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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深化應用與市集機制之研析 
曾憲立、蕭乃沂、廖興中 * 

《摘要》 

隨著資料應用漸趨成熟，如開放資料、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巨量資料、資料

科學等，加上近年國內外數位政府的推動，資料相關的深化應用，如資料經濟

（data economy）、資料市集（data marketplace）、資料信託等概念也應運而生，

期待在資料深化其應用方式後，能有更完整的服務或產業生態鏈，將資料的利益

發揮到最大化，透過公私協力等機制，開發出因應新時代的資料服務型態，讓原

本零散在不同資料收集者或保管者，乃至於資料開發者，賦予新的意義並服膺公

共治理價值，或可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或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我國自2012年推

動政府開放資料迄今，積極在政府端釋出政府開放資料集，更鼓勵政府應用資料

創造全新公共治理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亦投入資金、輔導政府、產業運用開放

資料，創造新形態商業體系，鼓勵企業盤點各應用領域的資料集供給現況及缺口，

提出補足資料缺口作法，並實際驗證資料可用性，以填補產業資料與應用缺口，

創造經濟價值。有鑑於發展相關數位經濟、資料經濟之相關資料應用，如何讓使

用者（包含個人、資料服務業者、企業或政府組織）依據自身應用服務開發需求，

快速取得高品質之外部資料集為關鍵要素。為促進資料跨部門共享，提供已完成

資料清理及整合多方來源、品質佳之資料集取得服務，並具有資料鑑價、定價與

供需媒合能力，推動資料交易市集服務，為國際關注發展焦點。 

本議題主要工作如下: （一）蒐集分析並綜整國際 4 個國家（如日本、歐

盟、澳洲等主要國家）資料交易市集運作的個案採擷，歸納、分析其推動背景、

發展趨勢、資料市集交易政策、資料定價機制及政府扮演之角色（供政府機關實

務應用參考，並發展適合我國國情與單位使用之版本建議。 （二）綜整前述各

國做法與我國目前推行資料應用之狀況及挑戰，如資料儲存安全、資料交換機制、

第三方服務等，以問卷調查、專家訪談、單位訪視等方法，研析合理且公正的資

料價值評估方法，如資料定價方案之建議。 （二）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

集交易之短中長期策略，及衡平資料提供者（或資料收集者）、資料使用者及交

易平臺（或其他資料交換方式）三方之權利義務，研提管理規範或指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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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資料科學領域逐漸成熟，如巨量資料分析、開放資料加值應用等，加上

近年國內外數位政府的推動，資料相關的深化應用，如資料經濟（data economy）、
資料市集（data marketplace）、資料信託等概念也應運而生，期待在資料深化其

應用方式後，能有更完整的服務或產業生態鏈，將資料的利益發揮到最大化。透

過公私協力等機制，開發出因應時代的新資料服務型態，將原本零散在不同資料

收集者或保管者，乃至於資料開發者的資料，賦予新的意義並服膺公共治理價值，

或從中創造經濟利益，或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我國自2012年推動政府開放資料迄今，積極在政府端釋出政府開放資料集，

更鼓勵政府應用資料創造全新公共治理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亦投入資金，輔導

產業運用開放資料，創造新形態商業體系，鼓勵企業盤點各應用領域資料集供給

現況及缺口，提出補足資料缺口作法，並實際驗證資料可用性，以填補產業資料

與應用缺口，創造經濟價值。有鑑於發展數位經濟、資料經濟之相關資料應用，

如何讓使用者（包含個人、資料服務業者、企業或政府組織）依據自身應用服務

開發需求，快速取得高品質之外部資料集為關鍵要素。為促進資料跨部門共享，

提供已完成資料清理及整合多方來源、品質優良之資料集，並具有資料定價與供

需媒合的資料市集服務，為國際關注發展焦點。 

延續前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主題為資料深化應用與市集機制之研析，主要研

究目的有下列三點： 

(一) 蒐集分析並綜整國際 4 個國家（日本、歐盟、澳洲、新加坡）資料交易

市集運作的個案採擷、歸納、分析其推動背景、發展趨勢、資料市集交

易政策、資料定價機制及政府扮演之角色，供政府機關實務應用參考，

並發展適合我國國情與單位使用之版本建議。 
(二) 綜整前述各國做法與我國目前推行資料應用之狀況及挑戰，如資料儲存

安全、資料交換機制、第三方服務等，以專家訪談法研析合理且公正的

資料價值評估方法，如資料定價方案之建議。 
(三) 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交易之短中長期策略，及衡平資料提供者

（或資料收集者）、資料使用者及交易平臺（或其他資料交換方式）三

方之權利義務，研提管理規範或指引建議。 

二、資料市集定義 

 DataLandscape（2016）認為資料市集是「一個雲端的第三方資料收集與處

理平臺，可供企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操作於IT系統中」。本研究所指的資料市

集，廣義的來說，指的是由資料提供者、資料平臺與資料加值服務使用者衍生的

一系列活動。狹義的來說，資料市集或可指為該資料平臺，以特定應用領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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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健康、電子商務），提供完整、品質佳之資料集取得服務（周駿呈，2019）。
因此，資料市集相關活動可被表達如圖1本研究架構，圖形左邊是資料提供者，

