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德國法對於杯葛行為之規範及分析 

 61

第四章 德國法對於杯葛行為之規範及

分析 

第一節  概說 

德國法上，就維護競爭秩序、確保競爭行為正當之主要法律有二。一

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簡

稱 GWB)，另一則為「不正競爭防止法」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簡稱 UWG)226。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任務，在確保營業競爭之自由及存在，使競爭

發揮其推動技術改進、提高效能之應有功能227。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係廣

義的競爭法，屬於一般經濟法(allgemeines Wirtschaftsrecht)的重要部分，

對於競爭的維護，主要是藉由公法的手段來達到，由卡特爾官署

(Kartellbehörden)負責特定行為規範的執行，個別參與者之私法請求權

(Privatrechtliche Ansprüche)僅具有次要意義228。 

而不正競爭防止法，則在對抗不正當及違反善良風俗之營業競爭行為

，以確保營業競業之純正229。不正競爭防止法係狹義的競爭法，主要屬於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及商事法(Handelsrecht)的範疇，對於競爭的保護

，主要是採取私法(Privatrechts)手段，借力於損害賠償請求權及不作為請

求權，國家的介入工具重要的僅是刑罰規定(Straftnormen)230。 

就杯葛行為之法律評價而言，由於其係一種針對特定對象的有組織的

阻絕行為，以共同斷絕與該對象之關係或不與之建立關係為目的；若用在

                                              

226 德國競爭法所以分就兩種法規分別規範，主要乃基於歷史因素、立法之時代背景不同所致。

關於此部分之論述，請參閱，廖義男，「西德營業競爭法」，台大法學論叢，13 卷 1 期，1983

年 12 月，頁 90-131；蘇永欽，「論不正競爭和限制競爭的關係─試從德國現行法觀察」，台大

法學論叢，11 卷 1 期，1981 年 12 月，並收錄於同作者，『民法經濟法論文集(一)』，三民書局

經銷，初版，1988 年，頁 385-430。 
227 廖義男，同前註，頁 90。 
228 Rittner,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6 Aufl., Heidelberg 1999, S.5；Nordemann, 

Wettbewerbsrecht, 7 Aufl., 1993, S.34；楊宏暉，前揭註 119，頁 149。 
229 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0。 
230 Rittner, a.a.O., S.6；Nordemann, a.a.O. S.34；楊宏暉，前揭註 119，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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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之競爭範圍，則因為與效能競爭之原則相違背，故對於被杯葛之事業

而言，係一種不公平競爭之行為，而對於競爭機制而言，亦是一種限制競

爭之行為。執是之故，德國法對於杯葛行為採取禁止之立場231。 

德國法上關於杯葛行為之規範，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定有明文。而學者又認，其亦受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民法第八二

三條第一項、第八二六條所規範232；目前於德國，杯葛行為原則上為民事

法所禁止233。異言之，只要構成杯葛之行為，原則上即具有違法性，除違

反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外，也會被認為構成對事業之侵害而違反民法第八

二三條第一項、第八二六條，以及構成妨礙競爭之手段而違反不正競爭防

止法第三條234。此時，自發生請求權競合235。 

第二節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21 Abs. 1 

GWB 

壹、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概說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乃於一九五七年七月二十七公布，自一九五八年一月一日開始生效。其制

定及其立法原則，深受戰前德國對限制營業競爭行為之立法經驗、戰後盟

軍對德國企業組合之解體法令（Dekartellierungsgesetzgebung），以及新自

                                              

231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與美、日、德相關規定與執行

狀況之比較分析」，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1994 年，頁 107；劉孔中，前揭註 7，頁

49。 
232 Immenga /Mestmäcker, GWB-Kommentar, 3 Aufl., München 2001, S.936. 
233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3 Aufl., München 1990, S.67f；ders, 

Kartellrecht, 6 Aufl., München 1991, S.279ff；黃茂榮，『公平交易法理論與實務』，前揭註 19，

頁 312，註 9。 
234 范建得、陳丁章，載：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註譯公平交

易法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4 年，

第十九條，邊碼 49。 
235 徐火明，「論不當競爭防止法及其在我國之法典化（一）」，中興法學，20 期，1984 年 3

月，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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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思想之影響236。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立法目的，係為確保市場經濟之競爭秩序，使

競爭發揮其調節經濟活動之功能，藉以促進生產科技之進步，而帶動國民

經濟之繁榮與人民生活水準之提高。故對於可能危害競爭、妨礙競爭功能

之一切限制營業競爭行為，皆應加以防範。至於限制營業競爭之型態，立

法者認為可大別為237： 

(1) 利用「法律行為」達到限制營業競爭者：包括作成卡特爾契約或決

議、事業結合，以及締結所謂「個別或交換性契約」

（Individual-oder-Austauschvertrag，即對當事人之一方或其與第三

人交易時之活動自由加以限制之約定）等。 
(2) 利用「事實狀態或事實行為」達到限制營業競爭者：包括事業濫用

其在市場所居之獨占或控制地位；利用威脅、利誘使他事業加入限

制競爭之聯合或共同為限制競爭之行為；利用法律上無拘束力，但

事實上有影響力之「建議」（Empfehlung）方法，使他事業順從此

建議而共同從事一定之限制營業競爭行為。而利用杯葛之方法，阻

礙他事業競爭之行為，亦屬此一類型。 

貳、§21 Abs. 1 GWB 

現行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或事業

團體不得意圖不公平損害特定事業，而要求他事業或事業團體對特定之事

業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238通說認此乃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中對杯葛行

