源、資金等提供專業知識之協助。平台獲利的方

的被企業家所實踐。1995 年，亞馬遜 (Amazon)、

者收取會費；可能向使用者收取媒合、廣告、募

際網路於線上平台進行消費行為。

務向客戶收取相關費用。

早期的電子商務平台多以網路零售為主，其中

各職業之資訊整合平台，如牙醫業的台灣牙e

Customer ) 電子商務模式可以說是數位平台走向

創業整合平台皆屬於這類型提供綜合服務之數位

售仍屬於所有權轉移的消費行為，其平台之使用者

透過平台連結志同道合者或有助益之資源，共同

其平台公告商品資訊並與其他個人進行交易。這一

資服務之相關報酬；亦可能藉由提供專業知識服

eBay 所發展出的 C2C (個人對個人，Customer to

通、台灣新創加速器 AppWorks；各類型募資、

共享經濟重要的先驅。雖然 C2C 平台上物品的販

平台。此類型平台之客戶多為業者或專業人士，

除了是消費者之外，亦可能扮演賣家的角色，利用

推展其事業的發展。

種去除掉中間銷售商，直接連接個別資源供給方與

以上論述的四種次產業型態乃是就數位平台經濟產

要里程4。

業之終端服務特性以及營運模式所進行的分類，彼
此之間並不具有絕對的排斥性。屬於數位平台經濟
產業的企業可能在媒合資源租賃的同時亦媒合勞務
服務，在提供虛擬交流空間的平台亦可以經營線下
的其他實體服務。本研究在此做出次產業型態的區
隔乃是希望讀者除了概略的產業描述之外，亦能夠
更加了解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在實務上的多元運作模
式，以此更深入解析產業細部之內涵。

需求方的商業模式乃是人們邁向現代數位經濟的重

2000 年代後期，家庭寄租 (Homestay) 的概念逐

漸蔚為風潮，有別於以往傳統旅宿業在短期租房
領域的營運方式。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乃是 2008

年成立的 Airbnb，其創立的目的乃是為了解決大

都市中旅宿不足的問題，使人們能夠分享其家中

多餘的空間，提供給臨時需要旅宿的旅客。
Airbnb 這種家庭寄宿的營業模式因其價格與空間

選擇多元性很快的受到消費者的大受好評並帶動

二、 產業發展歷程與潛能

了旅宿產業整體概念的改革。不但使概念相似的

在釐清了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所涉及之產業範疇與

豪酒店集團 (Marriott International) 以及四季酒

概貌後，我們將檢視此產業之發展歷程並討論其
未來的發展潛能。

數位平台陸續出現，甚至使傳統房宿業龍頭如萬
店 (Four Seasons Hotels) 推出相似的高級私人
別墅租用服務 5 。在此同時亦加速改變了人們對於

數位平台多元應用的想像，帶動了後續各類型屬
性的數位平台的出現 。

4. “The History of the Sharing Economy”, KeyCafe, https://blog.keycafe.com/the-history-of-the-sharing-economy/
5. 如萬豪酒店集團的 Home&Villas以及四季酒店的 Private Resid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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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代隨著智慧行動裝置以及各種應用程式 (APP)

的逐漸普及，人們對於網路的依賴也越加深厚。這
一個時期亦是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快速發展的年代各
式各樣因應人們生活所需的數位平台也在近十年紛

紛問世。數位平台從商品的線上販售、資源的短
期租用發展至勞動力承攬的短期服務，數位平台

「數位媒合經濟」 之描述包含
(1) 以物聯網與網路快速媒合供給與需求的雙方

（基於資通訊數位技術為基礎的網路平台，以
科技主導促進點對點的交易）

(2) 以制度化管理與分析數據資料持續優化體驗

承攬服務業的出現創造了一個可以簡單進入、利

（基於使用者回饋評分機制，控管服務品質與

媒合經濟的發展，任何有交通工具的個人都可以

(3) 數位媒合平台為供需雙方，提供更為效率、實

用減少中間成本的新興就業市場，並帶動了數位
成為 Uber 司機或是 foodpanda 的外送員喜歡動

物的個人可以在毛小愛等寵物保姆平台協助忙碌
的主人照顧其寵物；而其他清潔、排隊、代駕甚

至專業技術服務亦然。這一種數位媒合經濟發展
在人類社會制度中有重要的指標意涵，2019 年波

士頓顧問公司 (BCG) 發表的《新自由工作者：在

提升供需雙方信任度 )

惠的服務和工作時間的靈活性（供需雙方透過
數位媒合平台的服務，可促進效率及靈活性）

(4) 服務提供所需運用的工具與資產，大部分為服
務提供者本身所提供（數位媒合平台主要依賴
使用自己工具和資產的員工）7

零工經濟挖掘才能》報告中指出，將零工視為主
業的自由工作者，中國已佔12%，印度則佔有

8%，另外，有一些發展中國家超過 30% 的人使用
數位平台作為第二收入來源6。

相較於過往僅以工作者屬性來命名的「零工」相
比本研究為更精準的描述整體數位平台經濟運作
的樣態考量彈性的工作者固然是重要的一環，但
數位平台產業的營運，更包含主要基本層面如平
台本身、服務需求者、提供服務者，而外送產業
更是延伸出四大層面，如平台、店家、外送夥伴
及消費者等四大產業面向，故本研究以「數位媒
合經濟」作為主要用詞與討論標的，使閱讀者可
更聚焦在整體產業的運作，並對這種新興的經濟
模式更能理解 。

6. " The New Freelancers: Tapping Talent in the Gig "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9/new-freelancers-tapping-talent-gig-economy
7. Digital Matching Firms: A New Defini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Space https://www.commerce.gov/data-and-reports/reports/2016/06/digital-matching-firms-new-definition-sharing-economy-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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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交友軟體、直播平台等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

有上網方便性，使得越來越多網路使用者轉而觀看

重大的影響。線上交友網站本身雖然於 1994 年的

元的生活資訊。例如直播產業相對於傳統影視產業

方面對人類社會的交友配對以及心靈陪伴也造成了

kiss.com 即已出現，2010 年代 Tinder 等交友軟體
出現後，使得網路交友達到了新巔峰。史丹佛大學

2009 至 2017 年針對異性戀情侶如何相識的調查顯

示，於 2010 年代情侶透過網路認識的比例迎來第
二波大幅上漲，至調查結束的時間點，資料顯示有
將近 40% 的情侶透過網路媒體相識 。
8

4G 網路於 2010 年代後逐漸普及，隨著網路成本

下降，串流速度與效率增加智慧行動裝置因為具

網路影音，或是利用手機 APP 軟體以取得即時、多

而言因為透過數位平台與高速網路的結合，放送內
容的成本大幅下降，每個人皆可以進行直播，因此
內容具多元性。另外，因為持續不斷創新應用的即
時通訊社交軟體等，也為企業帶來新的商業模式，
例如企業透過導入 Facebook 的社群行銷、LINE 的

貼圖行銷等以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除了強化
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也滿足消費者的社交
需求。

Percentage who met this way

How heterosexual couples have met, data from 2009 and 2017
45%

Met Online

40%

Met in Bar or Restaurant

35%

Met through Friends

30%

Met Through or As
Coworkers

25%

Met through Family

20%
15%

Met in Primary or
SecondarySchool

10%

Met in College

5%

ㆍ Neighbors

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Met in Church

Year Couple Met
圖一、異性戀情侶相識方式(2009至 2017年 ) 9 圖片來源：史丹佛大學SSDS社會科學數據資料庫

8. "How Couples Meet and Stay Together 2017 (HCMST2017) | SSDS Social Science Data Collec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9. https://web.stanford.edu/~mrosenfe/Rosenfeld_et_al_Disintermediating_Frien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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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年代後期網路公眾化後電子商務平台的

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 ( International Tele-

後期網路普及所帶動家庭寄宿與數位平台租賃服

Sector, ITU-R ) 指出 未來 5G 科技將會增強人類

崛起、數位 C2C 商務模式的興盛；到 2000 年代

務的 出現；再到 2010 年代智慧行動裝置、4G 網

路出現後零工經濟、陪伴經濟等人類社會革新，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在其發展歷程中有著將最新的
科技應用、連結於人類社會生活的特性。邁入
2020 年代，當人類社會於人工智慧、5G、IoT 基

礎建設蓬勃發展的同時數位平台經濟與新興科技
結合再進化的潛能亦非常值得期待 。

1990 年代
網際網路
大眾化

2000 年代

communication Union Radiocommunication
社會於下列三個領域的發展：增強型行動寬頻通
訊 (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eMBB )、超

可靠低延遲通訊、超可靠低延遲通訊 ( ultra-reli-

able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URLLC ) 以及
以及大規模機器型通訊大規模機器型通訊

(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
mMTC) 10。

2010 年代

2020 年代

C2C 電子商務平台
網路普及率提升
共享經濟

短期租賃服務平台
智慧行動裝置
4G 網路
零工經濟
陪伴經濟

短期勞務服務平台

交友平台 直播平台

5G網路、人工智慧
IoT…

圖二、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歷程 圖片來源：本研究繪製

10. "5G – It's Not Here Yet, But Closer Than You Think", Sarah Yost, Octo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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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寬頻通訊方面， 5G 科技將會大幅度加強寬

使用者需求給予多元、適合的服務項目。舉例而

輸之外，亦可以配合用戶需求調整傳輸速度與覆

住宿、購票、支付、通信、景點資訊搜尋等平台

頻的傳輸效率，並進一步降低成本，除了無縫傳
蓋範圍，設置熱點與廣域覆蓋 11。這樣的改變將能

大幅提升人潮密集區域的傳輸效率，解決因人潮
擁擠而造成訊號不良的問題。

在數據可靠性與延遲性方面，5G 科技將會增加數

據傳輸的可靠性，使得數據傳輸出錯的可能大幅
下降，並降低延遲性，使收發訊息雙方幾乎沒有
時間落差 (低於 1毫秒 )。這樣的技術提升將會人類

社會得以透過遠端傳輸執行許多精細的操作應
用，例如駕駛汽車甚至是進行精密手術。

在機器型通訊方面，5G 科技將能夠大量連結物聯
網裝置(每平方公里內100萬件裝置)，並於裝置間

交換、整合訊息，亦可能使裝置間相互配合發揮
其作用。

若 5G 科技配合未來人工智慧、 IoT 基礎設施以及

雲端科技、大數據運算的技術發展，未來人類的
生活又會再經歷全面的革新。其可能發展之趨勢
及數位平台經濟之潛能包括下列幾者

言，旅遊相關的綜合性數位平台可以整合交通、
的服務。使用者不需要下載任何平台的應用程

式，透過數位平台即可以快速的獲取相關資訊並
透過數位平台整合進行瀏覽或是訂購。
(二) 人工智慧 /自動化革新
5G 科技大幅度提升數據可靠性、降低延遲性使遠

端精細操作成為可能，若再結合物聯網裝置的大
量連結以及人工智慧的應用將會帶來一場前所未
有的自動化革新。在 IoT 基礎建設達到高度完備

後，許多應用物聯網裝置(如無人機、無人車)的

服務也將陸續上路。舉例而言，未來人們的移動
可能僅需於行動裝置選定地點，行動裝置即會透
過衛星定位以及物聯網通知最近的無人車到定位
點接客，無人車透過人工智慧科技全程自動導航
駕駛，並透過物聯網裝置的資訊共享規避危險，
而完成接送後，無人車會再透過衛星尋找最近的
充電站進行充電。在自動化革新後的社會中，數
位平台將會成為人類需求與自動化系統溝通的媒
介，人類透過平台下達指令後由自動化系統指揮
物聯網裝置完成任務。

