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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契約法任務 
締約當事人雙方的資訊落差，造就締約地位的不平等，也可能會導致契約結

果的不公平，產生資訊弱勢的弱勢保護需求，對於地位不對等所引發的問題，民

法調節的基本立場與規範任務取向，亦會影響資訊義務的定位與重視程度。在契

約法的實質化過程中，資訊義務、悔約權、內容控制亦各有其功能，並且也各有

相對應的契約模式作為基礎。而從經濟分析的觀點，契約法的制度設計，亦可有

經濟任務的取向。 

第一節  契約法的社會任務 

壹、契約正義 

依私法自治原則，個人是自己利益的最佳守護者，契約既當事人自由意思的

合致而成立，其內容的妥當性因此而獲得確保。因此，契約自由能實現及維護當

事人利益的重要前提，在於締約當事人事實上能夠自由且平等地協商契約，若一

方不得不屈服於他方的意思之下時，在此不平等地位之下，則自由無從實現，契

約自然偏頗於他方而無法實現及維護個人的利益，反成為強者欺凌弱者的法律工

具1。特別是現代的契約，常常因為一方的經濟強勢或當事人的無經驗及不經意，

導致都是在未對契約進行任何詳細的磋商下所成立。如此一來，契約正義

(Vertragsgerechtigkeit)的追求，便代替契約自由作為契約法的功能要求，而被突

顯出來2。 

一、契約自由與契約正義 

(一)契約自由之形式與實質 

1.形式契約自由 

當契約的締結是建立在私人的法律上自由空間，而不考慮當事人事實上是否

真的具備行使其自由權限的可能或能力者，即為形式的契約自由(formale 
Vertragsfreiheit)。在此意義下，形式契約自由僅是一人透過與他人的合意，發生

法律效果的自由，至於，個人的能力差異與地位差異，則與自由的行使無涉。 

                                                 
1 王澤鑑，台灣的民法與市場經濟，收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七)，頁 23 (1994 年)。 
2 Kötz,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I, 1996, S.1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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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實質契約自由 

實質契約自由(materiale Vertragsfreiheit)，意指契約當事人事實上的決定自由

(tatsäch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3，即進行契約磋商之私法主體的自由不會受到

事實因素的阻礙，當事人的自由不僅不能受限於外力因素，也不能因當事人本身

因為缺乏個人或經濟上自主決定可能性、資訊欠缺、欠缺 Know How、不對等的

談判地位、欠缺商業經驗、對於財物與市場結構的從屬依賴等因素，而受到損害。 

(二)契約正義之形式與實質 

1.形式契約正義 

形式契約正義(formale Vertragsrichtigkeit)係指，依據當事人雙方意思合致的
事實，法律秩序即承認契約之內容，並加以保證，至於當事人的約定內容為何、

契約的給付及條件，客觀上是否符合適當(Angemessenheit)與等價(Äquivalenz)的
標準，也在所不問。因此，形式契約正義是建立在契約的主觀公平(subjektive 
Richtigkeit)及程序正義(prozedurale Gerechtigkeit)之上，只要契約之締結係符合一

定程序者，即可發生拘束力，而無須其他的內容控制4。 

2.實質契約正義 

實質契約正義(materiale Vertragsrichtigkeit)，則將契約視為是給付之間，原

則上客觀等價(objektives Äquivalent)的交換關係(Austauschverhältnis)。因此，應
依照均衡(Ausgewogenheit)的觀點對契約進行內容控制，如：依強行規定或定型

化契約條款控制等規定來檢驗契約內容的妥當性5。 

(三)契約自由與契約正義 

契約自由與契約正義彼此間是互相關連的，契約正義的追求與契約自由的保

障程度相關，如果將形式公平當作是規範契約的出發點，那麼當事人事實上能否

自由地形成及行使(ausüben)其意思，便成為重點，在事實上決定自由存在的情況

下，意思合致作為契約拘束力基礎的說法，將有其說服力。同樣地，在實質契約

自由之下，契約也無須遵照一定的內容標準，只須追求形式公平即可。從程序正

                                                 
3 Meller-Hannich, Verbraucherschutz im Schuldvertragsrecht, 2005, S.10. Lorenz, Der Schutz vor dem 

unerwünschten Vertrag, 1997, S.498f.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1998, S.7. 
4 Meller-Hannich, a.a.O., S.11. Drexl, a.a.O., S.282. 
5 Meller-Hannich, a.a.O.,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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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觀點來看，若契約的締結能夠受到一定的程序保障時，契約的內容控制便成

為多餘，而程序的保障也能有助於事實上決定自由的行使。相反地，若只論形式

契約自由而忽略實質契約自由時，則形式公平及程序正義即不再是契約的當然結

果，取而代之地，便是依客觀標準來對契約內容進行檢視6。  

二、民法典的預設 

    (一)客觀等價原則的未知性 

    契約正義追求的是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應具有等價性，屬平均正義(institia 
commutativa)，主要適用在雙務契約上。但給付跟對待給付之間客觀上是否相等