為明文之禁止規範。以下就其立法緣由及沿革，以及其構成要件為一介紹。 

一、立法緣由及沿革 

                                              

236 關於此部分之詳論，請參見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8-105。 
237 廖義男，同前註，頁 118。 
238 §21 Abs. 1 GWB:”Unternehmen und Vereinigungen von Unternehmen dürfen nicht ein anderes 

Unternehmen oder Vereinigungen von Unternehmen in der Absicht, bestimmte Unternehmen unbillig 

zu beeinträchtigen, zu Liefersperren oder Bezugssperren auffordern.”條文之中譯乃引用廖義男、謝銘

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註譯公平交易法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至第二

十四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4 年，頁 547。同一條文內容，學者另有譯為「事

業或事業團體不得意圖不當傷害特定事業而要求他事業或事業團體拒絕供應或拒絕購買。」請參

見，黃茂榮，前揭註 19，頁 311，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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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立法者當初基於「促使斷絕供給（Liefersperren）或斷絕購買

（Bezugssperren）之行為，原則上是利用市場力量，違反營業競爭限制防

止法所依循之效能競爭原則」之考量，故於一九五七年制定營業競爭限制

防止法時，禁止杯葛之行為239。 

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自一九五八年施行後，經歷數次修正。就杯葛行

為而言，以下述二次修改最為重要240： 

(1) 一九七三年第二次修正時，強化杯葛行為之禁止。亦即事業或事業

團體意圖不公平損害特定之競爭者，而「要求」他事業對該競爭者

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者，只要有此杯葛之要求，即在禁止及取締之

列，不必再以他事業事實上有為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之行為為要件

。新條文改為「要求」（aufforden，亦有譯為「呼籲」241）之用意

有二：一則，原條文之用語為「唆使」（veranlassen，亦有譯為「

促使」242），解釋上，須杯葛受話人有依杯葛發話人之意思為相應

之行為為必要。此種規定，在實務上引起相當困難，即主管機關必

須證明斷絕供給或購買與杯葛之要求間有因果關係。二則，杯葛之

可非難性在於杯葛發話人之行為本身，故即使未產生實際效果之杯

葛呼籲亦應加以禁止。 
(2) 一九八○年第四次修正時，以「事業」之用語取代原條文之「競爭

者」，使得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之間無庸具備競爭關係。 

而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最新一次的修正，乃一九九八年所進行的第六

次修正，並於一九九九年一月一日起開始施行243。在第六次修法前，規範

杯葛行為之條文，乃該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不

得意圖不公平損害特定事業，而要求他事業或事業團體對特定之事業斷絕

供給或斷絕購買。」於修法後，此條項除條次變更為現行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外，其實質內容並未予以變動。 

二、構成要件 

                                              

239 劉孔中，前揭註 7，頁 52。 
240 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115；劉孔中，同前註，註 13。 
241 劉孔中，同前註。 
242 同前註。 
243 關於本次修正的重點，請參閱劉華美，「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六次修正」，公平交

易季刊，9 卷 1 期，2001 年 1 月，頁 3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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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須存在三方當事人 

所謂杯葛，係指由「杯葛發起人」（Boykottierer；Verrufer；Veranlasser）
向「杯葛受話人」（Boykottadressat；Adressat；Ausführer；Sperrer）提出針

對「受杯葛人」（Boykottierter；Boykottierte；Gesperrte；Verrufener）之杯

葛呼籲（Aufforderung zum Boykott）；因此杯葛行為之成立，必須有三方當

事人之存在244。 

惟須注意者，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上之杯葛行為禁止，僅針對、適用

於「事業」，亦僅保護「事業」245；因此，杯葛行為之三方當事人，皆需

符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上之「事業」概念246。 

此外，就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受話人間之關係而言，必需其彼此各自於

法律上及經濟上獨立（rechtlich und wirtschaftlich voneinander 
unabhängig）。因此，若杯葛發起人與杯葛受話人為同一人，或存在經濟上

之一體關係（例如關係企業，Konzern）時，則因欠缺三方當事人之關係，

故無法構成本條項所稱之杯葛247。 

 (二) 杯葛發起人之呼籲須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 

首需注意者，如前所述，杯葛行為之成立，並不以杯葛受話人因而為

一定之行為為必要；只要杯葛發起人有所呼籲、要求，即為已足。 

                                              

