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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私法自治的保障與調和 
在資訊是一經濟財與知識即是力量的意義下，資訊義務涉及契約當事人雙方

私法自治的利益衝突問題，私法自治一方面受憲法保障，另一方面亦得為維護一

方的私法自治，而於必要限度內，加以限制，是故，資訊不對稱問題的衝突解決，

涉及私法自治的保障與限制，也涉及不同解決機制選擇運用的合憲性問題。 

第一節  私法自治與自主決定 

壹、私法自治與契約自由原則 

  一、自主決定為私法自治內在基礎 

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為近代民法的基礎，其意指個人得依自己意思自
主形成法律關係的原則1。意即個人得依據自己的需求，不受國家干預地、自我

負責地安排其法律關係2。因此，私法自治是私法秩序的基石，提供個人一種受

到法律保護的自由，使個人得以實現其自主決定(Selbstbestimmung)，相對於國家
決定一切之他主決定(Fremdbestimmung)，私法自治具有優越性3。 

個人法律關係的形成主要是透過法律行為(Rechtsgeschäft)為之，因此，法律

行為是實踐私法自治的工具4，法律行為以發生特定私法上法律效果之意思表示

為其核心，個人的法律行為之所以能夠產生法律效果，係因行為人希望其發生，

而由法律制度加以承認，是故，意思自主為私法自治的內在基礎。而透過私法自

治，個人得就自己周遭的法律關係自由地作出決定，並以自我負責的方式加以處

理，在此基礎之上，個人可以充分地發展自己的人格跟維護自己的尊嚴。 

意思自主的建全與否，又跟資訊的掌握是否完整，有著密切關係。資訊具有

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是選擇的前提條件(precondition of choice)，必須具備一定的
資訊，才能對於不同的替代選項為瞭解、評估、區別及作出自主的選擇決定；另

一方面，資訊也是選擇的客體(object of choice)，當事人可以依資訊的邊際效用來

                                                 
1 BVerfG NJW 1994, 2749, 2750.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II, 2. Aufl., 

1975, S.1, 15.  
2 BVerfGE 81, 242, 254. 
3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8. Aufl., 2002, Rn. 176. 
4 Medicus, a.a.O., Rn.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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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要獲取更多的資訊或終止資訊搜集活動，以為契約締結的準備5。 

  二、契約自由實現自主決定 

在原始封建社會組織中，個人並不為自己設定任何的權利跟義務，而係應遵

守來自其所出生的場所與來自其作為其中成員的戶主所給的命令，其社會地位隨

出生時之身分即已確定而不可改變，相形之下，現代法律則允許個人以協議的方

式來為自己創設社會地位，自主決定其權利義務，因此，契約在社會活動中占有

極大的重要性，從身分到契約(from Status to Contract)是人類社會的進步發展6。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賦予個人自治極高的評價，認為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他

所希望的生活條件，追求他所選擇的目標，但以其在行使自由權利時不侵害他人

同樣的自由為限，同時，國家也必須尊重個人的自由7。在此之下，契約自由一

方面提供了財貨不受限制地自由交換所需要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也提供了個人依

自己意思實現其利益的形成自由8。 

從經濟意義層面來看，私法自治可以上溯 Adam Smith的國富論，市場是由

「看不見之手」(invisible hand)所調控，而個人是其利益的最佳追求者，經由個

人自私心的驅動，可以促使生活資源達成最適的分配，促成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個人自利所驅使之不受國家干預的自由競爭，是一國總體福祉的基本前提9。 

在倫理內涵上，私法自治又源於康德理性哲學中的自由意志10，個人自治是

人性尊嚴(Menschenwürde)在哲學上與道德上的基礎，康德將基於道德上意思自
治的人性尊嚴作為私法自治的核心基礎11，個人有能力在各種可能性的範圍內，

自主負責地決定他的存在和關係、為自己設定目標並對自己的行為加以規劃，故

私法自治使個人成為法律關係的主要形成者。私法上的自由應確保自治的生活關

係形成，在人性尊嚴的空間界限裡，個人追求自我利益，藉由支配其法益而能確

保其在經濟和社會中的存在，為自治規律其生活關係，個人與他人進行財物與服

務的交換，並為此目的建立權義關係12。契約自由是先於國家而於自然狀態中存

                                                 
5 Michael J. Trebilcock, The Limits of Freedom of Contract, 102 (1993). 
6 Henry Maine, Ancient Law, 165 (1864). Henry Maine 著/沈景一 譯，古代法，頁 172 (1996 年)。 
7 Kötz,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I, 1996, S.6. 
8 Busche, Privatautonomie und Kontrahierungszwang, 1999, S.49. 
9 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來，頁 19 (1993 年)。 
10 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5 (2002 年)。 
11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1992, S.481f.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7. Aufl., 1988, Rn.34. 
12 Bäuerle, Vertragsfreiheit und Grundgesetz, 2001, S.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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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自然狀態中，人類享有得依其自由意志為生活形成之積極自由，而法律秩

序則是對此先驗狀態加以承認及維護。 

私法自治涵蓋契約自由(Vertragsfreiheit)、所有權自由(Eigentumsfreiheit)(參
閱民法第七六五條、第七七三條)、遺囑自由(Testierfreiheit)(參閱民法第一一八七
條)與結社自由(Vereinigungsfreiheit) 13。其中，又以契約自由的自由度最高，最

能夠落實當事人意思自主形成其法律關係的目的。蓋所有權在現代社會中，社會

化的情勢相當明顯，財產權的社會拘束(Sozialbindung des Eigentums)，與日俱增，
除了私法上的限制(如相鄰關係)以外，基於保護社會公益為目的之公法上限制，
更是種類繁多、範圍廣泛14；遺囑自由則受有特留分的限制(參閱民法第一一八七
條)；結社自由更是得依據法律規定，才能成立法人(參閱民法第二十五條)，同時
法人的類型也受限於法律的明文規定，非任由當事人自由決定。相形之下，契約

自由允許當事人自由決定契約的成立與否、契約的內容、契約的方式、乃至於契

約的消滅與變更，其所賦予當事人意思形成的自由空間最大，故成為實現私法自

治理念最重要的制度與工具15。因此，契約自由經常被當作是私法自治的代名詞。 

貳、自主決定作為契約的基礎 

  一、自主決定之法哲學意涵 

使人類得就其行為在法律上負起責任者，為人類的自主決定能力(Fähigkeit 
zur Selbstbestimmung)。從存在論(Existentialismus)的觀點來看，人類的自主決定

是存在的前提要件，自主決定意指人類在多個行為可能性之間，可以擁有決定自

由與選擇自由(existentielle Entscheidungs- und Wahlfreiheit)，從哲學意涵來看，自

主決定意味著人類的意志不是被決定的，而是自己決定的，人的存在就是目的，

而非手段或工具，從而意思自由(Willensfreiheit)便成為非決定論(Indeterminismus)
的核心16。 

  二、自主決定與契約締結 

實現私法自治與契約自由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護人的自主決定，若想完全地實

                                                 
13 Busche, a.a.O.,1999, S.46. 
14 王澤鑑、民法物權(一)，頁 133-136 (1994 年)。 
15 陳自強，契約之成立與生效，頁 151 (2002 年)。 
16 Henkel, Die Selbstbestimmung des Menschen als rechtsphilosophisches Problem, in FS. Larenz, 

1973, S.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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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主決定，則當自主決定受到妨害或不完整時，就應該使該人從契約關係中解

脫，而讓契約無效或撤銷。契約法的意義及目的在於創設一法律上規範，而他方

當事人也會對該規範的存續力產生信賴，因此，若因自主決定受到妨害即可任意

隨時解消契約的話，則相對人的信賴無法受到確保，同時也會損害法律安定性

(Rechtssicherheit)。因此，契約一方面得用於實現自主決定，另一方面也透過自

我拘束(Selbstbindung)去限制自主決定，兩者是相互攸關的，若不將自我拘束納

入考慮，則無法達成自主決定，而自我負責(Selbstverantwortung)便成為串起這兩

因素的橋樑，參與契約之人，必須為他方當事人及法律安定性的利益，承擔因自

身犯錯致其決定自由受到妨害的風險17。 

    (一)契約拘束力 

    依據自由主義(Liberalismus)的基本原則，個人必須對於自己根據自由決定所
為之一定行為加以負責，而國家必須尊重個人的自治。經由契約所進行的財貨交

換，都是契約任何當事人一方根據自己的決定，而對於契約內容表示同意，故契

約雙方當事人的自主決定是契約內容的形成基礎。契約是一種雙方面的法律行

為，對當事人雙方都有拘束力。通過意思的表示來使個人自己在道德上和法律上

受到自我約束，是人的本質之所在，故「契約嚴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係
淵源於道德，作為人類道德行為之一的合意，是具有拘束力的，就意思表示的受

方而言，其知道對方作出意思表示後自己要受到該意思表示的拘束，並加以信

賴，因此可將該意思表示視為有拘束力18。因為契約締結是源於當事人的自然意

志(natürlicher Wille)，故契約拘束力基本上被視為是自由權的行使，藉由契約當

事人的自我拘束，其行為自由也可獲得適當的維護19。 

但是，單純的依靠契約的自我拘束，並無法完全確保契約會受到當事人的遵

守，因此，還是必須仰賴法律制度來令當事人遵守契約，因此，實定法承認契約

                                                 
17 Claus-Wilhelm Canaris 著/林美惠 譯，民事法的發展及立法─德國契約法的基本理念及發展

─，台大法學論叢，第 28卷第 3期，頁 340 (1999 年)。 
18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7.Aufl., 1988, Rn.41f.關於契約拘束

力來源，有不同的見解，如：「社會必要說」以道德眼光視契約與承諾為神聖不可侵犯之對象，

在社會生活中，不允許有契約不履行之情事，因此，信守自己契約義務成成立合理之社會所必要

者。「個人意思合致說」基於意思自由及私法自治理論，認為個人意思應受尊重，除有違反強制

禁止規定及公序良俗者外，當事人間健全、無瑕疵之意思表示合致，即係拘束當事人行止之依據。

「侵害信賴說」認為當事人締結契約之心態，乃信賴他方當事人會給付契約對價，方肯開始自己

之履約行為，故承諾發生拘束力之基礎，在於自己的行為足使他方發生信賴，而非基於道德的約

束。其見解整理可參閱，陳彥希，契約法之經濟分析，台大法研所博士論文，頁 34 (1994 年)。 
19 BVerfGE 89, 21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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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有效的法律上的行為。基本上，契約拘束力完全是經由締約當事人的自治

意志而成立，法律上所提供之契約救濟手段僅僅只是對於先驗之契約嚴守原則的

承認，此外，契約拘束力也不是建立在實質的正義標準之上20。因此，契約的法

律上拘束力，一方面來自契約雙方當事人對於合意所共同自我拘束的意志行為，

另一方面則來自於法律制度對於這種行為的承認21。 

(二)自我負責原則 

自主決定意謂著被法律所承認之個人利益的實現，契約是自主決定的實現方

式，也是法律行為最重要的表現形式22。個人如何實現其利益，應由自己決定，

個別法律主體應該要自己承擔在締結契約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雖然，自主決定

的利益實現，很多時候是在動機(Motivation)影響、錯誤(Irrtum)、錯誤評估
(Fehleinschätzung)的壓力下作成，但是，藉著契約自由的保障，立法者提供了個

人實現其利益的制度工具23。 

    因此，在自主決定的情形下，個人應為自己的自由選擇，承擔其後果，為了

能夠在市場交易與契約交換關係中實現自己的最大利益，當事人必須就契約締結

做好充分準備，為了以最少的價錢滿足個人需求，他必須去搜集比較眾多供方所

提供之眾多要約的價格；為了購得品質優良的商品，他必須去調查比較商品的狀

況特性，分析不同商品之間的差異與優缺點；對於不同的交易條件及契約內容，

他也必須具備解讀、分析跟理解的知識與能力。在經過重重的考量之後，當事人

才能作出符合其需要且又具高性價比的選擇決定，也惟有在不受干擾下作成的自

由決定，才能實現當事人所要追求的利益實現。相應地，當事人也要承擔自己自

由決定的結果。若當事人因為自己偷懶疏於調查相關資訊、或資訊調查不足、或

根本不想調查、或因知識能力不足而無法判斷、或動機錯誤，以致於選擇決定的

結果不符合本身需求時，也要承擔該不利之結果，方能符合自由主義的基本精

神。但若當事人的意思決定受到外力干擾時，例如被詐欺或被脅迫，此時，自不

能再期待該當事人去承擔不利結果，而必須使其從契約拘束力圈套中擺脫(參閱
民法第九十二條)，以保護其自由的自主決定。 

                                                 
20 Bydlinski, Privatautonomie und objektive Grundlagen des verpflichtenden Rechtsgeschäfts, 1967, 

S.103. Bäuerle, a,a,O., S.358. 
21 Larenz, a.a.O., Rn. 41. 
22 Busche, a.a.O., S.63.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13. Aufl., 1982, S.77. 
23 Busche, a.a.O., S.64. BGHZ 107, 92, 98; BGH NJW 1994, 1278, 1279. Canaris, 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 AcP 184 (1984), 201, 210. Coester-Waltjen, Die Inhaltskontrolle von Verträgen außerhalb 

des AGBG, AcP 190 (1990), 1, S.1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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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自主決定作為市場的調控功能 

從市場對立面來看，需求者的力量為供給者力量的制約，要想發揮市場競爭

淘汰劣幣的作用，勢必有賴市場參與者發揮其自主決定的理性選擇，從眾多要約

中找出最符合自己需求的，並與之交易，同時也能刺激供給者依需求者的需要，

提供相對應的給付，以發揮效能競爭。相反地，受到干擾的自主決定，對於個人

利益的實現，將無法做出最佳選擇，劣等品將可趁機在市場上存在，甚至於造成

劣幣驅逐良幣的效果。因此，市場參與者的自主決定，在市場供需的調控過程中，

扮演了一項重要的參數。 

自由的經濟秩序是契約法的基礎，契約自由跟競爭自由可以確保財貨供給與

分配的適當性，以及達到資源的最適配置(Allokation)24。自主決定與自由選擇對

於經濟過程的調控(Steuerung wirtschaftlicher Vorgänge)，構成一種高效能的手
段，特別是在競爭的市場經濟制度中，市場參與者之自主決定，經由「看不見的

手」(invisible hand)的指揮，能夠把勞動力與資本配置到能夠產生最大效益的地

方，這種調控方式遠比國家調控迅速有效且成本低廉。再者，若全任憑國家對於

私人經濟關係和法律關係進行外力調控，會限制了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宜

委由私法自治去作彈性的形成與自我規律，依客觀標準從外在對私法自治進行內

視檢驗，可能會傷害個人依其需求與自利，彈性制定契約的機會。是故，決定自

由不僅是個人自我實現的前提，也是經濟進步的重要條件25。 

 

第二節  私法自治與憲法保障 

壹、私法自治與基本人權 

  一、契約自由與人格發展權 

    作為私法自治基礎之人的自主決定，使人有能力為自利的選擇行為、自我規

律生活關係，經由契約機制來實現自我，而不受國家的干預，故契約的自由形成

是個人滿足其需求、運用其個人能力及財產，參與財物交換，實現個人意志跟發

展其人格所必須的一法律上工具，因此，自主決定、私法自治跟契約自由也屬於

                                                 
24 Dauner-Lieb, Auf dem Weg zu einem europäischen Schuldrecht?, NJW 2004, S.1431. 
25 Medicus, a.a.O., Rn.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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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保障之人格自由發展權的一部分26。 

  二、憲法第二十二條之保障 

    我國憲法雖然未如德國基本法第二條對於人格自由發展權有明文規定，但大
法官會議過去對於財產權與契約自由的解釋，明白肯認契約自由為憲法第二十二

條保障之其他權利27。 

    財產權的保障為個人人格自由發展的基礎，並能維護因財產權所衍生之私法
自治、契約自由、營業自由與市場交易機能等28。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號解

釋謂：「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

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人或第三人之侵

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人性尊嚴。」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七六號解釋理由書謂：「契約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

現自我之重要機制，並為私法自治之基礎。契約自由，依其具體內容分別受憲法

各相關基本權利規定保障，例如涉及財產處分之契約內容，應為憲法第十五條所

保障，又涉及人民組織結社之契約內容，則為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除此之外，

契約自由亦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他自由權利之一種。」 

大法官釋字第五八○號解釋理由書亦謂：「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

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

換。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使財產所有人得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

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以確保人民所賴以維繫個人生存及自由發展其人

格之生活資源；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之契約自由，使契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

其締約方式及締約內容，以確保與他人交換生活資源之自由。」 

貳、私法自治與經濟憲法 

                                                 
26 Bäuerle, Vertragsfreiheit und Grundgesetz, 2001, S.301f. 
27 學者廖義男認為契約自由主要可涵蓋在憲法第十五條的生存權中，蓋生存權的意義在於提供

個人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空間，俾益人格之自由發展，而人格之自由發展當然包括了人民為維持

其生存所需，有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而經濟活動自由之最主要內涵即是契約自由。惟其又認為，

契約自由除可自憲法生存權保障演繹而生外，尚可認為其係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基本權利。

參閱廖義男，憲法與競爭秩序之維護，收於氏著，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立法，頁 3-4 (1995

年)。 
28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頁 245 (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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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憲法與經濟活動 

私法自治與憲法上的經濟秩序也有關連29，國家對於經濟秩序採取何種規範

立場，會響影到個人私法自治與經濟自主決定的實現程度，經濟憲法

(Wirtschaftsverfassung)給予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與經濟決策的空間愈大，私法在
法律制度中的重要性也就愈高。採行中央集權經濟(Zentralverwaltungswirtschaft)
者，在生產與分配均由中央控制的情形下，個人的私法自治空間便備受壓縮；反

之，在放任的自由經濟體制下，財貨交換由供應雙方在市場裡完成，價格依靠自

由競爭，個人的自由受到最大的尊重，其私法自治空間也就無限寬廣。故契約準

備跟經濟秩序亦有緊密關連，在市場經濟中是由當事人發動，在中央集權經濟，

則是由計畫掌控，由他主決定，被動地參與締約。 
國家對於私經濟活動的介入，可有高度介入30、中度介入31跟低度介入32的程

度差異33。因此，經濟憲法的討論，不僅涉及國家行為對於經濟秩序的干預程度，

也跟私法自治的環境條件有著密切的關連。 
經濟憲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經濟憲法，係指憲法規定對於經濟生活秩

序之規範34。廣義經濟憲法，則指對於經濟活動與經濟組織作基礎性與持續性規

範之法條的全體35。探究憲法對於私法秩序與經濟秩序是否預設規範，以及私經

濟活動在立法跟司法中的界限，自應以狹義經濟憲法作為觀察對象。經濟憲法對

於經濟活動的規定，亦可將經濟自主決定的保障，提昇至憲法層次，使相關法律

                                                 
29 Medicus, Schuldrecht I, 13. Aufl., 2002, Rn.72. 
30 例如兩德統一前之東德(DDR)憲法第 9條，不僅規定對於生產工具之「社會主義所有權」(das 

sozialistische Eigentum an den Produktionsmitteln)是國民經濟之基礎，也直接規定，德意志民主共

和國之經濟，為「社會主義之計畫經濟」(sozialistische Planwirtschaft)，以計畫與國家之引導調控

為基本原則。vgl. Rinck, Wirtschaftsrecht, 5.Aufl., 1977, S.166ff. 
31 例如德國威瑪憲法(Die Weimarer Verfassung) 對於「經濟生活」設有專節規定，揭示經濟生活

之基本秩序。此節除確立以保障經濟自由、營業自由、契約自由及所有權為經濟之基礎制度外，

同時又規定所有權負有義務，其使用應同時有益於社會；並規定國家得為公共利益之需要而補償

徵收所有權，或將私有企業社會化，即將其財產收歸公有。 
32 例如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對於經濟體制與經濟活動之實際內容等事項，未為直接之規

定，採高度開放之態度。 
33 吳秀明/楊坤樵，憲法與我國經濟部門之基本秩序，收於蘇永欽 編，部門憲法，頁 210-212  

(2006 年)。 
34 Rinck/Schwark, Wirtschaftsrecht, 6.Aufl., 1986, S.17. 廖義男，經濟法之概念與內容體系，收錄

於氏著，企業與經濟法，頁 14、34 (1980 年)。吳秀明、楊坤樵，前揭註33，頁註 209 (2006 年)。 
35 Badura, Wirtschaftsverfassung und Wirtschaftsverwaltung, 1971, S.18. Fikentscher, 

Wirtschaftsrecht, Bd.II, 1983, 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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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與適用，必須符合憲法規範36。 

二、經濟憲法爭論 

關於經濟憲法的爭議，初見於德國基本法的討論，由於基本法並未如威瑪憲

法規定有經濟生活一節，因此，究竟基本法對於經濟體制採取何種看法便產生爭

議37，如 Nipperdey主張的社會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Huber的混合
的經濟體制(gemischte Wirtschaftsverfassung)、以及體制中立的看法(如 Krüger, 
Abendroth)，而此一爭議隨著聯邦憲法法院對於基本法的經濟政策中立

(wirtschaftpolitische Neutralität)看法而告解決，亦即基本法授權立法者對於經濟政

策有相當的裁量自由和形成自由，但其權限仍有其基本法上的界限，亦即只要企

業活動仍保有適當的形成空間，則法律對於營業方式處分自由的介入即不會違反

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人格自由發展權的保障38。依據基本法上的界限和指導原

則，人格自由發展為憲法的最高價值，因此，也壓縮了立法者對於中央集權經濟

的形成空間，甚至也限制了修憲的界限39。是故，在經濟秩序的形成上，私法自

治和國家統治的抉擇上，基本上是私法自治位居優先地位，以國家命令來形塑經

濟活動只能基於補充性和救助性的目的為之，至於直接以國家命令方式來從事分

配和生產，更是與基本法相違背的。而為了保障個人的自由，以及確保國家權力

的正當行使，國家權力必須遵守「法治國原則」(Rechtsstaatsprinzip) 40。 

此外，社會國原則(Sozialstaatsprinzip)對於經濟活動的規範，亦有其重要意
義，國家不僅保障和防衛危險，同時還負有廣泛的社會責任，國家不只要照顧窮

苦和弱勢，而且還要維繫社會關係的正當發展，尤其是經濟生活和勞動生活，但

仍必須停留在自由權和法治國原則的界線之內，越線到全面的福利國

(Wohlfahrtsstaat)和照顧國(Versorgungsstaat)是不允許的。經由經驗可知，國家的

直接介入或直接調控通常並不特別有效，是故社會法治國目標的達成，最好還是

透過間接影響個人自主決定、個人利益和個人責任的措施來實現，因此，商品和

服務的生產跟提供委由私法自治，而國家負責維護市場競爭秩序41。  

                                                 
36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1998, S.218ff. 
37 關於德國經濟憲法的討論，可參閱蘇永欽，經濟憲法作為政治與經濟關係的基本規範─從昔

日德國的爭議來看今日台灣的回應之道，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121以下 (2002

年)。 
38 BVerfGE 4, 7. BVerfGE 7, 377. 
39 Rittner, Wirtschaftsrecht, 2. Aufl., 1987, §3 Rn. 3. 
40 Rittner, a.a.O., §3 Rdnr. 4ff. 
41 Rittner, a.a.O., §3 Rdnr. 1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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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國的經濟憲法 

    (一)混合自由與管制的經濟體制  

      1.管制的經濟秩序 

我國憲法仿威瑪憲法設有「國民經濟」一節，在經濟政策上，是採民生主義

的經濟制度，目的在將貧富不均與資本主義之流弊，透過計畫經濟與自由經濟的

並重，國營與民營並行等手段，達成社會化目的，憲法第一四二條規定：「國民

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民生計之均足。」

其內涵與德國基本法宣示之「社會國原則」42相近，但憲法第一四三條以下卻更

具體提示了經濟體制的基本政策43，憲法第一四三條至第一五○條跟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分別土地政策、獨占性企業公營、私人資本之節制與扶助、農業政策、