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門以及個人；中間是資料平臺／市集，包含資料中樞／平

臺以及資料服務兩大類；右邊是資料與加值服務使用者，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

門、個人、及開發者，資料與加值服務使用者所產生的服務，應可透過如資料生

命週期的回饋路徑，再度成為資料市集中的資料提供者。 

本研究將依圖1所涵蓋定義之各公私資料市集捕捉其樣貌，以期可為國內政

府機關單位不同使用目的之參考。 

圖 1：本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關於資料平臺上所提供之資料，依實務上的資料類型，本研究認為至少可區

分為三種資料類型，如圖2，第一種為原始資料（raw data），指的是機關單位所

收集未經清理之資料；第二種為整理後資料（cleaned data），指的是經過資料清

洗、齊一化過程後的資料，常見的表現方式如統計年報、透過機械可讀（machine 
to machine, M2M）或open API介接的資料類型；第三種為分析後資料（analyzed 
data），指的是經過初步分析，供特定資料使用目的之資料，這類資料的來源可

能不只一個資料集或一種收集方式，可能透過大數據分析或第三方服務所衍生的

資料類型。 

目前這三種資料類型混見於圖1左側的資料提供者間，不同的資料類型所影

響的會是資料品質、資料顆粒、資料平臺的服務與應用提供方式、機關單位的平

臺維運成本，當然也會影響加值服務使用者的使用意願與加值服務類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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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資料市集資料階層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貳、文獻回顧 
一、世界各國資料市集相關作法 

表1為歐盟、英國、澳洲、日本、新加坡的案例分析比較，可觀察到歐盟對

於資料市集的推動應用，尚處於框架性的原則制定，未有具體資料市集平臺成形。

而澳洲的個案中，為了促進中小企業參與提供公部門ICT服務，創立的數位市集

包含了各項ICT服務，其定價機制係由買賣雙方自行協議。在日本部分，透過內

閣府的推動，建立了資料信託機制，並責成資訊信託功能認定流程檢討會建立指

引，目前業界積極地籌組推動工會，進行資格的審認，資料流通加值運用正蓬勃

發展。在新加坡案例中，由於法規的散落，使得資料流通及分析應用處於法規爭

議的灰色地帶，透過沙盒實驗（sandbox）及公部門的協力，逐漸將公私部門資料

整合，提供更有創意的資料加值應用，加速公務機關與企業創新服務之開發。 

表 1：各國案例分析比較表 

  歐盟 英國 澳洲 日本 新加坡 

主導

方 
無 Chordant 

（私部門） 
公部門 

私部門 
（資料銀行） 

私部門 

監管

方 
歐洲議會 Chordant 

（私部門） 
公部門 公部門 

私部門 
公部門（IMDA）

為協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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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 英國 澳洲 日本 新加坡 

主旨 
完善的資料共享、

自由流通 
基礎 

提供公私部門組織

公開、轉換、分享

與交易資料之平臺 

促進中小企業參

與提供公部門 ICT
服務 

順應大數據時

代，打造自由安

心流通可利用的

資訊平臺 

提供資料加值應

用，加速公務機

關與企業創新服

務之開發 

資料

屬性

類別 

非個人資料 
企業與政府

（B2G） 
企業與企業

（B2B） 

公部門與私人企業

資料 
ICT 服務 

產業資料 
個人資料 

公部門與私人企

業資料 

平臺

名稱 
無 oneTRANSPORT 

Digital 
Martketplace 

資料信託機制 DEX 資料市集 

法源

依據 

EU2018/1807 
僅規範流通非個人

資料之框架 
原則 

無 
AusTender 

SON3413842 

內閣府 
資料信託功能認

定指引 
無 

定價

機制 
無 

依據使用者帳戶的

不同，也分別訂定

了不同的收費標準

辦法 

買賣雙方自行 
協議 

目前多以蒐集分

析為主，較無原

始資料交易案例 

目前多以蒐集分

析為主，較無原

始資料交易案例 

會員

機制 
無 

依照使用者所屬之

組織，來申請免

費、公部門或商業

帳戶 

需加入會員才能

購買/提供服務 

資料銀行須經資

訊信託功能認定

流程檢討會審認 

需加入會員才能

查閱相關服務 

備註 
未有具體資料交易

平臺成形 
- 

買方以政府機關

為主，賣方以澳

洲中小型 ICT 企

業為主 

- 

目前由於法規散

見各業管，故暫

以數據沙盒（Data 
Sandbox）方式實

驗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前述案例，尤其是各國政府主管機關與相關產業、企業在共同經營資料市

集並提昇資料加值應用的方面，可先歸納出以下幾點值得我國參考研商之處，也

成為本研究後續探討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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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了研商資料市集的經營機制，尤其包涵了技術、經濟、社會、行政管

理等面向，容納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審議委員會是最基本的組織形式。 
(二) 政府與民間組織皆有可能成為資料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因此對於資料蒐