244 Emmerich, Kartellrecht, 9 Aufl., München 2001, S.208. 
245 嚴格言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是以「事業」（Unternehmen）及「事業團體」（Vereinigungen 

von Unternehmen；Unternehmensvereinigungen）為規範對象。觀諸§21 Abs. 1 GWB 之條文文義，

於杯葛發起人及受話人部分，範圍及於「事業」及「事業團體」，而受杯葛人部分則為「（特定）

事業」；為行文方便，本文以下之論述逕以「事業」之用語，以為代表。 
246 Emmerich , a.a.O., S.208.而所謂事業，德國法於解釋時並非侷限於「機構性」之定義，而係以

其「功能」為準，亦即以其行為作標準。因此任何生產或在營業交易中提供產品或服務之行為，

已足以符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規定而為其規範對象，不問其法律上的組織型態為何。此部分

請參見，黃銘傑，載：廖義男、何之邁、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劉華美，「註譯公平交易法

之研究系列（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2003 年，第二條，

邊碼 8。 
247 Emmerich , a.a.O., S.208.值得注意的是，若未受他人呼籲，而自行決定斷絕與第三人之交易，

此時因無三方當事人之存在，故不構成杯葛，但可能構成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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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杯葛發起人之呼籲，必須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蓋若其呼籲

不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決定，則受話人決定斷絕供給或購買，自難令發起人

負責。而發起人對受話人之影響力（或是出於權威、既有之業務關係或其

在競爭中之一般地位）越大，則越能肯定其足以影響受話人之決定；呼籲

之內容愈明確，亦同。反之，若只是一般性的建議或意見表達，則較不足

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248。 

而杯葛受話人必須原本享有決定之自由，而與杯葛發起人在經濟上各

自獨立；故關係企業主指示其子事業對特定事業斷絕供給或斷絕購買，並

不構成杯葛。 

(三) 要求之內容乃杯葛受話人對受杯葛人斷絕供給或購買 

所謂斷絕，係指將事業自交易中排除－不論暫時或長期排除。至於受

杯葛人是否有其他的購買或交易途徑，並非所問。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禁

令並非規定結果犯，而是禁止事業出於不當損害受杯葛人經濟上發展自由

之意圖，而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意思決定。 

此外，所斷絕之交易並不限於受杯葛人通常可從事之交易；蓋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之規範意旨，在於維持進入市場之開放性，使事業之一切現有

的或潛在的交易關係不受杯葛呼籲之限制249。 

(四)對受杯葛人造成不當之損害 

斷絕供給或購買對被斷絕人而言，原則上均會損害其營業交易（縱使

其仍有其他之交易途徑）；但是杯葛必須對受杯葛人造成不當之損害，才

是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禁止之行為。 

而所謂「不當」，必須是欠缺法律上正當的或客觀的理由；在此，即

須以利益衡量加以認定。換言之，須考量當事人之個別利益及維持競爭自

由之公眾利益，作出整體之觀察與判斷。若斷絕係出於防衛正當利益、迫

使受杯葛人履行其契約義務或維護正當的市場運作，並且已儘最大可能維

護被斷絕人之利益（亦即未採取不必要的損害行為），則應不構成不當之

                                              

248 劉孔中，前揭註 7，頁 51-52。 
249 同前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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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250。 

(五) 杯葛發起人具有不當損害受杯葛人之意圖 

杯葛發起人必須具有不當損害特定事業（杯葛受話人必須得以充分辨

別該事業）之主觀意圖。此項意圖因為追求特定結果－即不當損害某特定

事業－所以必須是直接故意（dolus directus）始足當之，間接故意（dolus 
eventualis）猶為不足。詳言之，杯葛發起人必須明知其行為對受杯葛人造

成不當之損害，而仍有意使其發生，始符合主觀構成要件之要求251。 

第三節  不正競爭防止法－§3 UWG 

壹、不正競爭防止法之產生背景 

現行「不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之
前身，乃一八九六年所制定之「不正競爭對抗法」(Gesetz zur Bekämpfung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252。由於「不正競爭對抗法」僅針對特定重大

之不正當競爭行為加以規範，故在民法於一九○○年施行後，即常借重其

中侵權行為之規定，尤其是民法第八二三條及第八二六條，以為其他形態

之不正競爭行為之規範。 

然而此種借重民法規定，用以補充及對抗其他不正競爭行為之方式，

雖多少發揮若干效用，但嗣後又漸感不便與不足，蓋253： 

(1) 既有一部「不正競爭對抗法」用以對抗不正競爭行為，卻仍須依賴

其他法規以為補充，畢竟有所不便。 
(2) 民法第八二三條關於侵權行為之規定，係著重於個人特定法益及權

利之保護；而「不正競爭對抗法」，則主要在禁止及防止不正當之

營業競爭手段。規範之目的與保護對象之不同，難免影響法規之解

釋與適用。換言之，以主要在保護個人權益之法規，用來對抗不正

當之營業競爭手段，以維競爭功能與秩序之公共利益，未必適切及

                                              

250 同前註，頁 53-54。 
251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51；劉孔中，同前註，頁 54。 
252 其立法緣由，請見後述。 
253 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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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運用自如。 
(3) 民法第八二六條之規定，僅針對故意之行為始有適用，其條件甚