地方經濟的平衡發展、貨暢其流、金融機構的管理、僑民經濟事業的發展、科學

技術發展的獎勵與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水資源的開發利用、

國際經濟合作、經濟與科學的發展應兼顧環保、中小型企業的扶助、以及公營金

融機構的企業化經營等等均作了具體的政策提示，而在這些政策提示中，不少地

方都可以找到管制經濟的因子。 

社會國原則(Sozialstaatsprinzip)與管制的經濟秩序也有關連，社會國原則保

障人民享有合於人性尊嚴之生存條件，並維護社會安全、追求社會正義44。許多

國家對於經濟活動自由的介入干預，可以經由此原則正當化。例如：電信普及化

服務的要求，以保障人民基本通信權益45。 

                                                 
42 德國基本法第 20條第 1項規定：「德意志聯邦共和國為民主與社會的聯邦國。」 
43 蘇永欽，公平交易法第四六條修正後的適用問題，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231 

(2002 年)。學者李惠宗則認為，憲法第 142條之規定，應與憲法第 145條及第 15條工作權與財

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合併觀察，認為我國憲法對於經濟制度，係採「自由市場經濟制度」。而否

認私有財產與市場經濟之共產主義，以及對人民私有財產予以剝奪或課予超出社會義務之負擔而

又不予補償之制度，係屬違憲。參閱李惠宗，憲法要義，頁 469 (1998 年) 
44 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頁 59-63 (2003 年)。 
45 參閱電信法第 20條：「(1)為保障國民基本通信權益，交通部得依不同地區及不同服務項目指

定第一類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普及服務。(2)前項所稱電信普及服務，指全體國民，得按合理價格

公平享有一定品質之必要電信服務。為達普及服務目的，應成立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3)電

信普及服務所生虧損及必要之管理費用，由交通部公告指定之電信事業依規定分攤並繳交至電信

事業普及服務基金。(4)電信普及服務範圍、普及服務地區之核定、提供者之指定及虧損之計算

與分攤方式等事項之管理辦法，由交通部訂定之。(5)電信事業普及服務基金，非屬預算法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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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由的經濟秩序 

基本權中諸如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結社自由及其他自由和權利的保障

(如憲法第二十二條引伸出的營業自由、契約自由)，而在大法官會議諸多關於財
產權保護與經濟干預措施的解釋，可以得出經濟秩序中強調自由的一面，例如私

有財產制、市場機能、私法自治、經濟活動自由、競爭自由等等，配合民生主義

經濟、土地所有權保障與貨暢其流政策的解釋，則又展現出自由經濟體系的特色
46。 

從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規定導出之私有財產制、職業及營業自由、契

約自由、經濟活動自由、企業活動自由、競爭自由等基本權利，亦可形成市場經

濟與競爭秩序為憲法保障的「法制度」(Rechtsinstitut)。而國家亦負有積極維護
競爭秩序的任務，蓋依憲法第一四四條國家應介入管制獨占企業的原則下，對於

無法產生有效競爭的經濟領域，國家應予積極規制，防止經濟力量濫用的弊端，

且從反面解釋，亦可得出國家應對無獨占、存在競爭之經濟領域，應維護其競爭

機制。而競爭機制可促進資源的有效利用與技術進步、並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

榮，此亦與憲法第一四五條第一項「國計民生之平衡發展」相符合。因此，妨害

競爭秩序之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即應以法律限制並加以規範47。 

(二)經濟情勢的實然面發展 

從憲法基本人權保障與基本國策的相關規定，可以得出憲法對於經濟體制的

規範是混合了管制與自由的因子，這是憲法的應然面，其中管制因子的大量存

在，將國家預設為深具管制與分配能力的大有為政府。但從憲法的實然面觀察，

台灣經濟的發展，都是朝著更開放、更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前進，雖然過去對於

金融、電信、交通、教育、媒體、電力等公用事業有著不同程度的市場參進及價

格管制，但隨著八○年代的貿易自由化、產業自由化，以及九○年代以後迄今的

自由化、解除管制、民營化、國際化、乃至參與世界貿易組織(WTO)的浪潮推波，

憲法的應然面與實然面有了顯著的落差，傳統的管制已不能適應現代新經濟的彈

性化要求，更自由、更開放、更競爭的經濟秩序已成為現代經濟的共識48。 

而大法官會議在這過程中對憲法的詮釋，如：釋字第五一○號解釋對職業自

由的保障、釋字第四○○號解釋對於財產權保障為人格自由發展基礎的說明、釋

                                                                                                                                            

之基金。」 
46 蘇永欽，前揭註37，頁 140-142、148-152。廖義男，前揭註27，頁 2以下。吳秀明/楊坤樵，

前揭註33，頁 268-270。 
47 廖義男，同上註，頁 4以下。 
48 蘇永欽，前揭註37，頁 13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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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四八八、四八九號解釋強調財產權的程序保障49，也都朝著壓抑政府管制經

濟的角色發展，對於經濟的干預，傾向於只從憲法第二十三條去檢驗，而非依循

基本國策中的經濟制度來合理化國家的經濟干預，從而加強了與市場經濟相關之

財產權與營業自由的保護，減緩了規範落差的衝突50。 

參、國家保護義務與私法自治限制 

  一、私法自治為制度性保障 

    私法規範大部分涉及私法上自主決定之基礎條件的創設，契約自由與財產權
為交易的前提要件，財產權所保障的是個人基於自利動機，自我負責且自主決定

如何利用其財產的私有財產制，與營業自由並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兩大支柱，係

先於憲法存在而由國家加以承認並保障的制度，這一制度性保障(Insitutsgarantie)
除要求立法者負有立法義務，應為其訂定一套可運作之基本規範，並且要求不得

任意加以破壞51。 

  二、基本權之客觀價值秩序 

憲法的基本人權保障，不僅僅是個人在公法關係上對抗國家的防衛權

(Abwehrrecht)功能而已，基本人權也代表了一種客觀價值秩序(objektive 
Wertordnung)52，為立法、行政跟司法所應遵守的客觀基本規範，私法關係的規

範也應符合憲法基本權的要求，不僅立法者制訂私法規範時要遵守基本權的保

障，司法者在適用法律時也要受基本權保障的拘束。經由基本權的客觀價值秩

序，可以得出基本權的第三人效力(Drittwirkung)，即保障人民的基本權亦不受到

第三人的侵害，而將私法關係也納入基本權的保障53。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

號即明白表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財產權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財產免於遭

                                                 
49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88號、第 489號解釋要求的財產權程序保障，揭示了私自治優先政府介

入的原則，即金融機構財業務狀況顯著惡化時，主管機關依銀行法、信用合作社法及金融機構監

管接管辦法為接管及促成併購前，應先給予該金融機構自救機會，如增資或提供擔保，始符憲法

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50 蘇永欽，同上註，頁 149-152。 
51 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收於氏著，違憲審查，頁 88 (1999 年)。 
52 吳庚，基本權的三重性質，收於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紀念論文集，頁 25-32 (1998

年)。 
53 王澤鑑，憲法基本權利與私法，收於司法院，司法院大法官釋憲五十週年紀念論文集，頁 67-70 

(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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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以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 

  三、國家保護義務 

    當基本權的功能從消極防衛性質擴張到為制度性保障與客觀價值秩序後，國

家不僅不能對基本權所保護的法益與自由採取直接的侵害，對於其他第三人的侵

害也應加以防範，以平衡不對等的當事人力量地位54。因此，國家負有積極的保

護義務(Schutzpflicht)，立法者應制定充分的保護規定，以因應私法自治下所衍生

的基本權危害問題55，在民事法律關係中，國家亦應採取適當措施，介入私法自

治的利益衝突，限制私人的自由空間，以保護其他人的基本權56。對此，可透過

契約法的實質化或是善用概括條款解釋的方式，予以達成57。 

  四、介入私法自治的準繩 

    個人自主決定為私法自治之基礎，也是憲法所保障的人格自由發展與人性尊
嚴，契約自由、營業自由與市場競爭不僅同是經濟秩序的重要支柱，也同受憲法

的保障，基於基本權的第三人效力與國家的保護義務，立法者應制定相關基本規

範，讓其得有效運作，同時國家也應防止這些基本權利受到公權力或第三人的不

當侵害，並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 

    立法與司法在介入民事法律關係時，對於一方當事人提供保護，往往同時也

會對另一方當事人的私法自治造成限制，資訊義務亦具有這樣的雙面性，資訊的

強制揭露，一方面是限制資訊方的資訊利用空間，另一方面則是保護他方的自主

決定。依據基本權的客觀價值秩序作用，對於私人間的利益衝突，在必要情況下，

可以對私法自治設限，以保護另外一方的權利58。 

私法關係的國家介入，因同時兼具有限制一方權利與保護另一方權利的性

質，故一方面所採取的措施須能達到足以保護被保護方之目的，禁止保護不足

(Untermaßverbot)，另一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也不能過度的造成被限制方的負擔，

禁止過度保護(Übermaßverbot)，因此，立法或司法在介入民事法律關係採行相關

措施時，仍須遵循「比例原則」(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inzip)(參閱憲法第二十三

                                                 
54 BVerfG, NJW 1990, 1469. Dietlein, Die Lehre von den grundrechtlicehn Schutzpflichten, 1992, 

S.17. 
55 Canaris, Grundrechte und Privatrecht, AcP 184 (1984), S.227. 
56 蘇永欽，前揭註51，頁 136。程明修，契約自由與國家之保護義務，憲政時代，第 30卷第 2

期，頁 216-217 (2004 年 10月)。 
57 Kittner, Schuldrecht, 3. Aufl., 2003, Rn.107ff. 
58 BVerfGE 89, 21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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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以為適當決定59。從而，立法或司法在規範或解釋民事法律關係中權利義務

的分配，以達成保護一方當事人之目的時，若存在數個可以達成保護目的之不同

方法者，如：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悔約權(Widerrufsrecht)、契約內容

控制(Inhaltskontrolle)可供選擇時，應選取對於私法自治干預程度最小的方式。 
 

第三節  私法自治與契約自由之界限 

壹、私法自治之界限 

私法自治並非不受限制，德國聯邦憲法法院即認為：私法自治在必要情況下

得加以設限60，私法規範也必須接受基本權保障的檢驗61。 

一、事實上的界限 

    (一)個體差異 

民法立法者對於私法關係法律主體的想象，是抽象的一般理性自由人，其有

能力自主負責地決定他的存在和法律關係。但是，在現實生活裡，活生生的個人

有著鮮明的不同差異，天資的聰明愚鈍、財富的貧富，因人而異，個人自主決定

的自由空間也就隨人而異了。因此，個人所擁有之資源的差異，如財產、勞動力、

Knowhow、人格特質等等、得投入私法活動資源的多寡、以及個人的需求差異，

都會影響到該個人的的交易地位。稀少的資源跟急迫的需求，往往會使得他的交

易談判地位明顯地落居下風。而在資訊時代(Informationszeitalter)，資訊
(Information)也是資源之一，如：市場狀況(Marktlage)的資訊，以及關於法律上

或事實上行為可能性跟形成可能性的資訊62。因此，私法自治對於個人而言，是

有其事實上界限的，每個人的自治空間會因個人的資源跟需求而有不同。 

不過，民法對於能力問題，則是透過行為能力制度予以一般化，具備行為能

力之締約人，法律上假定其具有為一般法律行為之能力、有能力獲取必要的資

訊、做出對自己最有利之決定，而對於可能不具備此一基本能力者，則是經由無

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制度加以保護。 

                                                 
59 BVerfGE 39, 1, 47. Bäuerle, a.a.O., S.318. 
60 BVerfGE 89, 214, 232. 
61 BVerfGE 31, 58, 72f. 
62 Paulus/Zenker, Grenzen der Privatautonomie, JuS 2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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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也會造成私法自治的事實上限制，基本上，只有在存在無數供給者

跟需求者之自由原子型的市場模型底下(完全競爭市場)，產品同質、市場透明、
供給者跟需求者均為行為理性且無特別偏好的情況下，供需雙方均能達到效用最

大化，自由選擇的淘汰過程才能有效運作，因此，交換契約與競爭具有緊密的關

連性。然而，現實社會裡，完全競爭市場並不存在，獨占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63是為常態，如果供給或需求被壟斷的話，交易與否與交易條件將由

他方決定。因此，如果不對一方的私法自治設限，則私法自治即可能被經濟力量

擁有者或資訊擁有者所濫用，故獨占地位的濫用，可構成善良風俗的違反64。 

二、法律上的界限 

就私法自治的法律上限制而言，他人的私法自治也構成了一項限制。法律上

的基礎關係是建立在相互尊重之上，每一個人都有權要求其他任何人尊重他的人

格、不侵害他的生存跟私人領域。相對地，每一個人對於其他任何人也都必須承

擔這種尊重他人人格及不侵害他人權利的義務65。對於契約的締結而言，需要雙

方當事人的合意(Konsens)，並非一方當事人即可片面決定的，私法自治促使個人
得自己規律其法律關係，不受他主決定(Fremdbestimmung)的影響，因此，任何
人均不得被迫違反意願地接受贈與恩惠(Wohltat)。所以，他方當事人的私法自
治，便成為一方當事人私法自治的最重要界限。 

  三、法律上限制之理由 

法律上對於私法自治加以設限，主要是基於以下理由66： 

(一)保護當事人 

對於私法自治設限，可以保護其他當事人(Betroffenen)的私法自治空間，例

                                                 
63 此概念認為現實生活中，產品或交易條件是異質的，個人對於交易的進行，多少都帶有其個

人偏好，供方對於需方而言，多多少少都有點價格決定力，而非單純的價格接受者，市場現象是

混合競爭與獨占的因素，需求曲線是略為向下傾斜的。參閱 E.H. Chamberling 著/郭婉 譯，壟斷

性競爭的理論(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頁 54以下 (1966 年)。 
64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988), 101, S.107. 
65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7. Aufl., 1988, Rn.35. 
66 Paulus/Zenker, a.a.O., S.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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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離職後競業禁止約定，將會對受限制方將來其規律自己私法關係的行為空間

(Handlungsspielraum)造成限制67。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對於轉售價格約定的禁

止，亦保護交易相對人的決定自由與營業自由，以維護品牌內的價格競爭。 

另外，限制私法自治也有助保護財產權，例如：限制行為能力制度。限制行

為能力制度，即是法律還不信任限制行為能力人能夠安全且負責地處分自己的財

產，因此，法律規定限制行為能力人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應得法定代理人之

允許(參閱民法第七十七條)，即屬對私法自治的介入，並以無經驗(Unfahrenheit)
作為保護需求(Schutzbedürfigkeit)予以正當化。 

(二)保護相對人 

這類的相對人(Gegenüber)保護主要出現在形成權的行使上，如：終止保護制

度。德國終止保護法(Kündigungsschutzgesetz)第一條規定，雇主對於勞動關係

(Arbeitsverhältnis)為一般終止(ordentliche Kündigung)者，須具備社會正當性
(soziale Rechtfertigung)68，例如：勞工欠缺身心的合適性(如久病未癒)、外勞失去

工作許可、勞工違反契約或工作規則或犯與工作有關之犯罪(如公司內偷竊)、業
務減縮等，否則，終止無效69。 

另外，為顧及耕地承租人的保護，民法第四五八條、第四五九條及土地法第

一一四條亦規定，出租人欲終止耕地租賃者，須具備法定原因70。 

                                                 
67 離職後競業禁止約定，事涉勞工的工作權及生存權，以及雇主商業利益跟競爭利益的權衡，

其條款的有效性，應考量：(1)限制的必要性：即視雇主有無值得保護之正當利益，例如：營業

秘密、技術秘密或其他機密資訊的保護。(2)限制的合理性：即視限制是否與雇主的正當利益有

合理的關聯。例如：勞工是否曾接觸營業秘密、限制的職業活動、時間、地點應限於保護雇主正

當利益之必要範圍。(3)合理補償的有無。參閱林更盛，離職後競業禁止約款的審查，月旦法學

雜誌，第 111期，頁 198以下 (2004 年 8月)。 
68 Brox/Rüthers, Arbeitsrecht, 15. Aufl., 2002, Rn. 199ff. 
69 參閱我國勞動基準法第 11條規定：「非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雇主不得預告勞工終止勞動契約：

一、歇業或轉讓時。二、虧損或業務緊縮時。三、不可抗力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四、業務

性質變更，有減少勞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五、勞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不能勝

任時。」 
70 民法第 458條：「耕作地租賃於租期屆滿前，有左列情形之一時，出租人得終止契約：一、

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或繼承人無耕作能力者。二、承租人非因不可抗力不為耕作繼續一年以上

者。三、承租人將耕作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他人者。四、租金積欠達兩年之總額者。五、耕作地

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作地使用者。」 

民法第 459條：「未定期限之耕作地租賃，出租人除收回自耕外，僅於有前條各款之情形或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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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少數 

    在公司或社團內部，對於決定的作成，通常是採取普通多數決，其結果為公

司或社團的命運及其財產，均由過半數決定，基於少數服從多數，少數人

(Minderheit)經常是無法置喙且無影響力的，因此，少數的保護便成為一個問題。

為了保護少數社員或股東，法律規定對於重大事項的決定，例如：變更章程(民
法第五十三條、公司法第二七七條)、決議解散(民法第五十七條、公司法第三一
六條)、公司合併或分割(公司法第三一六條)、重大營業政策變更(公司法第一八
五條)、解除公司轉投資限制(公司法第十三條)、董事競業許可(公司法第二○九
條)、董監事解任(公司法第一九九條)、股息或公積轉增資(公司法第二四○條、
第二四一條)等，應以較高門檻的特別決議方式作成71。 

    此外，在公司為合併、分割或重大營業政策變更時，為保護少數股東的自主

決定與財產權，讓不願意遵從決議者可以脫離公司，公司法賦予少數股東股份收

買請求權(參閱公司法第一八六條、第三一七條)，以資保護72。 

    類似的少數保護也見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中，即共有土地或建築改

良物被多數共有人予以處分時，為處分之共有人應對其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

償，負連帶清償責任，並應於為權利變更登記時提出清償證明73，一方面以多數

決方式減少共有物因反公有(anti-commons)所造成的低度利用74，以增進共有物的

經濟利用，另一方面也藉由連帶責任及清償證明來加強少數共有人的財產保護。 

    在合夥關係中，合夥人並無出資增補的義務，民法第六六九條規定：「合夥

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因損失而致資本減少

者，合夥人無補充之義務。」惟本條為任意規定，若於合夥契約中載明，於一定

之情形得追加出資，或得以多數決方式，追加出資者，此種約定仍屬有效，然學

                                                                                                                                            

人違反第四百三十二條或第四百六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時，得終止契約。」 

土地法第 114條：「依不定期限租用耕地之契約，僅得於有左列情形之一時終止之：一、承租人

死亡而無繼承人時。二、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利時。三、出租人收回自耕時。四、耕地依法變更

其使用時。五、違反民法第四百三十二條及第四百六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時。六、違反第一百零

八條之規定時。七、地租積欠達二年之總額時。」 
71 對於社團的目的變更，德國民法第 33條第 1項要求須經全體社員同意。 
72 王文宇，公司法論，頁 321-322、536-537 (2003 年)。 
73 此項清償證明的提出，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執行要點第 9點第 2項規定，係申請權利變更登

記的必要文件之一。 
74 Michael A. 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621, 633-64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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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此增加出資應有一定之界限，不得任意經由多數決無限擴張增加之出資

額，否則可能有違背公序良俗之虞75。 

(四)保護特定第三人 

未設限的私法自治行為會導致特定人的正當期待受到落空，但在一物數賣的

情況下，法律並不加以設限，對於一物數賣的債權契約，法律並不拒絕承認其效

力，而是以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方式來保護買受人76。 

(五)保護交易安全 

有些私法自治的限制也能有助於交易安全(Rechtssicherheit)、交易明確

(Rechtsklarheit)及交易流暢(Flüssigkeit und Reibungslosigkeit des Rechtsverkehrs)
的維護。例如：物權法定主義(numerus clausus)，由於物權具有絕對性跟對世性，
因此，法律規定必須要使物權內容能讓任何人都可以辨別，故對於物權的類型與

物權的內容都作明確的強行規定，排除了當事人自由創設的可能性，讓當事人只

剩下「要不要」交易的自由而已，其目的在於減少交易成本、避免無謂的資訊成

本支出、確保交易安全77。 

然而，在交易類型被標準化的情形下，若法定之物權清單無法滿足交易當事

人的實際需求時，當事人唯有尋找債權契約的方式來輾轉達成其目的，不過，基

於債權的相對性，當事人勢必得花費更多的成本來作適當的交易安排，而契約以

外之第三人也必須得付出更多的資訊成本來探查契約當事人間的交易。在現代社

會的交易，新的交易需求不斷發生，如實務常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讓與擔保等，

當物權法定不能滿足實際交需求時，於是就引發了增加新物權種類78及修正調整

物權法定主義的討論79，最高限額抵押權也在實務多年適用發展下，於二○○七

年的物權編修正，增訂於民法之中。 

                                                 
75 史尚寬，債法各論，頁 656 (1967 年)。黃立/姚志明，民法債編各論(下)─合夥，頁 396 (2002

年)。vgl. Jauernig/Stürner, BGB, 11. Aufl., 2004, § 707 Rn. 3. 
76 王澤鑑，二重買賣，收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四)，頁 165-169 (1994)。 
77 蘇永欽，物權法定主義的再思考，收於氏著，經濟法的挑戰，頁 20以下 (1994 年)。王文宇，

物權法定原則與物權債權之區分，月旦法學雜誌，第 93期，頁 150-152 (註 42) (2003 年 2月)。 
78 動產擔保交易法即另行規定動產抵押權、附條件買賣及信託占有，以滿足動產擔保交易的需

求。關於動產擔保的討論，可參閱蘇永欽 主持，動產擔保交易法修正研究，金融局委託研究計

畫 (2000 年)。 
79 蘇永欽，物權法主義鬆動下的民財產權體系，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8期，頁 110-142 (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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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法律也對於公司的型態加以設限，公司法規定公司的種類為：無限

公司、有限公司、兩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參閱公司法第二條)。並且對於公司
的代表權人、公司負責人責任及資本組成等詳加規範，以讓交易相對人在交易時

能夠辨識，以維護交易安全。 

(六)保護社會道德跟其他公益 

透過公序良俗條款來使法律行為無效，可以保護公共利益與社會道德，例

如：促成刑法犯罪之法律行為(如槍枝販賣)，破壞公務公正性信賴之法律行為(如
賄賂)等等，使法律行為無效化，社會道德跟公共利益將獲得維護。 

另外，為維護公共利益，對於特定的交易行為，法律也會對契約自由加以限

制，如土地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即規定外國人於我國境內取得土地者，應經主管機

關核准。 

貳、契約自由的內涵 

契約自由為私法自治的最重要內容，契約自由原則讓個人有機會自由決定是

否要訂立契約、跟誰訂立契約、如何訂立契約、契約內容如何、或於締約後變更

契約內容或廢棄契約。經由契約自由，不僅交易可以簡化、流暢的進行，而且也

可讓當事人量身定作符合自己個別實際需求的契約，以彈性因應日常生活交易所

需，實現自主決定及促進經濟的活絡發展。從內容看，契約自由包括締約自由

(Abschlußfreiheit)80、相對人自由(Kontrahentenwahlfreiheit)81、內容自由(Inhalt- und 

                                                 
80 契約作為實現當事人利益的重要工具，當事人所希冀的法律效果固須由契約內容來彰顯，但

若法律秩序不承認契約締結自由，則當事人所期望的法律效果將無從發生，只有當個別當事人對

於是否訂約以及交易對象的選擇，沒有受到限制時，對於私法自治利益實現深具意義的契約內

容，才有形成可能。若一方被迫違反意願與人成立契約時，則勢必反應在契約內容形成上，設法

成立對另一方不利的契約，因此，締約自由跟內容自由可說具有階層關係(Stufenverhältnis)，若

無契約成立自由，則契約內容自由將不復存在或受到限制，故締約自由可謂是契約自由的最初形

式。 
81 在契約過程中，當事人在決定是否要締約之際，通常即已對締約相對人的人選已有考慮，因

此，相對人自由與締約自由有密切的關係，兩者可納入契約成立自由(Vertragsbegründungsfreiheit)