或相當，實際上並不存在一個令人信服且又實用的判斷標準，某項商品的公平價

格(iustum pretium)是多少，涉及複雜的考慮因素，其判斷因人而異，充滿了不確

定性與未知性，很難有公認的一致結果。 

如果以客觀等價原則(objektives Äquivalenzprinzip)作為法律規範契約效力的

始點，那麼因契約中給付與對給付的不等價，而允許局外人的法官宣告契約無效

或調整契約的給付關係的話，那麼契約便時時刻刻處於應被檢視的監管狀態，相

信這是契約當事人所不願意樂見的。而且法官對契約的判斷，也不一定就能適合

當事人的需求與利益，甚者，其在個案中所作的利益權衡可能會產生無法制約的

權限擴張，並增加依其個人偏好與價值觀來決定契約有效性與契約內容形成的危

險性7。 

   再者，無償的贈與契約，也不會因不存在對待給付，而使其契約效力受到質

疑，因此，客觀等價並不是民法所欲追求的。 

    (二)主觀等價原則的可行性 

    由於客觀公平的無法確保，因此，當事人對於契約適當性(Angemessenheit)
與公平性(Richtigkeit)的主觀評價才是決定因素，基本上，每個人都是自己利益的

最佳守護者，個人為維護其利益並依其主觀價值而為法律行為者，只有在法律效

果符合其法律行為意思(Willen)、同時其意思形成係在無干擾狀態下作成時，個

人利益才能獲得最大的實現8。由於契約是否客觀公平，在結果上具有不可預測

性，承認個人作為具備道德上自主判斷能力的法律主體，可以正當化個人依其自

                                                 
6 Meller-Hannich, a.a.O., S.12. 
7 Singer, Selbstbestimmung und 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 1995, S.19. 
8 Wolf, 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nd 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 1970, S.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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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同意所為的判斷，而其判斷也涉及了公平內容的積極決定9。 

因此，民法是採取所謂的主觀等價原則(subjektives Äquivalenzprinzip)10，只

要一方當事人依據自己的判斷，認為他方當事人所提供的給付與自己所提供的對

待給付具有相等的價值，即可認定契約雙方的給付關係具有等價關係。 

    依此原則出發，法律的首要任務就在於確保每一個法律主體都能夠在無誤導

和無強制的情況下，形成自己的判斷，使個人就自己的意思決定承擔責任，個人

非理性、輕率、或自我危害的決定行為，原則上並不會使契約正義發生疑義，同

樣地，個人的能力差異也不會使締結的契約，產生公平性的疑慮。 

    (三)實質契約自由的維護 

民法典相信私人可以用自我負責且公平的方式來規律其生活關係，依此理

解，自由磋商的契約係經由高度理性的行為作成，故國家僅扮演私人協商的公證

人角色，制定承認合意所必要之措施，認為理性的利益平衡原則上可以經由程序

保障(Verfahrensgewährleistung)來達成11。 

    另一方面，從契約的秩序功能(Ordnungsfunktion)看，自由的財物交換與市場
競爭，將促使資源作最適的分配，有限的生活資源可以讓最有利用效率的人運

用，達成配置效率。 

契約是私法上協調個別法律主體之獨立決定的重要工具，契約是否有效成立

端看契約是否經過自由協商，至於約定的內容為何，尤其是給付跟對待給付是否

等價，原則上法律對之保持中立，並以競爭作為規範經濟關係的框架，市場機制

被賦予透過自由競爭確保經濟成效與儘可能照顧所有人的任務，市場機制也是個

別契約機制能否經由當事人協商而導出雙方皆可接受之契約內容的基礎條件12。 

是故，從契約自由實現個人自由的任務與社會秩序功能來看，在民法的規範

設計上，契約自由比客觀的契約正義更具有優先追求的價值13。 

    契約功能能否有效發揮，端視契約當事人能否真正的為自由決定，惟有在契

約當事人雙方在經濟上及智識上處於相對或相當的地位時，自由磋商的契約才能

達成當事人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內容，因此，如何確保當事人能夠不受干擾、毫

                                                 
9 Singer, a.a.O., S.43. 
10 王澤鑑，前揭註1，頁 23。 
11 Busche, a.a.O., S.50. 
12 Esser/Schmidt, Schuldrecht I, 8. Aufl., 1995, S.3. Bäuerle, a.a.O., S.85f. 
13 Meller-Hannich,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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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窒礙地形成意思決定，落實實質契約自由以維護契約的形式公平，便成為現代