(一) 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雲端化
目前人們在開啟行動裝置的應用程式之前，皆須
先行下載並安裝後方能開啟使用。然而當 5G 科

技使資料傳輸效率大幅提升後，人們不再需要將
應用程式安裝於行動裝置本身，而可以從雲端空
間直接連結使用。這樣的變化除了節省行動裝置
本身的儲存空間之外，亦可能促進綜合性雲端數
位平台的發展，結合各類型數位平台服務，依照

11. 簡均哲 /汪海瀚 “eMBB/URLLC/mMTC 鼎立 5G 標準制定全面啟動 ”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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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平台服務多元化

除了 5G 科技的發展外，近年各國亦開始研究使用

每當有新興科技出現，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服務的

兆赫輻射作為關鍵技術的 6G 科技。兆赫輻射科技

端精細操作以及大量物聯網裝置的應用成為可

1000 倍 bps，延遲性亦可以從 5G 的毫秒級降低

被應用。

問世，屆時人類社會在 5G 科技革新後亦將會迎來

範疇皆會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5G 科技使遠

的應用可以再將人類傳輸寬頻的技術能力提升

能，亦會造就數位平台服務在更加專業化的領域

至 6G 的微秒級 12。此科技預計將於 2030 年代後

舉例而言，遠端醫療服務的品質將大幅的提升，

新一波生活型態的革命。

除了現有的資訊、影像共享服務將能更即時、數

隨著 5G、IoT、人工智慧等科技於 2020 年代的發

網裝置進行診療甚至手術也將成為可能。除此之

新本研究非常堅定的認為行動裝置與數位平台在

任務 ( 例如探測數據、執行工程 ) 的服務成本亦會

終乃是為了服務「人」所存在。而人類與物聯網系

據更為清楚之外，專業人員以遠端方式利用物聯

展、自動化系統的逐步建構甚至未來 6G 科技的革

外各種以數位平台操作無人機、無人車執行專業

人類生活中未來將扮演著更加重要的角色。科技最

大幅下降，並且普及與市場化。

統間對話的窗口即數位平台。這一種做為人類與科

(四) 個人化資訊整合服務

潛能將隨著科技發展將會被一一展現。

在智慧行動裝置發展的過程中，許多個人化的資
訊紀錄功能陸續問世。人們可以透過行動裝置建
立照片、時間與地理資訊的連結，亦可以知道自
己每天行走的距離以及運動程度，作為健康參考
的指標。未來行動裝置與個人資訊的紀錄整合將
會更密切的發展，而若結合資訊雲端化、大數據

運算等科技之應用可能造就個人化資訊整合服務

技對話的「窗口」特性將保證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

在 5G、甚至未來 6G 科技發展的同時傳輸效率的
提升、資訊的整合以及雲端科技的運用，也勢必會
造就數位平台服務往更加多元化、專業化以及更加

貼近使用者個人需求的發展。在未來數位平台於
各個人類社會的新產業模式之中的成長性與重要性
將不可限量。

的出現。在這一類型的服務中數位平台將透過行
動裝置獲取使用者個人化資訊的數據，並且以雲
端資料庫中的數據作為運算參考對象，為使用者
提供可能對其有益的服務建議，或是統計上其它
數據相似使用者之偏好，作為使用者參考指標。

12. Samsung’s 6G White Paper Lays Out the Company’s Vi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Samsung Research. 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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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際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 主要國際市場與發展趨勢

年達 3 億 2,000 萬人，乃是網路普及率 95% 的高
度普及社會。

如前文所述，數位平台經濟產業隨著近年網路與
行動裝置相關科技的發展已成為了人類社會不可

美國創投基金 Bond Capital 的研究顯示，自 2008

或缺的一部分。本節將介紹當前國際數位平台經

年至 2018 年 10 年間美國成年人數位媒體使用時數

濟產業主要市場之發展以及其趨勢討論將聚焦於

由每日 2.7 小時 (2 小時 42 分鐘 )增長至 6.3 小時 ( 6

美國、歐洲以及中國三大國際市場，並介紹

小時 18 分鐘 )，其中行動裝置的使用時數由 2008 年

2020 年起 COVID-19 疫情對國際數位平台經濟產

的 0.3 小時也大幅增加至 2018 年的 3.6 小時並成為

業造成的影響，以及產業的因應狀況。文獻資訊

美國人接觸數位媒體的主要媒介 14 。由此，我們可

蒐集的限制方面，因為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為近年

以發現美國社會的數位媒體使用時數有逐年增長的

快速興起的新型態產業在新科技技術發展及疫情

趨勢，而且這樣的增長情形主要是因為行動裝置的

的加速驅動下變化快速，相關文獻統計資訊蒐集

使用時數持續成長所帶動。

較不似一般產業類別較能有每年的調查資訊。

Statista 預測美國每天花在數位媒體平均時間將從
2020 年的 7 小時 50 分鐘增加到 2023 年的 8小時

(一) 美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

以上15。2020 年由於 COVID-19 大流行的爆發和隨

美國是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最早發展並且逐漸普及的

之而來的日常生活變化，媒體消費總體較高。

市場。根據 Statista 資料庫統計，至 2022 年 2 月
美國的網路使用人口達 3 億 720 萬人13 預計 2025

Daily Hours Spent with Digital Media per Adult User, USA

5.1

5.4

5.6

Hours Spent per Day USA

4.3
4

3.7
3.0

2.7

0.3

0.3

0

3.2
0.4

0.8

1.6

2.3

2.6

2.8

3.1

5.9

6.3

Other Connected
Devices
3.3

3.6

Mobile

2.2

2.3

2.4

2.6

2.5

2.3

2.2

2.2

2.2

2.1

2.0

0.2
2008

0.3
2009

0.4

0.3
2011

0.3
2012

0.3
2013

0.3
2014

0.3
2015

0.4

0.6

0.7

2016

2017

2018

2010

圖三 、美國成人每日數位媒體使用時數

Desktop / Laptop

圖片來源：Bond Capital

13. United States: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2010-2025. Joseph Johnson, Aug 04, 2021
14. “Internet Trends 2019”,Bond Capital, Mary Meeker, Jan.11 2019
15. United States: Time spent with digital vs. traditional media in the U.S. 2011-2023.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May 3,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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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研究結果顯示，在高度網路普及與數位化

使用數位媒合平台的人口數將會突破 8,650萬人18，

的市場性質下，美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發展潛

佔美國總人口數比例約為 26.27%。

年公民為樣本之調查研究顯示，有 86% 的受訪者

(二) 歐洲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

力可想而知。2020 年，一份以 411 位美國青、壯

使用過至少一種數位平台。其中 39% 的受訪者使用
過一種平台(以交通類為主，年齡中位數為 43 歲)；
29% 的受訪者使用過至少 3 種數位平台(以交通、旅
宿、零售類為主，年齡中位數為 35 歲)；而有 18%

的受訪者則使用過高於 3 種以上的數位平台(年齡中

位數為 33 歲 ) 。這份報告顯示，受訪者中使用的
16

數位平台共有四種分類：交通、旅宿、零售以及金

融。而其中以交通類的使用率最高 (整體高達 78%
的受訪者皆有使用共享交通之服務)，而金融類的
使用率最低。越年輕的受訪者越有使用多元數位平
台的傾向。

美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發展亦有相當不錯的前景
如前文所述，隨著數位平台勞動服務產業所帶動的

數位媒合經濟在美國就業市場扮演更加重要的角
色，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產值以及人口數勢必將繼
續成長。美國商會表示，美國數位經濟產值在 2019

2022 年 5 月底，歐洲網路使用人口達 4 億 395 萬

人普及率約 87.7%，其中歐盟整體的網路普及率更

高，於 2020 年底約為 90.6%19。在智慧型行動裝

置普及率方面，歐洲國家的普及率亦為世界之最，

2019年，英國與德國智慧行動裝置普及率為世界
第一與第二名，分別為 82.9% 以及 79.9%，美國

為第三名 79.1%，而第四、第五則為法國的 77.5%

與西班牙的 74.3%20。顯然歐洲與美國相同為網路

普及率、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率高的社會。而為其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提供了相當有利的條件。

根據歐洲統計局資料庫的數據顯示，在 2019 年歐
盟會員國 16 至 74 歲的國民中，每五個人裡面就

有一個人曾經使用過數位平台訂購旅宿。而此比
例亦逐年增長，2017 年時，為 2018 年為至 2019
年則成長至 21% 21。

年達約兩兆美元（約五十六兆台幣），成長速度約
為整體經濟的三倍17，而 Statista 認為 2021 年美國

16. “Who shares? Profiling consumer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Sands et al., Australasian Marketing Journal
(AMJ). 2020 Aug; 28(3): 22–33.
17. 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99682
18. Number of sharing economy users in the U.S. 2016-2021, S. Lock, Aug 9, 2019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89856/number-sharing-economy-users-us/
19. “Internet Usa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et world stats: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9.htm (accessed on May 31 2022).
20. “Newzoo 2019 Global Mobile Market Report” -Light Version
21. "individuals - use of collaborative economy (until 2019)", Eurostat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datasets/-/isoc_ci_ce_i (accessed on Mar 3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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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 use of collaborative economy ( until 2019)
21
20
19
18
17
16

2017

2018

2019

圖四、歐盟成員國2017至2019旅宿共享平台使用率
圖片來源：Eurostats

其中盧森堡、愛爾蘭以及馬爾他為歐洲國家中最

在整體交易量與產值上，歐洲的交通數位平台低於

46%、34% 以及 30% 使用數位平台訂房；而旅宿

具有競爭力。根據 PwC 事務所 2016 年針對歐洲數

熱愛使用旅宿數位平台的國家。其國民分別有

數位平台使用率最低的國家則為捷克、賽普勒斯
與拉脫維亞，僅有 5% - 8% 的國民曾經使用過這
類型的數位平台。

與美國較為不同的是歐洲在數位媒合交通的領域並

旅宿數位平台然而這不代表歐洲的交通數位平台不
位經濟平台產業的研究顯示，歐洲市場主要的數位
經濟平台類型分別為 P2P 旅宿、P2P 交通、即時 家

務服務、即時專業服務以及合作金融服務。其中
2015 年產值最為龐大乃是 P2P 旅宿，交易額達 151

億歐元，然而收益最大的則為 P2P 交通的服務，其

不熱衷。 2017 至 2019 年，歐盟會員國使用交通數

收益額為 16.5 億歐元22。

台的使用率。然而，交通數位平台使用率各國的差

在趨勢方面，另一篇 PwC 事務所的研究認為即

位平台的比例停滯於 8% 左右，遠低於住宿數位平
距甚大。愛沙尼亞的國民使用率為 29%，其次為愛
爾蘭的 26%、馬爾他的 25%、冰島的 23% 以及盧

森堡的 22%；而最不熱衷於交通數位平台的國家則

為保加利亞、賽普勒斯以及希臘，其國民對於該類
平台的使用率皆僅 2% 左右 。

時家務服務 (On-Demand Household Service)

乃是歐洲數位平台中成長最為快速的領域，至
2025年，其每年之收益成長率可以達 50% 以上。

屆時，隨著此五類型歐洲整體數位平台產值由
2015年的 280 億歐元成長至 2025 年的 5,700 億歐

元，即時家務服務亦將取代 P2P 旅宿成為歐洲數
位平台收益第二高之平台類型 23。

22. "Assessing the size and pres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in Europe", Robert Vaughan and Raphael
Daverio, PwC UK, April 2016
23. “The sharing economy presents Europe with a €570 billion opportunity”, PwC Hungary, 06 Ju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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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venues and transaction values facilitated by collaborative economy platforms
in Europe (€m, 2015)
Sector

Revenue 2015 (m)

Value 2015 (m)

P2P Accommodation

€

1,150

€

15,100

P2P Transportation

€

1,650

€

5,100

On-demand household services

€

450

€

1,950

On-dem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

100

€

750

Collaborative Finance

€

250

€

5,200

Total

€

250

€

28,100

Source: PwC analysis. Note: Figures may not sum due to rounding.