的概念之下，若無選擇相對人的自由，則為求自主利益實現之契約締結自由，將是不完整的。相

對人自由以存在數個潛在交易對象的選擇可能性為前提，因此跟競爭結構息息相關，透過契約競

爭(Vertragswettbewerb)，個別法律主體才有可能經由交易對象的選擇，來達成最有利的利益實

現，不同的交易對象有著不同的利益狀況，從而利益的評估，將影響選擇交易相對人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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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altungsfreiheit)82、方式自由(Formfreiheit)83、變更與結束自由

(Vertragsabänderungs- und -beendigungsfreiheit)84。85 

參、契約自由的限制 

契約自由為實現私法自治的重要手段，也是十九世紀個人自由主義的重要表

現形式，在市場經濟下，契約自由與財產自由促成了經濟活動的自由往來，也對

個人的意志實現跟社會的進步繁榮，提供了強而有力的能量。然隨著資本主義社

會的發展，經濟地位不對等的情況愈趨激烈，形成經濟社會上的強者，具有支配

弱者的能力，經濟社會弱勢者往往只剩下要不要接受契約的自由，其餘契約自由

均為經濟社會強勢者所主宰，因此，契約自由便成為經濟社會強勢者一方的剝削

濫用工具，淪為自我毀滅而名存實亡。因此，在現代社會為修正契約自由所產生

的弊端，乃對契約自由加以限制，以使社會資源能夠得到合理的分配，回復契約

自由應有的實質86。 

  一、締約強制 

    依據契約自由原則，當事人當然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訂立契約跟與誰訂立

契約，從反面言之，當事人自亦享有拒絕訂立契約的自由及拒絕與特定人締約的

                                                 
82 對於當事人個別利益的實現而言，締約自由只能算是契約自由這棟建築物的大門，內容自由

(Inhalt- und Gestaltungsfreiheit)則是契約自由的工場，經由契約內容的磋商形成，個別利益將在法

律形式上獲得型塑，締約自由並不足以確保當事人所欲追求的利益能夠獲得實現，個別利益能否

落實為契約內容，則有賴雙方當事人的磋商(Aushandlung)。類型自由(Typenfreiheit)為契約內容

自由的表現，當事人得自由創設法律所未規範的契約類型，如融資性租賃契約(Leasing)或加盟契

約(Franchise)。此外，縱屬有名契約類型，當事人仍得以約定來排除法律任意規定的適用，例如：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的排除(民法第 366條)。 
83 契約的訂立，無須依照一定的方式，口頭約定亦可成立契約，而當事人亦得自由約定契約的

成立方式。 
84 當事人於締約後得依其需要，合意變更契約的內容，甚至於也可將已締結之契約，合意解除

以結束契約關係，為變更與結束自由。如同當事人得選擇是否簽訂契約般，賦予當事人得就已成

立之契約關係加以變更或結束，也是符合自主決定原則。但是，契約之內容變更跟結束，因事涉

已成立之契約關係，非當事人一方得任意決定，而須以契約方式為之。 
85 王澤鑑、債法原理(一)，頁 80 (2001 年)。Jauernig/Stadler, § 311 Rn.3ff. Busche, Privatautonomie 

und Kontrahierungszwang, 1999, S.67ff. 
86 李清潭，資本主義下現代契約法的變遷，頁 17-20、73-76 (1999 年)。陳聰富，契約自由之限

制，台大法學論叢，第 32卷第 1期，頁 119以下 (2003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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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此種消極的契約自由(negative Vertragsfreiheit)自亦屬契約自由的一部分
87。因此，當事人負有應相對人之請求，與其訂立契約的強制締約

(Kontrahierungszwang) 義務，自屬對於契約自由的限制。 

    (一)締約強制目的 

    法律上要求締約強制，通常有其特定的目的與利益。 

      1.維持生活必需品的供應 

為了確保個人的自治得以實現，個人須具備一定最低程度的資源，才能有具

體的行為可能性，因此，對於某些事涉生存照顧(Daseinvorsorge)的給付，為個人
日常生活所必要，若縱放事業得任意拒絕締約時，則個人將無法獲取生活所需之

物品或給付，將有損其生存權的保障，因此，亦有賴強制締約義務，予以保障。 

      2.維護市場機能的運作 

    對於契約自由原則而言，有效競爭的市場(Markt mit funktionierendem 
Wettbewerb)是一項必要條件，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市場中，個人對於眾多相互競
爭的市場對造，才會具有交易的選擇可能性，以滿足個人需求、實現自我決定。 

但若市場被獨占事業所壟斷時，則個人的需求滿足將被獨占者所支配，而有

被榨取(Ausbeutung)之可能，為避免個人因不利的市場地位而在交涉過程被獨占

事業所主宰，致為不利之意思決定，故禁止事業拒絕締約，以避免市場力量的濫

用。 

另外，若獨占事業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事涉其他事業進入市場所必須者，則

該商品或服務的接取，將重大影響下游市場競爭時，為避免下游市場競爭受到阻

礙(Behinderung)，對事業拒絕交易之行為加以禁止，將有助於市場機能的調節。 

  3.其他目的 

為了避免物的利用關係複雜化，減少變更利用的成本，以促進物的最佳利

用，法律在某些場合下設計了優先承買權，讓原來的利用人得以相同條件優先承

買，這類情況主要發生在土地所有權跟土地使用或地上物所有權，分屬不同當事

人的法律關係上，例如：土地出租人跟承租人、土地所有人跟典權人間。依法律

規定，耕地承租人對耕作地有優先承買權(參閱土地法第一○七條、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例第十五條、民法第四六○條之一)、基地出租人與基地承租人(或地上權

                                                 
87 黃立，契約自由的限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期，頁 8 (2005 年 10月)。Musielak, Grundkurs 

BGB, 8. Aufl., 2003, Rn.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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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典權人)間互有優先承買權(參閱民法第四二六條之二、土地法第一○四條)、
典權人對典物的優先留買權(參閱民法第九一九條)、共有人對應有部分的優先承
買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法律對於這類的優先承買權，雖因權益保護需求程度的不同，分別賦予「物

權效力」88(如民法第四二六條之二、第四六○條之一、土地法第一○四條、第一

○七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五條)或「債權效力」89(如民法第九一九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但關於優先承買權的行使，實務見解認為依優

先承買權所成立之契約，與當事人任意所成立的契約，性質並無不同90，一方依

相同條件行使優先承買權者，他方有承諾出賣之義務91，使得物之出賣人的選擇

自由受到了限制。 

優先承買權的背後考量是讓土地的原利用者繼續利用，至少是符合使用效率

的，讓原利用者有機會取得所有權，可讓原本分立的權義關係歸於一人，將之單

純化，以利物之經濟效用的發揮，避免因權義關係複雜造成物的低度使用或增加

使用安排的協商成本。 

另一方面，優先承買權的存在，也可能令最能發揮物之最大效用的買主，對

於交易產生猶豫，以致於無法找到真正的最佳資源利用者，因而有再討論其制度

設計上的適當性92。 

    (二)締約強制類型 

關於強制締約的類型，可以區分為「直接締約強制」 (unmittelbarer 
Kontrahierungszwang)與「間接締約強制」(mittelbarer Kontrahierungszwang)，前
者是法律明文規定，當事人負有締約義務；後者則是締約義務的發生，並不是源

自於法律的直接規定，而是經由其他請求權(如：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得出。基本

                                                 
88 最高法院 67 年台上字第 479號判例、最高法院 65 年台上字第 2701號判例。陳立夫，土地法

第一百零四條之基地優先購買權─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五七五號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十八期，頁 75-80 (2001 年 1月)。 
89 最高法院 68 年台上字第 3141號判例、最高法院 66 年台上字第 1530號判例。 
90 最高法院 66 年台上字第 3681號判例。 
91 最高法院 29 年上字第 20號判例、最高法院 31 年上字第 672號判例、最高法院 33 年上字第

6479號判例。關於優先承買權之法律性質分析，可參閱王澤鑑，優先承買權之法律性質，收於

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一)，頁 521-522 (1993 年)。 
92 蘇永欽，法定物權的社會成本，收於中國法制比較研究論文集，頁 18、41-42、49 (2005 年)。

謝哲勝，土地共有人和用益權人優先承購權法律性質與優先順序之探討，收於氏著，財產法專題

研究，頁 133 (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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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直接締約強制之法律規定所追求的價值準則(Wertungsmaximen)，有別於間
接締約強制93。 

      1.直接締約強制 

法律直接規定契約締結義務的情形，主要如下94： 

        (1)公用事業的締約義務 

    對於郵政、電信、電業、自來水、鐵公路等民生必而品的供應，法律均明文

規定，事業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客戶的請求(郵政法第十九條95、電信法第二十

二條96、電業法第五十七條97、自來水法第六十一條98、鐵路法第四十八條99、公

路法第五十條100)。 

        (2)醫療事業的締約義務 

醫師、獸醫師、藥師、助產士等醫療事業，事涉生命、身體、健康的保障，

基於對生命健康的重視，法律乃規定，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診療、檢驗或處

方之調劑(醫師法第二十一條101、獸醫師法第十一條102、藥師法第十二條103、助

                                                 
93 Busche, a.a.O., S. 117ff. 
94 王澤鑑，債法原理(一)，頁 85 (2001 年)。詹森林，私法自治原則之理論與實務，收於氏著，

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頁 16 (1998 年)。 
95 郵政法第 19條：「中華郵政公司非依法規，不得拒絕郵件之接受及遞送。但禁寄物品或郵件

規格不符中華郵政公司公告者，不在此限。」 
96 電信法第 22條：「電信事業非依法律，不得拒絕電信之接受及傳遞。但對於電信之內容顯有

危害國家安全或妨害治安者，得拒絕或停止其傳遞。」 
97 電業法第 57條：「電業在其營業區域內，對於請求供電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 
98 自來水法第 61條：「自來水事業在其供水區域內，對於請求供水者，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

絕。前項請求供水者，對拒絕供水如有異議，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99 鐵路法第 48條第 1項：「物品依其性質對於人或財產有致損害之虞者，除鐵路機構已公告辦

理運送者外，得拒絕運送。」 
100 公路法第 50條第 1項：「依物品之性質，有危害他人身體或財產之虞者，汽車運輸業得拒絕

運送。」 
101 醫師法第 21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其專業能力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不得 

無故拖延。」 
102 獸醫師法第 11條：「執業之獸醫師如無正當理由，不得拒絕診斷、治療及檢驗，並不得拒絕

填發診斷書及檢驗證明書。」 
103 藥師法第 12條第 1項：「藥師執行調劑業務，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為調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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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人員法第二十九條104、醫療法第六十條105、精神衛生法第二十六條106)。 

(3)其他規定 

基於保護經濟上弱者的考量，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二十條規定：「耕地租

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例回收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

訂租約。」另外，民法第九一九條規定：「出典人將典物之所有權讓與他人時，

如典權人聲明提出同一之價額留買者，出典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依實

務見解107，另一方負有承諾之義務，似亦屬強制締約的類型。 

      2.間接締約強制 

        (1)民法規定 

    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後段規定亦可導出契約締結義務的法律效果108，如拒

絕他方當事人締約之請求，構成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依損害賠償法回復原狀(Naturalresitution)之規定(參閱民法第
二一三條第一項)，拒絕締約適用回復原狀之效果，即為應該締結契約。 

至於，拒絕締約(Vertragsverweigerung)在何種情況下會違反善良風俗

(sittenwidrig)，則須視拒絕締約者有無濫用獨占地位(Monopolmissbrauch)或是否
涉及公眾生活必需品(öffentliche Versorgungsaufgabe)而定109。 

        (2)公平交易法規定 

違反公平交易法的行為，亦有損害賠償及侵害除去或防止請求權的規定(參
閱公平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因此，拒絕交易而構成違法者，亦可得出應

締結契約的結果。 

          a.禁止差別待遇 

事業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104 助產人員法第 29條：「助產人員不得無故拒絕或遲延接生。」 
105 醫療法第 60條：「醫院、診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員及設備能力

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不得無故拖延。前項危急病人如係低收入或路倒病人，其醫療費用非

本人或其扶養義務人所能負擔者，由直轄市、縣 (市) 政府社會行政主管機關依法補助之。」 
106 精神衛生法第 26條第 1項：「精神醫療機構應提供病人積極適當之治療，不得無故延誤。」 
107 最高法院 29 年上字第 20號判例、33 年上字第 6479號判例。 
108 Medicus, Schuldrecht I, 13. Aufl., 2002, Rn. 84. 王澤鑑，前揭註94，頁 86。詹森林，前揭註94，

頁 17。 
109 Busche, a.a.O., S.162ff, 19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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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者，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違反。具備市場力量之事業從事差

別待遇行為者，一般會對競爭秩序造成危害，因此，禁止差別待遇

(Diskriminierungsverbot)之目的在於維持市場開放。一方面避免具備市場力量之

事業對其競爭者(同一競爭階層)，採取差別待遇手段，阻礙其參與競爭；另一方

面也可保護同屬交易相對人階層之事業間的競爭公平機會(上下游競爭階層)，避
免某一交易相對事業因差別待遇而影響其競爭條件，致處於較為不利之競爭地位
110。 

    為差別待遇之事業，須具備市場力量，方足以生限制競爭之效果，而市場力

量的濫用，除一般性、普遍性、絕對性的市場優勢地位(如：獨占地位或高市場
占有率)以外，也包括基於個別當事人間市場依賴(Abhängigkeit)所產生之相對優
勢地位111。112 

    實施差別待遇之方式，包括：獨家交易、忠誠折扣(Treuerabatte)113、拒絕入

                                                 
110 Emmericht, Kartellrecht, 10.Aufl., 2006, S.361f. 
111 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是一種僅存在於交易當事人彼此之間的相對力量差距，屬於垂直交易關係

的類型，即特定事業對於特定種類之商品或服務，在經濟上必須依賴另一方事業的供給或需求，

始能保持其市場競爭力，一旦依賴事業失去供給源或需求源，將在其所處階段的市場上陷於競爭

劣勢，而有被淘汰出局之虞。例如：可口可樂的製造商或進口商，對某一飲料批發商甲斷絕供貨，

導致甲只能供應他牌飲料而無法供應可口可樂給其大宗客戶的下游餐飲業者，對下游餐飲業者而

言，可口可樂是客人最經常的消費飲料，菜單上若缺少可口可樂將會損其商譽及競爭力，此時，

下游餐飲業者為了滿足客人需求，將轉向其他供應可口可樂及其他飲料的批發商交易，而批發商

甲將因不能供應可口可樂，而可能被迫退出市場。因此，對於市場占有率不高的事業，倘其他事

業之營運必須依賴該事業以維持競爭條件，而缺乏「足夠且可期待之偏離可能性」(ausreichende 

und zumutubare Ausweichmöglichkeiten)時，該事業即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德國法承認存在依

賴性的類型有：(1)基於產品完整供應之依賴性。(2)基於匱乏而生之依賴性。(3)對於特定事業之

依賴性。(4)對於需方之依賴性。參閱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理論探討相對市場優勢

地位─以公平法立場之研析適用，公平交易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頁 31 (1999 年)。黃銘傑，相

對優勢地位濫用與公平交易法之規範，收於氏著，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實際─不同意見書，頁

196-201 (2002 年)。Emmerich, a.a.O., S.363ff. 
112 我國公平交易法實務上，也承認這類相對市場力量的管制，而適用於大型流通業者(參閱 86

公處字第 036號處分書)及影音商品上(參閱公處字第 092032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78號處分

書、89公處字第 079號處分書)。參閱李憲佐、吳翠鳳、沈麗玉，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規範之檢

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中心」，收於公平會，公平交易法施行十周年回顧

與前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236-237 (2002 年)。 
113 忠誠折扣係一種特別折扣，目的在使交易相對人向事業購買全部或大部分所需之產品，而不

與其他競爭者交易。參閱王泰銓，歐洲事業法(二)，頁 222-224 (2000 年)。D.G. Goyder, EC 

Competition Law, 359-362 (2r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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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申請114、差別訂價115、不當招標限制116等等。 

    至於，差別待遇是否正當，應考量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異、交易數額、信

用風險及其他合理事由(參閱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而為認定。此
外，不正當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還須依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
審斟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等因素，

看其是否會發生限制市場競爭之效果而定117。 

b.樞紐設施理論 

在競爭法上，拒絕交易的反競爭效果，主要表現在阻礙競爭及獨占力延伸

(monopoly leveraging)118上，若主要產品市場上的獨占事業，對於在互補產品市

場上與自己競爭之事業，無正當理由地拒絕交易，則可能導致互補產品市場競爭

的排除，實質地導致購買者只能向獨占事業購買主要產品和互補產品，而間接地

達到和獨占延伸的效果，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一款或第四款規定之違反
119。 

    在市場競爭上，有些設施係屬競爭者進入其他相鄰市場所必須且無複製可能
性(mangelnde Duplizierbarkeit)之關鍵設施(wesentliche Einrichtung)，如：鐵路和

港口設施、瓦斯和輸油管線、電力和電信網路、智慧財產權120等等，為維護市場

競爭，乃發展出樞紐設施理論(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121，要求設施的擁有者，

不得無正當理由拒絕設施的介接，否則構成市場支配地位的濫用122。事業依據此

                                                 
114 參閱公平交易法對於不動產仲介業者實施聯賣制度之規範說明，第四點(三)2.(2)之說明。 
115 參閱 81公處字第 017號處分書、85公處字第 166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216號處分書。 
116 參閱 90公處字第 062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26號處分書。 
117 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行為之規範，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頁 241-242 (2001 年)。 
118 Eastman Kodak Co. v. Southern Photo Materials Co., 273 U.S. 359 (1927). 
119 楊宏暉，創新誘因的維護與競爭法規範，公平交易季刊，第 12卷第 2期，頁 88 (2004 年 4

月)。參閱公平交易委員會 89公處字第 170號處分書。 
120 智慧財產權是否可適用樞紐設施理論，仍有爭議。參閱楊宏暉，前揭註119，頁 91-97。劉孔

中，以關鍵設施理論限制專利強制授權之範圍，公平交易季刊，第 15卷第 1期，頁 53 (2007 年

1月)。 
121 關於此理論之討論，詳見張長樹，樞紐設施原則之研究，政大法研所博士論文，頁 123以下 

(2000 年)。 
122 參閱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條第 4項第 4款規定：「具備市場支配地位之事業拒絕其他事

業，以適當之對價要求共同使用其網路或其他基礎設施者，且基於法律上或事實上理由，其他事

業若無法與之共同使用其設施，即不可能成為市場支配地位事業之競爭對手。但共同使用設施係

基於事業之條件或其他理由而無法達成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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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開放其設施之義務，須符合以下要件123：  

1.樞紐設施係由獨占事業所控制。 

2.其他事業實際不能或無法以合理方式重製該樞紐設施。 

3.拒絕將樞紐設施提供給其他事業使用。 

4.掌握樞紐設施之事業有能力將該設施提供給其他事業使用。 

    樞紐設施擁有者的交易義務也不是無限的，其有正當理由者(如：設施的產
能不足、設施共用會有故障危險、申請共用者欠缺可信任性)，仍可拒絕第三人
的使用請求，而且樞紐設施的使用也不是無償的，使用者仍必須支付合理的對價
124。 

    另外，樞紐設施理論也不是處理拒絕交易是否違法的唯一標準，美國法院即

認為休曼法(Sherman Act)第二條125即足以禁止獨占事業以拒絕交易方式取得或

維持獨占地位，並非一定得援引該理論不可126。 

  二、方式規定 

契約之締結並不要求需要特定方式才能成立，此為現今所普遍承認的契約方

式自由，因此，法律對於契約的方式規定(Formvorschriften)，亦屬對於契約自由

的限制，但其干預程度是最輕微的127。不過，在歷史的發展過程中，許多法律行

為的效力是依賴其外部形式(äußere Form)，契約的法律拘束力是伴隨契約具備一

定方式而發生。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法律制度的逐步完善，古老而複雜的形式要

求漸漸被簡化的方式所取代，契約得因意思表示合致而具備拘束力，契約方式遂

成為契約拘束力的額外條件(zusätzliches Erfordernis)，方式的附加，須有特別理

                                                 
123 MCI Communications Corp. v. AT&T, 708 F.2d 1081, 1132 (7th Cir.), cert. denied, 464 U.S. 891 

(1983). 
124 Emmericht, a.a.O., S. 352f.  
125 15 U.S.C.§ 2 (Sherman Act § 2)：「任何人獨占或意圖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易或商業，

或與他人結合或共謀為為一部或全部之獨占州際間或與外國間之貿或商業者，視為觸犯重

罪。……」 
126 Image Technical Services, Inc. v. Eastman Kodak Co., 125 F.3d 1195, 1209-1210 (9th Cir. 1997). 