民法的重要任務。 

當然，契約自由仍有其極限，特別是在一方具備強大經濟實力和優勢地位的

時候，實質契約自由的運作條件產生了重大的偏離，致難以期待當事人自律、適

當、公平地達成正當的利益平衡時，便需要從實質契約正義的觀點進行修正。因

此，對於定型化契約條款的控制，可說是基於資訊不對稱而對契約自由的合理限

制。而民法立法者在誠信原則及公序良俗等概括條款內，也預設了這樣的修正管

道，以讓司法者在必要的例外情況下，可以介入調整。  

(四)客觀等價概念的補充性 

    雖然民法典並未將客觀等價原則視為一般性原則，但對於契約內容的公平性

要求，仍在某些地方顯露出來14。 

1.暴利行為禁止 

    對於顯失公平的財產給付關係，法律允許法院可以介入契約內容的調整或是

撤銷契約，惟單憑給付跟對待給付之間的客觀顯不相當關係，尚不足以影響契約

效力，還必須要當事人一方具有可責性，即乘人急迫、輕率或無經驗的特別情況

下，才能使契約效力產生動搖(參閱民法第七十四條)。 

      2.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在買賣契約中，如果標的物有瑕疵時，買受人得請求減少價金或解除契約(民
法第三五九條)，而價金減少的額度，即是按買賣時瑕疵物應有的(客觀)實際價
格，與無瑕疵時之(客觀)應有價格之比例計算之，以維持原契約關係中給付與對

待給付間的均衡關係15。 

      3.典型契約 

    民法在典型契約中對於權利義務關係和危險負擔之分配所作的預設規範，立

法者大抵都是照著等價與公平的原則而為深思熟慮的合理分配，例如出賣人應買

受人之請求，將標的物送交清償地以外之處所者，該運送將會提高出賣人履行交

付標的物的風險，因此，法律規定風險於交付運送時起移轉給買受人，以避免出

賣人承擔額外的風險(參閱民法第三七四條)。這些典型契約的規定多屬任意規

定，在當事人未有特別約定的情況下，便可以補充適用。而在定型化契約條款的

                                                 
14 Larenz, a.a.O., Rn.46ff. 王澤鑑，前揭註1，頁 23-24。 
15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上)，頁 53 (1995 年)。黃茂榮，買賣法，頁 389-394 (2002 年)。黃立/

楊芳賢，，民法債編各論(上)─買賣，頁 123-124 (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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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上，則更強調不可與這些任意規定互相矛盾，而變成具有半強行法的性質。 

4.情事變更原則 

    對於契約關係成立後，因情事變更，導致原本均衡的給付關係發生了嚴重失

衡的情形時，允許法院調整契約的給付關係，以回復到原來的均衡關係。此一情

事變更原則(clausula rebus sic stantibus)的立法16，也已增訂於民法第二二七條之

二中。 

貳、弱勢保護 

  一、民法的政策中立原則 

在民法典形式主義性格之下，所有的人在法律上皆為平等，因此，針對特定

弱勢團體(如房屋承租人、勞工、消費者)的保護思想，在最初的民法典中並不存

在17。傳統民法典的原始規範觀念是對於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保持中立，並未賦

予其真正的社會任務18，弱勢保護的問題，原則上歸由公法解決或以特別法方式

規範之，而僅在少數個別情況下對私法活動作出外部限制(如暴利行為的禁

止)19。但是，隨著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使得契約法對於社會公平的要求，

變得敏感。 

  二、社會國原則 

社會國原則(Sozialstaatsprinzip)賦予國家必須調和因不同之權利分配、財富

不均、教育高低所產生之對立與矛盾的任務。因此，社會國原則涉及社會弱勢的

保護，國家應戮力調和經濟及社會的不對等，對於那些經濟實力虛弱或缺乏商業

經驗而無法以自律方式充分維護自身權利的人或團體，應提供適當的法律保護。

                                                 
16 關於情事變更原則之討論，可參閱彭鳳至，德國民事司法實務上處理「情事變更原則問題」

見解之研究，憲政時代，第 10卷第 3期，頁 70以下 (1985 年)。陳洸岳，德日民事法上「情事

變更原則」之比較與啟發，德國民法債編修正研討會 (2003 年 11月 1日)。 
17 Claus-Wilhelm Canaris 著/林美惠 譯，民事法的發展及立法，台大法學論叢，第 28卷第 3期，

頁 343 (1999 年) 
18 Franz Wieacker著/陳愛娥、黃建輝 譯，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邊碼 480-481 

(2004 年)。關於民法典政策中立之探討，可參閱Martijn W. Hesselink, The Structure of the New 

European Private Law,收於氏著，The New European Private Law: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 230-233 (2002)。 
19 Busche, Privatautonomie und Kontrahierungszwang, 1999, 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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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在現今社會裡，若當事人實現權利的能力顯不相當時，很難期待當事人僅依靠