集、儲存、交換、共享、安全等公平交易與競爭機制，也是此跨域審議

組織必須持續研議的議題。 
(三) 為了精準且有效率地媒合資料供給者與需求者並發展創新加值應用，具

備法規調適機制的資料交易（包括定價、比價、議價）與服務實驗平臺，

也是擴展資料價值的必要制度。 
(四) 各國案例中作為資料供給與需求雙方的中介第三方，包括由公部門主管

機關來擔任，或由經過驗證認可的民間組織（如日本的資料信託銀行）。

打造逐步健全的資料市集與交易機制，主要在促成更為多元應用領域及

利害關係人的資料或數位經濟生態體系（ecosystem for data／digital 
economy）。 

(五) 除了資料分析演算法（如人工智慧、區塊鏈等），資料來源也受益於新

興的資料蒐集與傳輸技術，如 5G 與物聯網（IoT），因此資料市集與交

易機制也必須預期這些數位資料相關技術的發展。 

二、我國目前資料市集相關作法 

本研究透過整理我國主要資料主管機關對於資料收集、儲存、分享方式的整

理，以初步了解我國目前資料市集的可能作法與機制，茲整理如表2，由於均為

依法收集資料的資料主管機關，因此主導方均為政府機關，在設立主旨與使用上，

均鼓勵民間利用與服務開發，資料來源以開放資料為主，領域別受主管機關影響，

以交通及交通相關（氣象、觀光）為主，定價機制或會員機制則沒有統一的做法。 

表2：我國資料市集案例比較 

  
國網中心 
資料集平臺 

交通部 經濟部

Data4Matching 
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 
衛福部資料 

PTX TDX 科學中心 
主

導

方 
國網中心 交通部 經濟部 

內政部 
國土測繪中心 

衛生福利部 

主

旨 

減少蒐集資料

時所耗費之成

本，讓民眾和資

料服務業者運

用資料搭配創

意，將資料效益

最大化。 

推動國內智慧

交通之創新應

用服務，落實公

共運輸資訊共

用共享。 

積極落實智慧

運輸政策，加速

運輸資料整合

與開放。 

鼓勵業者進行資

料創新應用，媒

合各產業與上下

游企業，以增加

資 料 之 附 加 價

值，提升生產力。 

提供統一規格的

地理圖資，讓社

會 各 界 介 接 應

用。 

透過個別健康資

料的加值應用，

促進公共衛生決

策品質、醫療保

健服務業等產業

研發創新，以增

進全民的健康與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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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網中心 
資料集平臺 

交通部 經濟部

Data4Matching 
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 
衛福部資料 

PTX TDX 科學中心 

資

料 
類

別 

政府開放資料、

科技部專案計

畫成果、民間業

者搜集之資料 

交通、氣象、觀光 
商業、公共、農

業、旅遊與交通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國土利用現

況調查成果圖、

地籍圖等基礎圖

資 

衛生福利資料相

關資料 

定

價 
機

制 

Ｖ Ｖ Ｘ Ｘ Ｖ Ｖ 

會

員 
機

制 

Ｘ Ｖ Ｘ Ｖ Ｘ Ｘ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資料估價 

由之前的研究來看，確實有一些研究開始注意到資料或資料價格訂定的標準

或原則，相當值得本研究之後研析參考。綜合前面幾個研究來看，有幾個重要的

歸納發現： 

(一) 資料定價原則建立可避免資訊不對稱： 

過去的研究指出，資料市場中資料的定價策略可能會由賣方提出，而且因為

資料收集的成本、清理的成本和交付給買方的成本很不容易被清楚了解，會導致

定價機制不夠透明，買方無法有具體原則地評估資料提供者定價的合理性。市場

失靈的風險會非常高，將可能產生許多資料交易的糾紛或爭議。因此，明確訂出

資料定價的原則與機制，確實有助於解決資料市集中因著資訊不對稱所帶來的相

關問題。 

(二) 資料交易的模式多元不特定 

針對目前資料交易機制的研究較少，但在Liang等人（2018）的研究中，有觀

察到了一些不同類型的交易模式。主要有經濟模型與賽局兩大類，前者主要是透

過供給需求者端各自依照其成本跟利益的考量，按照交易運作的經驗建立起價格

的原則。而賽局模型則著重特定的資料供給方與需求方的議價。本研究以為經濟

模型較適合資料定價與估價較簡單容易，且交易次數與規模都已經成形的市集。

但若資料的成本與應用後的價值較難估計的類型，則建議按照賽局模型的原則進

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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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定價的原則過於粗略 

資料定價的原則，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都較為粗略，目前已Heckman等人

（2015）的研究所提出的內容較為具體完整，包含使用者的價值標準、資料的屬

性與測量成本等三個部分，而且這三個構面又各自有一些細分的原則，算是較為

完整詳盡的。Moody與Welsh（1999）以及Liang等人（2018）的研究，則偏重在

資料收集與建立的成本部分，僅略觸及到資料品質的部分，相對較為粗略。然而

儘管Heckman等人（2015）的研究所提出的內容已經較為具體完整，但是在實際

操作化上也未有詳盡的說明與討論。因此，更詳盡或具體可操作的資料定價原則

有待更進一步的建立。後續可以探討使用者在這些原則上的看法與重要性的判

斷，甚至如何導入具體可行的原則都是重要的突破方向。 

 