Josef Drex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ntitrust Law - IMS Health and Trinko - Antitrust Placebo for 

Consumers Instead of Sound Economics in Refusal-to-Deal Case, IIC 2004, 788-808. Emmerich, a.a.O., 

S.350. 
127 Medicus, a.a.O., Rn.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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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例如：防止訴訟詐欺 Verhniderung des Prozessbetrugs)128。 

 

    (一)方式目的 

    一般而言，法律規定對於契約方式的要求，均帶有特定的目的，而契約方式

的目的大致有129： 

      1.證據目的(Beweiszweck) 

    當事人對於口頭約定，事後可能會對約定的內容產生不一致的意見，因此，

透過契約的書面，有助於確定當事人間約定的內容或成立時點，減少可能的爭端。 

2.警告目的(Warnzweck) 

對於以一定方式作成協議的當事人而言，方式的要求，可以給當事人反思的

最後機會，特別是契約對於當事人有重大利害關係時，法定方式的要求，可讓當

事人意識契約的拘束力，而促使其思考是否真的要進行一項有拘束力的交易，從

而達到警告當事人的作用。 

3.區別功能(Trennungslinie) 

方式規定有時也有助於區別契約磋商與契約締結的功能，當契約必須以書面

方式為之時，則雙方當事人當可明白知道，在談判過程中雙方所為之口頭或書面

表示，尚不具法律拘束力，必須等到雙方在契約書上簽名時，契約才會成立。因

此，當他中斷磋商時，他無須負法律責任，同時也瞭解到，在書面契約簽訂前，

他不應信賴他方當事人的表示。 

4.資訊功能(Informationszweck) 

    現代立法越來越要求許多契約應以書面方式訂立，目的係為保護一方當事人

(如：消費者)在契約訂定前，已獲得某些資訊，因此，書面的要求具有提供資訊

的功能。例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便規定，分期付款買賣契約應以

書面為之。同條第二項復規定，契約書應載明：頭期款、各期價款、總價款與現

金交易之差額、利率。使消費者在締約時，對於有重大利害關係之事項，有事先

知悉之機會，以利於理性決定的作成。 

                                                 
128 Kötz,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I, 1996, S.119f. 
129 Kötz, a.a.O., S.12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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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法定方式 

民法第七十三條規定：「法律行為，不依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律另有規

定者，不在此限。」目前民法規定的法定方式，主要有書面跟公證兩種。 

1.書面 

書面為最常見的契約法定方式，基於方式自由原則，民法債編規定契約應以

書面方式為之的類型並不多，共計有：(1)期限逾一年之不動產租賃契約(民法第
四二二條)130。(2)終身定期金契約(民法第七三○條)。(3)合會契約(民法第七○九
條之三)。(4)人事保證契約(民法第七六五條之一)。 

      2.公證 

    民法第一六六條之一規定131：「契約以負擔不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更

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其將不動產交易之債權契約作公證

書的高度要求，其理由在於：「不動產物權具有高度經濟價值，訂立契約約定負

擔移轉、設定或變更不動產物權之義務者，不宜輕率。為求當事人締約時能審慎

衡酌，辨明權義關係，其契約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以杜事後之爭議，而達成

保障私權及預防訴訟之目的。」 

  三、內容限制 

    契約內容的自由形成是最重要的契約自由內涵，但基於立法政策的考量、或

為維護社會道、或基於保護弱勢的考量，法律乃限制契約內容的形成自由。 

(一)強行規定 

國家對於私法秩序的干預調控，在公私法二分的體系下，公法規範如何對私

法秩序發生規範效力，民法第七十一條便成為引致管道，為立法者對司法者的概

括授權，使法官就管制政策與私法自治保障做綜合的權衡，以決定法律行為的效

力132。作為私法自治的外在界限，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制

                                                 
130 不過，此書面並非契約之特別成立要件，故逾一年之不動產租賃契約縱未以書面為之，租賃

契約仍有效成立，只是法律效果上視為不定期限之租賃。 
131 此項規定雖於民國 89 年 4月 26日修正通過，但因為對於不動產交易影響重大，故其施行日

期尚未決定，目前仍留待行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132 蘇永欽，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法律行為，收於氏著，民法經濟法論文集，頁 90 (1988 年)。

蘇永欽，從動態法規範體系的角度看公私法的調和，收於氏著，尋找新民法，頁 267-27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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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止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不以之為無效者，不在此限。」將涉及法律禁

止的法律行為(如：買兇殺人、販賣毒品)，否定其效力，以維護法律秩序的無矛

盾性133。 

當強制或禁止規定已明白表示違法之私法效果時，適用本條規定時，並不會

有太大的困難。例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六條規定，承租人應自任耕作，

不得將耕地轉租。違反者，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原訂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

回自行耕種或另行出租。」故耕地承租人轉租耕地者，不僅原訂租約全部無效134，

轉租契約依規定意旨亦歸於無效135。 

但若法律規定並未明白表示契約效力的影響時，如何判斷契約的效力，則有

待法院依法規意旨作利益衡量，權衡該法規所要保護的法益與法律行為本身涉及

之法益(交易安全、信賴) 136。若禁止規定僅涉及締結法律行為的外部情況，如營

業時間、地點之限制者，非在禁止該法律行為之內容者，該法律行為之效力應不

受影響；反之，若禁止規定係為禁止特定法律行為之內容者，則契約應屬無效，

例如出售菸品於未成年人之禁令137。138 

                                                                                                                                            

年)。 
133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297 (2001 年)。 
134 最高法院 46 年台上字第 57號判例：「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十六條第二項，所謂租人將耕地

全部或一部轉租他人者，原訂租約無效，依其規定之本旨推之，自係指全部租約無效而言。原判

決就系爭耕地僅命被上訴人將轉租部分返還上訴訴人，至未經轉租部分仍許被上訴人保留耕作，

顯欠允洽。。」最高法院 80 年台再字第 15號判例：「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所謂

原訂租約無效，係指承租人違反前項所定不自任耕作或轉租之限制時，原訂租約無待於終止，當

然向後失其效力，租賃關係因而歸於消滅而言。非謂租賃關係自始不存在。故出租人應有租賃物

返還請求權，此觀諸同條項後段：『得由出租人收回自行耕種或另行出租』之規定自明。」 
135 最高法院 43 年台上字第 868號判例：「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不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於

他人，承租人違反前項規定時，原定租約無效。此在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段、土地法第

一百零八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六條分別設有規定，違反此項禁止規定所訂立之轉租契約

當然無效，其基於無效之轉租契約而占有租賃物，即非有正當權源。」 
136 蘇永欽，前揭註132，頁 28-30。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302。陳自強，契約之成立與生效，

頁 180-182 (2002 年)。 
137 菸害防制法第 12條：「販賣菸品之負責人或從業人員不得供應菸品予未滿十八歲者。」 
138 對於禁止規定效力的判斷，我國實務區分為「取締規定」與「效力規定」，違反前者，法律

行為仍為有效，違反後者，法律行為無效。對於證券交易法第 60條第 1項規定：證券商不得有

收受存款、辦理放款借貸之行為。最高法院 68 年台上字第 879號判例：「證券交易法第六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乃取締規定，非效力規定，無民法第七十一條之適用。證券商違反該項規定而收受

存款或辦理放款，僅主管機關得依證券交易法第六十六條為警告，停業或撤銷營業特許之行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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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序良俗 

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係指國家社會一般利益或社會一般道德觀念而言，其

為法律本身的價值體系，或為法律外的倫理秩序139。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法

律行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無效。」不僅為私法自治之例外規定，同

時也將法律體系的價值判斷及社會倫理道德觀念，投射在私法秩序裡，使法律外

的社會價值跟道德觀念產生某種法律上的規範效力，從而使得法律判斷不致於跟

社會整體價值秩序脫節140。因此，待婚期間約定141、預立離婚契約142、父母健在

時預立之財產分管契約143、基於性關係之給付約定等144，均因違反公序良俗而無

                                                                                                                                            

分，及行為人應負同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所定刑事責任，非謂其存款或放款行為概為無效。」最高

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第 570號判決亦重申證券交易法第 60條第 1項為取締規定之意旨。另外，最

高法院 79 年度台上字第 2417號判決：「土地法第八十二條所定：『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不

得提供其他用途之使用』，僅係取締規定，而非效力規定，違反此項規定所為之買賣契約，尚不

能認為無效。」 
139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311。 
140 王澤鑑，同上註。孫森焱，公序良俗與誠信原則，收於楊與齡 編，民法總則爭議問題研究，

頁 194 (1999 年)。陳洸岳，動機與違背公序良俗之約定，收於楊與齡 編，民法總則實例問題分

析，頁 158 (2001 年)。 
141 詹森林，待婚期間之約定與善良風俗，收於氏著，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頁 378 (1998 年)。

司法院 (75) 廳民一字第 1139 號：「按結婚乃男女雙方感情結合，為個人之基本自由，在國民

道德觀念上為終身大事，若以契約限制在一定時期內不得結婚，實有違善良風俗。」 
142 最高法院 50 年台上字第 2596號判例：「夫妻間為恐一方於日後或有虐待或侮辱他方情事，

而預立離婚契約者，其契約即與善良風俗有背，依民法第七十二條應在無效之列。」 
143 最高法院 46 年台上字第 1068號判例：「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均為某甲之養子，於養父母健在

時預立分管合約為財產之瓜分，載明該約俟父百年後始生效力，固堪認係以某甲死亡之日為契約

發生效力之始期之法律行為，然兩造對於其父之財產不待其父自行贈與，或於壽終後再行協議分

析，乃急不暇擇，於父生前預行訂約剝奪母之應繼分，此項矇父欺母而訂立之契約，衡諸我國崇

尚孝悌之善良風俗，既屬有違，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該契約即在無效之列。」 
144 最高法院 65 年台上字第 2436號判例：「上訴人為有婦之夫，涎被上訴人之色，誘使同居，

而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被上訴人，復約定一旦終止同居關係，仍須將地返還，以資箝

制，而達其久佔私慾，是其約定自係有背善良風俗，依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應屬無效，上訴人依

據此項約定，訴請被上訴人移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殊非正當。」最高法院 69 年台上字 2505號判

決：「以相姦行為作為契約之標的，係以金錢之交付，維持不正常之關係，屬違背公序良俗。為

斷絕不正常關係，約定給付金錢，即無違背公序良俗之可言。」最高法院 87 年度台上字第 1849

號判決：「有配偶而與人通姦之行為，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而為法所不許。如夫妻因之

約定以金錢交付他方，以取得他方配偶同意其與他人繼續同居通姦者，該約定自屬有背於公序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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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公序良俗條款的一項重要功能，即是作為憲法基本權規定在私法領域的實

踐。依基本權傳統理論，基本權是防禦權(Abwehrrecht)，係用於防止國家對於人
民權利的干涉跟侵害，其所拘束的對象是國家，故基本權原則上並不對國家以外

的第三人發生效力。不過，基本權所表彰的不僅是主觀個別的權利，同是也代表

一種客觀價值秩序，貫穿整體法律秩序，因此，基本權亦帶有保護人民不受第三

人侵害的作用(即基本權之第三人效力)，防止結構不對等的權力濫用，從而，私

法關係也應受基本權的規範145。 

    基本權之第三人效力如何適用於私法上，學說上有「直接第三人效力說146」

跟「間接第三人效力說147」之別，依目前通說，多採「間接第三人效力說」，因

此，憲法基本權的價值判斷，並不是直接拘束私法關係的主體，而是透過民法的

公序良俗等概括條款來加以實現148。依此，要求單身女姓員工預立結婚辭職書(單
身條款)者，此約定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參閱憲法第七條)，並且限制個人的工作
權(參閱憲法第十五條)、人格發展自由與結婚之基本自由(參閱憲法第二十二
條)，背於公序良俗，應屬無效149。 

                                                                                                                                            

俗而無效。」 
145 法治斌/董保城，前揭註44，頁 123。 
146 「直接第三人效力說」的論理根據在於：憲法中的基本權對既然是所有法律秩序之基本原則，

自亦可直接適用於私法。再者，基本權雖係針對國家，然現今社會中，經濟社會實力強勢者與弱

勢者間的不對等關係，與國家跟人民的地位並無本質上的不同，基本權既係保護國家─人民關係

中的弱者，則亦應同權適用於經濟社會實力弱勢者的保護。此外，憲法的社會國原則亦可作為基

本權直接適用於私人法律關係之依據。 
147 「間接第三人效力說」的論理根據在於：作為所有法律秩序之客觀價值判斷的基本權可經由

民法中之概括條款及不確定法律概念，於私法上發揮作用，無採取直接效力之必要，以維護私法

的獨立性。 
148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312。蘇永欽，憲法權利的民法效力，收於氏著，合憲性控制的理論

與實際，頁 52以下 (1994 年)。許宗力，基本權利的第三人效力與國庫效力，月旦法學雜誌，第

9期，頁 64-73 (2003 年 7月)。黃程貫，勞動法，頁 114-122 (1996 年)。陳新民，憲法學釋論，

頁 151-163 (2005 年)。 
149 王澤鑑，勞動契約上之單身條款、基本人權與公序良俗，收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七)，

頁 54 (1994 年)。司法院 (79) 廳民一字第 88 號研究意見：「按依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

人民無分男女，在法律上一律平等；又依憲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及其他

基本自由及權利，均受憲法所保障。雇主要求女性受雇人預立於任職中結婚即辭職之辭職書，不

惟違背憲法保障男女平等之原則，並且限制人民之工作權及有關結婚之基本自由及權利，該結婚

即辭職之約定，可認為違背我國之公序良俗，依民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應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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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型化契約條款控制 

    定型化契約條款，係指契約之一方當事人，為供與不特定之多數相對人訂立

契約，而事先擬定之交易條款(參閱消費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現
代交易型態中，定型化契約條款的大量運用已為基本型態，鑑於傳統個別磋商、

討價還價式的契約商議模式，談判成本高，無法滿足迅速完成大量交易的需求，

因此，定型化契約條款的出現，有助於節省交易成本、簡化交易程序，促使大量

交易的合理化發展，有助於商品品質的改善與價格的降低。 

因定型化契約條款係由一方當事人(通常是企業)預先擬定，條款起草者通常
都會藉此機會，排除法律任意規定的適用，事先將契約的風險加以轉嫁，以減少

企業經營的風險，因此，免責條款、失權條款、法院管轄條款等，通常都會偏袒

企業一方。而企業通常挾其優勢經濟地位，讓消費者別無選擇機會，只剩下締結

契約與否的自由，對於契約的內容的形成幾無商議的可能，而且相同或類似的定

型化條款通常也廣被其他企業使用，消費者通常也無法經由選擇其他相對人來獲

取較有利契約的可能，而且，一般消費者通常也無暇仔細閱讀契約內容或沒有足

夠的知識跟經驗去理解條款內容的合理性，又縱使意識到條款內容的不適當，但

因為重新磋商的成本、獲取必要資訊的成本或尋找更有利要約的成本，可能與其

因此所獲得的有利條件不成比例，而望之卻步，從而傾向願意接受企業所提之契

約條款150。在這種情況下，定型化契約條款的使用容易淪為契約內容自由的濫

用，難以達成契約公平，因此，定型化約款的控制便成為現代契約法的一項重要

課題151。 

    對於定型化契約條款的規制模式，大致有下列幾種： 

      1.司法事後控制 

透過法院裁判來規範定型化契約是最為普遍的方式，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十一條至第十七條)及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均設有明文152，以「誠實信用原則」

(Treu und Glauben)作為規制定型化約款的價值標準。而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的增

                                                 
150 Kötz, a.a.O., S.211ff. 
151 王澤鑑、消費者的基本權利與消費者保護，收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三)，頁 21以下 

(1994 年)。 
152 民法第 247條之 1規定之內容，除適用上不以企業與消費間之契約為限外，究其實質內容，

殆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12條規定相當，在適用上，二者不具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關係，因此在適

用關係上，若屬於消費者定型化契約，雖消保法不排除民法之適用，但因消保法相關規定較為周

延，故應適用消保法之相關規定。若屬於企業間之定型化契約，則適用民法之規定。參閱王澤鑑，

前揭註133，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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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也使得定型化約款的管制，除了保護消費者之外，也適用於企業間的交易，

以顧及經濟上相對弱勢之小企業的保護153。 

    (1)條款訂入契約控制 

    對於定型化契約條款的控制，於確認條款是否為定型化契約條款後，面臨的

問題即是，該定型化契約條款是否訂入契約，依契約原則，條款須經當事人雙方

明示或默示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為契約內容。因此，在契約成立前，相對人應

有適當機會知悉條款的內容，並有表示同意與否的機會，以維護契約內容形成自

由。準此，車主在停車場入口投幣到自動計時器後所拿到之票證，其背面載有免

責條款時，該條款因未於締約時表示，故應無拘束力154。 

          a.未經記載條款 

    定型化契約條款的種類依消保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並不限於書面，

也包括張貼、牌示、網際網路等方法所為之表示，因此，消保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對於這類未出現於定型化契約的條款，企業經營者應於契約締結前，向消

費者明示或以顯著方式公告，並獲得消費者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方成為契約的內

容。 

          b.異常條款 

    對於未載於定型化契約中、且非為消費者正常情形下所得預見的一般條款，

此種異常條款(überraschende Klausel)，依消保法第十四條規定，該條款不構成契

約的內容。因此，若牌示、張貼等所用之條款，字體太小、印刷不清、位置偏僻

或有其他情事致消費者難以辨識其存在時，消費者在締約前通常並無合理機會對

之為同意與否之表示，因此，不宜使其納入契約內容。 

          c.難以注意條款 

    若一般條款雖載於定型化契約之中，但因字體過小、印刷不清、或非交易上

慣用語言等情事，致消費者難以注意其存在或難以辨識者，若仍承認其構成契約

的內容者，將不足以保護消費者，然消保法第十四條並不能涵蓋此種情況155。因

此，消保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定型化契約條款因字體、印刷或其他情事，致

難以注意其存在或辨識者，該條款不構成契約之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

                                                 
153 關於民法第 247條之 1規定的適用分析，參閱詹森林，最高法院與定型化契約法之發展，收

於氏著，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四)，頁 145-224 (2006 年)。 
154 Thornton v. Shoe Lane Parking Ltd. [1971] 2 Q.B. 163. 
155 對此，德國民法的規定較為周延，德國民法第 305c條第 1項規定：「定型化約款之規定，依

其情況，特別是依據契約外觀，係屬不尋常，非相對人所可期待者，不構成契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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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契約之內容。」以資補充。 

          d.審閱期間 

定型化約款之內容，有時涉及技術性及專門性問題，非一般消費者短時間內

所能理解，因此，需要預留合理期間給消費者，以便消費者有機會閱讀並真正了

解全部條款的內容，故消保法第十一之一條規定，消費者在訂立定型化契約前應

有三十日以內的合理審閱約款期間，否則，其條款不構成契約之內容。合理審閱

期間係提供消費者機會去收集相關資訊以解讀、理解條款的意義及內容，至於消

費者是否真的確實閱讀與理解其內容，則非審閱期間規定所問156。 

在契約締結前應向契約相對人提供定型化約款內容，其目的在於讓相對人有

機會審視契約內容，並作出合理決定。惟在某些情況下，相對人根本就不太可能

作出最適決定。例如想把車停在停車場的駕駛人幾乎不可能在看到免責條款後即

緊張、沮喪地調頭回家或到別處找尋更有利的契約約款。甚者，消費者有時也會

因為談判地位的極端不對等或談判的高交易成本，致無法跟企業經營者進行修改

條款的磋商，而不得不接受企業經營者的制式條款，此時，為回復應有的契約公

平，約款的內容控制便變得非常重要了。 

        (2)約款解釋 

    定型化約款經訂入契約後，應透過解釋以確定約款內容，契約解釋，依民法

第九十八條規定應探求當事人真意，有鑑於定型化約款一般都有偏袒企業經營者

的情況，因此，解釋上應注意：客觀解釋原則、限制解釋原則、統一解釋原則、

有利相對人解釋原則(參閱消保法第十一條第二項)157。 

                                                 
156 事業於締約前未提供合理契約審閱期間或限制契約審閱者，在房屋買賣之情形，公平會區分

預售屋與成屋之情形，對於預售屋交易，考量預售制度之交易特性，消費者於簽約時，就所購房

屋事先可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且預售屋較其他消費性商品，有「價值高」、「不易流通」等特

性，而買賣所衍生之交易糾紛，影響買賣雙方權益至鉅，故為杜絕建商濫用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

情事，規範建築投資業者於銷售預售屋時，不得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金始提供契約書，及收受定

金或簽約前，未提供購屋人至少 5天之契約審閱期間，以促進房屋買賣交易資訊之透明化，否則，

係屬以其市場資訊優勢地位，利用購屋人之資訊不對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進行交易，而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情事。惟相對於已建築完成之房屋，消費者得於購買前，現場

實地看屋以認識所購建物之環境、外觀、格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得與售屋人員充分討論購

買事宜，再決定是否完成交易，故成屋所提供之交易資訊較為充足及透明化，購買者可於簽約前

有充分考量空間，一經締約，倘事後對於契約內容有所爭議，亦屬民事契約爭議範疇，尚非屬公

平交易法規範範圍。參閱公平會公處字第 092154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3005號處分書、公處字

第 095036號處分書。 
157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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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約款的內容控制 

          a.個別磋商條款優先 

    個別磋商條款是雙方當事人就個案之特殊情況所達成之協議，自能顧及該契

約對雙方當事人之利益，因此，若其內容與當事人一方原為用於同類契約而預定

之條款發生牴觸時，自應優先適用個別磋商條款(參閱消保法第十五條)158。 

          b.誠信原則檢測 

    定型化契約條款一經當事人合意訂入契約，原則上即有法律上拘束力，不

過，由於定型化約款多是由一方當事人擬定，因此，風險轉嫁而不利於相對人之

契約內容的道德危險，在所難免。為了回復因談判地位不對等所失去的契約公平

性，法院有必要於具體個案中檢視各當事人的利益狀態，作內容控制

(Inhaltskontrolle)，將不公平的契約條款宣告無效，以保護定型化契約的相對人。

而條款的適當與否，係依「誠實信用原則」(Treu und Glaben)為價值判斷159。 

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定型化契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

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是否違反誠信原則而顯失公平，應斟酌契約之性質、締

約目的、全部條款內容、交易習慣及其他情事判斷之(參閱消保法施行細則第十

三條)。誠信原則為一不確定法律概念，有待於個案中予以具體化，雖然消保法

施行細則第十三條對於應考量事項作為說明，但仍過於抽象，不易得出可操作性

的規則出來，因此，消保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提供了幾項較為具體的操作準則：(1)
違反平等互惠原則160。(2)與任意規定意旨矛盾。(3)妨礙契約目的達成。 

民法第二四七之一條規定則列舉四款顯失公平之約定，即：(1)免除或減輕
預定契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2)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3)使他方當事
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者。(4)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不利益者。條文

雖未提及誠信原則，但其列舉事由實與消保法上之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事由相當，

而平等互惠實亦為誠信原則之適用，因此，其審查標準亦為誠信原則161。162 

                                                 
158 德國民法第 305b條亦規定：「個別契約協議優先於定型化約款。」 
159 參閱德國民法第 307條第 1項規定：「定型化契約條款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對相對人顯失公

平者，無效。定型化契約條款不清楚易懂者，亦為顯失公平。」 
160 對於是否違反平等互惠原則，消保法施行細則第 14條則又了進一步的具體化，規定：「定型

化契約條款，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一、當事人間之給付與對待給付顯不相

當者。二、消費者應負擔非其所能控制之危險者。三、消費者違約時，應負擔顯不相當之賠償責

任者。四、其他顯有不利於消費者之情形者。」 
161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105。 
162 關於定型化契約條款控制的具體案例分析，可參閱黃立，前揭註87，頁 12以下。詹森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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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行政事先控制 

法院判決效力僅及於個案，尚無法有效阻止被告將來繼續使用該定型化約

款，企業仍有可能心存僥倖對其他不知情的相對人繼續使用相同的約款，因此，

便有行政監督的倡議，透過行政機關來對定型化契約的公平性作事先、一般性的

控制，以達成定型化約款的合理使用。  

瑞典於 1971 年在消費者保護官(Verbraucher-Ombudsmann)下設立一特別機

構，負責監督企業經營者的市場行為是否符合良善商業標準(good commercial 
standards)，若發現企業所銷售的物品具有危險、或為不實廣告、或為不公平競爭、

或使用不公平契約條款，該機構可與該企業或該企業所屬之企業集團

(Unternehmensverband)談判要求改變該不當的市場行為，若無法經由談判達成目

的時，該機構可向市場法院(Marktgerichtshof)提起不作為訴訟

(Unterlassungsklage)，以禁止系爭不當市場行為；而英國的公平交易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也有權對於企業損害消費者權益的市場行為進行監督，其中也包括

對於不公平契約條款的監督163。此外，荷蘭民法典第六編第二一四條也規定164，

                                                                                                                                            

型化約款之基本概念及其效力之規範，收於氏蓍，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三)，頁 57以下 (2003

年)。楊淑文，消費者保護法關於定型化契約規定在實務上之適用與評析，收於氏著，新型契約

與消費者保護法，頁 105以下 (1999 年)。 
163 Kötz, a.a.O., S.233. 
164 Art. 6:214 NBW： 

(1)當事人於執行營業或職業所定之契約，除遵守法律規定外，於營業所屬行業或職業就該契約

有標準規定之適用者，亦應遵守標準規定。得制訂標準規定之契約種類及標準規定所適用之行業

或職業，以命令定之。 

(2)司法部長應指定委員會以制定、變更及廢止標準規定。關於委員會組成方式及運作方式之細

則，由法律定之。 

(3)標準規定之制定、變更或廢止，於其經內閣批准並公布於公報前，不生效力。 

(4)標準規定得排除法律規定之適用，但以契約得排除之法律規定為限。但法律有不同規定者，

不在此限。 

(5)當事人得於契約中排除標準規定之適用。但標準規定得規定排除約定應依一定方式為之。 

德譯條文如下： 

(1) Ein Vertrag, der durch eine der Parteien in Ausübung ihres Gewerbes oder Berufes geschlossen 

worden ist, ist außer de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auch einer Standardregelung unterworfen, wenn 

für den Gewerbezweig, zu dem das Gewerbe gehört, oder für den Beruf hinsichtlich eines solchen 

Vertrages eine Standardregelung gilt. Die besonderen Gattungen von Verträgen, für die 

Standardregelungen festgelegt werden können, und der Gewerbezweig oder der Beruf, für die jede 

dieser Regelungen zu gelten bestimmt ist, werden durch Verordnung bestimmt. 