每個人都具有訂立契約的法律上可能性，來保護當事人自己經濟上自主決定權的

實現，因此，在當事人間地位失衡時，法律須採取必要措施，為屈居弱勢的一方

創設均衡條件，以保障其實質的自主決定，並實現基本權的客觀價值秩序及社會

國原則20。對於社會國原則的憲法基礎，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八定有明

文。我國憲法第一五二條至第一五七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中的若干規

定，均涉及社會安全，而可將之視為社會國原則的揭示21。 

社會保護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在於受保護者無法在契約關係中對其利益作出

適當的確保，因此，當締約當事人處於不對等地位(Ungleichgewichtslage)時，落

居劣勢(Unterlegenheit)的一方，便欠缺自我維護的能力22。所以，社會政策的保

護的必要性跟合法性，也可歸因於私法自我調控力量的失靈。因此，乃有認為契

約的概念應重新調整並轉變為一種包含合作(Kooperation)、團結(Solidariät)和公
平(Fairness)的法律關係，讓較弱的一方當事人受到更多的保護，讓雙方當事人都

有義務更多地考慮對方的利益23。 

不過，社會國原則能否作為弱勢保護的憲法基礎，而由國家直接介入私法關

係的調整，理論上仍有爭議，而且社會國原則的具體內容，也有待立法者透過政

治程序予以決定，能否直接導入特定弱勢族群保護的絕對要求，亦有疑問24。而

社會國的目標也可以經由比較間接的影響措施來達成，諸如維護個人自主決定與

自我負責的措施25。 

三、特別立法 

契約法是否應肩負社會任務，在德國民法立法時就見討論26，但民法還是維

持著形式理式，抽離出社會階級、族群或特定團體等社會因素，透過中性的交易

角色作為規範對象，而與社會政策保持了距離27。雖然，隨著社會情勢的發展，

契約法的個案適用開始更加注重公平性問題，但是，一般還是相信契約可以為個

                                                 
20 Bäuerle, Vertragsfreiheit und Grundgesetz, 2001, S.289. 
21 法治斌/董保城，中國民國憲法，頁 49 (1996 年)。 
22 Singer, .a.a.O., S.14. 
23 Esser/Schmidt,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992, S.7ff. 
24 Drexl, a.a.O., S.245ff. 
25 Rittner, Wirtschaftsrecht, 2.Aufl., 1987, S.37f. 
26 von Gierke, Der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und das deutsche Recht, 1889. zitiert aus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I, 7. Aufl., 1988, Rn.51. Fn.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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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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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可能性跟誘因，透過自由的貨物與服務的交換約定，增加自身利益和社會

福祉，雖然，在這過程之中，可能一方當事人會比另一方當事人取得較多的成果，

而獲取較多利益的一方，也許是與生俱來比另一方擁有較好的天賦跟能力、或許

是其父母為他提供了更多的資金或教育投資、也可能是幸運女神時常站在他那一

邊。但是，調和收入跟財產的差異，使其符合社會可接受的公平標準與社會正義，

基本上是其他法律的任務，如稅法，而不是契約法的任務28。 

因此，對於特定弱勢族群的利益調整任務，如勞工、消費者或房屋承租人，

勞工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土地法等法規，便成為導正自治的主要工具。但近來也

有一些反向的發展，將消費者法部分整合進民法典，如 1992 年的荷蘭民法典和

2001 年的德國民法，值得觀察。 

四、其他方式 

在存在不對等地位的情況下，也不一定就需要對於契約自由進行干預，對於

當事人因自身努力所獲得的知識優勢(Wissensvorsprung)，不應直接加以撫平，否

則，可能會形成懶惰租(Prämie für Faulheit)，即對於吃喝玩樂而不思努力獲取締

約相關知識的當事人，不必擔心會因此而遭受不利益。此結果將有違機會平等的

保障，並形成鼓勵怠惰29。 

    另外，經濟弱勢一方的團結，也可成為對抗經濟強勢一方的抗衡力量，例如

勞工可藉由組成工會，與資方溝通談判，洽商更好的勞動條件跟工資，訂立團體

協約(Tarifsvertrag)，以彌補個別勞工談判力量的不足。 

    此外，透過市場競爭，也可以防止不適當的契約條件，透過限制競爭防止法

與不正競爭防止法來確保競爭秩序的存在與正當，讓效能競爭得以發揮作用，也

能達成防止優勢地位濫用確保私法秩序正常運作的目的。 

 

第二節  契約法的實質化 

壹、實質化的層面 

民法典制定時所預設的自由性格與經濟憲法所彰顯的自由精神，使得民法具

有形式理性的特質，然而，契約法在過去百年的發展方向，係由形式概念朝向契

                                                 
28 Kötz, a.a.O., S.18. Zöllner, Privatautonomie und Arbeitsverhältnis,  AcP 176 (1976), S.241f. 
29 Medicuas, a.a.O., R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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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法的實質理解(materials Verständnis)的方向發展，實質化(Materialisierung)的概
念，在契約法中，主要運用在契約自由(Vertragsfreiheit)、契約正義

(Vertragsgerechtigkeit)和契約法背後的政治意理(weltanschaulich-politische 
Grundhaltung)等三方面上30。 