Figure 2: Revenues and transaction values facilitated by collaborative economy platforms
in Europe ( % of total, 2015)
Value of transactions

2%

18%
3%

Platform revenues
P2P Accommodation

7%

12%

32%

54%

7%

18%

47%

P2P Transportation
On-demand household
services
On-dem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Collaborative Finance

Source: PwC analysis
圖五、歐洲五大合作經濟平台產值與收益
圖片來源：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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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

億 5120 萬，普及率為 59.9%。這樣的條件使中國

成為全世界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最大的市場，而其

至 2021 年底，中國的網路普及率為 68.3%，此數

國內的都市中的數位平台亦蓬勃發展。

值與其周遭國家如韓國與日本皆 90% 以上相比遜

色許多 24。除此之外，中國網路普及率在都市與鄉

2016年，「分享經濟」於被納入中國的「十三

村間有非常大的差異性。 2019 年 6 月時 73.7% 的

五」規劃之中，而至此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力推

中國網路使用者聚集於都市之中，而僅有 26.3%

動。根據中國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於

的網路使用者生活於鄉村。然而此後有鄉村網路

2022 年發佈之《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

使用者比例增長的趨勢，至 2020 年底，鄉村網路

年中國之數位平台之市場交易額為 3 兆 6,881 億

使用者之比例已提升至 31.3% 25。

人民幣，較 2020 年成長 9.2%。在市場結構上，

雖然中國整體網路普及率並不特別高，因其人口

分享經濟研究中心表示，共享經濟規模位居前三

世界第一。2022 年 2 月，中國擁有 10 億 2 萬網路

識技能26。

名的領域，分別為生活服務、生產能力，以及知

基數大，網路以及智慧行動裝置之使用者數皆為
使用者，而智慧行動裝置使用者更於 2019 已達 8
125%

Share of Internet users

100%
27.3%

26.5%

27.6%

28.6%

27.5%

28.4%

27.4%

27%

26.7%

26.3%

28.2%

31.3%

72.7%

73.5%

72.4%

71.4%

72.5%

71.6%

72.6%

73%

73.3%

73.7%

71.8%

68.7%

75%

5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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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中國網路使用者之城鄉比例
圖片來源：Statista

24. “Internet usage in China-statistics&facts”,Lai Lin Thomala,Statista,Mar 30,2022
25. “Internet user distribution in China 2010-2020, by urban and rural region”, Lai Lin Thomala, ,Statista, Feb 9, 2021
26.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中國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 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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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分類上，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將中國的數位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發現數位平台經濟在美國、

共享住宿、知識技能、生活服務、共享醫療、共

的消費重點卻非常不同。美國市場對於交通領域

經濟平台分為七個主要種類，分別為交通出行、
享辦公以及生產能力。在此七類型的產業中生活
服務 (例如外送、宅配、家政服務等 ) 、生產能力
(透過平台外包產品生產 ) 以及知識技能 ( 各種線

上知識、技能分享，包括影音、直播 ) 為交易額最
大之三個類別，分別為 1 兆 7,118 億人民幣、 1 兆
2,368 億人民幣以及 4,540 億人民幣 ；而增長最為
快速的則為 辦公空間 (26.2%)、生產能力 (14.0%)
以及知識技能 (13.2%) 領域。

歐洲與中國市場有相似的發展，但各個市場偏好
有較強的偏好，而旅宿與生活服務偏好則較為次
要；歐洲市場對於旅宿有較強的偏好，雖然呈現
成長但交通與生活服務的使用偏好較旅宿低。而
中國市場對於數位平台經濟的運用偏好不在於
「人」的移動以及旅宿，而是在於「物」流獲
取、生活以及影音資訊服務。

三大主要市場雖然在原初應用偏好上有差異，但

2021 年中國共享經濟發展特點方面，則包含受監

管政策、企業上市等因素影響，共享經濟市場競
爭更激烈，且多元化的商業模式創新更顯重要其
次是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政策措施，使共享經濟就
業者權益保障更完善；第三則是共享經濟的市場
秩序有進一步規範等 。

在交通以及生活服務領域的數位平台發展卻是相
同的。從美國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受訪者使
用的數位平台以交通類使用率最高；在歐洲生活
服務平台的前景則相當被看好，有望於未來成為
收益第二高之平台類型，而中國市場在生活服務
領域亦展現出強烈的發展潛力，從交易額來看，
生活服務於 2019 年起連續 3 年為中國數位平台經

濟市場中交易額最高的類別，2021 年交通類別的
交易額也較 2020 年成長。

表一、2019-2021 中國數位平台經濟發展狀況 (單位：億人民幣 )
領域

2019 年交易額

2020 年交易額

2021 年交易額

2021 年同比增長率

交通出行

2,700

2,276

2,344

3.0%

共享住宿

225

158

152

-3.8%

知識技能

3,063

4,010

4,540

13.2%

生活服務

17,300

16,175

17,118

5.8%

共享醫療

108

138

147

6.5%

共享辦公

227

168

212

26.2%

生產能力

9,205

10,848

12,368

14.0%

總計

32,828

33,773

36,881

9.2%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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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OVID-19 對數位平台經濟產業之衝擊

快；另因疫情受惠的產業則業績成長亮眼，以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對數位平台經

Netﬂix 為代表的美國影音串流平台亦表現亮眼，自

行平台受挫最為嚴重，而外送服務以及影音平台

平台之平均花費由 38 美元成長至 47 美元，而觀看

濟產業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其中旅宿、交通出

2020 年4 月至 12 月間美國串流平台使用者於串流

卻在疫情中表現亮眼，乃是少數成長的產業。

的平台亦表現出更大的多元性，平台使用者的平均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期刊
一篇以 Google Trend 數據分析數位平台經濟的研究
顯示， 交通 (Uber以及 Lyft )以及旅宿 ( Airbnb 以及

Couchsurﬁng ) 平台的搜尋度在疫情期間大幅下降，
而自由服務業 ( Freelance Service ) 平台 ( Upwork 及

Fiverr )、 娛樂服務平台 ( Netﬂix 以 Amazon ) 以及各
種外送平台皆有搜尋度的上升27。

而這樣的衝擊也反映在部分企業的業績下降與裁

訂閱平台數由三個平台成長至四個平台30。

整體而言，COVID-19 疫情為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帶來

了許多挑戰但也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發展機會。 疫

情是短暫的，待疫情趨緩後，原本受到衝擊的旅宿

與交通出行產業勢必快速可見將會有一波或大或小
的波段景氣回彈。由近期業者所發布的營運資訊 觀
察，如 Uber 2022 年 第一季收入較 2021 年第一季

增加一倍多超出市場預期31 ; Airbnb 2022 年 第一季
旅宿預訂量創下新高相較 2021 年同期增長 70%32。

員壓力上。根據 AirDNA 數據顯示美國 Airbnb 於

可見數位平台產業在疫情後的復甦 反彈力道相較部

年五月該平台因疫情裁員超過 1,900 名員工。當

有機會協助及帶動傳統產業走過疫情衝擊 並迎向下

2020 年二月至四月訂房率下降 53% 28 且至 2020

分傳統產業為快且因為其營運模式持續的創新，將

時美國的交通出行平台業者也深受裁員壓力，

一波的成長 。

Uber 裁撤超過 3,700 名員工，Lyft 減少 17% 的人

力， Lime 以及 Bird 等交通出行平台新創亦受到嚴
重衝擊裁員約 30%29。雖然疫情尚未趨緩但從 2021

年下半年起部分受疫情衝擊的企業，其業績已開始
反彈，例如 Uber 調升了 2022 年第一季的業績預
期，原因是疫情影響的出行需求反彈速度比預期還

另外當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發展成為了世界趨勢，
也應該要對現行的職業分類以及勞工保障制度進行

全面通盤地滾動式檢討以及修調。世間唯一不變
的即是變化本身，唯有隨著社會與產業型態調整制
度，方能夠保障全體勞務提供者之權益。

27. "How COVID-19 has shaken the sharing economy? An analysis using Google trends data", Batool et al.,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Dec 2020
28. COVID-19 Short-Term Rental Data, AirDNA: https://www.airdna.co/covid-19-data-center
29. "Uber, Lyft and Airbnb cut thousands of jobs as pandemic batters Silicon Valley" Kari Paul, the Guardian, 8 May
2020
30. "New Streaming Services Cut into Netflix’s Market Share, While “The Mandalorian” Drives Disney+ Viewership",
J.D.Power TMT Insight, January 2021
31. Uber第一財季收入增逾一倍，受出行和外賣需求上升推動， 華爾街日報 2022/5/5
32. 疫情熬出頭 Airbnb第一季旅宿預訂量創新高， 經濟日報 2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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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代表企業
在簡介國際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概況後，本節
將依照第一章所列舉之四種次產業型態，舉例介
紹四種分類下當前國際上活躍之代表企業。在這
裡我們選定的企業為於多個國家皆有運作之「國
際企業」，而因數位平台的發展日新月異，應用
的層面更是五花八門，本節僅於四種次產業型態
中列舉企業為例。

(一)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及金額。除了提供消費者便利的移動與餐點或商
品配送服務，Uber 科技也提供獨立承攬人喜愛的

彈性工作的機會合作駕駛或是合作外送員都需要
遵循在地合法與合規的指引，並且提供必要的文
件，經過平台之審核方可提供服務 這些相關要求
和申請程序都可以在 Uber 網站獲得諮詢 另外 在

每次使用服務之後，合作駕駛、外送夥伴、合作
商家以及消費者都可以透過正向的評分與回饋方
式，共創不斷提昇的消費與服務環境，以利所有
APP 使用者。

共享運輸平台 ― Uber

Uber 成立於 2010 年，目前其網際網路系統與合作

夥伴在全球市場已經提供了超過 300 億趟行程， 並

且持續創造更多元的交通選擇，企業目標主要在與
合作夥伴能夠持續改變人們、食物和物品在城市間
的移動方式，並為全球開拓無限可能的機會而持續
努力 。

Uber 的營運模式為以開發行動應用程式連結乘客

和司機，提供載客車輛租賃及媒合共乘的的服

務，從車資中抽取一定比例佣金為其獲利來源。
Uber 服務範圍遍及全球 6 大洲、 71 個國家、超

過 1 萬個城市，並且合作的店家已超過 82 萬 5 千
間，從餐點到生鮮雜貨日用品都可以配送。Uber

以其行動裝置之數位平台連結消費者、合作運輸
服務業者、合作駕駛以及合作外送夥伴消費者用
戶需要登記開通帳號之必要性個人資訊，每次確
認叫車前可以透過 Uber APP 的預告車資了解需要