(2) Eine Standardregelung wird durch eine dazu vom Justizminister zu bestellende K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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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立一個委員會(Kommission)，由其擬定適用於特定行業或職業的標準契約

(Standardverträge)，而且當這類的標準契約被批准且被公布時，只要當事人未為

不同約定者，該標準契約即適用於該領域的所有契約，而具有類似法律之效力。

鄰近韓國對於定型化約款的管制，亦以公平交易委會員的行政控制為實務大宗，

由其調查與審查約款的公正性或對於標準約款加以承認165。 

    類似於荷蘭模式的規定也見於我國消費者保護法，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契約應記載或

不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契約，其定型化契約條款無效。該定型

化契約之效力，依前條規定定之。」及消保法施行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未經記載於定型化契約者，仍構成契約之內容。」

此規定令行政機關公告之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事項，具有契約內容強行規定的性

質，一方面當事人的定型化約款違反公告記載事項而無效，並逕由公告記載事項

直接取代約款內容；二來公告之應記載事項取代當事人的合意，直接成為契約內

容。此外，消保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亦賦予行政機關對定型化約款的查核權，透過

行政監督方式，使企業改正或洽由消費者保護官提起不作為訴訟(參閱消保法第
五十三條)。 

相較於荷蘭民法允許當事人作不同約定的規定，我國規定使得行政權直接介

入私法關係，影響私法自治甚鉅，過度介入的結果，將使契約內容趨於制式化，

喪失了契約自由應有的彈性166。雖然，這樣的行政監督，相較於法院的個案判斷，

對企業而言，可以提高對定型化約款是否違法的可預測性及增加法律的安定性，

而且內容上也大抵維持公平考量，有助於紓解訟源167。但是，公告記載事項之公

                                                                                                                                            

festgelegt, geändert und aufgehoben. Durch Gesetz werden nähere Regeln bezüglich der Weise der 

Besetzung und der Arbeitsweise der Kommissionen aufgestellt. 

(3) Die Festlegung, Änderung oder Aufhebung einer Standardregelung tritt nicht in Kraft, bevor sie von 

Regierung genehmigt und mit deren Genehmigungsbeschluss im Nederlandse Staatscourant verkündet 

worden ist. 

(4) Durch eine Standardregelung kann vo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abgewichen werden, soweit 

von ihnen auch durch Vertrag, sei es mit oder ohne Beachtung einer bestimmten Form, abgewichen 

werden darf. Der vorige Satz unterliegt einer Ausnahme, wenn sich aus einer gesetzlichen Bestimmung 

etwas anderes ergibt. 

(5) Die Parteien können in ihrem Vertrag von einer Standardregelung abweichen. Eine 

Standardregelung kann aber für eine Abweichung eine bestimmte Form vorschreiben. 
165 參閱權五乘，韓國之約款規則，發表於：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主辦，東亞地區消費者保護法

制之比較研究國際研討會，台北，2008 年 9月 25日。 
166 王澤鑑，前揭註133，頁 108。陳自強，前揭註136，頁 199。 
167 黃立，前揭註87，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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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跟有效性，依消保法施行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仍須由法院於個案中作

最終的判斷，並非經公告部分，該條款即確定發生拘束當事人效力168。 

    另外，主管機關基於行政指導，對於特定行業所公布之定型化契約範本(如
信用卡、國內外旅遊、預售屋買賣、成屋買賣、房屋租賃、電器買賣、有線電視

系統、行動電話業務服務、線上遊戲、瘦身美容、搬家貨運等等169)，種類漸次

增多，其所詳細規定各該當事人的權利義務，在法律上尚非當然產生拘束力，但

仍具有參考跟教育的功能。 

    3.其他方式 

    除司法控制與行政監督外，亦可透過刑罰手段或團體訴訟(Verbandsklage)170

方式，來對定型化約款作預防性控制(präventive Kontrolle)171。 

肆、資訊義務與私法自治限制 

  一、資訊利用的衝突性 

    資訊的完整是自主決定的基礎，資訊義務(或稱告知及說明義務172)係指資訊
提供義務而言，其意義係指當事人主動地提供契約締結相關資訊之義務，若再將

此義務加以延伸時，則當事人揭露資訊時，應為真實正確的揭露。若法令沒有明

文規定時，在何種要件下，不為說明會構成義務的違反，是有爭議的，特別是在

當事人於契約成立後，才得知如果相對人早一點揭露資訊的話，其將不會締約或

將以更有利的方式成立契約，而想悔約的情況。 

在契約自由的大原則下，每個人應為自己的契約利益付注心血跟努力，包括

搜集契約相關資訊以形成自己對於給付交換關係的判斷跟對價的形成，在自我負

責的原則下，對於因自身資訊不努力所締結的不利益契約，基本上基於自我拘

束，還是要承擔契約不利益的後果，不能動輒以契約不利及不符合預想為由而撤

銷契約，否則契約機制將因欠缺安定性而無法成為實現個人法律生活的基礎。如

                                                 
168 詹森林，定型化契約之基本問題，收於氏著，民事法律與判決研究(三)，頁 9 (2003 年)。 
169 詳細之定型化契約範本可至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網站查閱。網址為：

http://www.cpc.gov.tw/ 
170 歐盟關於消費者契約中不公平條款的指令(Richtlinie 93/13/EWG)，第 7條第 2項即規定：會

員國應立法使消費者保護團體得向法院或行政機關進行訴訟，以決定契約條款是否為不公平，並

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來制止這類不公平條款的使用。 
171 Kötz, a.a.O., S.230ff. 
172 王澤鑑，債法原理(一)，頁 272 (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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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賦加一方有說明義務，則契約不符預想的情況便可減少，契約結果較能達成雙

方的利益協調，但其結果則是契約風險轉由一方承受。 

    資訊的如何利用，是締約當事人的行為自由，房屋出賣人知道房子藏有白蟻

窩跟土地購買人知道土地下藏有黃金，二者的利益狀態是一樣的，即資訊的揭露

對知悉資訊的出賣人或購買人會產生不利益，即賣價的減少或買價的增加，如果

要求房屋出賣人為隱瞞蟻窩一事負責，則在相同的利益狀態下，知悉土地下有黃

金的購買人是否也應為隱瞞黃金一事負責。換言之，出賣人和購買人隱瞞資訊是

有利於己的契約利用、公開資訊是損己利他的行為，在契約交換過程中是處於利

益對立的地位。因此，在立法上和司法上承認資訊義務(說明義務)，本質上即是
限制一方私法自治的行為空間，以維護另外一方的自主決定，這樣的逆轉自我負

責與權利衝突調和，必要性何在、正當性基礎何在、是否可行及合乎比例、會不

會有保護不足或保護過度的問題，值得思考。 

  二、利益衝突解決機制 

    (一)保護模式與資訊模式 

對於私法自治的維護，特別是普通民事法院在適用誠信原則和善良風俗等概

括條款時，應該要注意憲法上對於私法自治制度的基本權保障，對於契約當事人

間因經濟上和智識上的結構上不對等協商地位致契約一方須承受特別負擔時，法

院有義務要積極介入契約關係的調整及進行契約的內容控制173。 

資訊不對等的結果，通常也會導致契約結果的不平等，惟每當契約當事人有

交易地位不對等(經濟上或智識上)之情事及契約結果不利一方時，即以內容控制

                                                 
173 BVerfG NJW 1994, S.36ff. 在這個案子中，作為連帶保證人的子女，雖已成年，但未受良好教

育，沒有財產、也沒有足夠的收入，其父的貸款額(10萬馬克)遠超子女經濟能力所能負擔的範圍，

而且保證人的抗辯權也都約定拋棄，其結果為子女須直接承擔父親事業的全部風險，此非其個人

能力所能負荷。相對於銀行，子女在經濟上及智識上均處於弱勢，在此結構不對等的情況下，憲

法法院認為民事法院應該介入修正契約關係為內容控制，利用誠信原則或善良風險等概括條條，

將保證契約宣告為無效。關於本案可能導致標準不明確與訟源大開及新概括條款的批評，可參閱

Adomeit, Die gestörte Vertragsparität, NJW 1994, 2467. 但也有認為並非只有在當事人力量平等的

狀況下，契約自由才能達成當事人間的利益平衡，要求無法測量的力量對等條件，也會限制了契

約自由的適用。可參閱 Rittner, Die gestörte Vertragsparität und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JW 

1994, 3330. Canaris認為「結構不對等」的說詞公式具有誤導性，該案的分析基本上亦可從民法

第 138條第 2項三個要件的實質理解中得出。Vgl. Canaris, Wandlungen des Schuldvertragsrechts- 

Tendenzen zu seiner “Materialisierung”, AcP 200 (2000), 273, S.29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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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事後契約均衡調整的保護(保護模式)，是否會形成另外一種以國家或客觀第
三人的他主決定(Fremdbestimmung)取代當事人自主決定(Selbstbestimmung)的現
象，還是說可以提供其他較維護契約自由面向和尊重當事人自治的工具可供運

用，如資訊義務(資訊模式)。 

    (二)具體調和的憲法要求 

基本上，對於權利和法益的衝突，基於憲法「具體調和原則」(Prinzip 
praktischer Konkordanz)174的要求，應設法一方面維持契約自由的形式，另一方面

使當事人的權益於必要範圍內得到保護、但又不至於受到過度的照顧175。 

    締約前資訊義務雖亦涉及締約控制(Abschlusskontrolle)的問題，但相較於締
約強制帶有生存照顧、市場機能維護或其他特定公共政策的強烈性格，資訊義務

的公共政策目的為何，並不突顯；方式規定係為避免當事人輕忽，也帶有資訊功

能，雖與決定自由的保護有關，但若僅是私書面的要求，其保護自主決定的意義

與功能，仍屬有限；資訊義務與內容控制同涉實質契約自由的保護需求，但相較

於內容控制帶有經濟地位不對等所產生的契約自由空洞化問題176與契約正義的

要求177，資訊不對稱或不對等所產生的問題，尚無如此嚴重，當事人一方並不因

其資訊優勢(Informationsvorsprung)，即當然地構成濫用及應受控制，對於無經驗

保證人的私法自治保護178，亦可經由課予銀行對於保證範圍及風險的告知說明義

務及締約上過失責任，加以保護，甚至於限制保證額度或提供悔約權

(Widerrufsrecht)(有疑義)179，以避免保護過度與保護不足的衝突。 

                                                 
174 具體調和原則係指當憲法所保障之法益發生衝突時，不宜直接依法益衡量或抽象之價值衡量

而犧牲其一，基於憲法整體體的要求，應求其最佳化解決，二衝突法益必須劃定界限，設法使二

者均能達最佳的實現，而該界限的劃定，於具體個案中須符合比例，不得逾越使二法益調和的必

要程度。vgl.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1999, 

Rn.72. 
175 對於三七五減租條例第 19條、第 20條和第 17條關於耕地所有人的強制締約與收回限制、承

租人享有的優厚保障跟補償，所產生之保護不均的檢討。可參閱程明修，契約自由與國家之保護

義務，憲政時代，第 30卷第 2期，頁 217以下 (2004 年 10月)。 
176 傳統見解對於內容控制之規制依據，係在於獨占或優勢經濟地位的濫用。但亦有認為定型化

契約的規制依據，是在於資訊不對稱及交易成本所可能發生之失靈問題的防止。參閱楊芳賢，定

型化契約條款的規定，政大法學評論，第 86期，頁 54以下 (2005 年 8月)。 
177 詹森林，定型化契約條款效力之規範，律師雜誌，第 293期，頁 36-38 (2004 年 2月)。 
178 參閱註173所引判決。 
179 Wiedemann, Anmerkung zu BVerfG v. 19.10.1993, JZ 1994, 411, S.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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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資訊義務對於具體調和的必要性、正當性、功能性與目的性，便有討

論的必要。縱使承認資訊義務的存在，為避免保護過度或保護不足，原則上，當

事人亦無廣泛性和一般性的資訊揭露義務，仍然應以一定範圍內的資訊為限。大

體上來講，對於利益衝突的調和，資訊義務的資訊模式，基本上是比較尊重當事

人的自主決定，偏向契約自由的立場；而內容控制的保護模式，則是偏向契約均

等的立場，帶有某種程度之他主決定的傾向。 

 

第四節  私法自治之理想運作條件 

 

現行民法預設之社會模式(Sozialmodell)的背後，係建立在理性人形象

(Leitbild des homo oeconomicus)與市場典範(Marktparadigma)的基礎之上，前者意
指所有的個體均有同等的能力及意願，自由且理性地形成自身的經濟活動；後者

則指有效競爭可以確保財貨的最適提供跟最適分配。契約的有效運作，原則上需

要當事人具備自由決定的能力，行為能力、詐欺、脅迫、錯誤、公序良俗條款及

競爭法上的相關規定，均與此有關。 

壹、環境層面因素 

  一、市場 

    在產品和服務分工生產的社會裡，個人往往得透過市場交易來換取其所需的

東西，契約自由便成為重要的工具，是否要進行交易、跟誰交易、如何交易、以

及怎樣交易，個人得依其需求而為自由決定。通常只有在契約當事人能經由交易

而獲得利益時，才會成立契約。 

在有限財貨和服務的供應與人類無限的需求之間，沒有比訂立契約和促進交

換活動更好的調節方式，透過市場交換可讓有限的財貨和服務資源到達那些最需

要它們的人的手中，因此，市場跟契約是個人交換需求與利益、實現自治法律關

係所不可或缺的。 

二、競爭 

契約自由固為實現私法自治的重要方式，但惟有當事人具備選擇可能性，才

有自由決定之可能，若市場上只剩下惟一的交易對象或卡特爾(Kartell)，契約自

由將只剩下要不要交易的自由，不交易，就只有放棄個人的需求，則私法自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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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大幅限縮，甚至於決定權限被他方所主宰，只有他主決定而無自主決定，形

成契約自由的自我毀滅。因此，競爭秩序的確保，為私法自治運作的重要結構條

件，可以避免經濟力量的形成及濫用。又縱使市場上存在經濟力量不對等的情

形，也可能因為競爭的有效存在，個人仍享有選擇決定的空間，仍得依個人自由

意願去為權義關係的形成180。從而，基於經濟憲法的要求，法律應創造出在個案

中得以實現正確契約的前提前件，並將契約自由與獨占力量的濫用，作為契約無

效的理由181。 

    從競爭的經濟功能層面觀察，競爭可驅使事業依照消費者偏好與願望來供給

產品，為消費者需求提供更佳滿足的選擇可能性，而不能任意的決定價格或支配

消費者決定。在競爭的社會功能層面上，競爭可使經濟力量和社會力量平均分

配，防止力量地位的形成，避免其他人的自由受到阻礙或排除，對於私法秩序而

言，只有個別的法律主體處於對等情況下，契約機制才能產生令人滿意的績效，

才不會淪於單方面的恣意決定。例如：消費者在超市購買商品時，價錢都是廠商

事先預定的，消費者根本沒有機會去討價還價，但消費者還是願意接受與購買，

因為市場競爭的緣故，他知道同樣的商品在其他超市的售價是一樣的或是僅有些

微差異。因此，私法自治與競爭是密切相關的，同為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重要

支柱182。一方面，惟有競爭自由提供個人有不同的決定選項，才能讓個人得為私

法自治的自由形成並實現個人自主決定；另一方面，只有個人在市場上得自治地

形成其法律關係時，競爭才有可能存在，故兩者實為互補條件183。 

  三、有效競爭 

    對於競爭概念的闡釋，存在許多不同的說法184，理想上的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 vollständiger Wettbewerb)可使競爭的效果達到極限，達成「巴瑞圖最
適境界」(Pareto Optimum)，在此市場中，供給者和需求者的數量極多，市場力

量極微，均為價格接受者(price-taker)、產品為同質(homogeneous)且供需雙方均
無特別偏好、市場資訊完全透明、無市場進入障礙、市場參與者對於市場狀況的

改變，均可快速地反應，市場處於靜態均衡的狀態185。然而，在現實世界裡，並

不存在完全競爭市場，其競爭模型所假設之超越平均、資訊充足、理性行為的市

場參與者(überdurchschnittlich informierte, rational handelnde Marktteilnehmer)，現

                                                 
180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1998, S.296. 
181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988), 101, S.122. 
182 Emmerich, Kartellrecht, 10.Aufl., 2006, S.3f. 
183 Rittner, a.a.O., S.126. 
184 參閱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行為之規範，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頁 59-64 (2001 年)。 
185 巫和懋/霍德明/熊秉元/胡春田，經濟學 2000(上)，頁 193-195 (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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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世界裡亦很難找到，而且完全競爭的靜態均衡以及契約利益平衡的完全和諧，

都是烏托邦式的，從經濟理論的觀點也是不值得期待的，因為這將使追求利益最

大化的誘因與總體利益的進步，受到阻礙186。 

    因此，在競爭政策上乃以有效競爭(funktionsfähigerr Wettbewerb)作為追求對
象187，將競爭看作是動態的過程，市場的不完全，諸如產品異質、資訊不透明與

不可預測性，對於競爭的有效性是必要的，在市場不完全的情況下，可以降低一

致行為的發生，同時也提供事業誘因去達成生產效率，並提供消費者較為多樣的

選擇機會。因此，競爭係一發現過程(Entdeckungsverfahren)，係透過市場參與者

在市場上的領先與跟隨活動所構築而成，並非僅是靜態概念。 

從「結構─行為─績效」(Marktstruktur-Marktverhalten-Marktergebnis)的理論

來看，市場結構的相關因素(如：買方及賣方的數目及市占率、產品差異化程度、

市場透明度、市場進入障礙程度、成本結構、整合或多角化程度等等)會影響到
市場行為(如：訂價、折扣、數量、交易條件、創新活動、服務、廣告等)，從而
影響到市場績效(如：價格、品質、利潤、技術進步、生產和銷售效率等)；反之，
市場績效也會反饋到市場行為與市場結構上188。因此，競爭市場結構的確保，將

促使事業在價格、品質、服務、新產品研發等層面上進行競爭，從而導出良好的

市場績效，增加消費者的選擇可能性，讓消費者不僅在締約與否的自由上，同時

也在締約對象的選擇跟締約內容的形成上，享有更多的自由決定，實現消費者主

權(Konsumentensouveränität)，確保契約自由與私法自治的運轉，而契約自由與私

法自治的確保，亦將有助於自由競爭的維護。在功能上，競爭法可以對於契約締

結提供輔助性的保護功能，從而可減少國家直接介入個別私法關係的必要性189。 

貳、參與者層面因素 

一、行為能力 

    (一)形式自主決定能力 

私法自治的核心理念在於個人自主決定和自我負責地形成其法律關係，而法

                                                 
186 Möschel,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1983, S.42ff.  
187 如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又稱「結構學派」，其運用「結構─行為─績效」的分析方法

來探討競爭政策。vgl. Emmerich, a.a.O., Rn.23f. Gassner, Grundzüge des Kartellrechts, 1999, S.4. 
188 Ingo Schmidt, Wettbewerbspolitik und Kartellrecht, 5. Aufl., 1996, S.52ff.  
189 Kittner, Schuldrecht, 3. Aufl., 2003, Rn.109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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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行為則是實現其利益的重要工具，自主決定的存在為法律秩序承認契約拘束力

的基礎，一個人要能夠自主地規律其法律關係，則他必須具備最起碼之判斷事理

的基本能力，否則，實在很難要求他為自己的意思決定負責。因此，理性自主的

意思形成能力(Fähigkeit zur Willensbildung)為契約有效性的前提，若一個人缺乏

事實上的自主行事與自我負責的能力，則法律秩序將不承認其意思表示的效力
190。 

    然而，若要在個別法律交易過程中去具體地檢視個人的理性意思形成能力，

雖合乎邏輯，但卻不切實際，無法顧及到法律交易的簡便性與安全性，因此，只

有通過類型化的方式，依一定的客觀標準來顯示意思決定能力的有無，此即為行

為能力(Geschäftsfähigkeit)制度之設，因此，在形式上，行為能力便成為私法自

治在法律上的前提條件，也是能否貫徹實質契約自由的法律上能力，若無法達成

實質契約自由，則個人自主負責地規律其法律關係的權能，也將失去意義191。 

    (二)年齡標準 

行為能力係指法律行為能力，即得以獨自的意思表示，使其行為發生法律上

效果的資格192。人類的思慮智慧雖會因人而異，但都會隨年齡而增長，是年齡乃

成為行為能力有無的基礎，廣為各國立法例採納。另外，亦以監護(或稱禁治產
Entmündigung)宣告制度(民法第十四、十五條)，作為補充，一方面保護實際上心
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人，另一方面則兼顧交易安全。 

    民法依年齡將行為能力分為完全行為能力(第十二條)、限制行為能力(第十三
條第二項)和無行為能力(第十三條第一項)三種193。無行為能力人之意思表示，無

效(第七十五條)，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意思表示原則上應得法定代理人允許(第七十
七條)，即由具備自主決定能力的法定代理人來取代及介入未成年人的法律行

為，以保護其權益，法律上並對限制行為能力人的意思表示設了詳細的規定(參
閱民法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五條)。對於個案中行為人的心智狀況，如一時性的

無意識或精神錯亂，亦於例外情況下加以考慮，並由表意人負舉證責任(民法第
七十五條後段)194。 

                                                 
190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 1997, Rn.535; Schwab, 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 

16. Aufl., 2005, Rn. 163.  
191 Meller-Hannich, Verbraucherschutz im Schuldvertragsrecht, 2005, S.18. 
192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336 (2001 年)。 
193 關於行為能力制度的檢討，可參閱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來，頁 162-167 (1993 年)。 
194 施啟揚，民法總則，頁 218 (1994 年)。參閱最高法院 53 年台上字第 3653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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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體平等 

對於法律主體的性格，民法典並未因地位的不同，而作不同的規定，其設計

是所有的法律主體都可平等的適用，因此，消除羅馬法權利義務主體上鮮明的地

位差序便成為現代民法的最大特色195。我國民法所本之德國民法，其所預設的人

的圖像，是一個理性的(vernünftig)、勤奮的(leistungswillige)、負責的
(verantwortlich)、有判斷能力的(urteilsfähig)、獨立的(selbständig)人，基本上就是
一個抽象化的平均理性人，人無分弱智愚，具有主體平等性196。而惟有將個人聰

明才智差異、經驗差異、人格特質差異與經濟實力差異予以抽離，民法典才能達

到普世的功能，民法典假設所有的法律主體原則上都具備同等的意志，而且有能

力、自由且自我負責地規律其法律關係與維護自己利益，因此，在法律之前，適

用的是抽象平等原則(Grundsatz der abstrakten Gleichheit)，不管是窮人還是富人，

在法律規定神聖平等(majestätische Gleichheit)之下，都應受同樣的待遇197。 

德國民法典的指導形象(Leitbild)係自由的私法社會(liberale 
Privatrechtsgesellschaft)，在這個社會裡，普通市民、小企業、手工業跟農夫位居