一、契約自由的實質化 

  決定自由(Entscheidungsfreiheit)有「法律上」和「事實上」兩種意涵，私法

自治與契約自由在實現自主決定，而自主決定的最佳落實，為當事人的意思形

成，不僅不受法律上障礙所阻，而且在事實上也未遭受不利益。惟若契約動輒以

一方的事實上決定自由受到妨害，而否定其法律效力者，將使其與契約拘束力的

緊張關係昇高，因此，基於交易安全與信賴保護的要求，契約原則上應具備拘束

力，才足以作為穩定基礎以規範未來及滿足當事人的期待。是故，當事人一方的

動機錯誤或錯誤預想，原則上不足以影響契約效力，但若是因內容錯誤、詐欺脅

迫、暴利行為而損及事實上決定自由者，則可影響契約效力31。 

    從契約法變遷的觀點，事實上決定自由的強調，可視為是實質化，民法對於

事實上決定自由的保護措施主要有：行為能力制度、錯誤和詐欺或脅迫的撤銷、

暴利行為。以詐欺為例，故意要件的要求，對於特定類型之動機錯誤的情況，將

導致事實上決定自由的保護不足，而需要責任的擴張來予以實質化，而暴利行為

的保護係建立上決定自由的妨害、契約內容顯失公平及可歸責性等三個嚴格標準

的基礎之上，亦有保護不足的缺憾32。 

二、契約正義的實質化 

契約正義的理論，也有主觀(形式、程序)與客觀(實質、內容)等價原則之分。
以契約自由為根基的法律秩序，對於契約正義的要求，原則上是程序性格的，契

約的正義是建立「同意不生侵害」(volenti non fit iniuria)的基礎上，其思考為人
類自治係人是有自主道德決定能力的主體(人性尊嚴)。契約若是在一方自由意思

且對於相關情況完全認知的情況下而為締結者，並不會僅因對其不利，遂標示為

不法。形式契約正義與實質契約自由有不可解的關連，只有在當事人的決定，不

僅在法律上而且在事實上也都自由時，同意不生侵害原則才有完全的說服力，因

此，契約自由的實質化，除改善事實上決定自由外，也有助於形式(程序)契約正

                                                 
30 Canaris, Wandlungen des Schuldvertragsrechts- Tendenzen zu seiner “Materialisierung”, AcP 200 

(2000), 273, S.276. 
31 Canaris, a.a.O., S. 278f. 
32 Canaris, a.a.O., S. 28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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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相反地，契約正義的實質化，則帶有疑慮，一方面因其內容具高度不確定性，

另一方面也與多元開放的自由倫理相衝突33。 

民法典係以形式正義為出發點，暴利行為實際上是建立在對事實上決定自由

的侵害而非公平價格上，從實質契約自由來看，內容顯不相當之客觀要件是為了

事實上決定自由的侵害，顯不相當本身並不能單獨得出無效結果，而是需要事實

上決定自由的妨害來補充，因此，暴利行為無效(德國民法第一三八條第二項)的
規定，不是為了公平價格(iustum pretium)或其他實質正義思考結果(如鉅額損害
laesio enormis)而努力。顯不相當雖涉實質等價，但並非作為基礎，而是至少作

為限制契約形成的功能，而且均等的程度也是具程序性格，因為比較標準首要是

市場條件，而市場，其結果正是以特定程序過程為基礎，而未直接考慮內容的公

正性34。 

三、政治意理 

契約法的實質化還可反應在法律背後的政治意理或社會模式(Sozialmodell)
上。基本上，形式係指自由或自由市場模式(liberales Marktmodell)；實質係指社
會國模式(Sozialstaatsmodell)35。 

自由主義的觀點是持相當形式化的基本態度，強調人的法律上自由、法律上

平等、程序理解的正義、信賴經由程序所達成的規則、對於契約嚴守的限制持相

當保留態度、人的形象為強勢個體(starkes Individuum)跟成年市民(mündiger 
Bürger)、高度評價自我負責(Selbstverantwortung)原則，即個人首先必須自己避免
危險、自行承擔自己作為或不作為的後果而非轉嫁給他人36。 

社會國的觀點則是強調人的事實上不平等、事實上決定自由的限制、依社會

正義進行廣泛的內容規制和管制、保護社會弱勢37。不過，自由與社會的界線並

容易分清，也有些中間地帶的其他選擇，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us)38。 

    德國民法係以自由主義精神為基礎，雖然 Otto von Gierkes呼籲私法必須滴
入一滴滴社會主義的油39。不過，德國民法典中仍只有少許的社會主義，但在這

                                                 
33 Canaris, a.a.O., S. 283ff. 
34 Canaris, a.a.O., S. 284ff. 
35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1992, S.489, 478f. 
36 Canaris, a.a.O., S. 290. 
37 Canaris, a.a.O., S. 290. Lurger, Vertragliche Solidarität, 1998, S. 128ff.  
38 Canaris, a.a.O., S. 291. 
39 „unser Privatrecht ein Tropfen sozialistischen Öls durchsickern muß“ von Gierkes, Die soz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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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年的發展過程中，社會主義的油已被大桶倒入，可以說是被油污染的私法40。 