參、調查分析方法 
表3呈現本研究的研究設計摘要，首先透過中英文期刊資料庫、國內外政府

與智庫網站，蒐集整理分析國內外政府資料市集的相關文獻與案例；另一方面也

以個別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諮詢政府、產業、學術界專家、以及資料市集方案的

目前與未來內外部使用者，作為我國規劃的參考。 

表 3：研究設計摘要 

研究目的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各國資料市集 
比較分析 

(a)文獻蒐集整理 
分析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國內外政府、智庫網站 

(b)個別訪談／焦點團

體座談 
 政府、產業、學術界專家 
 潛在內外部使用者 

臺灣資料市集 
推動機制探討 

(a)文獻蒐集整理 
分析 

 中英文期刊資料庫 
 國內外政府、智庫網站 

(b)個別訪談／焦點團

體座談 
 政府、產業、學術界專家 
 內、外部使用者 

臺灣資料市集 
機制推動策略規劃 

(a)個別訪談／焦點團

體座談 

 跨域專案團隊 
 內外部使用者 
 政府、產業、學術界專家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

資訊、法規與業務人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 利害關係人 

針對上述議題，本研究所涉及的利害關係可表達如圖3的資料多方利害關係

人，圖形左邊是資料提供者，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門以及個人；中間是資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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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市集，包含資料中樞／平臺以及資料服務兩大類；右邊是資料與加值服務使

用者，包含廣義公部門、私部門、個人、及開發者，資料與加值服務使用者所產

生的服務，應可透過如資料生命週期的回饋路徑，再度成為資料市集中的資料提

供者。 

具體來說，本研究研析對象是：(1)探討「非個資」的資料市集交易與應用，

包括「個資去識別化」後的可開放資料、(2)探討資料提供者為「公部門」的資料

市集交易與應用，也包含若民間組織參與此資料市集之機制、(3)資料交易的價格

機制，包括無償取得不限制使用途徑的的免費開放資料。也就是對公部門、私部

門、中介者，究其資料加值應用領域，如社福、環境或人資等，收集世界各國文

獻，並期能找出在不同領域及模式中政府應扮演的角色及應有的作為。 

圖 3：資料多方利害關係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 專家訪談 

本研究至2020年10月底止，業已完成6月14日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7月14
日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7月15日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8月24日意藍資

訊、8月31日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9月4日內政部統計處之訪談，並於10月14日
於政治大學舉辦「資料市集」座談會（詳細參與人員名單如表4）。本研究訪談

之目的係為了解資料交易市集運作的個案採擷，歸納、分析其推動背景、發展趨

勢、資料市集交易政策、資料定價機制及政府扮演之角色，供政府機關實務應用

參考，並發展適合我國國情與單位使用之版本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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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訪談、座談會名單 

訪談時間 單位 參與人員 

6 月 14 日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

法律研究所 
顧振豪副所長、陳譽文經理 

7 月 14 日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李世珍副所長、楊舜慧研究

員、蔡金坤研究員、許雅芝研

究員 

7 月 15 日 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翁鴻銘專案經理、章孟昉資深

高專、李佩芬經理 

8 月 24 日 意藍資訊 楊立偉總經理 

8 月 31 日 
內政部資訊中心 藍坤玉科長、吳志文技士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

心科技管理處 
陳美心處長、羅文珊副處長 

9 月 4 日 內政部統計處 饒志堅處長 

10 月 14 日 資料市集座談會 

交通部資訊中心及科技顧問

室主任 王穆衡參事、財團法

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楊舜慧博

士、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彭睿仁研究

員、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

究中心科技管理處 陳美心處

長、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 陳恭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如後，主要詢問受訪者已知的國內外資料市集案例與哪些

領域最有可能興起資料市集？其次為值得我國借鏡或參考之處，最後是若因應我

國未來資料市集與資料應用推廣，應有的積極作為。 

隨著資料應用漸趨成熟，如開放資料、開放資料加值應用、巨量資料、資

料科學等，加上近年國內外數位政府的推動，資料相關的深化應用，如資料經

濟（data economy）、資料市集（data marketplace）、資料信託等概念也應運而

生，期待在資料深化其應用方式後，能有更完整的服務或產業生態鏈，將資料

的利益發揮到最大化，透過公私協力等機制，開發出因應新時代的資料服務型

態，讓原本零散在不同資料收集者或保管者，乃至於資料開發者，賦予新的意

義並服膺公共治理價值，或可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或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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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資料跨部門共享，提供已完成資料清理及整合多方來源、品質佳

之資料集取得服務，並具有資料鑑價、定價與供需媒合能力，推動資料市集

服務，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交易之短中長期策略，為本研究之研析

主旨。 

本研究現已綜整國內外文獻，提出資料市集相關活動不同資料市集所涉

及的資料提供方式，與加值應用方式不同，所涉及的鑑價方式或許有異，就

教之問題如下： 

 您已知的國內外資料市集案例有哪些？或是哪些領域最有可能興起資

料市集？ 

 前述資料市集案例有哪些值得我國借鏡或參考之處？ 

 因應我國未來資料市集與資料應用推廣，您認為哪些政府機關需要有

哪些積極作為？還有哪些利害關係人也必須投入參與？ 

另外，依照科法所訪談結果2，本研究認為資料鑑價情境如圖3，此一情境也

會於會議中提供受訪者參考與回饋。 

本研究認為，資料使用者與開發者會依照所欲提供之服務目的的清楚性或模

糊性，因而對資料品質或欄位有不同的要求，當需求目的越清楚要求越高，例如

要求open API、機械可讀、資料品質星等等項目，而機關單位因為要提供較高品

質的資料集，在收費方式或策略上，可採競標、特許或合約方式提供。反之，若

目的不清楚，屬於初探型的嘗試開發，對資料品質要求則較低，在收費方式或策

略上，建議採免費或收取代金等方式，以鼓勵公私部門投入應用開發的能量。 

圖4：資料鑑價情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 此處僅為說明本研究認為資料鑑價情境為訪談會議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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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調查分析發現 
本研究希望能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之短中長期策略，透過所整理之