經濟生活的主要角色，地位相差不大，這些人可以用自我負責且公平的方式來規

律其生活事件198。因此，十九世紀的契約法尚不特別考慮契約當事人的個別特殊

性和契約的具體內容199，立法者對於因為經濟地位的懸殊，會使得從屬之一方無

法在磋商契約內容時好好維護自己利益的問題，尚未清楚地意識到200。 

在理性成年人的形象之下，具備行為能力而參與交易之人，被設定為具有一

般知識經驗與一般注意能力之市民，對於交易所需之常識與資訊，其具有獲取能

力，並可期待其自力取得，以便在討價還價的交易過程中維護自身利益，若表意

人自己怠於搜集分析資訊致發生動機錯誤時，基於自我負責原則，不容任意主張

契約無效。因此，在維護個人自主決定利益之下，民法賦予締約當事人的意思對

於契約效力及契約內容，有極重要的意義，在此背景之下，社會規範跟社會條件

(gesellschaftliche Normen und soziale Bedingungen)並不重要。民法典對於契約內

容和契約效力，除了考慮合意要素之外，在結構上並不考慮契約當事人彼此間的

                                                 
195 Barry Nicholas/黃風 譯，羅馬法概論(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頁 60 (2000 年)。 
196 Palandt/Heinrich,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64. Aufl., 2005, Einleitung, Rn. 8. 蘇永欽，民事財產

法在新世紀面臨的挑戰，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 64-65 (2002 年)。 
197 Dauner-Lieb, Auf dem Weg zu einem europäischen Schuldrecht?, NJW 2004, 1431, S.1433. Merz, 

Privatautonomie heute – Grundsatz und Rechtswirklichkeit, 1970, S.6, Fn.10. 
198 Limbach, Das Rechtsvertändnis in der Vertragslehre, JuS 1985, 10, S. 10f. 
199 Kötz, a.a.O., S.16. 
200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7. Aufl., 1988, R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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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也不考慮當事人與第三人的關係。自主決定的欠缺，不是來自於地位的不

對等，也不是來自於當事人間權力分配的不對等，而是來自於本身欠缺獨立的意

思形成能力201。對於意思形成而言，動機、目的、願望、臆測等內在基礎因素，

並不影響意思表示的效力，而因表意人的弱勢地位或知識欠缺、或因表意人經濟

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所為之意思，仍不失為法律上有效的意思表示。 

在意思概念的形式化(Formalität)理解下，民法典係以當事人廣泛未受限的判
斷能力與決定自由作為出發點202，只檢視形式標準的行為能力，至於契約及締約

當事人在經濟上、資訊上、社會上及個別上的特殊情況，基本上不予考慮203。僅

有在少數例外情況下，才特別考慮經濟弱勢或智能弱勢的保護，如暴利行為的保

護(民法第七十四條)，對於顯失公平之財產給付(約定)，於具備可責性時(乘他人
之急迫、輕率或無經驗)，才由法院介入調整。 

 

第五節  私法自治失靈與矯正 

壹、競爭失靈 

  一、獨占及卡特爾 

    競爭的市場能夠提供市場相對人有最大的選擇可能性，為經濟活動的自主決
定提供基礎條件。然而，在獨占市場之下，生產者具有市場力量，能夠單獨決定

價格及交易條件，個別的需求者只能被動的接受，沒有什麼協商空間。又或市場

雖非獨占，但競爭者之間彼此勾結，對於價格、交易條件、市場瓜分、顧客區隔

等從事聯合行為，導致相對人只能面臨相同的交易價格、交易條件或特定交易對

象，而無其他的決定替代選項(Entscheidungsalternative)。因此，在競爭失靈

(Wettbewerbsversagen)的情況下，契約自由與私法自治亦無從運轉。 

  二、市場失靈 

                                                 
201 Meller-Hannich, a.a.O., S.18. 
202 若意思形成受到詐欺或脅迫的不法影響，致決定自由受到影響者，依民法第 92條，即不承認

依此意思所為之法律行為的效力，允許表意人得撤銷意思表示。但若是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錯誤，

也僅在表意人無過失的情形下，才例外允許撤銷，並以損害賠償義務作為平衡(參閱民法第 88

條、第 91條)。 
203 Bäuerle, a.a.O., S.8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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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訊不完全 

    在完全競爭市場裡，資訊是完全透明的，需求者完全知道每一個生產者所售

每一個商品的價格、種類跟特點，而生產者也完全知道每一個需求者的需求偏

好，因此，市場的供需運作，可以沒有障礙，並能達最適均衡。 

    但若需求者對於市場價格或商品品質並沒有準確的資訊，則供給者有誘因去

提供較次級的商品、或提供較少的資訊、或提供不實訊息、或為投機行為、或提

高售價，而需求者在沒有準確資訊的情況下，亦難以作出最適決定，而讓市場的

均衡偏離競爭均衡。 

    (二)外部性 

    當消費或生產之經濟活動帶有外部性效果(external effect)時，如商品生產過
程所造成的環境污染，若不將這些外部成本內部化時，則這些外部成本將不會反

應在市場價格之上，交易當事人並未承擔交易的全部成本，形成市場價格的實質

低估，造成無效率，無法達成契約自治形成社會福祉極大、成本極小的境界，因

而，產生管制的需求204。而外部性的問題，可以透過適當的產權分配予以處理。 

    (三)公共財 

    資訊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公共財(public good)具有「共享性」與「無排他性」
的特性，可以同時供多人利用而不減損他人的效用，同時也不能禁止他人的使用

或模仿。相對於可排他與獨享的私有財，公共財會產生市場供給偏低的結果，而

且，因為擔心他人搭便車的心理作用，降低了私人協商交易與自治形成的誘因，

造成市場機能的障礙。例如：技術或創作的公開，若缺乏足夠的專利權或著作權

的保護，對於公開者而言，將會因他人的模仿而毫無利益，此時，便有待政府的

介入或提供適當的誘因，以資解決205。 

貳、契約自由失靈 

契約雙方當人在訂立契約時，只有在具備實現其理念和維護其利益的相同地

位與可能性時，私法自治制度才能導致在契約當事人之間形成大體上符合雙方利

                                                 
204 謝哲勝，契約自治與管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期，頁 27 (2005 年 9月)。 
205 謝哲勝，同上註，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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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法律規則，達成契約即正確性擔保的理想206。對於契約自由功能原則的疑

慮，主要反映在談判地位的不對等上，自由磋商的契約能夠達成當事人雙方都能

接受的公平內容，惟有當事人雙方立於平等的基礎上，才比較有可能。但在現實

社會裡，當事人對等的條件，經常是不存在的，個體之間會因經濟地位、個人能

力而有事實上的力量差距，結構上的不對等(struktruelle Ungeleichgewicht)會使得
契約的訂立傾向由一方片面決定，導致契約自由無法獲得實質的實現。 

一、經濟地位不對等 

    資本主義的發達促使財富大量的集中累積，資本成了支配事物的絕對力量，

在經濟活動關係上，形成了企業與個人的對立，日常生活不再只是跟居家附近市

井小販往來，很多時候都是跟企業從事經濟交易活動，不管是中小企業、大型企

業或是獨占企業，相較於家計個人、勞工或消費者，在經濟實力與社會資源上都

是比較強勢，個人在此從屬地位上，如果再缺乏競爭的有效運轉，將很難對等地

與企業進行面對面的磋商，也很難具備與企業相同的影響力來共同決定契約的內

容，而是經常得接受企業單方面擬定的契約條款或是不利的交易條件207。在此地

位之下，實在很難期待契約自由會達成對當事人雙方都有正當利益的契約，其結

果通常是契約淪為當事人之強者運用其強大力量，使弱者一方屈服的支配工具，

形成自由的濫用。 

因此，在此情況之下，法律制度必須適當的介入，一方面限制契約自由的濫

用以維護契約自由，另一方面也應強化當事人的對抗力量

(Gegengewichtsmacht)，創造武器平等(Waffengleichheit)，以回復當事人的地位對

等，實現實質契約自由與契約正義之目的208。 

二、智識地位不對等 

    現代的交易，商品及交易內容的複雜性與多樣化程度遠甚過往，個人及消費

者對於商品的認識及資訊，遠不如出賣人熟稔，個人及消費者在知識、經驗及蒐

集資訊的能力上，也不如企業，這種資訊落差(Informationsgefälle)在需要高度專

業知識的金融商品上更為明顯。而在企業跟企業之間，也會存在資訊不對稱，例

                                                 
206 Wolf, 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nd 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 1970, 

S.59ff. 
207 陳聰富，社會問題與契約管制的界限，月旦法學雜誌，第 134期，頁 85 (2006 年 7月)。 
208 Bartholomeyczik, Äquivalenzprinzip, Waffengleichheit und Gegengewichtsprinzip in der modernen 

Rechtsentwicklung, AcP 166 (1966), 30, S.64ff. 黃程貫，契約當事人地位對等原則，政大法研所碩

士論文，頁 54-63 (198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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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加盟契約中，加盟主即比加盟者擁有更多的資訊與更佳的交涉能力。資訊地

位的不對等，將有導致契約自由失靈的危險209 

而市場的不透明會被制式化的契約準備(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Vertragsanbahnung)予以加劇，企業利用心理學跟統計學的分析，推陳出新的廣

告策略與推銷手法，可使潛在契約相對人在時間、空間、情感上，對於契約締結

的排斥達到最小化。而且廣告策略的運用，可使價格水平高於一般價格，或增加

產品比較的困難，造成效能與價格比例關係的不實想像，影響潛在當事人的主觀

偏好跟決定，並對新競爭者產生參進障礙及增加市場集中度210。 

此外，個人及消費者有時也會因為低估自己的經濟能力而為過度消費，致陷

於沉重的經濟負擔或信用負債。而且對於法律問題基本上也不太熟諳，對於複雜

的法律關係與法律意義的理解也不如企業，故極易受企業的不當影響，而又不知

如何主張法律上權利，加上因為力量分散，缺乏有效的組織，對於微小損害也缺

少訴訟的誘因，導致其在交易地位上更加的的從屬。再者，個人也會因教育程度

的差異或商業經驗的多寡，而影響到智識上的武器平等。 

參、矯正措施 

契約自由與競爭是互為條件的，其功能均在於提供經濟主體的自主決定，契

約自由使市場上的自由評量(Bewertung)成為可能，而競爭則使市場上的選擇可能
性獲得確保。因此，契約自由一方面為競爭的前提，另一方面，競爭則確保契約

自由不會淪落為僅是在選擇可能性受限下的形式契約自由。而當競爭失靈時，例

如當事人無法在市場上找到替代可能性時，契約自由往往也會跟著失靈。是故，

私法自治的維護，可先從確保競爭自由的環境因素著手，而當環境因素的無法確

保自主決定時，則須介入個別交易關係，採取補救性措施(kompensatorische 
Maßnahmen)，以資因應211。 

  一、環境面措施 

    (一)競爭存在的確保 

    競爭的存在可以確保市場相對人有最大的選擇機會，為防止其因人為操縱而
消失，競爭法對於勾結、獨占及結合等市場集中情形加以關切。關於競爭存在的

                                                 
209 Grundmann, Privatautonomie im Binnenmarkt, JZ 2003, 1133, S.1137. 
210 Bäuerle, a.a.O., S.203. 
211 Drexl, a.a.O., S.30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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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主要為限制競爭防止法的任務，其重要內容為聯合行為、結合及獨占的管

制，功能在於保障自主決定的基礎條件，避免其受到經濟力量的限制。從此功能

面言，競爭法具有補充私法自治的作用。 

      1.水平聯合行為之禁止 

    當市場上的競爭者彼此之間不再互為競爭、而是相互勾結的時候，將使競爭

陷於停頓，其透過勾結來操縱資源分配、獲取超額利潤的行為，具有倫理可非難

性，另一方面，聯合行為對於無效率事業的淘汰、消費者主權的彰顯、資源的合

理配置等，均具有破壞性，因此，競爭政策上對於卡特爾行為，基本上是持否定

態度，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於聯合行為亦採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模式212，公

平交易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即明白揭示：「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但因公平交易

法同時也兼顧整體經濟利益的維護，故同條第二項於有益於整體經濟利益與公共

利益時，例外許可標準化聯合行為、合理化聯合行為、專業化聯合行為、輸出聯

合行為、輸入聯合行為、不景氣聯合行為及中小企業聯合行為。 

    聯合行為係指具有實際或潛在競爭關係之事業間，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如君子協定213及一致行為214)，對於競爭參數(Wettbewerbsparameter)之價
格215、數量216、技術、產品、設備217、交易對象218、交易地區219、交易條件220、

                                                 
212 吳秀明，聯合行為理論與實務之回顧與展望，收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5-8 (2004

年)。 
213 君子協定(gentleman’s agreement)係指無法律上拘束力而僅有道德上、情誼上、社會上、經濟

上或壓力上拘束力之協議，其事實上可導致事業的共同行為，故納入聯合行為。公平法第 7條第

3項亦明白表示，合意亦包括無法律拘束力之意思聯絡。實務案例可參閱 88公處字第 129號處

分書。 
214 一致行為(abgestimmtes Verhalten; concerted action)係指二個或二個以上事業，在明知且有意識

的情況下，透過聚會或其他機會來換經營意見，就未來的市場行為達成不具拘束力的共識或瞭

解，形成具有意思聯絡的外在市場行為的一致性。實務案例可參閱行政法院 88公處字第 124號

處分書、行政法院 88 年判手第 1985號判決。 
215 如統一定價、制定價目表或計價公式、交換價格情報、統一折扣等。參閱 89公處字第 033

號處分書、85公處字第 198號處分書、88公處字第 070號處分書、85公處字第 186號處分書、

87公處字第 173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213號處分書、行政法院 88 年判字第 407號判決、行政

法院 90 年判字第 1316號判決。 
216 如聯合減量供應、產銷配合或分配採購額度等。參閱 89公處字第 091號處分書、88公處字

第 088號處分書。 
217 如共同限制新技術的研發利用、共同拒絕技術授權、限制特定商品之產銷、限制事業可得增

購之設備等。參閱 89公貳字第 8816469001號。 
218 如共同拒絕特定交易對象、限制交易顧客群、拒絕供貨給非會員、圍標或借牌參標等。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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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時間221等，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限制競爭行為(參閱公平法第七條)。 

    對於聯合行為的禁止，其目的在於限制事業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避免契約

自由的濫用，以確保自由競爭，而違法之聯合行為或契約約定，亦屬違反法律禁

止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其效力為無效222。 

      2.垂直協議之規範 

不同產銷階段之上下游事業間所安排之垂直價格限制與垂直非價格限制，亦

可能會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效果，惟兩者在規範評價上仍有所不同。 

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所產生之競爭影響，在經濟分析上，正反評價皆有223，

而在法律評價上，也有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或限制
最低轉售價格原則違法與限制最高轉售價格原則合法224的不同立場，而現行公平

交易法第十八條則是採取「當然違法」的立場225，轉售價格約定係屬當然無效。

蓋限制轉售價格之行為，無形中剝奪下游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

法依其各自所面臨之競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合理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

的價格競爭226。 

    垂直非價格限制，如搭售227或獨家交易228，其對於競爭的效果，常是利弊互

                                                                                                                                            

89公處字第 107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34號處分書、84公處字第 127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86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167號處分書。 
219 如協議劃分銷售區域、不越區營業等。參閱 89公處字第 220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03號

處分書、行政法院 92 年判字第 46號、行政法院 90 年判字第 225號。 
220 如共同縮短交易票期、共同購買頻道等。參閱 89公處字第 107號處分書、87公處字第 015

號處分書。 
221 如共同休市以減少供給。參閱 88公處字第 088號處分書。 
222 蘇永欽，契約違反禁止規定，收於楊與齡 編，民法總則實例問題分析，頁 143-146 (2001 年)。 
223 對於限制轉售價格持肯定態度者，認為其有助於維持品牌形象、確保新產品順利進入市場、

促進非價格競爭、而且不同品牌間競爭並未因此受限。反之，持反對態度者，認為限制轉售價格

會剝奪下游廠商的價格決定、使經銷商間形成價格卡特爾。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經濟分析及法律

分析，可參閱趙義隆，禁止約定轉售價格之平議，收於公平會，公平交易法施行十周年回顧與前

瞻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197以下 (2002 年)。王銘勇，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之研究，公平交易

季刊，第 10卷第 4期，頁 19以下 (2002 年 10月)。 
224 黃銘傑，維持轉售價格規範之再檢討，收於氏著，公平交易法之理論與實務─不同意見書，

頁 279 (2002 年)。 
225 廖義男/王以國，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十八條，頁 41-42 (2004 年)。 
226 公處字第 096010號處分書。 
227 關於搭售行為之反競爭效果及促進競爭效果，以及經濟分析，詳見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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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因此，適用上多依據「合理原則」(rule of reason)，綜合事業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市場結構、商品特性、履行情況等因素，分析行為之限制競爭效果與

促進競爭效果，而決定是否構成公平交易法的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六款)229。 

3.結合管制 

市場集中度愈高，形成勾結或獨占的危險性愈高，因此，結合管制便成為預

防性的監控措施，在結合有可能形成控制市場地位的情況下，予以介入監督。公

平法第十一條對於結合採取申報異議制，由主管機關介入私人事業的經濟活動，

對於結合予以禁止或施加條件、負擔，以確保競爭利益及整體經濟利益(公平法
第十二條)。 

      4.獨占地位阻礙濫用之控制 

    獨占狀態雖會造成社會福祉的無謂損失，但獨占的形成，有可能是規模經濟

所導致的自然獨占，也有可能是事業經營效率而取得，在經濟理論中，市場力量

也並非全然是負面評價，利用較佳的獲益可能性來追求短暫的市場地位，也是競

爭的重要動力，因此，競爭法對於單純的獨占狀態並未作結構面的禁止，而是針

對獨占事業恃其市場力量所遂行的反競爭行為，作個案式、行為面的濫用控制

(Missbrauchskontrolle)(參閱公平法第十條)230。 

    由於獨占具有超額潤，因此，獨占事業會採取特定行為來阻礙及封鎖競爭，

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使競爭機制無法運作，故獨占事業濫用其市場地位，

以不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競爭對手參與競爭的行為，例如：掠奪性訂價
231、拒絕交易232、杯葛、搭售233、排他性限制(Ausschließlichkeitsbindung)、忠誠
折扣等，構成阻礙濫用(Behinderunhgsmissbrauch) 234，為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一

                                                                                                                                            

行為之規範，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頁 19-57 (2001 年)。 
228 關於獨家交易之經濟分析，可參閱呂芳慶 主持，公平交易法適用「合理原則」之經濟分析─

以垂直非價格限制行為為中心，公平會合作研究計畫，頁 96-107 (1996 年)。 
229 關於搭售之案例，可參閱 89公處字第 038號處分書。關於獨家交易之案例，可參閱 84公處

字第 079號處分書。 
230 吳秀明、楊宏暉，十年來公平交易法上之獨占管制，公平交易季刊，第 10卷第 3期，頁 73 (2002

年 7月)。 
231 許宗力、單驥、莊春發、吳秀明，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價格行為認定方法之研究，公平會

合作研究計畫，頁 49 (1997)。陳志民，論反托拉斯法對濫用市場地位行為之管制政策─以掠奪

性訂為分析中心，法政學報，第 10期，頁 313 (2000 年)。劉孔中，公平交易法，頁 57 (2003 年)。 
232 參閱 89公處字第 170號處分書。 
233 參閱 82公處字第 056號處分書、90公處字第 021號處分書。 
234 Emmerich, a.a.O., S.33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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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所禁止。 

    (二)競爭正當秩序的確保 

對於競爭正當秩序的維護，則為不正競爭防止法的重要任務，不正競爭防止

法藉由限制個別市場參與者的經濟行為自由，來確保競爭秩序，而不考慮市場力

量因素。其與保護競爭自由的限制競爭防止法，共同構成對競爭秩序有效運作

(Funktionsfähigkeit der Wettbewerbsordnung)的確保。不正競爭防止法涵蓋競爭者

利益、公共利益及消費者利益的保護，並以不公平競爭之概括條款作為規範重心
235。 

      1.競爭者保護作為秩序功能 

    保護競爭者免於不正競爭，可發揮秩序功能，蓋競爭者的商業利益與不正競

爭行為有直接關係，而且對於市場關係也有較充分的訊息，因此，競爭者同時也

是消費者利益的最佳保護者(Sachwalter)，尤其是個別消費者因其微小經濟利益而

缺乏提起訴訟誘因時，競爭者訴訟(Konkurrentenklage)在此刻即能發揮功能236。 

    針對市場上競爭者的不公平競爭行為，主要有：杯葛(Boykott)(公平法第十
九條第一款)、仿冒(公平法第二十條)、攀附商譽237或高度抄襲238等榨取他人努力

成果行為、不當比較廣告239、濫發警告信函240、散佈競爭對手不實資訊之營業誹

                                                 
235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對於競爭者、消費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之利益，

足以造成可感損害之不正當交易行為，不得為之。」我國公平交易法第 24條規定：「除本法另

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236 Drexl, a.a.O., S.299. 
237 襲用表徵、攀附他人商譽行為，雖未有混淆誤認之危險，但仍可能構成不當榨取他人努力成

果之顯失公平行為，一方面被攀附事業，其商譽有被淡化之危險，另一方面，對於未為攀附行為

之正當競爭者而言，亦屬顯失公平。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案

件之處理原則」，第七點。實務案例如：90公處字第 12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140號處分書。 
238 高度抄襲係指一成不變或高度近似地抄襲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內容之行為，行為人幾乎

未付出心力，故具有高度之商業倫理可非難性。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四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七點。實務案例如：90公處字第 172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23

號。 
239 比較廣告中對自己及他人之商品或服務雖未為不實陳述，但對相同產品採不同計測方法或標

準之比較或於重要比較項目中僅彰顯自己較優項目而故意忽略對方較優項目，意圖在整體印象上

造成不公平之比較結果，構成以損害特定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顯失公平行為。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七點。實務案例如：公處字第 091062號

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129號處分書、88公處字第 019號處分書、84公處字第 131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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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公平法第二十二年)、侵害營業秘密(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五款)、不當攬客或惡

意挖角241(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等。 

2.公益保護作為秩序功能 

公眾免於競爭扭曲之利益，亦為不正競爭防止法所保護。因此，大量免費散

發原始正式商品(Originalware)或報章雜誌等針對市場作用的行為，將有妨害市場

供需機制、危害競爭存在(Bestand des Wettbewerbs)之虞，構成破壞市場
(Marktstörung)行為242。 

另外，對於市場行為規範(Marktverhaltensregelungen)的違反，亦可能構成違
背法律(Rechtsbruch)之不公平競爭243。不正競爭防止法的任務，並不是要處罰所

有違背法律的行為，因此，違背法律的競爭行為，不一定就是不公平競爭，只有

當系爭法律，至少具有維護競爭之保護功能(sekundäre Schutzfunktion)，即該規定
為競爭者、消費者、其他市場參與者之利益或公共利益，規範市場行為者，始屬

該當244。又市場進入規範(Marktzutrittsregelung)的違反，於該規定具備競爭正當
性保護功能並規範市場行為時245，亦屬競爭法上之違法行為246。 

  二、個別面的補救措施 

競爭法另一方面具有保護交易相對人的功能，其規制市場力量以保護消費者

的決定自由，避免其因結構不對等而任受擺佈。從此功能面言，競爭法具有導正

私法自治濫用的作用。 

    (一)競爭法上的補救措施 

      1.市場績效管制 

                                                                                                                                            
240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

則」。實務案例如：公處字 092134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65號處分書。 
241 參閱台灣高等法院 88 年重勞上更字第 4號判決。劉孔中，公平交易法，頁 391-392 (2003 年)。  
242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werb, 7. Aufl., 2004, S. 409ff. 
243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11款規定：違反基於市場參與者利益而規範市場行為之法律規