貳、制度上的輔助 

    除契約法的實質化外，其他制度，如競爭自由(Wettbewerbsfreiheit)和團體自
治(Tarifautonomie)也會涉及實質自由問題的基本面。 

  一、競爭自由 

自一九五二年引進限制競爭防止法(GWB)後，對於早先的民法，產生了基本

上的變遷跟典範移轉(Paradigmenwechsel)，契約法跟競爭有密切關連41。 

競爭是確保實質契約自由的有效工具，競爭可以消除私法上權力不平等分配

的問題，而讓市場參與者有替代跟選擇可能性，因此，可相當程度地促進市場參

與者事實上決定自由的行使，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私法層面上權力不均的問題。 

從契約正義的觀點，競爭是程序正義概念的範例，對於市場經濟秩序而言，

競爭建立起一道程序，其正確性擔保(Richtigkeitsgewähr)並不是在結果上，而是

在執行的前提與框架條件上。競爭的允許跟確保，也是屬於程序契約正義所不可

缺少的前提與補充條件，因為一方面法律秩序本身原則上並不使當事人逕自受契

約內容的拘束規制，而是讓當事人自行選擇，另一方面，同意不生侵害原則只有

在當事人具有選擇可能性，如同有效競爭所給予的，才有說服力。實質契約自由

跟程序契約正義的互補關係，在此也有適用。競爭思想與契約交換正義的緊密關

係也是建立在此，因為交換正義是建立在市場上給付交換公平程序上，市場經濟

跟競爭也間接有助於實質分配正義的實現42。 

二、團體自治 

團體自治則是在集體層面上確保實質決定自由，此也涉及契約自由的實質

化，因為在個別勞動關係中欠缺實質決定自由。從契約正義觀點，則事涉程序正

                                                                                                                                            

Aufgabe des Privatrechts, 1889, S.10. 
40 “sozialistische Öl (sei) inzwischen so überreichlich nachgeliefert worden, das man von einer 

Ölverschmutzung des Privatrechts sprechen muß“ Bungeroth, Schutz vor dem Verbraucherschutz?, in: 

FS Schimansky (1999), S.280f. 
41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988) S.101ff. Bydlinski, 

System und Prinzipien des Privatrechts, 1996, S.622ff. 
42 Canaris, a.a.O., S.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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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為公正性不是經由內容規則，而是經由程序形成43。從政治意理看，團體

自治是社會法思想，競爭自由跟市場經濟則是自由主義。 

參、資訊模式與實質化 

在形式與實質契約正義標準的對立中，締約前資訊義務可促進當事人事實上

決定自由的目標達成，資訊模式優先於內容控制模式，也可以從契約法實質化理

論中直接導出44。善良風俗的概括條款，並非是民法實質化的唯一工具，對於契

約自由的實質化與締約當事人自主決定的確保，亦可藉由其他手段，諸如悔約權

與說明義務的方式來達成45。對於契約締結的程序要件，如貸與人對於真實借貸

成本的說明，顯比對契約內容的要求，容易被建立，資訊模式同樣適於促進實質

契約自由與形式契約正義，而借貸成本資訊的不透明，實質上也損害了顧客的決

定自由，其對於市場條件的比較與競爭機制的利用，受到阻礙。反之，內容控制

的發展常受限於實質正義的弱點─標準的高度不確定性。在法院判決中，為保護

弱勢而進行嚴格的內容控制，恐有社會主義過度管制的傾向，此與民法的自由基

本性格和當代經濟憲法的核心自由精神，並不完全一致，其結果將使法院扮演類

似價格官(Preiskommissar)的角色，然而，法院並無這樣的權限46。 

在此意義之下，資訊義務的強化和締約上過失責任的補強47，可作為保護實

質契約自由、避免誤導的法律工具，有助於契約法的實質化48。 

肆、定型化契約的內容控制 

內容控制是契約法過去百年的重大變遷，判決主要是依據誠信原則來具體

化，內容控制對於契約法實質化，亦有其幫助。蓋定化型約款的使用，會損害到

實質契約自由，從形式的觀點，定型化約款的使用，雖是契約自由的行使，亦是

以相對人同意(Einverständnis)作為基礎，但從實質的觀點，該同意的基礎是很薄
弱的或是相當形式化的，因為相對人事實上的決定自由是強烈受到妨害的，相對

人原則上並無實質機會去協商契約條件，不過，僅憑當事人一方無法影響契約內

容一點，在市場經濟的契約秩序中，尚不當然就要法律介入。現代的經濟交易，

不再是價格跟條件每每協商的市集，而是建立在固定化和標準化的條件之上，包

                                                 
43 Canaris, a.a.O., S. 295. 
44 Auer, Materialisierung, Flexibilisierung, Richterfreiheit, 2005, S.29. 
45 Drexl, Der Bürge als deutscher und europäischer Verbraucher, JZ 1998, 1046, S.1047. 
46 Canaris, a.a.O., S.303f. 
47 特別是對於當事人一方因過失誤導或過失不實陳述所生締約上過失賠償責任的發展。 
48 Grigoleit, Vorvertragliche Informationshaftung, 1997, S.6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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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價格、主給付義務，也包括附隨條件和其他條件。因此，未能內容協商本身，