支付的費用，並且在下車後依照乘客選擇的支付
方式進行扣款。除了事先預告車資功能，乘客亦
可以在 APP 上自行選擇是否給予合作駕駛小費以

Uber 在維護安全方面也強調包括建立全新標準及
開發新科技功能協助促進安全其科技平台安全功能

除了一開始就有的 GPS 定位、行程分享，後續加
入駕駛端 APP 「人臉辨識」功能，也讓駕駛上線
前或是途中自拍回傳照片，以便確認上線駕駛與帳

號相符。Uber 也推出提供乘客和駕駛端 APP皆有
的「安全工具箱」，一旦確認叫車，首頁右下角會
出現「盾牌」圖示，點入即可啟動多項安全設定與

提醒，包含可設定最多 5 位親友作為「信任的聯絡
人」，並且在每趟預約叫車後一鍵分享行程 在 110

緊急援助按鍵 的部分 如果乘客 在乘車過程中或是
經過路段看到需要緊急協助的情況，無論是乘客或

駕駛都可透過此按鍵即時聯繫警方 Uber APP 會顯
示乘客或駕駛當下所在位置及車輛資訊，讓警方快

速掌握基本資訊在使用這個功能的同時， Uber 客
服也會發送訊息聯繫通報的駕駛或乘客，追蹤是否
需要進一步協助，並自動記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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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間，Uber

遵循在地

疫情指揮中心或是衛生主管機關指引，推出了多
項防疫措施，包含透過 AI 科技落實駕駛自拍進行

菲律賓、孟加拉、寮國、柬埔寨、緬甸、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

「口罩偵測辨識技術」，戴妥才能上線服務、駕

foodpanda 的獲利來源包含商家註冊費用、每月

付、零接觸外送等做法，一起維護社區安全。此

收入 ( foodpanda 與銀行合作，只要使用該銀行

駛與乘客防疫安全核對清單，以及落實數位支
外，Uber 了解打造行的安全環境不只靠科技，更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因此也積極與在地交通主管
機關和相關業者一起推動安全教育，藉由提高安
全意識，提高安全行為 對安全的重視不僅限於最

抽成費用、每筆外送訂單支付運送的費用、聯盟
的信用卡刷卡訂購，銀行就需付費，因為銀行受
惠於平台的大量用戶消費使交易增加 ) 、廣告費 (
店家為了曝光所刊登的廣告費用 )。

優質的使用體驗，同時也與公共安全政府機關及

foodpanda 提供生活日用品、生鮮、美妝、3C 產

市安全。

擇， 且與四大超商、家樂福、愛買、大潤發、康

Uber 推動永續發展， 預計在 2040 年前成為純電

足全台消費者日常生活的即時外送需求。更首創

反暴力組織的頂尖專家合作，攜手提升道路及城

動的零排放平台，實現 100% 搭乘服務皆透過零
排放車輛、公共運輸服務或微型交通達成。 Uber

以創新科技為基礎協助在地市場產業，加速營運
與數位化轉型，透過科技協助台灣計程車轉型因

品及寵物用品即時外送，涵蓋超過千種商品選
是美、屈臣氏等知名連鎖業者攜手合作，用以滿
雲端超市品牌「 pandamart 熊貓超市」，於全台

灣各大都會區自建倉庫、透過大數據選品，提供
豐富多元的嚴選商品。

為有大數據演算及平台優勢，促使駕駛上線後時
間效益提高消費者因為科技的加值也帶來更優質
的乘車體驗，刺激搭計程車人數的增加。在新冠
肺炎疫情期間，更提供合作車隊職業駕駛或外送
合作夥伴一次性經濟援助計畫。

外送服務平台 ― foodpanda

foodpanda 提供台灣本島 24 小時即時外送服務。
根據資策會 2022 年 3 月所發布之 2021 年台灣消

費者使用外送服務行為調查結果 3 3 ，發現國內有

72% 消費者曾使用過外送服務，且 18~35 歲為最
foodpanda 是德國熟食美食外送集團 Delivery

Hero 旗下的網路餐飲外送服務平台，總部位於新
加坡營運範圍遍布全球共 190 多個城市。

foodpanda在中歐與亞洲的據點包括香港、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台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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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外送服務的族群，消費者使用外送的前五
大考量，為優惠折扣、運費價格高低、服務便利
性、餐點或品項價格高低，以及可降低接觸人群
機會。其中，消費者的前二大選擇平台為foodpanda與 Uber Eats，領先其他如 Foodomo、

蝦皮美食外送與街口外送等， 從外送市場可以觀

察到，現今消費者對社群媒體、線上購物、電子

價、房型、住客數、配備設施以及住客規範等資

B2C 和 O2O 的營運模式，也提供了消費者更具效

宿供給者加密的通訊系統，使兩造可以相互聯

支付等技術功能已經很習慣，而外送平台整合
率的新興商業模式。

(二)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旅宿租賃平台― Airbnb

訊。除了訂房平台外，Airbnb 亦提供旅客以及旅

繫，使旅客入住更加順利。而在退房後，雙方亦
可以在評論系統中分享整個住宿經驗的過程。

Airbnb 與一般旅館不同在於其可以使旅客與在地

的旅宿供給者共同生活，除了住宿之外，亦可以
使旅客獲得更加在地化的經驗。PwC 事務所的研
究報告指出許多選擇使用 Airbnb 的旅客皆重視
這一種體驗，而 Airbnb 自身的分析也指出相較

於住宿於一般旅館的旅客其平台使用者有在旅宿
說到短期旅宿租賃服務的鼻祖，就不能不說到

國停留的時間較長的傾向 35。

Airbnb。2008 年 Airbnb 於美國舊金山創辦，其

原初的構想僅是希望能夠解決大都市中旅宿不足
的問題，使短期旅客可以尋得落腳之處，而提供
旅宿的家庭透過分享其家中多餘的空間 將其資源

進行活化獲取收益。如此簡單的構想卻刺激了整
體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發展，在智慧型行動裝置
尚未普及的年代帶動了共享經濟的風潮。

Airbnb 的營運模式乃是媒合旅客以及短期旅宿供

給者，並依照短租金額向雙方收取一定比例的平
台使用服務費 (旅宿供給者約為 3~5%，旅客約為

5~18% )。旅客與旅宿供給者雙方皆須提供平台
34

相關資訊，方可使用其服務。旅客需要登記其個
人以及付款資訊，而旅宿供給者則需要提供房

至 2020 年 9 月， Airbnb 已於全球超過 220 個國家

與地區，超過 10 萬個城市與聚落提供其服務，並

有超過 560 萬間活躍且可以租訂之房數36，這樣的

數目比五大連鎖飯店集團加起來還要多，可謂是締
造了數位平台經濟產業在旅宿界的傳奇。

33.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 2021 年臺灣消費者使用外送服務行為 調查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619

34 “Airbnb Service Fee: All You Need To Know & When It Is Refundable (Secret Tip)”, bnbspecialist.com, March
5, 2020,網址 : https://www.bnbspecialist.com/airbnb-service-fee-when-refundable/
35 "Assessing the size and pres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 in Europe", Robert Vaughan and Raphael
Daverio, PwC UK, April 2016
36 Airbnb網址 :https://news.airbnb.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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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車平台 ― Zipcar

Zipcar 乃是全球最大的共享汽車平台之一， 2000
年創辦於美國麻州劍橋，2006 年 Zipcar 由美國

走向國際後，已於美洲 ( 美國、加拿大、哥斯大
黎加 )、歐洲 (冰島、英國 )、亞洲 (土耳其、台

灣 )之 7 國超過 500 個城市之中提供其服務，擁有
超過百萬會員以及 12,000 輛共享車輛 37。

Zipcar 的營運模式乃是提供其會員汽車共享之服
務，除了加入會員繳交的會費以外，Zipcar 的收

益來自於會員短期租用其車輛所帶來的租金。會

員可以依照其喜好選定租車的期程，並且透過行
動裝置應用程式尋找最近的 Zipcar 隨時租車。

在智慧型行動裝置全面普及以前，Zipcar 的會員

可以透過網路或是電話 24 小時預約車輛，並使用
Zipcar 專屬的感應卡進入車輛由副駕駛座的置物
箱內索取車輛鑰匙駕駛車輛。然而 2009 年 Zipcar
推出其行動裝置應用程式後，會員使用數位平台租
賃車輛的能力明顯獲得了提升，除了使用行動裝置
尋找並且租賃車輛之外，開啟車門的方式也逐漸由
感應卡片轉向直接使用行動裝置應用程式開啟 。

37. “Impact Report 2020” Zipcar
38. “Impact Report 2020” Zip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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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便利性之外，共享汽車平台對於社會交通以
及環境亦有正面的影響。 Zipcar 2020 年的報告指

出 Zipcar 本身的北美會員中有 75% 並沒有購買自
己的私家車，若沒有 Zipcar 的服務有 35% 的會員

將會選擇自行購車。北美市場中每一台 Zipcar 的
共享將可以減少約 13 台私家車的購買38。

(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
線上交友平台 ― Tinder

Tinder 是線上交友由網路邁向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的重要推手 39，公司於 2012 年創建於美國舊金

山，並且搭上了智慧型行動裝置逐漸普及的風潮
發展出了一套為後世交友軟體所效仿的營運機

這樣的營運模式快速的使 Tinder 成為全世界最為

制。

廣泛流傳，下載數最多的交友軟體。其 使用者來

Tinder 的營運模式是以使用者之照片、簡介以及

過 650 萬新用戶下載其應用程式 40。智慧型行動裝

自於 世界 190 餘國，而光是 2021 年5 月，就有超

興趣等資訊為出發連結，讓使用者瀏覽彼此的資

置以及交友軟體的結合為人類社 會婚配擇偶帶來

其交流。當使用者於其瀏覽對象之資訊右滑，表

著不容小覷的社會影響力 。

訊並且在智慧型行動裝置上快速判定是否希望與
示使用者對該對象有興趣，左滑則反之， Tinder

將會自動開啟另外一個使用者之資訊，若兩個使

了新的管道，而作為此新管道領頭羊的 Tinder 有

直播平台 ― Twitch

用者皆對對方右滑，則系統將通知兩造配對成
功，雙方可以透過 Tinder 的聊天平台互相交流。

Tinder 的營收模式是免費增值( Freemium )模式，
使用者可以免費下載並以社群媒體帳號

( Facebook )以及手機註冊 Tinder 帳號，免費使用
Tinder

的功能進行配對交友。然而這一些未繳費

的使用者，權限將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舉例而言，免

費用戶每日可以右滑的次數僅有 60 次，系統選擇
的對象也僅限於自身所處的區域，而在使用過程中
將會不斷看到相關的廣告。另一方面，每個月支付
相關會費的付費會員則有較大的權限，在使用體驗
上也會比一般會員來的舒適。

Twitch 為美國網路直播，特別是遊戲直播的知名
平台，前身為 2007 年創立的 Justin.tv，為應用

科技使人們可以設立自身頻道，並即時放送自身
影片之先驅者。2011 年 Justin.tv 將其遊戲直播
的業務分割並創立 Twitch 並於 2014 年完全改名
為 Twitch Interactive。

Twitch 的營運模式是連結媒合直播主以及觀眾，
如同 Tinder Twitch 亦採取免費增值的方式吸引

觀眾群。任何人皆可以免費的在 Twitch 上收看

39. “Led by Tinder, a Surge in Mobile Dating Apps”, Molly Wood, New York Times, Feb. 4, 2015
40. "Most popular dating apps worldwide 2021, by number of downloads", H. Tankovska , Statista, Jun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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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並且與直播主互動。然而，若觀眾對於某直

至 2020 年 2 月，Twitch 每月有超過 300 萬名直

(Subscriptions)、贊助 (Cheer Bits) 等方式支持

活躍的觀眾於平台上觀看直播。2021 年 3 月，

播主的直播內容表示支持，可以透過訂閱

直播主 ，平台也透過這一些方式獲取其收益 。

在訂閱制度下，觀眾每個月可以付出一筆訂閱費

獲取特殊的權益。直播主的訂閱戶除了可以減少
廣告干擾、獲得特殊的表情貼圖、訂閱標章等基
本權利外，亦可以進入訂閱戶專屬的聊天室以及

播主於其平台上進行直播，每日有超過 1,500 萬

Twitch 之當月觀眾合計觀看時數更是破紀錄的突
破了 20 億小時 41。

(四)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
群眾募資平台 ― Kickstarter

參與直播主所主持的特殊活動。訂閱費的收益則
由平台與直播主平分。

在贊助方面，Twitch 亦發售自己的電子貨幣 Cheer

Bits，觀眾可以透過 Twitch 平台購買 Cheer Bits 在
直播過程中對自己喜歡的直播主進行贊助，使用
越高額度的 Cheer Bits 觀眾的訊息將更加顯目，
使直播主可以注意到自己發出的訊息。Cheer