定者，構成不正當交易行為。 
244 因此，環境保護法規、稅法、勞工法、著作權法，即不被包括在內。 
245 例如要執行特定經濟活動(如醫師或律師)，須先提出特殊專業能力證明之規定。 
246 Emmerich, a.a.O., S.430ff. Frenzel, Neukonzeption des Rechtsbruchtatbestands abgeschlossen, 

WRP 2004, 1137,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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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績效管制為例外性手段 

    在競爭法的管制措施上，基本上是以維護競爭自由、營業自由、契約自由為

原則，對於事業之行為，僅在有限制競爭疑慮時才加以干預，將競爭視為動態過

程，偏重於市場行為的規範，期待市場發揮自癒功能。但若市場處於獨占狀態，

且無法期待市場自我治癒時，始例外地介入市場績效管制，作為市場機能無法發

揮時的補救措施247。市場績效管制強調市場結果的合理性與公平性，並以之限制

獨占事業的市場行為與契約自由，其結果類似是契約內容的控制，而可間接影響

獨占事業與市場相對人之間個別契約關係的內容，而具有補救措施的功用。 

        (2)榨取濫用管制 

    獨占事業若濫用其市場力量，迫使交易相對人在缺乏其他可合理替代之交易

對象的情況下，接受其苛刻、不公平的交易條件，剝削交易相對人，以獲取在有

效競爭下所不可能取得的超額利潤者，此即獨占管制上榨取濫用

(Ausbeutungsmissbrauch)，應予禁止。 

榨取濫用基本上可為分「價格濫用」(如獨占性訂價248)與「交易條件濫用」

(如未充分揭露授權協議資訊及限制爭執專利有效性249)250。依公平交易法第十條

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獨占事業不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更，或為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可將榨取濫用納入規範。 

        (3)虛擬競爭理念 

    惟價格是否不合理，隱含有一客觀界線，越線即屬濫用，但其標準如何判斷，

參考基準點如何定位，往往是管制操作上所必須面對的難題。對於這類的濫用管

制，基本上是從所謂的「虛擬競爭」(Als-Ob-Wetttbewerb)及「利潤限制」之理念

出發，即「假設競爭存在時，市場可能的結果為何」，將之與「現實上競爭不存

在的獨占市場結果」相互比較，以作為管制標準。然要將現實的獨占市場虛擬為

競爭，終究過於虛幻飄渺，不切實際，因此，在實際操作上，乃透過「比較市場」

(Vergleichsmarktkonzept)的方式，尋找可比較的競爭市場，找出此一比較市場上
的價格，再參酌市場因素，如成本結構差異，對比較市場價格作出「加成或減成」

的調整後，得出「假設競爭價格」(hypothetischer Wettbewerbspreis)，將之與獨占
事業之訂價相互比較，看有無明顯的價差，以決定是否構成濫用。不過，要找出

相近、可資比較的競爭市場並非易事，故有時也會運用「利潤限制」的方式，分

                                                 
247 吳秀明，獨占性訂價與市場績效管制，收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210 (2004 年)。 
248 參閱 91公處字第 091069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89號處分書。 
249 參閱 91公處字第 091069號處分書。 
250 Emmerich, a.a.O., S.343ff. 吳秀明、楊宏暉，前揭註230，頁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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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成本與價格之關係，而將價格明顯高過成本之情形認定為濫用251。而此一假設

競爭價格在個別交易關係中，也可能作為損害賠償計算的依據252。 

至於交易條件是否濫用，其判斷雖然也是建立在競爭市場之假設交易條件

(hypothetische Kondition)的基礎上，惟其並非單就個別條款單項比較，而是應就
整體給付(Leistungsbündel)加以比較，操作難度極高253。 

2.保護市場交易相對人的決定自由 

    (1)交易相對人為保護目的 

不正競爭防止法的功能由最初的保護競爭者(Mitbewerber)254，逐漸轉變為社

會法的競爭法(sozialrechtliches Wettbewerbsrecht)，競爭法的功能不只在保護競爭

者利益，也保護消費者及其他市場參與者，以及公共利益255。隨著不正競爭防止

法的典範移轉(Paradigmenwechsel)，成為市場上的客觀行為規範，防止不正當交

易行為，除競爭者保護外，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的保護、市場參與者

的保護、消費者利益的保護、以及競爭狀態的保護，也都是現代競爭法的重要任

                                                 
251 關於獨占性訂價之濫用判斷，可詳閱吳秀明，前揭註247，頁 213-254。 
252 吳秀明，事業以聯合行為或濫用市場地位調漲價格經處分後要求回復原則之探討，收於氏著，

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頁 643-644 (2004 年)。 
253 德國實務過去係以獨占事業所訂之交易條件，是否並無必要，卻要求與任意法所規定內容不

同且不利於交易相對人的交易條件，作為是否構成交易條件榨取濫用的判斷標準，此方法因有規

則可循，可操作性較高。但在 1980 年限制競爭防止法將比較市場概念引進之後，任意法標準遭

到放棄，但比較市場的方式，因標準難循，反使交易條件濫用的管制變得阻礙重重。其批評參閱

Emmerich, a.a.O., S.347. 
254 最初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的主要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者，一八九六年的不正競爭防止法主要規

範不實廣告(unwahrer Reklame)及其他特定形式的不正競爭行為，其立法理由中明白揭示：保護

消費大眾不受欺瞞(Übervorteilung)，並非不正競爭防止法之直接目的。雖然於一九○九年將民法

第八二六條之概括條款引進不正競爭防止法，但競爭者作為保護對象的立場依然維持著。之後，

有見解認為競爭法不只在保護個別競爭者或全體競爭者，而是維護公眾免於不正競爭之不利益。

vgl. Fritz Rittner,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6. Aufl., 1999, S.21f. 
255 Stefan Engels/Thomas H. Salomon, Vom Lauterkeitsrecht zum Verbraucherschutz: UWG-Reform 

2003, WRP 2004, 32. Axel Beater著/楊君仁 譯，一百年反不正競爭法：一個從德國、比較法和歐

洲觀點的評價，法學叢刊，第 165期，頁 98-102 (1997 年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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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256。蓋效能競爭只有當市場上競爭者的營業自由與市場相對人(消費者)就產品
判斷的決定自由，未受不當干擾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因此，效能競爭和消費者

保護實為一體兩面，市場相對人的集體決定過程(kollektiver Entscheidungsprozess)
實為競爭過程中的一部分。不正競爭防止法的主要目的在於為市場參與者之利

益，規範事業的市場行為，以維護正當的交易秩序，因此，對於競爭者、消費者

及公眾的保護應該是等序的257，而這想法也體現在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的

立法意旨裡258，而且在二○○八年歲末的修法中，透過「交易行為」(geschäftliche 
Handlung)的概念，取代「競爭行為」，進而擴張了不正競爭防止法的適用範圍259。

同樣地，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一條也將消費者利益視為保護目的。 

        (2)決定自由之保護 

不正競爭防止法所保護的消費者利益主要係在保護其購買決定之自由，蓋事

業利用各種手段去爭取顧客，本為競爭本質所在，但若其手段係以不公平方式，

干擾或妨害消費者依品質和價格選擇購買之自由意思決定者，不僅違效能競爭原

則，相對人的交易決定也非最合理的選擇，故應加以禁止。 

影響消費者決定自由之不公平競爭行為的類型，主要如下： 

      a.不實廣告及誤導行為 

廣告具有提供交易資訊、使消費者獲知替代商品的功能，同時也具有提高消

費者忠誠度、加強產品差異化的作用。在現代交易中，廣告是消費資訊的最大宗

來源，對於消費決策的誘發，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廣告的規範也成為確保競

爭秩序的重要工具。 

廣告應符合真實原則(Wahrheitsgrundsatz)，為避免消費者的交易選擇自由受

到誤導，廣告所提供之資訊，如價格、品質、數量、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

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資訊，

不得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的情事(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又競爭法上對於不實廣

告之規範，並非以保護個別消費者在交易關係中所應享有的契約權益為目的，更

                                                 
256 Fezer, Modern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chts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auf der Grundlage 

eine Europäisierung des Wettbewerbsrechts, Gutachten für BMJ, 2001, S.26f. 

Schricker/Henning-Bodewig, Elemente einer Harmonisierung des Rechts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Gutachten für BMJ, 2001, S.5. 
257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7. Aufl., 2004, S.29. 
258 §1 UWG:「本法係為防止競爭者、消費者及其他市場參與者受到不正當交易行為。本法同時

也保護公眾免於扭曲競爭之利益。」 
259 BT-Drucks 16/10145, 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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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不被誤導之交易選擇自由等一般消費者利益作為保護法益，因此，廣告是否

不實，應以相當數量的消費者是否受到誤導，並使其交易選擇可能受到影響而為

認定260。 

又對於交易資訊的不實陳述，如冒充有信賴力之主體261或不實促銷手法262

等，倘其未合致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不實廣告之要件，而仍具有剩餘不法內涵

者263，仍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264。 

b.隱匿重要資訊 

廣告中對於特定資訊保持緘默，是否會構成引人錯誤之宣傳，不無疑問。一

般而言，在法律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事業並不負有揭露所有訊息的義務，蓋

在交易中難以期待事業會忠實地對其商品或服務為不利之陳述。然而，基於市場

資訊透明及消費者理性決策的考量，為加強消費者保護，在一定情況下賦予事業

資訊義務，有其必要。此種典範移轉(Paradigmenwechsel)，使競爭法從消極禁止
不實廣告轉變為透過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的建立，來加強消費者保

護，使消費者能夠依據完整資訊，在競爭過程中勝任裁判者角色

(Schiedsrichterrolle)265。 

對此，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五ａ條第一項規定：「於判斷未揭露之事實是

否構成引人錯誤時，應特別考量依交易觀點，該事實對於交易決定是否重要，以

及未揭露是否會影響交易決定。」據此，隱匿重要交易資訊構成不公平競爭行為

                                                 
260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五點、第六

點。廖義男/石世豪，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第二十一條，頁 284-285 (2004 年)。劉孔

中，前揭註241，頁 232-234。 
261 82公處字第 09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09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40號處分書、公處字

第 091001號處分書、85公處字第 089號處分書、83公處字第 067號處分書。 
262 83公處字第 083號處分書、83公處字第 058號處分書、83公處字第 094號處分書、86公處

字第 015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115號處分書。 
263 吳秀明，競爭法上的概括條款─公平交易法第二四條規範功能之檢討，收於公平會，八十八

年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頁 201。 
264 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六點。 
265 Emmerich, a.a.O., S.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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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而法院須依個案，權衡消費者利益及廣告主利益，以決定系爭未揭露事實是

否為重要事實，而決定資訊義務的成立及其範圍267。另外，未告知消費者依法所

享有之悔約權者，亦構成資訊義務的違反268。 

促銷活動(Verkaufsförderungsmaßnahmen)通常對於顧客有較高的吸引力，也

有較高的誤導潛能，為避免濫用，對於減價(Preisnachlässen)、贈品(Zugabe)、贈
送(Geschenken)等促銷活動，應清楚而明確地揭露促銷有關的條件及資訊，如享

用權益之條件、交易的真正費用等269。 

懸賞或抽獎活動中，對於相對人往往有較高的引誘消費作用，為避免誤導危

險，對於參與條件，應該清楚而明確地揭露270。 

競爭法對於資訊義務的承認，表示透過資訊正確揭露來保護消費者，為現今

的時代趨勢271。 

                                                 
266 隱匿重要交易資訊構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欺罔行為，而重要交易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

易決定之交易資訊。實務上，對消費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案例，如：「房屋仲介業者隱匿要約書

資訊」(參閱 87公處字第 078號處分書、87公處字第 096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084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1200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2049號處分書)、「隱匿代工契約資訊」(參閱 86公處

字第 14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20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8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205

號處分書)、「隱匿其他交易資訊」(參閱 85公處字第 175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081號處分書、

87公處字第 124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2005號、86公處字第 082號處分書、89公處字第 151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90號處分書)。 
267 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對於消極隱瞞是否構成欺罔，除法定義務中屬於須揭露部分外，尚需綜

合行為人之積極行為所營造之整體廣告印象，檢視相關消費者之合理觀點，判斷是否為實質重

要，即是否極可能影響消費者行為或決定。See ITT Continental Baking Co. Inc., 83 F.T.C. 865, 965 

(1976). 
268 Emmerich, a.a.O., S.215. 
269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4款規定：於減價、贈品或贈送等促銷活動中，對於享用權益

條件未為清楚而明確的揭露，構成不正當交易行為。我國公平會實務上亦認為未事先充分揭露獎

品使用限制、獎品內容限制、或領獎期限，構成公平法第 24條之欺罔行為。參閱 83公處字第

094號處分書、86公處字第 073號處分書、87公處字第 073號處分書。 
270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5款規定：於懸賞或中獎活動中，對於參加條件未為清楚而明

確的揭露，構成不正當交易行為。我國公平會實務上亦認為贈獎活動之參加資格限制未充分揭

露，構成公平法第 24條之欺罔行為。參閱 85公處字第 097號處分書、85公處字第 103號處分

書。 
271 Emmerich, a.a.O., S.280. 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行為之規範，政大法研所碩士論文，頁 284 

(2001 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章  私法自治的保障與調和 

101 

      c.施加壓力及過度利誘 

以施加壓力影響消費者的決定自由，並不符合效能競爭原則，物理上的強

制，如強迫、暴力等方式，並不多見，競爭法上常見的是「心理上的購買強制」

(psychischer Kaufzwang)，即以跟商品無關之方式來影響消費者的意思決定，對

消費者施予心理壓力，讓其覺得如果不購買的話，在禮貌上或心理上會覺得不

安，甚至於有時使消費者處於非締約無法脫身的強制地位(Zwangslage)。濫用權

威人士(Autoritätsperson)的地位(如教師、職務主管、牧師)推薦特定商品，使接收
方感受到非買不可的壓力者，亦可能構成強制之不正競爭行為272。 

事業對於顧客提供過度的好處，使其注意力從商品的客觀性轉移，而遮斷其

理性決定能力。惟何種程度構成過度利誘(übertriebenes Anlocken)，不容易有明

確的標準273，隨著競爭法的自由化與德國折扣法與贈品令的廢除，贈品、折扣等

促銷活動的規範，轉而重視是否這類促銷係基於理性的經濟考量，是否會對消費

者構成誤導的危險274。 

      d.利用他人射倖心理 

懸賞(Preisausschreiben)、猜獎(Preisrätsel)、摸彩(Gewinnspiel)等活動，並不

當然違反公平競爭275。但若有心理上購買強制(psychischer Kaufzwang)或過度引

誘(übertriebenes Anlocken)情事時，亦會違反競爭法，尤其是該活動的舉辦是為
了直接或間接推銷產品，而將參加機會予以搭售，要求顧客須見購買商品才能取

得參加資格276。 

      e.利用他人無經驗 

                                                 
272 Emmerich, a.a.O., S.211.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1款規定：以施加壓力、蔑視人性尊嚴

方式或其他不當影響方式所為足以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之決定自由的競爭行為，構成不

正當交易行為。 
273 對此，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活動在何程度構成利誘，訂有客觀標準，參閱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度案件之處理原則，第二至四點。 
274 Emmerich, a.a.O., S.228ff. 例如在免費手機的廣告案例中，聯邦最高法院即認為對於通訊相關

成本的資訊，如通話費、月租費、契約期間、提前解約的差額補付、費率區間等資訊，必須讓顧

客可以清楚而明確地獲知，即不涉及誤導。vgl. BGH WRP 1999, 90, 93; 1999, 94, 97. 
275 BGH GRUR 1977, 727; 1973, 418; 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19. Aufl., 1996, §1 

Rn. 147. 
276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6款規定：對於消費者參加懸賞或中獎活動與否，取決於所購

買之商品或服務者，構成不正當交易行為。但懸賞或中獎依其性質係與商品或服務給合者，不在

此限。Emmerich, a.a.O., S.239f. Bukert, Die Zulässigkeit von Koppelungsgeschäften aus 

wettbewerbsrechtlicher Sicht, 1992, S.393f. BGH WRP 1989,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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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交易經驗之人通常沒有足夠的判斷力，因此事業利用無經驗之人謀取利

益，有違公平競爭277。而兒童及青少年，因心智尚未成熟，容易被說服，有特別

保護之需求，又縱使廣告行為不以兒童及青少年為直接對象，而透過兒童及青少

年去影響其父母的購買決定，亦屬不正競爭行為278。而兒童及青少年以外之其他

消費者，如言語拙劣及商業經驗拙劣之人(sprach- und geschäftsungewandte 
Mitbürger)，也是需要保護的消費群體279。 

f.騷擾 

以積極、廣泛的方式招攬客戶，本為競爭方法之一，但若以廣告或其他銷售

方式，未經消費者事先同意，而以違反消費者意願之不合理騷擾(Belästigung)方
式280，影響消費決定者，例如：登門拜訪、寄送未訂購商品、沿待招攬、廣告寄

發、電話281、傳真、電子郵件282、手機簡訊等等侵入消費者私領域的方式283，則

構成不正競爭行為284。 

                                                 
277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4條第 2款規定：利用消費者之無交易經驗(特別是兒童或青少年)或

利用消費者之輕率、恐懼或強制狀況所為之競爭行為，為不正當交易行為。 
278 Emmerich, a.a.O., S.210. 
279 BT-Drucksache 15/1487, 2003, S. 17. 
280 若是極輕微的騷擾，尚不構成不合理，但其門檻也不能太高，因此，若大部分消費者覺得該

方式不能忍受者，即屬不合理騷擾。vgl. BT-Drucksache 15/1487, 2003, S. 21.  
281 BGH WRP 2004, 603. 
282 BGH WRP 2004, 731. 
283 Emmerich, a.a.O., S.248ff.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影響交

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執行標準之研究，頁 64以下 (1993 年)。 
284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7條規定： 

(1)對於市場參與者以不合理方式騷擾之交易行為，係不允許的。特別是可預見相關市場參與者

不願意接受之廣告行為。 

(2)以下行為特別被視為不合理的騷擾： 

  1.使用第 2款及第 3款規定以外之適於遠距銷售商業往來的廣告，對消費者為強烈的訴求，而

可預見消費者不願意接受者。 

  2.未經消費者同意或未經其他市場參與者可得推測之同意，而對之為電話廣告者。 

  3.未經接收者同意而對之利用自動發話機、傳真機或其他電子郵件方式為廣告行為。 

4.包含訊息之廣告，委託寄送廣告之寄送人身份被遮掩或隱藏、或其有效住址並不存在者，致

使得接收者無法在僅需負擔基本傳送費用的情況下，要求該訊息停止傳送。 

(3)第 2項第 3款關於利用電子郵件寄送廣告，若符合以下要件，不被視為不合理的騷擾： 

  1.事業取得郵件地址，係與商品或服務售予顧客有關者； 

  2.事業係為直接廣告自己的類似商品或服務，而利用該郵件地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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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法上的補救措施 

民事法上對於交易相對人和消費者的補救性措施可從幾個層面來看： 

  1.關於契約締結之措施 

在契約締結階段，主要是保障當事人在締約時的最適決定基礎(optimale 
Entscheidungsgrundlage bei Vertragsschluss)285，避免意思決定在受到干擾或不完

整的狀態下作成。 

    (1)撤銷權 

當契約是在意思不自由的狀況下所成立，法律允許表意人撤銷其意思表示

(民法第九十二條)，以脫離契約拘束力的魔咒，蓋在詐欺或脅迫的場合，自由的

意思決定已不復存在，私法自治的基礎已經落空。 

若意思表示的作成，雖非出於不自由，而是基於表意人本身的錯誤所致者，

雖然這種情形並非是地位不對等所導致的結果，但其法律效果的發生，畢竟不合

表意人的效果意思，也非依據行為人的自主決定而發生，因此，法律規定了撤銷

權(Anfechtungsrecht)的可能(民法第八十八條)，使表意人有機會可以在較好的地
位基礎上對於契約締結再去作決定，以實現本身利益、維護自主決定。但這樣的

再為決定並不是沒有代價的，撤銷權的行使，表意人必須無過失，並且要賠償對

方的信賴利益(民法第九十一條)。 

    (2)資訊義務 

事實上自由決定的強化，也可從締約程序面著手，藉由資訊的強化，來完整

締約基礎的意思決定。因此，資訊是促進私法自治的工具，關於重要事實的資訊，

一方面是利害關係人理性利益最大化決定的前提，另一方面也是自我調控市場機

制運作的前提286。個別法律主體間的資訊落差，可能導致契約磋商機制的正確性

擔保(Richtigkeitsgewähr)，遭受功能的減損，應設法加以補救287。因此，法律規

定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可以強化個人的自主決定，並將契約締結及

                                                                                                                                            

  3.顧客對於該郵件地址之利用未為反對；且 

  4.取得郵件地址及每一利用行為中，均向顧客明確而清楚的說明，顧客可隨時反對該利用，且

無須負擔基本傳送費用以外之其他費用。 
285 Kemper, Verbraucherschutzinstrumente, 1994, S.186ff. 
286 Grundmann, Privatautonomie im Binnenmarkt, JZ 2003, 1133, S.1137. 
287 Grundmann, a.a.O., S.1137. Dauner-Lieb, Verbraucherschutz durch Ausbildung eines 

Sonderprivatrechts für Verbraucher, 1983, S.51ff, 63, 6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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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委由當事人自身決定。 

在此意義之下，當資訊不對稱的結構出現時，要求資訊強勢一方提供資訊，

便有其必要，例如定型化契約的明示與審閱(消保法第十一條之一及第十三條)，
讓消費者有知悉內容的機會，便是符合資訊模式(Informationsmodell)。 

    (3)猶豫期間 

若當事人的意思決定是在突襲或時間窘迫的情況下作成者，這種在壓力下的

意思決定，並非都會符合當事人的最適需求，而且在這種狀況下，當事人往往也

無法對於商品的價格品質有比較的機會，為保護其利益，當事人需要有再思考的

時間，以便能對契約內容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288。因此，針對特定情境下的交易，

例如在訪問買賣的場合，消費者享有七日的猶豫期間(cool-off period)，得不附理

由的解除契約(消保法第十九條)，以保護其在締約過程中的被動地位289。 

另外，若當事人雙方在締約之際，處於遠距離狀態，致一方當事人於締約時

無法親自接觸檢視商品以獲取足夠商品資訊，而只能從商品的描述或圖示來瞭

解，雖然有些商品(如洗衣粉)可從其成分標示來認識其效用，但大部分商品通常

都必須親身檢視過後才能知道該商品是否適合自己的需求。因此，在郵購買賣的

情況，購買者從產品目錄尚無法獲得充分資訊以判斷商品效用與品質，消費者亦

享有猶豫期間(消保法第十九條)，以保護其對於產品的判斷評估能力。因此，猶

豫期間的設計也可輔助資訊義務，讓當事人縱使在契約已締結後，仍有額外的一

段時間去獲取相關資訊，再為商品比較，甚至為解約與重新締約活動。 

  2.關於契約履行之措施 

在契約履行階段，主要在確定契約的風險分配與權利義務關係，視需要而予

以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干預或調整契約關係290。 

    (1)內容控制  

對於契約內容的控制，可分為事前控制與事後控制。 

      a.事前控制 

事前控制即法律預先對內容形成自由劃出內在界限，例如：最低基本工資與

工作時間的規定(勞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條)、或是最高利率限制(民法第

                                                 
288 Kemper, a.a.O., S.220ff. Neumann, Bedenkzeit vor und nach Vertragsabschluss, 2005, S.296ff. 
289 詹森林，消費者保護法上之郵購買賣及訪問買賣，收於氏著，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三)，頁

130-131 (2003 年)。朱柏松，消費者保護法論，頁 349以下 (1998 年)。 
290 Kemper, a.a.O., S.25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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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條)、租金的限制(土地法第九七條、第九八條、第一一○條)等等。 