並不足以構成實質契約自由的妨害，當事人在有效競爭存在時，仍可尋求其他較

有利的要約，或者是放棄締約，但前提是要存在有偏離可能性及真實可期待的替

代選擇。經由經驗可知，若無足夠的條件競爭，基於心理和經濟的理由，相對人

往往只注意價錢跟主給付，而輕忽從條件和其他條件，因其未知悉其影響範圍，

也無法考慮其相關性，故內容控制的合理基礎，並不是單純在於相對人無法影響

契約內容，而是還需要額外的基礎，例如：欠缺條件競爭49。 

定型化約款不僅是實質契約自由的危險源，也是形式契約正義的危險源，其

濫用也會損及實質正義，因此，內容控制便成為實質契約自由與形式和實質契約

正義的補救措施，該問題無法經由資訊模式補救，因為說明解釋附隨條款是無效

率的，故在定型化約款的內容控制上，實質正義的追求便居主要地位50。 

伍、悔約權 

悔約權(Widerrufsrecht)是新的保護決定自由的工具，同樣也造成契約法的變

遷。若契約當事人一方得隨意地解約，當然是種形式契約自由與契約嚴守的限

制。悔約權的說服力在於，其相較其他的救濟手段，是一種較緩和、較有效的手

段。蓋宅前交易或是在突襲情況下或欠缺資訊下的交易，何時會違反善良風俗或

誠信原則，不易決定，另一方面，契約無效的結果可能又太過頭。在契約正義的

觀點下，程序工具較受偏好，其使契約自由的內容限制變得不必要，也使權利人

有機會去檢驗跟衡量，此原則上是與自由的資訊模式相一致。因此，悔約權的設

計，一方面可讓當事人有猶豫與再思考的期間，另一方面也可補充資訊義務，因

為只有在當事人取得書面契約文件及相關資料後，才能對之思考與比較，這才足

以保障資訊模式的有效運件及加強事實上決定自由的保護51。 

 

第三節  契約模式 

壹、自由的契約法模式 

自由的契約法模式(liberales Vertragsrechtsmodell)係指經由當事人自己形成
契約自由，契約法基本上仍是由契約自由與自我負責支配，不過，透過實質化

                                                 
49 Canaris, a.a.O., S.320ff. Drexl, a.a.O., S. 332ff. 
50 Canaris, a.a.O., S.325. 
51 Canaris, a.a.O., S. 343ff.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 

128 

(Materialisierung)來補充事實條件的欠缺，但介入干預的手段必須合乎比例原

則，而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和悔約權(Widerrufsrecht)，在結構上是跟契

約法相容的。在私法社會中，個人的地位不是由身分決定，而是由自由與平等決

定，個人享有自由，也有責任自己挑選目標及適當的實現手段，競爭與卡特爾法

制度上所保障的市場，具有補充作用，實質化並不是完全的變革，仍然固守在私

法社會的模式上，但是，經由社會國原則，作合乎比例原則的限制，但是，對於

私法自治的核心部分，並不完全加以忽略52。 

在此意義之下，經由資訊義務去調和資訊與經驗落差，為對市場力自由運作

干預程度最小的手段，而契約內容的嚴格控制，僅具次要意義，消費者於獲知意

思形成必須之相關情事下作成的決定，應受其拘束53。 

貳、競爭的契約法 

競爭的契約法(kompetitives Vertragsrecht)並非如字面所示，指契約法對於市

場跟競爭應為特別的貢獻54，而是相對於古典法律行為理論的指導概念─契約嚴

守。競爭的契約法不是以拘束(Bindung)，而是以彈性(Flexibilität)作為指導，在
悔約權制度大量引進契約法中，特別是在歐體的相關指令中，促使該契約模式受

到討論55。競爭的契約法將競爭由契約締結階段往後延伸至契約締結後的一段時

間，透過悔約權使資訊模式得以延伸至契約締結後，使契約締結前未取得必要資

訊的當事人，於契約締結後仍有機會取得及利用，再作一次價格比較及品質比

較。競爭的契約法並不是要取代契約嚴守原則，一次性已締結之契約的確實存

在，不再是契約法模式的目標，而是如果契約一方得知，短時間內有可能在另一

地點以更便宜價格買到該商品或服務，則應讓其有可能，從該契約中脫身56。這

樣的模式也可在法倫理上建立，競爭的契約法可促進真正公平邏輯

(Gerechtigkeitslogik)的形成，公平邏輯可以透過從一契約下車，轉車到一新契約

的過程中獲得確保，這樣的公平邏輯不再只是分配的(allokativ)，然而它也不必

然是社會的57。 

競爭的契約法模型之基礎在於，契約拘束力原則重大地被限制，一方受拘

                                                 
52 Riesenhuber,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2003, Rn.952f. 
53 Dauner-Lieb, Verbraucherschutz durch Ausbildung eines Sonderprivatrechts für Verbraucher, 1983, 