Bits 大多數的收入 ( 約 6 至 8 成 ) 將會由直播主

本身取得，而平台將可以從販售的電子貨幣中獲
取 4 至 2 成之收益。

在這一個狀況下，Twitch 的直播主將會 積極 的

創造可以獲得觀眾支持的內容，在獲取訂閱戶以
及獲得贊助的同時平台亦將獲利。除此之外，對
於非訂閱戶的觀眾，Twitch 亦會在直播過程中播
放其合作企業之廣告以此獲取廣告費，並且與
Amazon 合作販售其平台之相關衍伸商品。

Kickstarter 是全球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的代表企
業，2009 年創立於美國，並於 2013 年後將其事

業拓展國際，至今已於美、歐、亞、澳四洲 25 國
提供募資服務42 共為 204,751 個成功募資計畫籌備

超過 59 億美元，並有 38.92% 的募資成功率43。

Kickstarter 的模式乃是連結募資計畫與潛在贊助者

贊助者若協助完成募資計畫，則計畫負責人將會於
成品完成後給予贊助者一定的回饋。回饋的內容依
照贊助者提供的贊助金有所差別，然而贊助金都較
市面上直接購買成品的金額優惠，亦可以藉此獲取
市面上無法購得之特殊體驗，是以有助於推動贊助
有潛力的募資計畫。

Kickstarter 平台本身的獲利來自於總體以及每筆
贊助金的抽成。Kickstarter 將會抽取 5% 總體募

資計畫的贊助金作為其服務費，而贊助者對計畫

的每一筆贊助金亦會產生 3%+0.2 美元的轉帳費 。
Kickstarter 的募資計畫包括了相當廣泛的項目，

共有藝術、漫畫、工藝品、舞蹈、設計、時尚、
電影與影片、食品、遊戲、新聞、音樂、攝影、
出版、科技和影劇等 15 種專案類別，其中 電影
與影片的募資計畫案件數最多，達 77,859 案，而

募資額最高的則為遊戲、設計與科技三類別，其
募資額皆達 10 億美元以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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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witch Stats, Player Counts, Facts and News", Video Game Stats, MAY 15, 2021, 網址 : https://videogamesstats.com/twitch-stats-facts/
42. " Who can use Kickstarter?", Kickstarter 網站:
https://help.kickstarter.com/hc/en-us/articles/115005128594-Who-can-use-Kickstarter43 “Stats” Kickstarter 網站 : https://www.kickstarter.com/help/stats (檢視於 2021/7/7)
44 “Stats” Kickstarter 網站 : https://www.kickstarter.com/help/stats (檢視於 20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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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我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 我國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現況
DataReportal 於每年初發布全球各國數位使用情形調
查 結果 2022 年 2 月發布之《 Digital 2022 TAIWAN》
45

指出台灣網路使用者約為 2,172 萬人，數量已超

過九成人口，相較 2021 年增加約 27 萬人主要是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大幅提升了 2020 年

及 2021 年的網路使用率。網路使用者中有使用手

機上網習慣的民眾高達日平均使用網路的時間約為
8 小時 7 分鐘相較全球日平均多出 1 小時顯見網路
在台灣民眾生活中的重要性 。

65.2%，金馬地區僅有 40.4%46。
若以國人使用網路所從事的項目觀察，前五大項目

分別為即時通訊 (各世代皆有超過 9 成使用者 )、

觀看網路新聞 (除 56 歲以上為 7 成使用者外，各世
代約有 8 成使用者 )、參與社群論壇 ( 12 至 39 歲有
9 成以上使用者 )、觀看影片 /直播 ( 12至 39 歲有 8
成近 9 成使用者 )以及電郵 /搜尋 ( 25-39 歲有近 9

成使用者 )47。從上述可發現網路已經成為台灣 55

歲以下民眾生活中相互溝通、獲取資訊、參與娛樂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未來，隨著區域發展、世代

進一步觀察上網民眾的輪廓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
心《 2020 台灣網路報告》指出 2020 年我國 12 歲

以上民眾的上網率為 83%，而行動裝置的網路使用
率亦達到 77%。 然而在 83% 的網路使用率背後存

在著相當明顯的世代與區域差異性。以世代差異而
言，55 歲以下的民眾之上網率皆高於 90%，而
65歲以上民眾上網率僅有 42.7%；以區域性差異

而言，台灣西部上網率較東部高，北部的上網率
為 88.7%、中部為 81.6%、南部為 76%、東部為

交替的趨勢，網路在台灣民眾生活中將扮演更加重

要的 角色 (詳表三 )。《 2018 台灣網路報告》針對

台灣民眾對於共享經濟平台偏好項目的調查指出
85.8% 的受訪者聽過共享經濟平台，而實際參與使
用者約 40.1%。受訪者中有 54.6% 表示對交通項

目有興趣， 且願意使用該類型的服務、有 46.5%

的受訪者 對服務項目 ( 包括外賣、外送等 ) 有興
趣、有 42.4%的受訪者表示對物品項目有興趣以及
30.4% 的受訪 者對空間項目有興趣48(詳表四 )。

表二、2020 台灣上網民眾輪廓
%

總
數

12-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 歲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金馬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歲
以上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地區

上網

83.0 98.4

100

100

100

99.4

95.5 96.6 90.7

94.9 86.2 72.8

42.7 88.7 81.6 76.0 65.2 40.4

行動
上網

77.0 93.9

93.2

94.9 91.7 93.8

93.3 88.5 87.2

88.5 78.2 65.4

36.4 83.6 74.0 69.8 60.3 36.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 2020台灣網路報告》 、本研究製表

45. 檢索自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2-taiwan
46. 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 2020台灣網路報告》 https://twnic.tw/stat_n.php
(截至 2022年 7月 7日為最新一期 )
47. 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2020台灣網路報告》 https://twnic.tw/stat_n.php
(截至 2022年 4月 12日為最新一期 )
48. 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2018台灣網路報告》 https://twnic.tw/stat_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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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民眾使用網路從事項目類別

%

12 歲以上

即時通訊

12-24 歲

25-39歲

40-55歲

56歲以上

95.6

90.2

97.2

97.8

95.1

網路新聞

80.3

79.0

85.3

84.2

71.0

社群論壇

80.1

95.6

92.5

79.5

54.4

影音/直播

77.0

87.4

88.6

77.3

54.9

電郵/搜尋

70.7

76.6

89.0

73.6

40.0

(全體 )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2020台灣網路報告》 、本研究製表

表四 、 民眾有興趣使用共享經濟服務項目的 比例
聽過共享經濟
85.8%

交通 54.6%
有興趣使用的項目

使用率
40.1%

服務 46.5%
物品 42.4%
空間 30.4%

n = 1,935；調查單位：創市際 (2018/7)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網路資訊中心《 2018台灣網路報告》 、本研究製表

平台經濟及其創新商業模式發展 不同於以往傳統產

與 34.0 億元，較同期成長率達 326% 與 276%

型態的就業機會。在產業規模方面 未來流通研究所

人在台灣主要餐飲外送平台之信用卡消費資料進行

業發展思維已成為重要經濟發展動能更創造許多 新
發布之 2020 台灣「 餐飲外送平台 」產業版圖 中
49

指出因受疫情影響帶動，台灣外送平台產業規模
2020 年第一季與第二季分別成長至新台幣 21.7 億

(以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統計數據，透過台灣持卡

分析 )。 顯示數位平台經濟產業規模逐年擴大且對
整體經濟的影響將更受到關注。

45. 未來流通研究所 2020 台灣「餐飲外送平台」產業版圖
https://www.mirai.com.tw/2020-taiwan-food-delivery-industry-competitio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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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代表企業
本節將依照第一章所列舉之次產業型態，舉例介紹
各分類下國內市場上較為大眾熟知之代表企業 其中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其客戶多為
業者或專業人士，因此未於本節列舉。本節選定的

位 50。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及財政部稅籍登記
資訊，潔客幫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1.5 億元，實
收資本額約為新台幣 996 萬元，稅籍登記營業項

目為建築物一般清潔服務、病媒防治服務、環境
檢測服務，以及一般廢棄物處理。

企業為國內大眾於日常生活上居家清潔需求、交通

工具需求、旅遊需求，以及教育學習上的需求等較
常接觸的企業品牌為主。
(一)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居家清潔服務平台 ― 潔客幫

圖片來源：潔客幫官網

平台媒合方式在需求端方面，有服務需求的客戶
可在網路平台上根據自己的需求，輸入坪數、房
間數、多久沒打掃等並可參考潔客的評價與鐘點
費等資訊，透過系統估算打掃時間後先查看清潔
潔客幫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潔客幫 ) 成立於

2014 年，是全台最大的清潔平台，除了居家清潔

服務外，也提供冷氣機與洗衣機清潔、裝潢清

潔、收納服務等其他項目，以打造便利、專業、
可信賴的居家生活服務平台，透過品質控管機制
與標準作業流程，消費者透過平台快速制定家事
計畫，由潔客幫媒合案件與 專業家事人員 (以下簡
稱潔客 )。

潔客幫清潔預約平台目前服務範圍僅限於台灣，
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九個區
域，後續逐步規劃擴大服務範圍。目前潔客幫服

的細項，或當天與清潔人員再討論狀況進行調

整。潔客幫採取讓客戶先線上付款再到府打掃的
機制，有效降低臨時取消的機率，同步提升潔客
接案穩定度在供給端方面，供給勞務服務的潔客
是通過專業課程認證，具有和善態度、善良品

行、服務熱忱等條件的家事服務人員。潔客幫除
了提供平台的支援，也提供觀念與實戰精練課

程，不定期進修講座研習，打造潔客受用的家事
專業技能潔客透過 APP 可決定接案時段及服務區

域、時間較為彈性可兼顧家庭有多餘時間的家庭
主婦/夫、半日/假日兼差者、二度就業婦女，以

及學生打工都可成為潔客的一員。進一步創造了
更多的就業機會。

務超過 5 萬戶家庭，已註冊的專業家事人員近 700

45. 未來流通研究所 2020 台灣「餐飲外送平台」產業版圖
https://www.mirai.com.tw/2020-taiwan-food-delivery-industry-competition-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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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智慧電動機車即時租借平台 ― WeMo Scooter

威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WeMo Corp.，主要服務
為 WeMo Scooter 以下簡稱 WeMo ) 成立於 2015

年，是全台最大的隨租隨還智慧機車服務平台傳
遞以租代買的概念使資源達到最佳使用落實循環
經濟的精神。WeMo 提供 24 小時隨租隨還共享

電動機車平台服務，強調使用手機 APP 即可一鍵

便利開啟創新的交通模式。WeMo 提供城市移動

的科技與服務，並以用戶需求為主要核心，開發
車聯網創新價值提供個人與企業客戶最安心的騎
乘體驗。

WeMo 智慧機車服務平台目前服務包含臺北市、
新北市、高雄市等三個區域，由平台 APP 就可以

清楚看到營運的範圍，後續也將計畫性的逐步擴

圖片來源：WeMo官網

平台媒合方式在需求端方面，有服務需求的客戶
可使用手機並用APP 預訂機車，步驟為 (1) 尋找機

車並確保『剩餘電量』、『可騎乘距離』，『此
趟費率』 (2) 手機預訂開始租借 (3) 啟動電源騎車

上路 (4) 騎乘結束後，關閉機車電源 (5) 還車拍

照。在供給端方面，WeMo Scooter 提供全台約
30 座停車場免費停車，服務特色包含 (1) 無站點
式租還營運範圍內無指定租還地 (2) APP 就是鑰