嚴。因而欲運用本條求得保護，頗受限制。 

有鑑於上述之缺陷，德國乃於一九○九年六月七日重新制定公布現行

之「不正競爭防止法」，以為彌補。 

貳、修正前之§1 UWG 

一、立法緣由及沿革 

為彌補「不正競爭對抗法」對不正競爭行為採列舉規定之缺失，一九

○九年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規定：「以競爭為目的而於營業交易上為

背於善良風俗之行為者，得被請求不作為及損害賠償。」254 

第一條之規定，乃「概括條款」（Generalklausel）之性質；亦即以此

概括規定，用以對抗、涵蓋一切可能之不正競爭行為255－也因此，學者有

謂，第一條以「善良風俗」為中心概念之概括條款之訂定，使原來仍奠基

於自由放任時代思潮的競爭法秩序，也就是「法律未明文規定禁止的營業

行為一律允許」，產生質變，並同時打開了法官造法的大門256。而不正競

爭防止法雖然未直接明文規範杯葛行為，但是於二○○四年修法前，學說

及實務一向以其第一條處遇之。 

惟須注意的是，雖然不正競爭防止法與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緣由及

基本原則不盡相同，但在解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時，必須優先考慮立

法者在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所表現出來的決定及價值觀念。換句話說，不

正競爭防止法之擴展可能以減少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適用為其代價，因

此在依據概括條款為決定時，必須仔細考量其對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影

響。其中最重要者，乃在不得透過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來限制營業競爭

                                              

254 修正前之§1 UWG:”Wer im geschäftlichen Verkehre zu Zwecken des Wettbewerbs Handlungen 

vornimmt, die gegen die guten Sitten verstoßen, kann auf Unterlassung und Schadensersatz in 

Anspruch genommen werden.”條文之中譯乃參考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

秀明，前揭註 238，頁 550；本文稍作潤釋。 
255 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3。 
256 蘇永欽，前揭註 226，頁 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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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防止法所故意留下的競爭空間257。 

二、適用於杯葛行為時之構成要件 

杯葛之所以被認為是違反善良風俗之競爭行為，係因為其不在於直接

提昇本身之效能，而是以阻礙其競爭對手為目的，使其難以或無法在市場

上公平競爭。就杯葛行為於本條之適用，必須符合以下之要件258： 

(一) 必須存在三方當事人 

此部分之內涵，大致同於前述有關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之討論。惟須注意者，在適用主體上，一方面由於不正競爭防止法禁

止的是不正的競爭行為，一方面條文規定的行為主體為“ Wer ＂（「者」

），故立法者對不正競爭行為之主體資格並未作限制，亦即行為人得為自

然人、法人，或不具法人資格之主體如合夥，且其亦不必以擁有市場力量

為限259。 

然而，即便本條規定並不限定行為主體之資格，但其是否仍限定行為

主體須具備「事業」之概念？值得討論。 

事實上，本條是透過其他構成要件（特別是「營業交易」、「以競爭為

目的」）來限定其適用範圍；因為並非任何行為主體都是在營業交易中，

以競爭為目的而為其行為。 

此外，不正競爭防止法之規範，就其本質而言，乃市場競爭主體即各

種事業應遵守的最低行為準則，因此其適用對象實際上就是參與市場競爭

的各種事業。故，雖自表面觀之，不正競爭防止法對行為主體之規定與營

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有所不同，但實質上並無本質區別。異言之，本條的行

為主體，實質上即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事業」，二法於此方面並不

                                              

257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前揭註 83，頁 29。 
258 劉孔中，前揭註 7，頁 51-52；王銘勇，前揭註 109，頁 84-85；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

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08-109。 
259 邵建東，『德國反不正當競爭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初版，2001 年，頁 38；楊宏

暉，前揭註 119，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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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實質差異260。 

(二) 杯葛發起人之呼籲須足以影響杯葛受話人之決定 

此亦同於前述有關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討論。 

(三) 杯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必須具備競爭關係 

此乃從條文文義「以競爭為目的」即可所得之結論；亦為本條與營業

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主要差異。因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

之規範中，杯葛發起人所損害之對象乃「特定事業」，而非為「其他競爭

者」；故相較之下，於適用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時，杯

葛發起人與受杯葛人不須具備競爭關係。 

(四) 將受杯葛人排除於通常交易之外261 

參、現行§3 UWG 

一、修法變遷 

不正競爭防止法於一九○九年公布後，曾作若干修正262。而於二○○

四年七月三日公布之新法，將原第一條之條次更動為第三條，內容亦變更

為「不公平競爭行為，其足以對競爭對手、消費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之競

爭產生非不顯而易見之不利益者，不得為之。」263在修正後，第三條即為

                                              

260 Emmerich, Volker,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 München 1997, S.15f；邵建

東，同前註，頁 39。 
261 Rittner,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4 Aufl., Heidelberg 1993, S.51. 
262 關於重要之修正介紹，請參閱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3-94；蘇永欽，前揭註 226，頁 390。 
263 現行§3 UWG:”Unlautere Wettbewerbshandlungen, die geeignet sind, den Wettbewerb zum 