各國文獻與我國公私部門資料市集所公開之資料與訪談結果，受訪者認為政府機

關所需要的積極作為，以及可能須要納入考量的利害關係人如下幾點。 

一、若要扶植資料新創產業，須降低進入門檻 

資料市集產業第一個門檻是資料倉儲與分析的能力，若政府能提供相應的服

務，應可對於資料新創產業業者有鼓舞作用與投入誘因。而前述的機制，也因區

分領域，考量不同商業模式來進行，例如委託合約。 

 

國網中心需要政府政策上的支持，給予經費供私部門免費儲存，廠商也

不用另外建置儲存空間，私部門也會願意其所儲存的資料免費公開給他

方使用，這部分便是誘因。第二部份，若計畫通過，未來國網中心將會

實施 IoT 前端通訊費能降低，使觸及率增加，公私協力就能更順利。（A） 

 

不能這樣空講資料的交易或交換，一定要分領域，因為不同資料性質不

同，商業模式也就不同。可是這些資料我們要激勵他們，去做去識別化，

因為他不可能給你賣單筆，要是一個區間或一個比例。假設我們機關資

料收集了之後，若要給商業處應用是沒問題，因為他們是政府單位要制

定政策，可是如果東西賣給全家就有問題，因為會被認定圖利廠商，如

果要讓全家這些私部門可以上平臺去買資料，關鍵就在我們後續的機制

要怎麼設計，才可以讓他合法的買資料。促進企業的成長，其實也可以

帶來就業機會，所以我會認為說，要用資料庫的幾個可能情境來做設想，

後續設定辦法才會比較明確。（C2） 

 

在合作模式上，委託合約比官方入股要單純，政府以較為熟悉的活化資

產概念交由民間來開發。概念就是把資料當成市府的資產，再來進行資

產活化，但是目前卡在資料定價這一關，矛盾點在於民間公司比較知道

價值在哪裡，價格怎麼訂；但在地方政府端，要求要有公益性，所以定

價不能太高。（E） 

二、資料市集應回到市場機制 

對政府單位來說，由於資料量會越來越大，收集的管道與方式會越來越多

（5G、各類微型感測器、IoT），穩定的經費與有效的營運成本規劃於使用者的

策略可能是必要的，像是自立契約，買賣雙方自簽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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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部門來說，以交通部維護和維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成本，可能委

外經營，或是因為像各部會都有各自的高階資料平臺，這不一定會丟到

國發會那邊，他可能因為特別領域的關係、或是個人資料的問題，所以

沒放到國網中心，但這些對各部會又有一點維運成本的負擔…我們之後

有打算用開放資料專法來處理收費的問題，因為他目前的困境在於，他

的收費標準是依《政府公開資訊法》和《規費法》，《規費法》的原理

是營運成本，所以他只能營運成本收費，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所以希

望透過專法突破這個限制，像是自立契約，買賣雙方自簽契約，由公入

私，這是我們希望辦到的。（B2） 

 

再者，從過去案例可以發現，政府對市場機制的反應與敏銳度較民間慢，應

由市場自行建立與發展，加上國情不同，歐美的資料市集相關作法是否可以複製

到臺灣，或者應該是臺灣經驗外銷，由於資料市集尚未成熟，目前仍難以斷言。 

 

你會發現所謂的資料市集，在國外都是由民間企業在做，因為市集就是

有商業性，一般不會由政府來做…而且我們國情本來就跟國外不一樣，

因為英美他們重視市場制度，所有的服務都是由市場完成，那臺灣通常

政府的傾向就是說會伸手要來完成這些東西，這樣可能會落得與民爭利

的批評，其實要非常小心。（D1） 

 

資策會的時候，為了讓數位內容，到底要讓中華電信還是誰，去做這個

價值鏈的一個驅動會比較好，又或是資策會去驅動。可是後來想一想，

其實都不太對，資策會只是會希望他們能做，他們基本上就是一個資料

的提供，你要做商業的事，一定就是要市場端的去追，因為它面臨生存，

他才會不斷的努力弄到可以賣錢。但如果你是讓公家單位，我也不是說

他們完全不好。他們的市場敏感度，他那個位置能思考的就是這樣，做

出來的東西真的就不太好…我們不應該想說，到底誰來去整合比較好，

而是我們應該讓一個產業鏈、一個生態系成熟，是讓他分工可以越來越

細，然後每個價值環節可以正向循環長出來，去做他分工的事情，這樣

其實是比較成功的。（C2） 

三、主管機關依法收集資料與第三方協調角色 

各主管機關應強化資料治理素養，檢視現行業務法規並予以補強，例如體育

署在《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中需要做運動產業資料，若資料收集依法有據，則資

料集的收集與開放就可較為容易。 

 