匙，用於找車、預訂、租還、啟動等、開置物箱
(3) 24 小時 365 天營業 (4) 乾淨能源無汙染 (5) 特
約停車場 免付停車費 。

增營運區域。WeMo 統計大約每 2.7 秒就有一台
WeMo Scooter 被租借， WeMo Scooter APP 的

下載次數超過百萬次，且專屬租還站(特約停車
場 )的使用也累積超過 20 萬次 51。 依經濟部商業

司商工登記及財政部稅籍登記資訊，WeMo 登記

資本總額為 新台幣 2 億元，實收資本額約為新台
幣 1 億 9,714 萬元， 稅籍登記營業項目為機車出
租、機車零件、機車百貨批發等 。

51. WeMo 官網 https://www.wemoscooter.com/invitefriends

28

旅宿平台 ― Asia Yo

亞洲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 Asia Yo )成立

圖片來源：Asia Yo官網

Airbnb 之稱。Asia Yo 為全亞洲跨區、跨語言的最

平台媒合方式在需求端方面，有旅遊服務需求的

上下游的相關產品，所提供服務除了民宿，也包

獲得最友善的體驗另也可以在 Asia Yo 官網首頁

日本，後續也擴展市場至韓國、泰國、新加坡、

並挑選理想的住宿。在供給端方面， Asia Yo 平台

牌形象深植人心。

營、親子、寵物等 )、特別合作旅宿 (防疫旅館、

於 2013 年，初期主要以專營民宿預訂為主有台版

佳旅宿平台，以「住宿」為核心，垂直整合住宿

客戶可透過簡易的 APP 操作與個人化的推薦服務

含露營、寵物旅宿等特色旅宿，並於 2016 年進軍

的搜尋引擎填入日期、人數、地區，就可以搜尋

馬來西亞、香港等，以”最懂你的亞洲訂房網

提供的訂房服務，包含主題式特色旅宿 (包棟、露

”品

Asia Yo 持續深耕台灣市場，在亞洲已擁有超過
60 個大城市住宿、5 萬間房源，以及服務超過 50

萬以上的旅人，每月訂房皆穩定增長中 5 2 。Asia

Yo 的營收主要來自跨境預訂，2020 年雖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營運，但 2021 年因採取「 防疫旅

館」、「政府的國旅振興」與「拓展民宿之外的
住宿選擇」等策略，營收反而較疫情前呈倍數成
長 5 3 。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及財政部稅籍登

記資訊，Asia Yo 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1 千 5
百萬元，實收資本額約為新台幣 1 千 3 百萬元，

高鐵、運動賽事等)，及日本、韓國、泰國、香
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旅宿。服務特點為 (1)

最多項免費項目包含提供免手續費、訂房服務
費，國內特定免清潔費等 (2) 最齊全特色旅宿 嚴選

超過 6 萬間以上特色房間，以及親子、溫泉各種
房源輕鬆預訂 (3) 最友善的訂房 APP 體驗操作介

面簡易、清晰、客製化 (4) 多語系的客戶服務包含

多語系真人客服，和各城市屋主溝通零誤差，以
及提供真人中文客服電話及 LINE、 Wechat、 FB
即時客服回覆等 (5) 分享部落格專屬旅遊文章，提
供旅客增加豐富旅遊行程內容參考。

稅籍登記營業項目為其他電腦相關服務、未分類
其他資訊服務等。

52. Asia Yo官網 https://asiayo.com/event/Partnership.html
53. 數位時代專訪 Asia Yo 鄭兆剛 創辦人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6347/asiay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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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
通訊平台 ― LINE Taiwan

圖片來源：LINE Taiwan 官網

LINE 除了能在智慧手機上使用之外，也能在電腦
台灣連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 LINE Taiwan )

上使用， 可透過手機和電話號碼註冊帳號， LINE

組聊天功能，也能透過貼圖傳達文字無法完整表

費通話等溝通 需求 並 提供企業用戶 使用 LINE 和

提供免費語音、視訊通話、遊戲，以及分享照片

之一 。LINE 於 2021 年 3 月觀察在新冠肺炎疫情

超過 2,100 萬，已由原先的免費文字通訊軟體 發

有機會增加曝光率因此宣布啟動「中小店家數位

等多元服務，成為應用程式平台 。

產品，並推出相關演練的課程方案，解決中小型

LINE Taiwan 的主要營運模式是將平台提供給企

型店家加速數位轉型 54。

成立於 2014 年，提供使用者免費使用一對一及群

提供註冊會員 24 小時隨時隨地享受免費傳訊、免

達的情緒與感覺，除了即時通訊軟體服務外，也

消費者進行互動，成為企業店家重要的行銷工具

等各種行動應用服務。LINE Taiwan 的用戶數已

期間台灣有許多中小型店家因為投入數位廣告而

展並延伸出新聞、遊戲、貼圖、支付，以及電商

加速整合方案」，提供高度整合且具彈性的多元
店家在時間、金錢與技術能力等限制，協助中小

業客戶以獲取收入，目前獲利多來自企業官方帳
號和貼圖，也就是企業客戶在設立 LINE 的官方帳

號後，以發送免費貼圖的方式吸引大眾，使用者
可以選擇是否加企業為好友，如果沒有意願 加入

則無法使用企業提供的貼圖，且不會收到相關廣
告。 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及財政部稅籍登記
資訊，LINE Taiwan 登記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8.41

億元，與目前實收資本額相同，稅籍登記營業項

目則為其他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入
口網站經營、電腦套裝軟體零售、其他電腦相關
服務等。

54.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22823-line-new-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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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
線上學習平台 ― Hahow

圖片來源：Hahow官網

思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簡稱 Hahow ) 成立於
2015 年，取名自台語的「學校」是以「知識技能

分享」概念所創的線上學習平台，主要透過全球
首創的「群募開課」機制，提供多元跨領域的課
程，創造知識有價並能與大眾分享創作的平台。
目前 Hahow 已擁有超過 65 萬會員、600 位以上
的講師創作者，以及 700 種以上的線上課程。

Hahow 創造一個不受限與適才適性的環境，讓大

眾能更輕鬆快樂地累積知識技能，並且推動社會
持續進步 。

Hahow 的營運模式是提供個人或企業會員線上課

程，以單堂課程收費或企業專案的收費為其收益
來源。 Hahow 透過募資機制保障分享者開課前的

收入並藉以確保課程主題符合市場需求，同時讓
較為冷門的學習主題，也可以透過線上課程的優
勢，打破學習的時空限制，使自學、興趣培養與
跨領域的學習變得容易，並逐步實現共享教育目
前會員遍及台灣、港澳、中國、馬來西亞、新加

坡、日本，以及美國等。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
記及財政部稅籍登記資訊，Hahow 登記資本總額
為新台幣 2 億元，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 億元，

稅籍登記營業項目為其他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
代管服務、其他廣告服務、電影片製作、動畫影
片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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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媒合方式在需求端方面，有學習興趣的大眾在
註冊加入會員後，透過線上購買課程，可以不受時
間地點限制，隨時隨地輕鬆學習且課程可無限次觀

看。在供給端方面，為貼近會員需求， Hahow 透
過前測問卷、募資制度，使課程更貼近市場需要的
內容，並且內容開發、課程製作、拍攝都是高規格
品質製作，同時也即時提供協助與解答，幫助使用
者找到適切資源，並規劃穩定的系統功能及互動機
制，促使學生能夠長期回流使用。

肆、 企業訪談與發展實例
本研究 訪談期間為 2022 年 3 月 至 5 月中旬，透過

依經濟部統計處於 2021 年 7 月發布之資訊 55 2021

數位平台經濟協會會員企業訪談、書面調查， 並輔

年 5 月國內因 COVID-19 疫情加劇，全國升至第三

業型態彙整數位平台業者對於所處競爭市場概況、

受 到嚴重衝擊，使 5 月份營業額降為新台幣 502

以次級資料研析等方式，依數位平台經濟產業次產
近年營運表現、事業推展過程面臨的問題，或對產

業推動在政策、法規、資源面向等意見，並摘整本
次深度訪談企業的發展實例 。

一、 訪談與研析摘要
(一)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媒合的對象主要是勞動力供給

者以及勞動力需求者，勞動力需求者 ( 消費者 ) 透
過平台租用供給者的短期勞動力，而平台的角色是
彙整雙方資訊且協助雙方短期勞動力承攬可以順利
進行，獲利的來源則是 藉由提供媒合服務抽取 報

酬。國內此類型企業如 Uber (共享運輸平台 )、
Uber Eats ( 外送服務平台 )、 foodpanda ( 外送服
務平台 )、 Lalamove ( 即時物流平台 )、 呼叫小黃

(計程車媒合平台 )，以及潔客幫 ( 居家清潔服務平

台 )等此類型數位平台業者，透過行動載具連結供

級防疫警戒，餐飲業因為禁止內用的措施，營運
億元，月減 23.7%，年減 19.1%，但餐飲業者自

2020 年疫情爆發以來，陸續推出外帶餐盒並與外
送平台合作提供服務 2021 年餐飲業者提供外送或
宅配服務的家數占比由 2020 年4 月的 57% 提高至
2021 年 5 月的 64.8%。就營業額觀察，有提供外

送或宅配服務的業者，營業額減幅明顯低於無外
送或宅配服務者，顯示透過外送或宅配服務，對
減緩衝擊有助益 。

本次訪談歸納此類型數位平台業者近三年營運表
現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後 ( 2020 年及 2021 年 )相
較於 新冠肺炎疫情前 ( 2019年 ) 的營運表現因受

疫情造成消費型態轉變、民眾減少外出、降低與
人接觸等影響，部分外送服務平台業者營運 呈現

持續成長，但提供到府服務或叫車服務等平台則
呈現衰退情形。

給與需求雙方，破除了部分地域限制，使大眾生活
更加便利，同時也創造了工作機會。

以餐飲外送服務平台為例，平台業者連結餐廳、
外送員與消費者三方，除了使消費者有更多元的用
餐選擇，也使以往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可以破除地
域限制，擴大營運範圍，透過外送、外帶訂單的增
加獲得更高的利潤，外送平台更成為消費者認識各

區域特色小店的管道，特色小店則透過平台獲得
更多曝光與知名度累積。

55. 經濟部新聞稿 _產業經濟統計簡訊《 384》 20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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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業者面臨的問題與提供的意見歸納包含
(1) 平台與服務提供者之間較難以釐清是承攬或雇
傭關係，在目前行業分類認定等法規及管理上
也較為困難，成為政府監理上的問題。

(2) 目前外送平台尚無單一主管單位，也造成需跨
部會及向各地方政府溝通的困難。

(3) 數位發展部成立後，可因應數位經濟特性，調
整傳統監管法規，且政府要求外送員食安職安
道安的規範，是否涉及勞動關係認定也需政府
在框架上進行確認。

(4) 「網路」已成為各行業的重要營運場域，自營
作業的計程車駕駛自然也將服務延伸至網路目
前若僅允許派遣業者可於網路提供計程車客運
服務則對計程車駕駛會產生不公平的情形。

(5) 數 位 平 台 經 濟 與 過 往 大 眾 熟 知 的 商 業 型 態 不

同，導致無法適用現有法規建議參考國際趨勢
與相關個案針對數位平台經濟與既有產業結構
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可作為規範與條例訂定的