Nachteil der Mitbewerber, der Verbraucher oder der sonstigen Marktteilnehmer nicht nur unerheblich 

zu beeinträchtigen, sind unzulässig.”條文之中譯乃參考謝銘洋、李素華所為之譯文，前揭註 238，

第二十四條，邊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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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不公平行為之概括條文264。 

由於舊法第一條乃概括性的規定，因而在適用上，透過法院判決予以

具體化，有其重要意義。從舊法第一條概括條款所發展出之受規範行為態

樣，必須反覆的經過法院檢視，確認在競爭秩序引導下的經濟體系中，該

行為是具有促進的或阻礙的功能性。據此，累積法院實務案例，二○○四

年不正競爭防止法修法時，就概括條文部份，摒棄「違背善良風俗」（gegen 
dei guten Sitten verstoßen）之文字使用，亦將概括條文為較具體之規定；除

此之外，修正後的不正競爭防止法更將法院反覆檢證認定為違反善良風俗

行為類型予以具體化，以獨立的條文加以規定，此乃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四

條各款及第七條規定265。 

二、內涵 

相較於舊法第一條，新的概括條文已摒棄「違背善良風俗」文字。其

主要立法考量在於：前揭文字具有道德非難意味，對於系爭事業加諸不必

要的標籤。產業界基本上肯定前述良善的修法意旨，但對於日後是否真能

免除系爭事業之道德非難性，仍持懷疑態度266。 

另外，學說上並不認為現行條文之「不公平競爭行為」與舊法上的「違

反善良風俗」有實質上的不同，因為德國規範不公平競爭行為之「不正競

爭防止法」，其法律名稱使用「不公平競爭行為（unlautere Wettbewerb）」，
舊法第一條又揭櫫應禁止違背「善良風俗行為」，從而已將「違背善良風

俗」與「不公平競爭」名詞使用劃上等號。因此，舊法第一條之要件與前

提，仍適用於新法第三條267。 

以下，即參酌舊法第一條之內涵，以及現行規定，為新法第三條之適

用要件分析268： 

(一) 競爭目的之行為 

                                              

264 關於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之概括條款之變遷，請參見吳秀明，前揭註 80，頁 178-181。 

265 謝銘洋、李素華，前揭註 263，邊碼 9-10。 
266 同前註，邊碼 12。 
267 同前註。 
268 同前註，邊碼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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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有多數各別獨立之競爭者，而且以自由競爭為基礎，亦即有

行為自由與決定自由，競爭者必須對於交易條件可以自由決定。 

其次，競爭行為必須以競爭關係為前提，亦即多數事業具有相同之經

濟目的，且客觀上足以促進自己或他人之經濟成果而影響其他競爭者，而

主觀上具有競爭之意圖，但不需要有損害他人之意圖。通常如果營業交易

上之行為，且客觀上足以促進自己或他人之競爭，則可以推定有主觀之競

爭意圖。競爭行為之主體，不以營業者為限，任何人只要欲促進自己或他

人之營業目的，縱使是私人，亦可以成為競爭行為之主體。 

至於為何須為「基於競爭目的之行為」，方能適用本條，目的乃藉此

與一般侵權行為法為區隔269。蓋依德國民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關於侵權行

為之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

權或其他權利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即不以競爭行為之存在為必要；此為

民法第八二三條與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相異之處270。亦即若不存在競爭

行為時，則只得基於民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及民法第八二六條加以請求
271。 

(二) 營業交易 

此所稱之營業交易不僅是商人之營業，自由業（包括律師、醫生、藝

術家等）亦屬之，甚至國家或其他公法上之主體之經濟活動亦屬於此所稱

之營業交易之範疇。 

(三) 違反善良風俗 

所謂善良風俗，係指最低限度之倫理，競爭之基礎是建立在對該最低

限度倫理之遵守上。 

不正競爭防止法所欲規範之善良風俗，與德國民法第一三八條所稱之

善良風俗並不完全相同。於判斷不正競爭防止法上之善良風俗時，應考慮

競爭關係；而且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之法律效果，未必會立刻如同德國民

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被認定為無效。 

                                              

269 楊宏暉，前揭註 119，頁 184。 
270 徐火明，前揭註 235，頁 382。 
271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前揭註 8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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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判斷是否違反善良風俗時，應就整體情事加以考量，特別是行為之

動機與目的，亦即其行為之目的是否在於侵害或損害受保護之利益。例如

削價競爭行為，雖然原則上可以容許之，但如果其目的在於消滅競爭者，

以便未來片面控制價格，則會被認為違反善良風俗。而行為人於行為時是

否認識其行為違反善良風俗，並非所問。 

 (四) 故意過失 

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並未規定行為人必須要有故意或過失。通說則

認為，請求不作為時，並不以行為人存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但如果欲請

求損害賠償，則必須行為人有故意或過失。 

(五) 對於競爭秩序有一定程度的影響 

新法第三條明文規定，不公平競爭行為必需是對於競爭秩序產生「非

不顯而易見（nicht unerheblich）」的結果，亦即必需達到相當程度的門檻

（Erheblichkeitsschwelle），對於競爭及被保護群體之利益有一定的重要性

（gewissen Gewicht für Wettbewerbsgeschehen und die Interessen der 
geschützten Personenkreise），始為不正競爭防止法所欲規範之不公平行為。 