第四章 調查分析發現 

14 

 

像我們在幫體育署做紓困振興的工作，體育署裡面的長官有些概念，他

利用這次機會，按照他們的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裡面，有一個部分是要做

運動產業資料收集，然後藉由發放動滋券的機會，當業者一上來申請的

時候，資料就出來了，就能知道他的公司名稱、營業登記，他的營收概

況、統編、營業店名，全部資料都有，那當然動滋券要上路，就是民眾

申請的時候，因為他有另外一塊是要去瞭解運動人口，他可以去看有哪

些人有來申請，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有在運動的，這就是區分，那這些人，

他用了券之後就會知道用去那，是用去運動場還是用去買運動鞋，還是

去游泳、健身房，全部都出來了，這些出來之後，體育署就有立場說話

啦，我有資料就不一樣，人家說要不要嘗試一些其他的資料應用，就有

契機來了，至少有基本的資產。（C1） 

 

但若資料來源多元，主政單位需要釐清，現行法規缺少仲裁機制與規範，基

本上是由機關單位本於職責做資料收集與分析，但隨前項資料的量會越來越大，

勢必需要攤底各項成本，如資料清洗與釋出的成本。 

 

政府自己的角度的部分，就要有資料市集、要有法令，所以從法令的角

度，像是怎樣交換，他可能是來自於某法，或者是作業規範，他舉這個

部分就會回到說，是什麼樣的組織去管這個資料，他的權限、他有沒有

權力去跟各部會去要資料，當各部會沒有辦法給他資料，或不願意給的

時候誰來仲裁，有沒有仲裁單位去管這件事情，所有的資料必須回到我

這個單位資料整理的方式，再去做處理，那這個就是法律上要做到的，

那個是蠻漫長的時間，但可以先有階段性建議。（C1） 

 

一個重點是，現在的資料擁有者其實是分散，那到底中央要不要有一個

仲裁或協調單位出來，像臺北市政府有資訊局，希望中央是有一個這樣

的跨局處單位這樣協助發展。（C2） 

 

需要政府讓資料應用管道可以更順暢，要資料的時候有對口單位…年輕

的創業者，他不可能跟你買，那我可以用不是用買賣的方式，而是用其

他方式，例如促成他投資，那之後我跟你分潤…還有政府可以提供資料

來做輔導，輔導的話，其實讓商研院、工研院這些第三方法人來做，可

能會好一點。不同的階段，其實是不同的任務，就要集結不同的參與者

進去，做一角就好，而不是期待一個人去把他所有都做到，我覺得那是

不太可能。（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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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資保護與授權方式的正規化 

國網中心在面對政府資料或醫療影像二次去識別化時，會召開專家會議或委

員會，由使用者、資料提供者、中立人士組成，每個委員會的召開時間不固定，

端看各計畫需求，應思考授權機關單位或未來獨立機關處理機敏資料，以免各機

關去識別方式不同，或過程嚴謹程度不一，而造成資料無法使用。 

 

在經營上的困難與挑戰大致有：隱藏的個資、資料授權與確認、資料儲

存空間、系統管理與開發難符合需求、資料價值之分析與應用成果之蒐

集。（A） 

 

在授權程序的討論上，也還在商討階段，透過合作委託案的方式，資料

的授權應可分為兩段討論：(1)個資法以外的資料利用，在市府內部進行

運用沒有跳脫市府的掌控範圍；(2)第二段授權爭議會出現在，當把資料

送給承攬方來做時，是否符合消費者最初所同意的契約範疇。（E）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隨著資料在各領域的應用漸趨成熟，加上國內外政府大力推動資料加值服

務，催生了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資料經濟（data economy）、資料市集、

資料信託等概念，本研究蒐集分析並綜整4個國家（英國、澳洲、日本、新加坡）

與歐盟資料市集的運作，並回顧了國內幾個重要機關單位的資料平臺（國網中心、

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透過國內外文獻、專家訪談、專家座談等研究方法，

研析合理且公正的資料價值評估方法，並研提我國推動各領域資料市集交易之短

中長期策略。 

必須說明的是：資料市集的經營在各國均屬萌芽階段，且不同領域、產業別

對其領域資料的收集、品質、開放程度、定價及交易（交換）策略也頗有歧異，

特別是在私部門應用，因涉及商業機密而難以解構或公開，本研究雖欲通盤審視，

也只能就所觸及的機關單位和國內外文獻作出整理與建議。然資料市集確為一可

長期關注發展之議題，基此，建議需要長期關注國際間對於此議題發展脈動，或

與重要機構建立管道訪詢，方能深入細究具體執行細節，並有效評估建構出合適

的資料平臺市集媒合模式。 

一、研究發現 

(一) 資料市集各國模式摘要 

1、 資料市集尚未有國際間共通的成熟模型：經蒐整目前世界各國的發展

模式均存在明顯的差異，各國資料市集的主要架構者（中介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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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是以政府為推動主力；日本及新加坡係以民間企業做為主要推動