基礎 使其適用於不同特性之產業以使數位平台
經濟能對社會發揮其最大的價值。
(二)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媒合的對象主要為具體有形資
源之供給者與資源需求者如空間、器具等可以短期
轉移使用權的物品而平台的角色是彙整該資源之相
關資訊且協助供需雙方建立短期資源的租用關係，

以共享電動機車平台業者為例，國內三大共享電動

機車業透過不同的行銷方式接觸消費族群，例如
WeMo Scooter 主打累積該服務的點數，可在配合
的美食業者上作使用、Go Share 與銀行業者合作，

消費者可用信用卡點數來兌換使用騎乘服務、
iRent

結合國內零售業者，可用通路的點數來兌換

租用共享電動機車的服務 等 。共享電動機車平台業

者跨業別結合銀行、美食、零售通路業者，讓共享
電動機車服務可推廣至更多的潛在消費族群除了帶
給消費者更優質、便利的生活外部分業者如 WeMo

Scooter 也在共享機車的服務基礎上，將交通大數

據與產品科技優勢延伸更多元的服務，利用車聯網
技術可提供智慧交通解決方案，創造台灣更美好的
交通藍圖。

本次訪談歸納此類型數位平台業者近三年營運表
現方面，雖然受疫情造成民眾外出減少及降低出
遊意願所衝擊但也有部分民眾為避免 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而選擇加入共享機車平台會員的情形。

此類提供租賃服務的平台業者因為所跨產業領域
較廣泛因此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例如有運
具、停車場、空間，以及旅宿 等問題。 受訪業者
面臨的問題與提供的意見，歸納包含

(1) 共享運具可定義為綠運輸的一部分，並與大眾
運輸共同配套推廣，公務機關也可導入共享汽
車為公務車，以實現資源最大化。

獲利的來源則為藉由提供媒合服務獲得報酬或者

(2) 公有停車場可規劃對於共享汽車的優惠與車位

此類型企業如 WeMo Scooter (智慧電動機車即時

(3) 在旅宿租賃平台中，因為近年露營區已經成為

資源為平台本身所有，平台收取的租賃費用。國內

租借平台)、Airbnb (旅宿租賃平台)、USPACE (共

享車位媒合平台、交通出行平台)、Zipcar (汽車租
賃平台)、ChargeSPOT (行動電源租借平台)，以及

小樹屋 (空間租借平台) 等，此類型數位平台業者
使消費者透過平台獲取共享資源之短期使用權達成
資源最佳使用，傳遞以租代買與循環經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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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國人熱門休閒活動， 露營區管理法規的相關訂
定應更明確、快速。

(4) 行政院主計總 處行業標準分類中，有關新型態
的科技服務，在分類項目上無法符合業者實際
提供的服務內涵，導致申請政府資源時，數位
平台新創業者產生無法申請的情形。

(5) 應 持 續 關 注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及 相 關 個 案 ， 進 行
產業調查及相關研究，並深化研究能量及執
法經驗等。

DATAREPORTAL 網站於2022 月 2 月公布的調查，
影響，減少外出及調整為居家上班、學習及休閒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主要是資訊的彙整、傳遞以及
使用者的媒合為主，平台提供客戶彼此間的媒合，

獲

利來源。 此類型企業如 Eatgether ( 聚會與交友媒
合平台)、LINE、FB Messenger 通訊軟體，以及

Tinder、 Paktor 交友軟體等，使用此類型數位平

台的消費者所有消費行為皆於線上進行。以
Eatgether 及 LINE Taiwan 為例， Eatgether 可以
有效率的讓陌生關係快速建立信任感，並解決過去
網路交友

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的研析觀察 56，根據

在聯網環境優化下，加上 2021 年 國內民眾受疫情

(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

以向客戶收取平台使用費或其他服務費用為其

依台經院產經資料庫對「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

因為「虛擬」而產生不真實的問題，且

宅經濟效應持續其使用網路多以休閒、查找相關新
聞與資訊、親友聯繫為主，前五大項目分別是觀看
影音內容、資訊搜尋、打發空閒時間、親友聯繫、

關注時事與新聞，使用率分別達 68.2%、68.1%、
65.7%、 64.7%、 58.9%。 具有特定目的的線上交
易買賣雙方媒合功能的網站平台將逐漸成為「入口

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的主流業務型態。

(四)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

其「導客型店家粉絲團」功能，透過讓用戶追蹤店

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主要是提供

收; LINE Taiwan 提供使用者即時通訊軟體服務

業知識之協助。獲利來源較為多元，包含具備會

照片等各種行動應用服務，並協助企業用戶使用

媒合、廣告、募資 服務之相關 報酬 ，以及藉由提

具之一，提供企業的課程方案也解決中小型店家在

業如 AppWorks ( 創業者支援平台 )、台灣牙 e 通

家數位轉型。

上學習平台) 等，此類型平台的客戶多為業者或專

家，也為付費合作曝光的店家創造長期的客源與營

綜合性之服務，彙整資訊、資源、資金等提供專

外，也提供免費語音、視訊通話、遊戲，以及分享

員制向其平台之使用者收取會費、向使用者收取

LINE 和消費者互動，成為企業店家重要的行銷工

供專業知識服務向客戶收取相關費用等。國內企

時間、金錢與技術能力等限制的問題加速中小型店

( 牙科診所管理資訊整合平台 )，以及 Hahow ( 線

近年由於疫情與社交隔離的關係，更促使民眾轉往

業人士，透過平台共同推展事業。

線上尋求人際關係，越來越多訴求特定目的通訊服

以 AppWorks、台灣牙 e 通，以及 Hahow 為例 。

同，主要是結合大數據分析功能，利用會員的點閱

持續 結合各方資源，以累積更大的影響力為創業者

尋找的標的 。

創團隊，提供加速器、基金、學校等服務持續吸

務平台興起，這類平台與入口網站的性質並不相

AppWorks 自 2010 年啟動第一屆創業加速器以來，

率或者提供蒐整的偏好參數，協助會員者媒合想

打造最佳協助平台其提供的平台主要為創業者與新
引、留下優秀人才並協助台灣新創走進國際，也讓

許多東南亞或全球新創來台落地，幫助台灣掌握

56.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入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基本資料」 20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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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Web3、東南亞等典範轉移，對台灣的經濟轉

型、成長與創造就業有實質貢獻；台灣牙 e 通 2016

年創立以來註冊會員人數超過 8,000 人，約佔全台
灣牙醫師人數 50%，已是全台灣最大的牙科資訊整

合平台。平台結合牙醫師、工程師、牙技師、護理
師、資料分析、設計師等跨領域專家，提供牙科醫

也多元發展中，新興技術的應用、資金、人力資
源、法規、市場等都是發展上面臨的課題。

二、 企業發展實例
(一) WeMo Scooter

務管理、實作課程、線上學習平台、牙科電商平台

WeMo Scooter 於 2015 年成立，創辦人主要是觀

布完成 Pre-A 輪募資，募資金額約為 300 萬美元

來智慧交通的潛力與綠能永續發展的必要性。此

億元 Hahow 透過全球首創的「群募開課 」機制，

內約有近 1,500 萬輛機車，整體亞洲則約有 2-3 億

分享創作的平台，也創造一個不受限的環境，讓大

完全不同的變化。而消費者行為的改變、智慧型手

保課程主題符合市場需求，透過線上課程打破學習

面臨急遽的轉變等，因此在創業時選擇了機車這個

等服務。 2019 年更將業務拓展至越南，2022 年宣

察到大環境的變遷及未來數位化趨勢進展，看準未

（近新台幣 9,000 萬元），目前估值突破新台幣 3

外，機車的國內外市場龐大，台灣為機車王國，國

提供多元跨領域的課程，創造知識有價並能與大眾

輛的規模，民眾在城市『行』的模式上，將會出現

眾能更輕鬆快樂地累積知識技能，透過募資機制確

機對大眾

的時空限制，使跨領域的學習變得更為容易。

類別，WeMo Scooter 所提供的結合手機 App、

也由於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援服務業提供綜

民眾的生活帶 來重大的改變。

合性服務，鏈結產業生態系多元的成員，商業模式

威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WeMo Scooter)

公司名稱
公司狀態

未上市櫃

資本總額

2 億元

實收資本額
股權狀況

約 1.97 億元
僑外資

產業描述
財政部稅籍登記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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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與便利性，將驅使許多行業需

IoT、 Big Data 的智慧電動機車即時租借服務將為

設立日期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平台屬性

智慧電動機車即時租借平台

範疇類別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員工人數

約 200 人

結合手機 App、 IoT、 Big Data 的智慧電動機
車即時租借服務與車聯網科技公司
機車出租 (772911) ; 機車零件 ;
機車百貨批發 (465314)

WeMo Scooter 創新服務在營運方式及加值服務，

和傳統租賃機車有很大的差異，傳統的機車租賃需
求主要是建立在有某一特定的理由，例如旅遊或出
差，最短的租賃時間可能為 6 小時，或者為半日或
全日以上等，大多是以”天”為單位，較為侷限。但

因為科技的進步帶來變化，已可以隨時隨地的租借
機車，租賃時間更可以”分”或”秒”來計算，使用用
途因此更為拓展，在居住的城市不須擁有自己的機
車而可以隨時依需求租借機車，也因為消費者生活
樣態的改變，因此共享機車在城市中可以擁有大量
的客源，並且實踐低碳永續發展的理念。另外
WeMo Scooter 擁有改變智慧交通的關鍵技術，除

了用於共享電動機車，運用車聯網、大數據搜集等
技術，所蒐整的數據應用也使未來在營運拓展面向
有更多想像的空間。

WeMo Scooter 提供的服務已朝向越來越精細，例

如在旅次提供的交通服務包含從 A 點到 B 點各個須
注重的環節，在 A 點能快速方便地找到車、過程中

騎乘的安全性、舒適度、操作方便，以及抵達B 點
時的停車，這方面 WeMo Scooter 也與停車場合作
使服務能越來越細節，並且貼近會員需求。 WeMo
Scooter目前約占國內 50% 以上市占率，員工數約

(二) Uber/ Uber Eats
台灣 Uber 共享運輸平台於 2019 年進行轉型，與
政府合作推廣多元化計程車，符合牌照需使用有總
量管制且易辨識的計程車牌照、司機必須取得警政
機關主管的計程車駕駛執業登記證等，對消費者有

更實質的保障。 Uber 以創新科技為基礎協助在地
市場產業，加速營運與數位化轉型，透過科技協助
台灣計程車轉型因為有大數據演算，及 Uber＋

Uber Eats 的大平台優勢，使用 APP 的駕駛上線後
時間效益很高。對消費者而言，科技的加值帶來更
優質的乘車體驗，也刺激搭計程車人數的增加。

Uber 也擴大與計程車產業合作，目前合作的車隊約

有 7 - 8 個，也有一般小黃，與交通運輸業者合作，
導入 Uber 網際網路系統，加速其數位轉型。 Uber

APP 也有多項乘車選擇，例如「 優步小黃 」、「
菁英優步 」、「 菁英 Plus 」、配備 Combi 多項安
全認證兒童安全座椅的「 寶寶優步 」、寵物友善的