三、保護態樣 

在德國實務操作上，被認為違反善良風俗或不公平競爭之行為類型相

當多；綜合而言，可歸納成以下四種（部份不公平競爭行為類型已具體化，

並訂定於新法第四條及第七條）272： 

(一) 他人努力成果之保護 

關於事業經營成果（gewerbliche Erzeugnisse）的保護，除了以智慧財

產權法保護外，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亦有補充性作用。 

(二) 營業活動之保護（der Schutz der gewerblichen Betätigung） 

                                              

272 謝銘洋、李素華，前揭註 263，邊碼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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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正競爭防止法禁止不公平競爭行為，除了保護經營成果外，進行中

的營業活動亦在保護之列，以防止競爭者之不當阻礙行為。據此，事業透

過競爭以外的方式，包括以物理上及心理上的強迫方式，阻礙競爭者之營

業活動或營業擴展，藉以獲取競爭上的優勢者，構成善良風俗之違反。 

而採取杯葛或號召杯葛以妨礙競爭對手之營業活動，即屬因違反營業

活動之保護而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之情形。 

(三) 消費者之保護 

基於消費者或交易相對人之保護，亦可能有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之

適用。 

(四) 競爭秩序之保護（der Schutz der Wettbewerbsordnung） 

以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保護競爭秩序，係為確保競爭者能居於相同

的潛在競爭條件。 

四、§4 UWG 對§3 UWG 之闡釋 

現行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十款乃規定：「第三條所稱之不公平競

爭行為，特別是指，行為人：為特定目的而妨礙競爭對手。」273立法者對

於本款之定性及理解，認為其乃關於阻礙競爭對手的概括性規定

（generalklauselartige Regelung）。從而，只要是對於競爭對手活動或競爭

行為之干擾，均屬之；為打擊競爭對手之杯葛行為，即為典型的例子。惟

妨礙競爭行為必需是針對特定競爭者所為，而非漫無目的或目標之行為
274。 

在杯葛行為之適用上，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限定杯葛發起人與受

杯葛人須具備競爭關係，而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則不限

定兩者間須具備競爭關係，但文義上受杯葛人須為特定事業。若觀諸上述

                                              

273 現行§4 Nr.10 UWG：”Unlauter im Sinne von § 3 handelt insbesondere, wer 10. Mitbewerber 

gezielt behindert；”條文之中譯乃參考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銘傑、石世豪、吳秀明，前

揭註 238，頁 551。 
274 謝銘洋、李素華，前揭註 263，邊碼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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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新修正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十款之詮釋，則在此意義下，新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於杯葛行為之適用上，相當程度融合了舊不正競爭防

止法第一條及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要件。 

肆、合法之可能性 

如上所述，杯葛行為原則上為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之不正競爭行為。

但其在極少數情形下，可為法所容許。 

例外情形之一，乃為防禦違法侵害所為之杯葛行為。惟此種合法之防

禦性的杯葛行為，須以為防衛所必要，且對侵害之人無其他可期待之防禦

可能方法為要件。因此，如可經由法院之協助，譬如假處分，而達到防衛

之目的者，即不得為杯葛之行為275。 

例外情形之二，乃基於公益所為之杯葛行為。此部分涉及德國基本法

第五條之討論，請見本文後述。 

第四節  民法－§823 Abs. 1、§826 BGB 

壹、法制發展及實務運作沿革 

德國自一八六九年制定「營業法」（Gewerbeordung），確立了「營業自

由」（Gewerbefreiheit）之原則後，營業競爭活動蓬勃發展；然而，隨之也

產生一些不正當之營業競爭行為，諸如仿冒他人商標、竊取他人之營業秘

密等。而對於此等不法行為，當時只用一般刑法加以制裁以為保護。 

嗣後，德國於一八七四年制定「商品標誌保護法」（Gesetz über den 
Markenschutz）。但由於該法缺點甚多，故於一八九四年重新制定「商標保

護法」（Gesetz zum Schutz der Warenbezeichnungen），以改進對商標之保

護。 

然而，縱使「商標保護法」對於保護商標、防止仿冒商標之不正競爭

行為，能發揮極大之作用，但卻無法包涵所有不正競爭行為之態樣。對於

其他不正競爭行為類型，諸如不實廣告、誹謗他人營業或妨害信用，以及

侵害他人營業秘密等，仍應有法規加以規範。因此，遂有一八九六年之「不

                                              

275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前揭註 83，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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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競爭對抗法」(Gesetz zur Bekämpfung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之產生。 