除法律的事先規定之外，契約內容的事前控制亦可透過行政機關的核定，產

生作用。例如：民營公用事業之收費及規章的核準(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七

條291、煤氣事業管理規則第二六條及第二七條292)。 

      b.事後控制 

事後控制，則由法院依概括條款來評價契約給付義務與契約條件的妥當性

(如民法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四條)或定型化契約條款的效力(民法第二四七條之
一)。德國聯邦憲法法院表示，民事法院在適用誠信原則及善良風俗條款的時候，

應該注意私法自治的基本權保障，當一方當事人的私法自治受到架空時，因結構

上不對等的談判力量(strukturell ungleiche Verhandlungsstärke)導致其承擔鉅額負
擔者，法院有義務進行契約的內容控制(Inhaltskontrolle)293。 

(2)情事變更的調整 

    當契約成立之後，契約基礎事情發生變更，導致原約定內容對當事人顯失公

平，難以期待當事人繼續受契約拘束時，即有必要重新調整權利義務關係或解除

契約，以適應基礎條件(Rahmenbedingung)的變更。蓋在契約成立後始發生的行

為基礎重大變更，使契約關係偏離當事人在締約時的預想與目的，其繼續履行將

不符當事人的合理期待，對此，法律設有「情事變更原則」的規定(民法第二二
七條之二)，讓當事人得對不可預料的情事變更，有請求重新分配契約風險的機

會294。 

    對於繼續性債之關係，考量外在條件的變化，賦與當事人基於重大事由的特

別終止權(民法第四八九條)、或是對契約期間設有上限規定者(民法第四四九
條)，亦屬此類。 

  3.關於權利救濟之措施 

關於權利救濟之措施，主要為如何減輕當事人在訴訟程序或訴訟前階段實施

                                                 
291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 7條：「民營公用事業，訂立或修正有關公眾用戶之收費，及各項

規章，應呈由地方監督機關，簽具意見，轉呈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292 煤氣事業管理規則第 26條：「煤氣事業應於開始營業時，擬具營業規程，報請地方主管機關

簽具意見，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第 27條第 4款：「煤氣事業營業規

程應載明左列事項：四、收費標準。」 
293 BVerfG NJW 1994, 36. 關於本案之檢討，可參閱 Adomeit, Die gestörte Vertragsparität, NJW 

1994, 2467. Rittner, Die gestörte Vertragsparität und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JW 1994, 3330. 
294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7. Aufl., 1997, Rn.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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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利(Rechtsdurchsetzung)。例如：提供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諸如申訴295、

調解296、強制仲裁297或仲裁298，或是提供訴訟救助，或者是設置行政機關(如消
費者保護官)或是透過行政機關公權力的介入，輔助私權爭議的解決。 

另外一方面亦可透過減輕當事人的訴訟負擔來維護當事人權益，例如「團體

訴訟」(Verbandsklage)的設計。對於個別的消費者而言，其可能因損害金額輕微、

訴訟麻煩，而無意進行訴訟以維護權利，相形之下，團體具有較豐沛的人力物力，

也有較多的經驗，由其進行訴訟，能以更經濟的方式解決紛爭，減輕個人自為法

律救濟的負擔，以解決乏訴的問題299。 

關於團體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的類型，大致可分為二種：第一種是基於私益

保護的性質，而為損害賠償訴訟的提出。例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規定：消費

者保護團體得受讓消費者的損害賠償請求權300，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易人保護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亦設有類似規定301。這類以團體代替個

人作為訴訟主體，目的在保護特定多數受有小額損害之受害人的利益，並避免訴

訟資源的浪費，以期達成訴訟經濟，並讓濫用經濟強勢地位之事業所有警惕，而

為期團體訴訟功能的發揮，法律上復設有裁判費減免302的規定303。 

                                                 
295 消保法第 43條規定消費者對於消費爭議，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

申訴，並得向清費者保護官為再申訴。 
296 消保法第 44條至第 44條，對於消費爭議調解之程序、調解委員會之設置、程序進行及調解

效力等事項訂有明文。 
297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 15條：「民營公用事業，如遇勞資爭議時，應依法受強制仲裁。」 
298 有學者認為現行消保法的申訴、調解消費訴訟，功能並不佳，參照外國立法例，應可引進消

費爭議仲裁制度，以快速有效地解決消費爭議。參閱姜志俊，如何強化消費者爭議之處理─以建

立消費爭議仲裁制度為例，台大法學論叢，第 27卷第 4期，頁 80-93 (1998 年 7月)。 
299 陳洸岳，公平交易法案件之團體訴訟，收於公平會，第二屆競爭競爭與公平交易法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頁 276 (1999 年)。 
300 關於消費者保護團體所受讓之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性質究為實體法上債權、訴訟實施權、

實體法上收取權、債權信託讓與或代位權，其討論可參閱邱惠美，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有關團體訴

訟制度之研究，法學叢刊，第 193期，頁 106-107 (2004 年 1月)。 
301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保護法第 28條第 1項：「保護機構為維護公益，於其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

對於造成多數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易人受損害之同一證券、期貨事件，得由二十人以上證券投資

人或期貨交易人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後，以自己之名義，起訴或提付仲裁。證券投資人或期貨

交易人得於言詞辯論終結前或詢問終結前，撤回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授與，並通知法院或仲裁

庭。」 
302 消費者保護法第 52條：「消費者保護團體以自己名義提起第五十條訴訟，其標的價額超過新

台幣六十萬元者，超過部分免繳裁判費。」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保護法第 35條：「保護機構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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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則是基於公益保護的政策，賦予特定團體得針對被告的違法行為，依

法直接提起不作為訴訟，予以遏制。例如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三條規定：消費者

保護團體，就企業經營者重大違反關於保護消費者規定之行為，得向法院訴請停

止或禁止之304。民事訴訟法第四十四條之三第一項亦設有類似規定305。而德國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八條亦規定特定團體得針對不公平競爭行為提起不作為訴訟
306，對於違反定型化契約條款規定或其他有關消費者保護規定之行為，亦於「關

於違反消費者權益及其他違反行為之不作為訴訟法」(Gesetz über 
Unterlassungsklagen bei Verbraucherrechts- und anderen Verstößen, UKlaG)第三條
中規定合格機構、權利能力團體、公會、商會、手工業公會得依法提起不作為訴

訟。 

肆、矯正措施之運用 

  一、考量比例原則 

對於私法自治的調整修正有不同的方式，資訊義務、猶豫期間

( Überlegungsfrist)、內容控制(Inhaltskontrolle)等方式對於契約締結的干預，強度

上有所差異，因此，當對於契約自由失靈與競爭失靈的補救，有不同程度的工具

可資運用並能達成目的者，立法者跟司法者應該依據比例原則(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選擇對於私法自治負擔較小的手段為之。因此，若資訊義

務能夠使當事人之自主決定得以作成，並且能夠達到保護當事人之目的時，法官

                                                                                                                                            

二十八條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其訴訟標的金額或價額逾新臺幣一億元部分，免繳裁判費。他造

當事人提起上訴勝訴確定者，預繳之裁判費扣除由其負擔之費用後，發還之，就其訴訟標的金額

或價額逾新臺幣一億元部分之裁判費，對保護機構免予追繳。」 
303 關於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減免裁判費的規定，與同樣考慮訴訟經濟與弱勢被害人保

護之民事訴訟法第 44條之 1及 44條之 2規定須繳裁判費之規定有所差異，而有認為應限縮其適

用範圍，只適用於多數受害人受有小額損害之情形。參閱許政賢，消費者保護團體損害賠償訴訟

制度之再定位，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期，頁 83以下 (2004 年 7月)。 
304 關於此項不作為訴訟之法律性質，究為訴訟上起訴權、固有請求權或法定訴訟擔當，其討論

可參閱邱惠美，前揭註300，頁 109。 
305 民事訴訟法第 44條之 3：「以公益為目的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亦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得對侵害多數人利益之行為人，提起不作為訴訟。」其目的在於：

因公害、商品瑕疵或其他事故所生之危害，有時具繼續性、隱微性或擴散性，其受害人常不知或

無力獨自訴請排除侵害，致使社會大眾權益持續受損而無從制止，故擴大公益法人之功能，使其

得以自己名義對侵害多數人利益之行為人提起不作為之訴。 
306 Emmerich, a.a.O., S.47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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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須依善良風俗條款或誠信原則來進行契約內容的控制307。 

  二、措施運用之考量因素 

因此，在運用不同強度的干預手段時，必須考量不同層次的問題： 

    (一)秩序政策手段最優先 

若存在契約失靈及競爭失靈時，首先必須考慮，是否有秩序政策上的手段

(ordnungspolitische Mittel)，得用以回復私法自治或競爭的功能，例如：確保競爭

秩序質與量的卡特爾法(Kartellrecht)與不正競爭防止法─即我國之公平交易法。

這類的措施有助於確保經濟自主決定的環境因素(konstitutive Elemente)─競爭，
而不必直接介入個別的給付交換關係。因此，在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間存在轉限價

格約定時，因公平交易法第十八條已禁止垂直約價行為，此時，即無須使用價格

管制的工具。又市場競爭機制有時也可產生矯正作用，例如某一事業為不實廣告

者，其他競爭者可能會趁機向交易相對人提供真實資訊或指正廣告內容的錯誤，

或者以比較廣告的方式，提醒交易相對人要多加注意，藉以爭取交易機會，從而

也可減少事業為不實資訊提供的投機。不過，秩序政策上的工具有時並不容易跟

卡特爾法及不正競爭防止法上的補救措施(kompensatorische Mittel)有所區分，例

如：公平交易法第十條第二款關於獨占事業不當決定交易價格之榨取濫用

(Ausbeutungsmisbrauch)的管制，即屬補救性質。同理，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對

於不實廣告的管制也屬補救性質，因為，它可以使消費者的資訊地位獲得加強308。 

    (二)確保自主決定手段優先 

若關於契約締結之措施，例如：資訊義務的強化或其他確保透明化之手段

(Mittel der Transparenzsicherung)足以平衡不對等地位(Ungleichgewichtslage)時，
即不必動用猶豫期間或內容控制等措施。因為，相較於後兩者，資訊義務對於私

法自治的干預程度較小，蓋資訊義務使契約當事人仍然保有對於契約締結與否以

及契約內容形成的決定權，資訊義務藉由協調資訊不對稱

(Informationsasymmetrie)的狀況，來提昇契約結果合乎當事人自主決定的機會309。 

                                                 
307 Drexl, a.a.O., S.449f. Singer, Selbstbestimmung und 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 1995, S.43f. 
308 Drexl, a.a.O., S.450. 
309 Drexl, a.a.O., S.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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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猶豫期間優先內容控制 

契約猶豫期間應優先於契約內容控制而被考慮。猶豫期間的設計，使一方當

事人在契約締結後一定期間內，仍得行使解除權或悔約權(Widerrufsrecht)。例

如：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對於郵購買賣與訪問買賣所賦予消費者的七日解除

權。此一解除權雖然構成「契約應當嚴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例外，蓋此一

解除權的存在，使得意思表示雖已合致，但仍尚未對當事人產生拘束力，契約的

有效性因而受到一定程度的遲延，藉此來緩和契約嚴守原則。除此之外，猶豫期

間的設計，並未對私法自治的其他部分造成干預，當事人仍然享有締約自由

(Abschlussfreiheit)與內容自由(Inhaltsfreiheit)。蓋在訪問買賣的場合，契約的不對

等是因為企業經營者的突襲(Überrumpelung)所引發，致使消費者在時間倉促、資
訊有限之壓力下作出不周延決定，並非源自於契約內容的複雜性，因此，賦予消

費者一定的猶豫期間即足以消弭這樣的不對等，是故，契約內容的控制便無必要
310。 

    (四)內容控制為最後手段 

當強化實質決定自由的手段，如資訊義務或猶豫期間的保護，仍然無法達成

當事人自我保護及消弭契約失靈或競爭失靈之功能，而當事人的事實上決定自由

仍然被另一方當事人所左右時，契約內容控制及契約有效性控制(民法第七十二
條)，便有其必要性311。 

伍、資訊模式功能 

  一、符合自主決定的維護 

在私法交易中，原則上應該優先尊重私法自治與當事人的自主決定。自主決

定的可能性是跟個人的法律行為決定自由(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有著依存關係，法律亦提供行為能力、詐欺撤銷、暴利行

為與公序良俗等規定作為保護基礎。法律行為決定自由的理想狀態為締約當事人

處於對等狀態，因此，對於偏離法律行為決定自由理想狀態之契約，法律是否要

將法律行為有效前提要件的標準，延伸擴展到事實上決定自由的層面，將個體經

濟能力和智識能力的不對等情況考慮在內，而將事實上或經濟上的行為能力

                                                 
310 Drexl, a.a.O., S.451. 
311 Drexl, a.a.O., S.488f. Singer, a.a.O., S.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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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tische bzw. wirtschaftliche Geschäftsfähigkeit)提升為法律行為的生效要件312，

使資訊不對等下的契約締結，予以無效化或是進行內容控制，還是說可以透過資

訊義務的方式，予以補救313。 

不同於資訊模式，內容強制規定會減少內容形成的多樣性，並使不同需求者

的偏好無法獲得較好的滿足，蓋個人的偏好差異是市場經濟的出發點，因此，內

容控制係一最後手段，只有在資訊模式或其他方式尚不能除去失靈狀態時，才成

為政策選項。 

資訊義務能讓當事人擁有充分而正確的資訊以作為決定基礎，提供私法自治

的自由決定，並尊重個別偏好及形成多樣性314。而要以資訊模式來促進私法自

治，除了資訊取得外，資訊受方也要具備理解與決定的可能性才能發揮作用，市

場需求者若想從競爭中獲得利益，也必須處於能獲得重要交易資訊差異的地位，

並基於該資訊基礎而為理性決定315。資訊模式的優點在於，市場機制、行為自由

與私法自治皆能獲得維持，而無須以國家決定來代替個人偏好，是屬於干預程度

較輕微的措施，也比較符合比例原則的要求。另外，資訊模式也較能夠達成當事

人的共識(Konsens)，畢竟內容控制的仍有許多爭議。 

二、資訊模式的基礎 

資訊模式係從兩個基本論點出發316，即：(1)競爭確保市場以消費者利益為

導向，與(2)消費者原則上具備利用市場機會的能力。競爭使消費者得以選擇對

其最有利的要約，消費者作決定，供給者作回應，市場由消費者主權

(Konsumentensouveränität)支配，因此，消費者主權可謂是資訊模式的指導形象
317，依此，商品及服務的需求者，對於供給者的成功與失敗，具有最終決定權

(Letztentscheidungsrecht)，消費選擇自由與不受他人權力影響的獨立決定個體，

是重要的價值。因此，資訊模式將消費者視為有能力自我負責的個體，能夠在理

性基礎上作出經濟決定。在此模式之下，資訊義務便成為補救當事人或消費者資

訊欠缺的手段。 

不過，對於資訊模式的兩大基礎─「有效競爭」與「理性決定」，也有人認

為與社會現實(soziale Realität)不符，市場秩序常面臨與市場結構獨占化、寡占化

                                                 
312 Wolf, a.a.O., S. 123ff. 
313 Dauner-Lieb, a.a.O.(Fn. 287), S.69ff. 
314 Grundmann, a.a.O., S.1137. 
315 Grundmann, a.a.O., S.1143. 
316 Simitis, Verbraucherschutz, 1976, S.107. 
317 Drexl, a.a.O., 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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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力化傾向，當事人或消費者的決定自由實際上常受生產者的影響318。生產者

為了達到創造需求的目的，經常利用廣告來影響操縱消費者決定，所以，消費者

主權便不再真實，決定也不再是理性的319。此外，對於所揭露的資訊，當事人或

消費者也不一定都具備理解能力。 

  三、市場面的資訊義務 

    資訊不對稱問題的處理，除了個別交易關係中的直接補救措施之外，市場有

效競爭的維護，也可在環境面上補強個案中的資訊不對等，市場資訊的透明化與

資訊公開的正確性，可增加產品跟價格的比較可能性，強化效能競爭，使市場參

與者得以在不同的諸多市場要約之間，擇取最符合自己需求與期待的產品及最適

當的交易相對人，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在交易決定常是被動地被生產者操縱影響的情況下，交易資訊或廣告內容的

誤導與不實，會在交易動機誘發之初，即不當地影響市場參與者的交易決定，而

且其影響亦會持續延伸至契約締結之後，並對個別的交易關係產生負面作用。因

此，最低必要程度的市場資訊公開與資訊揭露或廣告的正確充分，是維持有效競

爭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避免交易誤導，所針對的是一般普遍抽象的消費者利

益保護，並非針對特定的個案，但是，經由競爭機制的運作，也可間接反饋在個

別交易關係的具體保護上，是故，市場面的資訊義務規範，實具有互補作用，借

用「結構─行為─績效」的論點，競爭法上資訊義務的規範，具有一般性管制的

性質，而契約法上資訊義務的規範，則具有個別性管制的性質，二者的規範目的，

都是為了最終之實質決定自由的績效結果。 

此外，市場面的資訊義務，主要所維護的是一般利益，個別利益的保護，則

屬其次，雖然個別主體的資訊吸收與加工能力，有事實上的差異，但在市場面一

般利益的維護觀點下，無法個別考慮，只能一般化處理，預想個別主體基本上均

有資訊吸收與加工能力，而為一般化的處理，其結果勢必需要需要以一定客觀相

當程度能力之市場參與者形象或消費者指導形象(Verbraucherleitbild)作為基礎，
從而，對於個別的交易關係，仍然需要有個案式的補救措施。 

在市場上，廣告資訊對於經濟主體決定行為的影響力益深，就功能面而言，

對於應在私法層次解決的爭議，不宜由競爭法承擔過多的功能，但競爭法內的規

則發展，也要與一般私法保持一致的關係，此一緊張關係的緩和，不能單靠競爭

法，也要依靠私法相關規定的發展，對於廣告表示的規範，除了在競爭法領域加

強規範之外，民法也需對廣告資訊強化責任，締約上過失的適用發展，補強了這

                                                 
318 Drexl, a.a.O., S.29. 
319 Simitis, a.a.O., S.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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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規範，損害賠償責任的要求，可對不實資訊在締約接觸過程中的使用，產

生遏阻及預防效果，並合理化私法的介入性。除了競爭的維護之外，保護市場相

對人免於誤導，也是市場經濟中財貨交換過程的必要功能條件，在此條件之下，

私法契約才可被認為是實質交換正義存在的擔保320。 

雖然，違反競爭的說明義務比違反契約的說明義務，更難建構，不過，競爭

法上資訊義務，並不是以競爭上的均等理論為出發點，而仍是以保護締約當事人

之實質意思為出發點，並以市場整體作為觀察點321。 

四、資訊模式的極限 

資訊模式雖可強化當事人在契約締結時的資訊地位，減緩資訊不對稱的負面

影響，但鑑於法律事實的複雜性與個人能力及理解力的差異性，資訊義務並不能

完全消除智識不對等的狀態，而且資訊義務對於經濟地位的不對等，若缺乏有效

市場競爭的配合，也很難發揮正面作用。因此，資訊揭露在某些特定經濟弱勢的

情形下，如面對定型化條款的使用，仍然有失靈的可能322。 

競爭可以確保契約締結時的地位，增加資訊的透明度，對於經濟地位不對等

與資訊不對等產生改善作用，讓私法自治有最大發展的可能性323。在市場經濟秩

序中，競爭的有效運作，為經由契約以個別實現自我利益的前提，但競爭仍有其

極限，只能有條件地對於契約當事人力量對等的調和發揮作用，而無法造就完美

的平衡，因為完全競爭市場的條件在高度技術性、多元性、複雜性的產業經濟事

物裡，幾乎不存在。經濟力量的存在是不容否認的事實，因此，如何控制經濟力

量濫用以保護私法自治免於毀滅，是法律秩序的重大問題324，故競爭環境條件的

確保，為落實契約自由的重要前提。若欠缺市場跟競爭的功能條件或競爭仍無法

完全防止濫用時，則為保護實質決定自由的事實上行使，可對私法自治加以限制
325。 

因此，若結構上不對等的濫用危險仍然存在，致契約自由有淪為單方決定之

虞時，司法者即有義務介入個別的契約關係，進行契約內容控制與契約有效性控

                                                 
320 Lehmann, Die bürgerliche Haftung für Werbeangaben – Culpa in contrahendo als 

Haftungsgrundlage für Vertragsanbahnende Erklärungen, NJW 1981, 1233, S.1233ff. 
321 Schwarze, Vorvertragliche Verständigungspflichten, 2001, S.70. 
322 Singer, a.a.O., S.29. 
323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988), 101. 
324 Busche, Privatautonomie und Kontrahierungszwang, 1999, S.51f. 
325 Meller-Hannich, a.a.O., S.69. Singer, a.a.O., S.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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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維護一定程度的契約公平326。而資訊落差及經驗落差，如果仍無法期待透

過相對應的資訊提供來平衡時，則契約的內容控制仍有其必要327。 

  五、資訊模式與保護模式的互補 

基本上，經由資訊義務來保護當事人的資訊模式(Informationsmodll)328與透

過內容控制來保護當事人的保護模式(Schutzmodell)329，彼此之間可以發揮相互

補充的作用330。 

資訊模式以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及消費者主權
(Konsumentensouveränität)作為指導形象，其基本論點在於：經濟的競爭，可以確

保市場以消費者利益為依歸，而消費者原則上也能夠利用他的市場機會331。資訊

義務的基礎在於當事人或消費者有能力將事實上的知識，納入契約決定之中，其

也有能力在其法律行為活動中處理資訊，說明義務改變了依買受人自負其責之原

則所為的資訊責任的分配，使其在實質意義上能夠促成自由的契約決定。 

此外，資訊責任也會影響到契約的內容，若一方當事人對於契約給付內容作

出了某種陳述，則其必須遵守及履行該陳述，從而他方可以要求其依陳述內容履

行，其影響契約內容的基礎在於，資訊義務將資訊欠缺下的決定作成

(Entscheidungsfindung)，調整到相對應的法律與事實基礎上332。 

在某些情況底下，當事人或消費者無法就契約內容資訊或契約條件進行協

商，例如在企業使用定型化條款的場合，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如宅前交易

(Haustürgeschäft)或遠距交易(Fernabsatzgeschäft)，在時間窘迫或距離遙遠的條件

下，無法即時獲取相關資訊，致事實上決定自由的行使受限，另外安排了當事人

                                                 
326 Busche, a.a.O., S.49. Raiser, Vertragsfreiheit heute, JZ 1958, 1, S.6.  
327 Dauner-Lieb, a.a.O.(Fn. 287), S.73. 
328 Dauner-Lieb, Verbraucherschutz durch Ausbildung eines Sonderprivatrechts für Verbraucher, 1983, 

S.62ff. 
329 von der Dick, Das Verbraucherleitbild der Rechtsprechung, 1995, S.34ff. 
330 在消費者保護政策領域，對於消費者保護，諸如食品安全的管制，有不同的消費者保護模式

可供選擇。如「資訊模式」(information model)，由公共機構提供資訊及意見，以修正資訊不對

稱和市場失靈，德國採此方式；「保護模式」(protection model)，由利益團體施加壓力以促成消

費者保護標準的建立，如法國及美國；「協商模式」(negotiation model)，由中立機構介入衝突的

解決，如瑞典。See Christoph Strünck, Mix-Up: Model of Governance and Framing Opportunities in 

U.S. and EU Consumer Policy, 28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3, 210 (2005). 
331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1998, S.26ff. 
332 Meller-Hannich, a.a.O., S.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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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費者解約的可能性。因此，資訊模式可以透過保護模式在規範上予以補充333。 

 

 

 

                                                 
333 Ebenda, S.226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