者，政府則扮演輔助或認證角色，協助修正法規、鬆綁規範及監督管

理之任務；各國資料的運用多侷限於國內，資料市集內的利害關係人，

如資料平臺提供者、資料提供者、資料使用者及加值服務使用者，多

為境內公私部門共同組成。 

2、 資料市集的前端服務同樣重要：由於資料的價值難以概而論之，資料

價值與其所衍伸的前端服務密不可分。基此，在澳洲案例中原始資料

與資料清洗及分析之衍伸服務同時在該平臺（Digital Marketplace）中

被媒合。此外，資料的價值因資料使用者及加值服務使用者之技術能

力而異，如何將有意義的資料提供給具有需求的資料使用者及加值服

務使用者便顯得至關重要，平臺的媒合功能提供二者間能夠相互合作

之機會。 

(二) 資料定價原則、途徑與策略 

1、 資料定價大原則確實存在：決定資料價格的重要因素為：資料收集產

出與管理的固定成本、資料的年分、資料更新的週期性、資料的量、

以及資料的精確性（Heckman et al., 2015）。且資料提供者較可具體掌

握或測量資料定價的原則，至於「資料的可能應用產值」，雖然被列

在該研究的相關原則中，但是未受到研究對象的特別強調。其原因可

能是因為資料應用的價值較為潛在，不容易具體推測或想像；甚至當

資料與其他資料結合後，也可能會產生未知的應用價值，這也是為何

可能應用價值不容易成為重要原則的因素。 

2、 經濟模型與賽局模型兩個定價途徑：經濟模型主要的運作原則是根據

資料的成本、使用者在價值與稀有性的認定、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價

格差異化、甚至是動態的市場模式，認為資料可以某種程度在供給與

需求方訂出一些明確的定價原則，再根據市場中的供給需求互動產生

合理或可接受的價格。賽局模型則是根據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在市場

中的主導地位來確認價格，或是透過談判協商的機制來完成（Liang et 
al., 2018）。 

3、 不同領域對資料定價策略不同：個別受訪或焦點座談中的專家學者皆

提到不同專業領域的資料，事實上很難訂出共通的價格原則，同時市

場運作的模式也會因為各領域之供給與需求方的資訊對稱程度，產生

不同的運作模式。換言之，不論的是在定價共同原則的確立，或是市

場運作的可能模式，皆會因領域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化較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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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 善用更為多樣化的資料來源 

隨5G技術與物聯網應用，各項生活數據都被詳細記錄，各項使用者的行為習

慣建構成綿密廣泛的數據資料庫，也因為各項數據的顆粒愈趨精緻，且能夠交互

串聯，大數據資料更具分析價值，未來能夠透過資料使用者（包括原始資料使用

者及加值服務使用者）的技術服務，串聯各項數據並整合出資料全貌，將極具商

業部署及行為分析之價值。 

(二) 深入瞭解各領域資料特性與其適用的資料市集模式 

本研究發現資料市集的提供者與需求者確實存在著資訊與資料的不對稱問

題，亦即各資料應用領域（金融、醫療、衛福、交通等）皆有其特殊的資料屬性

及應用需求，而這樣的特質會不會較適用於某些市場模式？對於資料提供者來

說，收集、管理與品質等成本的相關資訊是較能掌握的，但是對資料的應用價值

與潛在獲利空間的相關資訊掌握度反而較低；反過來說，資料的運用者則是對收

集、管理與品質等成本的資訊掌握度較低，對於運用價值的資訊掌握度較高。因

此，未來可以考慮利用供需雙方對於資料成本與資料運用價值的資訊對稱度，分

成四個象限來推論或觀察其適用的資料市集模式，應該對於未來資料市集模式的

管理有重要的意義。 

三、政策建議 

(一) 短期建議 

1、 使用者導向的資料市集／平臺：檢視國發會資料開放平臺之功能與定

位，由於開放資料平臺眾多，國發會為引領資料市集的未來發展，若

要促進產業交流與資料使用者的媒合，建議在原有平臺或未來相關平

臺的建立上，應具有引領作用。除功能上須符合資料使用者需求導向，

應一併考慮未來資料類型與資料量、維運成本、如何媒合資料，將資

料交付給具有該領域分析技術能力之資料使用者，才能有效挖掘出資

料價值，進而促進資料平臺市集之活絡。 

2、 持續精進資料品質並淬鍊資料價值：各機關單位已經舉辦如黑客松等

資料競賽應持續辦理，以為產業及政府相關部門帶來示範性的資料運

用個案，加深資料使用者之發展信心，同時普及資料觀念與應用價值，

進而產生更多的運用，而非存於專家學術研究。例如新加坡及日本資

料市集的交易案例，均為民間業者作為資料市集的推動者，並且由政

府協助扮演監管角色。基此，也可透過競賽訪詢具有意願之民間業者

加以輔導，尤其是各專業領域的資料使用者或資料加值服務提供者，

再與其對應的公部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以多元模式持續精進資

料品質並淬鍊資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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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建議 