美中不足的是，「不正競爭對抗法」僅針對特定重大之不正當競爭行

為加以規範276，運作上難免掛一漏萬。亦即欲運用其對抗其他形態之不正

競爭行為時，時感不足。故在民法於一九○○年一月一日施行後，即常借

重其有關侵權行為之規定，尤其是第八二三條及第八二六條，以為補充277。 

貳、§823 BGB Abs. 1 

德國民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

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利者，對於該他人，負賠償因

此所生損害之義務。」278在此規定下，杯葛行為即可能因故意或過失不法

侵害他人之「企業權」（Das Recht am Unternehmen）279，而構成本條第一

項之侵權行為280。 

然而，杯葛行為於民法及競爭法之適用上，二者有何不同？ 

                                              

276 所針對之重大之不正當競爭行為，乃（一）從事營業活動，為不實之廣告；（二）對他人之

營業，妨害其信用或加以誹謗；（三）對他人之姓名、商號或營業之特別標誌冒仿使用；（四）

不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1。 
277同前註，頁 90-91。 
278 §823 BGB:”(1) Wer vorsätzlich oder fahrlässig das Leben, den Körper, die Gesundheit, die Freiheit, 

das Eigentum oder ein sonstiges Recht eines anderen widerrechtlich verletzt, ist dem anderen zum 

Ersatz des daraus entstehenden Schadens verpflichtet. (2) Die gleiche Verpflichtung trifft denjenigen, 

welcher gegen ein den Schutz eines anderen bezweckendes Gesetz verstößt. Ist nach dem Inhalt des 

Gesetzes ein Verstoß gegen dieses auch ohne Verschulden möglich, so tritt die Ersatzpflicht nur im 

Falle des Verschuldens ein.”條文之中譯乃引用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 編譯，『德國民法』，

1965 年 5 月，頁 507。 
279 「企業權」為較新之名稱，又稱為「營業權」（舊稱為「在已設立與經營之營業上之權利」

Das Recht am eingerichteten und ausgeübten Gewerbebetrieb，亦有譯為「營業經營權」，則略嫌繁

冗），其乃由德國法院判例及學說所逐漸發展形成。依目前之判例學說，企業權被認為是德國民

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所稱之「其他權利」（sonstiges Recht）之一種；其意義略謂企業權為企業

在其營業之存在（Bestand）與營業活動（Betätigung）上所廣泛擁有之一種主觀權利。請參見，

吳秀明，「論『企業權』與侵害營業利益之損害賠償」，收於廖義男教授祝壽論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元照出版公司，初版，2002 年，頁 850，註 6 及頁 869-870；

同吳秀明，前揭註 9，頁 554，註 5 及頁 572。 
280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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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營業競爭之觀點而言，民法係賦予個別競爭者法律保護，免於遭受

侵害行為；換言之，係以侵害行為為要件，基於侵權行為之法理，對於受

害人，即受害之競爭者，賦予損害賠償請求權。反觀競爭法之基本思想，

係維持營業交易中之競爭秩序，在保護競爭者之同時，亦保護社會大眾；

因此，除競爭者外，其他經濟或消費者團體（Wirtschafts-und 
Verbraucherverbände）亦得主張行使競爭法所賦予之不作為請求權及損害

賠償請求權。 

雖然民法與競爭法之基本思想不同，但同一行為，如杯葛行為，除構

成本條之侵權行為外，尚違反競爭法之規範，此時即發生請求權競合（

Anspruchskonkurrenz）281。侵害行為如屬競爭者間之不正競爭行為時，不

正競爭防止法應優先適用282。 

參、§826 BGB 

德國民法第八二六條規定：「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

人者，對於該他人，負損害賠償之義務。」283在此規定下，因杯葛行為乃

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故得構成本條之侵權行為284。 

德國帝國法院（Reichsgericht，簡稱 RG）於一九○一年四月一日之判

決中285，認為事業故意對同業為杯葛及對顧客為差別待遇之行為，而使同

業及顧客受損者，符合該條之要件，被害人得依本條請求救濟。在該案中，

被告為一輪船運送公司，為打擊與其從事營業競爭之帆船運送業者，對於

依賴被告而又與該帆船運送業者有交易往來之承攬運送人，故意不按一般

                                              

281 徐火明，前揭註 235，頁 376-377。請求權競合之問題應如何解決，應就具體情形決定之。自

從德國實務承認企業權為民法第八二三條之其他權利後，於企業活動範圍之權利遭受侵害時，即

可能侵害民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之企業權，而可依照補充原則（Grundsatz der Subsidiarität）來解

決此種競合問題。所謂補充原則，係指民法第八二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於企業權受到侵害時，依

其他法律之規定無特別保護時，始有其適用，而具有填補漏洞之性質。請參見同一出處，以及吳

秀明，前揭註 9，頁 587 以下。吳教授則稱補充原則為補充性理論。 
282 吳秀明，同前註，頁 588。 
283 §826 BGB:”Wer in einer gegen die guten Sitten verstoßenden Weise einem anderen vorsätzlich 

Schaden zufügt, ist dem anderen zum Ersatz des Schadens verpflichtet.”條文之中譯乃引用國立臺灣

大學法律學研究所 編譯，前揭註 278，頁 509。 
284 莊朝榮、劉孔中、陳家駿、韓毓傑，前揭註 231，頁 111。 
285 RGZ 48, 114. 