「 毛孩優步 」，以及「 減碳優步 」等。從 2019 年

開始，掛牌多元計程車的數量增加，帶動大家往這
個市場發展，且發現在離峰時段的載客趟次也增加
非常多。

200人 ( 逐年增加 )，會員數約百萬人，服務運次

Uber Eats 在台灣合作的店家包含餐飲、雜貨、傳

長。WeMo

近年募資用途主要於拓展國內六都市

域，迄今已經快速拓展 6 個城市、35 個傳統市場，

中。併購方面可能朝向海外同類型業者間之併購、

APP 上點購菜市場最新鮮食材，同時幫助傳統市場

跨生態圈的併購。

費者，在疫情期間也透過外送增加營收來源，另外

2021 年約 2,000-2,500 萬次，相較前幾年成倍數成

統市場等，2021 年切入傳統市場生鮮雜貨外送領

場，以及海外市場規劃，另也評估新的商業模式

以及超過 600 個攤商，讓所服務城市的民眾能在

或不同租賃型態的整合、或跨交通以外的跨領域或

加速數位化轉型。攤商可以觸及平台上的新世代消
外送合作夥伴也因為 Uber Eats 不斷拓展新的外送
領域而有更多接單和收入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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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宇博數位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Uber)

公司名稱
平台屬性

共享運輸平台

資本總額

1百萬元

實收資本額

1百萬元

產業描述
財政部稅籍登記營業項目
香港商比錫茲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Uber Eats)

公司名稱
平台屬性

外送平台

資本總額

2百萬元

實收資本額

2百萬元

產業描述
財政部稅籍登記營業項目

設立日期

2013 年 7 月 25 日

股權狀況

僑外資

範疇類別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將尋找行程的乘客與提供搭乘服務的供給方配對，
以推出更優質交通模式 。

財務管理顧問服務 (702011)
設立日期

2018 年 1 月 10 日

股權狀況

僑外資

範疇類別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

為顧客連結餐廳、生鮮雜貨等店家購買商品，並
透過平台協助配對的外送服務員完成外送服務。
其他管理顧問服務 ( 702099) ;

其他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 (631299)

Uber 展現其企業社會責任在觀察到政府宣布與新

冠肺炎病毒共存後，連續幾週確診人數高峰的情
形 後為疫情嚴峻期間仍持續上線服務大眾的合作

車隊駕駛或外送合作夥伴提供額外的社會支持於
2022年 5 月 17 日宣布投入新台幣約 1,500 萬元推

出因 COVID-19 確診且需隔離的合作車隊職業駕
駛或外送合作夥伴一次性經濟援助計畫。Uber 希

望在台灣民眾面臨疫情衝擊時成為可信賴的平

台，並持續提供民眾需要的行程以及餐飲、生鮮
日用品外送服務， 使民眾得以 維繫疫情下的新生
活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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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irbnb

款、帳號保護、詐騙預防等措施，保護房東和房

COVID-19 疫情對人們的生活與旅行方式都造成了

客在線上的個人資料，且在訂單成立之前，房東

使觀光旅遊業一度呈現低迷景況，但隨著疫情逐

體驗的認知能達成一致住宿後的雙向評價機制，

有 逐步提升的跡象。Airbnb 平台的旅宿預訂量在

與照顧，而房東則能發展出自己特色的待客之

顯示受到疫情衝擊的旅遊需求已開始回升 57。

會與薪資收入，例如餐飲住宿業、運輸倉儲業、

影響雖然疫情初爆發時，跨國人流移動被迫停止

可與潛在房客先進行溝通，以確保雙方對於入住

漸受到控制，近期各國民眾對疫後旅遊的需求已

也使房客能將住宿的房源當成自己家一般的愛護

2022 年第一季創下新高，相較 2021 年同期並增

道。另一方面，Airbnb 也為關聯產業帶來工作機

台灣因為擁有多元族群，展現多元歷史文化特

批發零售業、藝文、娛樂和休閒產業等。

區有緊密連結等，因此後疫情時期在吸引國際旅

過去台灣在真正理解數位平台發展以及和數位平

長

色，所提供旅客家庭式的住宿環境也能和當地社
客或本土旅遊方面都有機會再創商機。

台業者的合作上雖然較國際為緩慢，但這情況將
有所改變，主要因為台灣在 2022 年 3 月已於立法

對於 Airbnb 而言， Airbnb 期待與台灣民宿一起

迎接各國旅客來到台灣，也認為旅遊住宿生態系
統 中的各個角色，例如政府、業者，以及消費者

等，在後疫情的商業環境中，善用數位工具創造
新價值是非常重要的。Airbnb 平台設計以供給方

與需求方的安全為考量，透過風險評估、安全付

公司名稱

Airbnb Ireland
UC (Airbnb)

設立日期

公司名稱

旅宿租賃平台

統一編號

院三讀通過的《數位發展部組織法》，確定將在
行政院轄下新增數位發展部，並專責規劃國家的

數位發展政策，這顯示政府與企業在未來將更有
機會隨著新科技發展在疫情後生活型態改變與商
業模式持續因應轉變的同時對於未來新商業機會
更能掌握 。

2017 年 9 月 1 日
(稅籍登記日期)

42542956

範疇類別

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

產業描述

媒合旅客以及短期旅宿供給者的旅宿租賃平台

財政部稅籍登記營業項目

其他資料處理、主機及網站代管服務(631299)

57. 疫情熬出頭 Airbnb第一季旅宿預訂量創新高，經濟日報 2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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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大部分數位媒合平台業者，在創業之初是由共

平台範疇與特質，將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範疇定位為

技、數據等加速推展相關應用服務。近年則因為

介，以工商及個人為服務對象，提供人力、資源與

享、循環經濟等核心理念發展，逐步朝向以科

行動裝置、網路通訊、大數據運算、圖像辨識、
APP 應用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以及 COVID-19 疫

情加速驅動了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線上會議等
數位應用。因為具有創新商業模式、對市場敏銳
的觀察力，以及因應市場需求調整的彈性，數位
平台業者藉由持續研發 與創新，走在產業趨勢的

前端。由軟實力帶動的數位服務影響力，除了可
打破地理或者物理的局限，也更有助於台灣企業

面對海外市場的商機，並成為台灣年輕人創造就
業舞台。因此，台灣結合現有的硬實力並加強軟

實力實現數位服務業或是數位創新活動，將是未
來數位發展的重點。

(一)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規模持續增長
美國商會表示，美國數位經濟產值在 2019 年達

約 兩兆美元（約五十六兆台幣），成長速度幾乎

是整體經濟的三倍。PwC 事務所研究指出，歐洲
P2P 旅宿、P2P 交通、即時家務服務、即時專業

服務以及合作金融服務等五大類數位平台產值將
由 2015 年的 280 億歐元成長至 2025 年的 5,700

億歐元。中國國家信息中心亦樂觀預估中國數位
平台經濟的發展 2025 年產值將可望達到約5 兆人

民幣之規模。2016 年 OECD 數位經濟部長級會

議上，也明確揭示應支持資訊自由流通，擁抱新
興技術與應用所帶來的機會，利用線上平臺帶來
的機會促進創新商品、服務交易，持續推動數位
創新及創造以帶動成長。

(二)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範疇初步界定
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的出現與網路普及率提升、數位
科技進步以及共享經濟概念的發展息息相關因其產
業型態新穎，人們往往對其產業的範疇與概貌僅有
模糊的印象。本研究以文獻探討與台灣數位平台經
濟協會及其會員提供之資料為基礎，勾勒數位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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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平台作為客戶商業行為與資源彙整之媒
資訊共享服務之行業」，並依數位平台經濟產業之
企業終端服務特性、平台角色以及營運模式將數位

平台經濟產業細分為四類型的次產業型態，包含
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數位平台租賃服務業、數位
平台通訊服務業，以及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
援服務業 。

其中數位平台承攬服務業主要媒合勞動力供需兩
端，協助短期勞動力承攬得以順利進行，像是媒合
乘客與車主的 Uber；媒合即時外送的 foodpanda、
Uber Eats、卡個位；媒合即時物流的捷客物流、

Lalamove、皮卡物流；媒合居家清潔服務的潔客

幫；媒合即時人力服務的台灣代駕等。數位平台租
賃服務業 主要是具體有型資源包括空間、器具等短

期可轉移使用權之物品供需媒合，像是媒合短期住
宿的 Airbnb 、 Asia Yo 亞洲遊科技；媒合交通需求

的 Zipcar、WeMo Scooter、GoShare、gokube ; 媒
合行動電源租用的 ChargeSPOT；媒合停車位、場
地運用的 USPACE、好域空間、玖樓等。

數位平台通訊服務業以資訊彙整、傳遞與使用者
媒合為主要業務，像是通訊軟體 LINE、 聚會交
友軟體 Eatgether、Tinder、Paktor 等，以及直

播平台 Twitch、 17 直播、浪 Live 等皆屬於此類

型之數位平台。至於數位平台綜合服務及其他支

援服務業則是提供其他綜合性的平台服務，像是
各職業資訊整合平台、各類型募資、創業整合平
台，如牙醫業的台灣牙e通、線上學習平台

Hahow、全球回饋型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台灣新創加速器 AppWorks 皆屬於這類型提供綜
合服務之數位平台。

(三) 主要國家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情形

(四) 建議與展望

綜觀數位媒合平台的興起，主要是行動裝置與網

未來，在創新平台與新經濟模式產生時，政府主

出顛覆傳統消費市場的商業模式，且跳脫傳統產

業研究，以及和業者溝通管道建立相當重要。在

路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新創業者運用科技創造
業發展思維，帶動商業模式革新，激發新的經濟
發展動能與提供就業機會，但也由於數位平台產
業的模式新穎有別於傳統的商業模式與勞動力運
用模式加上網路無遠弗屆以及網路效應 Network
Eﬀect 的特性，造成高度國際競爭的狀況， 因此

各國無論是傳統產業數位轉型亦或新型態數位服
務產業興起都面臨大同小異的情況與發展課題。

管專責單位的成立、產業範疇界定與持續投入產
數位轉型時代，政府應思考數位經濟對社會帶來
的進步與發展，並以開放態度審視數位新經濟型
態，避免高度監管而使數位經濟失去原有開創國
家社會新型服務的特性。在產業方面，可以透過

全面檢視產業的分布與數位媒合經濟跨產業的特
性關聯作為政策發展參考，使台灣能以數位底蘊
整隊出發，並以發展生態系思維，制定配合產業

政策的數位媒合經濟推動策略與管理法規。法規

觀摩各國政府面對數位經濟發展大都抱持積極謹

方面則可在創新平台與新經濟模式產生時，政府

的產業發展環境，謹慎處理包括市場失衡、勞動

充分了解數位平台經濟的運作模式後，再進行規

適議題。 像是新加坡政府 2018 年提出數位經濟

新活動進而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淨零碳排方

入人才、研究、創新以及政策與法規標準之調整

品、服務交易，除了平台營運模式持續創新，並

英國成為共享經濟之全球中心為目標，擁抱破壞

轉型目標達成有所助益。

慎的心態，積極鼓勵業者創新發展並建構更友善

與業者在早期即建立溝通管道並共創管理流程，

力零工經濟變化的衝擊、以及法規與公共治理調

範與條例的制訂，檢視現行法規合理性，鼓勵創

行動框架，自許成為數位經濟領導國家，積極投

面，數位平台經濟主要運用數位平台促進創新商

擴建，加速數位轉型與產業發展。英國也設定讓

有效帶動傳統產業加速數位轉型，對於 2050 淨零

式創新 ，政府透過城市試驗場域、育成與研究中

心建構、推動數位包容、開放政府以及調整政府
採購來支持數位經濟的發展。我國行政院提出智
慧國家方案 ( 2021 - 2025 年 )，扶植數位服務 (軟

體 )經濟，目標於 2025 年提升該產業產值至 2.9
兆元， GDP 比例從 2020 年 10.5% 提升至 2025
年的 13.3%，重視數位平台經濟產業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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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平台經濟產業
調查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