1、 積極接軌國際標準：我國開放資料質量俱佳，應鼓勵業務主管機關積

極投入國際資料交換與應用研究、參與國際社群，或與重要機構建立

管道訪詢，方能深入細究具體執行細節，透過經驗交流豐富國內應用

典範。 

2、 擴展並穩定經費來源，轉型資料中心：有資料主管機關表示目前資料

平臺維運與經營經費仰賴外部專案，此非單一個案，然經費所支持的

專案依期程，有不同的階段性目標，若發展良好的專案在計畫期程後

斷炊，實為阻礙資料平臺或市集長久的經營與發展。建議擇優投入目

前經營體質較佳與主力發展的資料應用領域，如民生物聯網、交通、

圖資等，尤其積極尋求企業界的資源掖注。此外，為長期營運考量，

建議輔導轉型，如以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官股事業等經營體制。 

3、 極大化市場運作模式的彈性：目前資料市集的運作模式十分多元，主

要原因在於不同領域的現況有許多差異存在導致。因此本研究認為可

持續盤點整理不同的資料市集機制與經營模式，透過補助或誘因來協

助，並與領域學者及實務界專家密切研討可能的創新發展模式。同時，

政府可建立資料市集運作模式的輔導機制，協助機關確認哪些市場運

作模式較適合目前其所屬的資料領域，使其自然而然地逐漸孕育出成

熟的資料市集。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資料市集目前可由各機關自行

運作，並同步與應用領域針對其市場模式的建立共同研究發展。 

4、 資料相關議題的深入探究：第一，資料定價的前提很可能涉及到各機

關開放資料所面對的成本，除了本研究在文獻檢閱中所提到的，若再

參考 Donker（2018）的相關研究來看，則可以從調適成本（資料盤點

與清理、格式轉換等成本）、基礎建設成本（現行基礎建設為滿足開

放資料額外投入的成本）、維運的成本（開發平臺與維護更新資料的

成本）。類似成本調查的研究可以在未來進行不同機關的調查，以取

得更正確的計價標準。甚至未來可以考慮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

資料的供需兩方進行定價相關原則的整理了解，建立更普遍的定價原

則。第二，公務人員在進行業務的過程中，經常將各式資料轉換為統

計資料，是否侵犯資料的所有權、若資料賣買是否合規，需要先驅個

案可供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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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mechanism on data 
application and data marketplace 

Hsien-Lee Tseng, Nai-Yi Hsiao, Hsin-Chung Liao 

Abstract 

The gradual maturation in the data science field has witnessed emergence of 
data-related applications involving Analysis of Big Data and Open Data Add-valued 
Applications along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concomitant to the arrival of new concepts including 
the data economy, data marketplace, and data trusts. With deepening of data 
application modalities it can expected that there will arise more comprehensive 
service or industrial-ecological chains, and data benefits will be optimized. This will 
occur through public-private sectoral cooperation and additional mechanisms, with 
evolving development of responsive new data service modes. Information originally 
scattered among diverse data collectors or custodians, and even data developers, will 
be given new significance through subordination to the value of public governance, or 
will yield economic benefits to improve the citizenry’s quality of life. 

Taiwan has aggressively adopted the Open Government Data since 2012, with 
active and engaged releases of government open data collections and corpuses, while 
encouraging government to deploy data in creating innovative public governance 
services. Additionally, the Taiwan government is also investing funds to create 
economic value by steering industry deployment of open data for creating innovative 
forms of business systems, encouraging companies data inventorying status eliciting 
gaps in data sets in various application fields, elucidating methods to fill data gaps, 
and actually verifying data availability to fill industry data gaps through responsive 
applications. The key ele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data economy development 
related data applications, remains data empowerment for users (including individuals, 
data service providers, businesses or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xpeditious attainment 
of high quality external data meeting meaningful application service development 
needs.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n fostering inter-institutional data 
sharing aims to provide data collection with complete data cleaning and integr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affording high-quality data, with apt data pricing and supply-
demand matching through data marketpla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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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oject collects and integrates data marketplace operations across 4 
countries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Japan, Singapor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n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ir promotional background, development trends, 
data marketplace policies, data pricing mechanisms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government. The study’s Taiwan domestic aspect collects cases from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MOTC),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I),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an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NCHC), 
with supplementation through subject matter expert interviewing, to summarize 
opinions of 20 experts assembled from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he study 
find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ata marketplace promotional modes across the varied 
nations. Naturally, at present data marketplace promotions lacks recognized 
referential models, while data value itself is inseparable from front-end services (Data 
Mining value) from which it is derived. Thus, it is ever more imperative that the 
platform facilitates cooperation as a matching mechanism for data user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 users. As for data pricing, although it can be priced according to either 
economic or game models, there remains inherent difficulties in establishing common 
pricing and valuation principle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tential output value of 
data itself and of the larger macro-data field. 

Hence, this study proposes for the future, governments need to develop user-
oriented methods in developing data marketplace/platforms, rigorously supplemented 
by market operation model maximization, to enhance promoting possible data 
transactions; As for long-term operations, data marketplace may ideally be 
transformed into future data centers.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investing in specific 
data application fields with more optimal operating physique and main developments, 
focusing on the public’s livelihood, transportation, and imagery/visualization 
resources, to stabilize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private companies, public entities, or 
publicly owned ventures. Ultimately, data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promoting public-
private cooperation, require competition carried out continuously to quench data value 
and improve data quality. By analyzing and exhibiting successful cases, we can 
strengthen data user willingness and confidence (including both original data users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user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deploy competitions to match 
willing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al data stakeholders, then apply their successful 
model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s promotion of analogous efforts. 
 
Keywords: data marketplace, data economy, data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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