競爭法上杯葛行為之研究 

 78

之費率而要求更高之運費，以迫使該承攬運送人不再與該帆船運送業者有

所交易。被告此種杯葛同業及對顧客為差別待遇之行為，被法院認定是故

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也因此，請求被告不作為之訴，

為有理由286。 

至於同一情形，同時符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及本條時，學者認為於民事訟訴中，得同時適用由三

者所生之請求權287。 

第五節  杯葛與憲法上言論自由之關係 

德國基本法第五條規定：「人人有以語言、文字及圖畫自由表示及傳

布其意見之權利，並有自一般公開之來源接受知識而不受阻礙之權利。出

版自由及廣播與電影之報導自由應保障之。檢查制度不得設置（第一項）。

此等權利，得依一般法律之規定、保護少年之法規及因個人名譽之權利，

加以限制（第二項）。藝術與科學、研究與講學均屬自由，講學自由不得

免除對憲法之忠誠（第三項）。」288。 

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明文保障言論自由（Meinungs），而同條第二項

則規定言論自由係以一般法律為其界線。不正競爭防止法及營業競爭限制

防止法，即屬第二項所謂之一般法律；但是，不正競爭防止法及營業競爭

限制防止法並非可以任意限制言論自由，而復須受到言論自由在自由民主

國家之功能所限制。 

何以言之？乍看之下，基本法此條規定授權立法者為了保障概括的公

益、他人名譽及青少年而對言論權為廣泛的限制；但德國學界卻普遍反對

此一見解。故，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在一九五八年作出著名的「相互效力理

                                              

286 廖義男，前揭註 226，頁 92。 
287 Immenga /Mestmäcker , a.a.O., S.936. 
288 §5 GG :”（I）Jeder hat das Recht, seine Meinung in Wort, Schrift und Bild frei zu äußern und zu 

verbreiten und sich aus allgemein zugänglichen Quellen ungehindert zu unterrichten. Die Pressefreiheit 

und die Freiheit der Berichterstattung durch Rundfunk und Film werden gewährleistet. Eine Zensur 

findet nicht statt.（Ⅱ）Diese Rechte finden ihre Schranken in den Vorschriften der allgemeinen Gesetze, 

de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zum Schutze der Jugend und in dem Recht der persönlichen Ehre.（Ⅲ）

Kunst und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frei. Die Freiheit der Lehre entbindet nicht von der 

Treue zur Verfassung.”條文之中譯，乃引用司法院網站之中譯外國法規「中譯德國基本法」；請

參見，http://www.judicial.gov.tw/db/db04/db04-01.asp（last visited：5/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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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Wechselwirkungstheorie），認為所謂之「一般法律」並非可以單方毫

無忌憚地限制言論自由，而是必須仔細斟酌言論自由在現代社會及法治國

家中的重要性，才決定立法限制的範圍289。換言之，必須就言論自由與不

正競爭防止法及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所追求之效能競爭為法益權衡（

Güterabwägung）。 

德國憲法法院及聯邦最高法院長久以來的見解認為，言論表達之目的

若不是為本身之經濟利益，而是出於對公眾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利害

之關懷、為了塑造公共意見，則其呼籲應受基本法第五條第一項之保障－

縱使私人的（特別是經濟的）利益會受到影響，但是在追求公益目標之同

時，對相對人之影響亦不得逾越依當時所必要而且適當之範圍290。在此必

須注意的是，杯葛發起人若要援引其言論自由，必須僅得使用不會影響杯

葛受話人自由決定之說服工具，而不可使用經濟的壓力291。 

總而言之，如前所述，少數為法所容許之杯葛行為之例外情形有二；

其中第二種例外情形，在德國較常發生者，即為杯葛發起人主張其杯葛行

為之目的，主要非在追求其自身之經濟利益，而是在於追求一般公眾之政

治或經濟上之利益，而以基本法第五條所保障之言論及新聞自由為理由，

合法化其杯葛行為。當然，如果杯葛之發起，依利益衡量之結果，主要不

在私人之經濟利益，而是關係到一般大眾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或文化

上重要之需求，則可能受基本法第五條之保障。此時，即使私人經濟上之

利益受到妨害亦應加以忍受。但如杯葛之發起，其目的除了在一般意見之

爭執外，亦在於自身經濟之利益，且其所採取之杯葛方法已屬過當不適宜

，則不得主張基本法第五條之保障292。 

 

 

 

 

                                              

289 陳新民，『憲法學釋論』，三民書局經銷，修訂五版，2005 年，頁 250。 
290 BVerfGE 7, 198/ 212ff.；BGHZ GRUR 1980, 242, 243.轉引自劉孔中，前揭註 7，頁 50，註 3。 
291 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17 Aufl., München 1992, Sec. 1, Rdnr. 284；劉孔中，前

揭註 7，頁 50。 
292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前揭註 83，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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