S.70. 
54 Köndgen, Selbstbindung ohne Vertrag, 1981, S.121ff. 
55 Micklitz, Perspektiven eines Europaischen Privatrechts, ZeuP 1998, 253, 265. 
56 Micklitz, a.a.O., 265f.  
57 Micklitz, a.a.O., S.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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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一方卻很自由。不過，契約拘束力雖然在個別、有限的特定契約領域裡受到

限制，但立法者並未完全否定，競爭的契約法所希冀的消費者保護，也不能在無

契約拘束力的情況下達成，消費者本身也願意受契約拘束，因為如此其可信賴約

定，也因為消費者最終必須集體承擔拘束力的限縮。除了悔約權之外，資訊與透

明、責任的重分配與有效的權利實現，也是競爭的契約法之內容，其以雙方當事

人對於契約的可能內容具有高度的資訊水平為前提，因此，私法中諸多資訊義務

的規定與市場的透明程度，便成為維繫此一契約模式運行的重要條件58。 

不過，競爭的契約法所追求的公平邏輯也是不可辨識的，而契約拘束是否會

對跨國交易形成阻礙，迄今也未獲承認。縱使競爭的契約法所標示之「彈性」和

「競爭延伸」，可以有所啟發，但必須承認，這模式對於經由競爭所規制的市場

經濟，會有不可預測的後果59。而且，競爭一語，係指各當事人在契約締結前爭

取最佳條件而言，於當事人已為契約締結後的二次選擇，則是不同類型的救濟，

為保護弱勢一方，其代價將是契約嚴守原則的重大限縮，廣泛鼓吹的話，將會對

契約信守原則與自我負責原則產生危害，並導致不可預測的經濟後果，因此，競

爭的契約法尚未被一般化。 

參、契約的社會連帶 

契約的社會連帶(Vertragliche Solidarität)乃係由傳統自由契約原則所發展而

來，此一契約模式係由「契約平等」(vertragliche Gleichheit)、「契約等價」(vertraglich 
Gleichgewicht)以及「契約的社會連帶」(Vertragliche Solidarität)所構成60，具備這

三條件的契約，即有拘束力而不必再作控制。此一模式係由奧地利學者 Brigitta 
Lurger整理提出，作為新契約法理論的基本原則，具有濃厚的利他主義與保護色

彩61。 

契約的社會連帶要求各方當事人應廣泛顧慮他方當事人之利益，契約的形成

應建立在合作(Kooperation)、團結(Solidarität)、公平(Fairneß)的法律關係上。這

理論試圖將契約自由與契約的社會連帶，視為地位相等的法律原則，並和古典契

約自由價值及市場上競爭運作，加以協調(Abstimmung)62。在此概念之下，於契

約準備階段導出諸多說明義務，並視為是契約法上弱勢保護的展現63。 

                                                 
58 Micklitz, a.a.O., S.265. 
59 Riesenhuber,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2003, Rn.945. 
60 這些概念是由法國學者 Thibierge-Guelfucci先行提出。 
61 Riesenhuber, a.a.O., Rn. 946. 
62 Lurger, Vertragliche Solidarität, S.137. 
63 在此理解之下，契約締結相關之說明義務，不只可補充福利國的教育功能，也可使需求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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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契約平等原則 

契約當事人在其出發條件上係屬平等，雙方事實上的決定自由(實質契約自

由)是承認契約的前提。在契約法及消費者契約法中，時常可找到對於契約自由

概念為實質修正之必要的特定理由。此涉及締約雙方當事人不平等的立足點地

位，從消費者身份(Verbrauchereigenschaft)可得出商人和私人間不平等的力量地

位或資訊地位64，此原則意指，契約的有效性前提，為當事人有實質平等的立足

點地位。 

當事人間若(1)一方為消費者；(2)一方為商人、另一方為消費者，且有不平

等力量或不同的資訊狀態；(3)一方提出定型化契約給他方。可能即會有不平等

地位的情況。 

一般而言，在歐洲契約法中，對於第一種情況並未考慮，消費者並未因其身

分而受保護，而是在特定情狀下，才受保護。在第二種情況中，消費者之所以應

受保護，是因其相較於商人，較無力量或較無資訊，然而，不平等力量地位的標

準，具不確定性，另外，不平等力量是否必然導致契約的錯誤，容有疑問。不過，

歐洲契約法認為不平等的資訊地位可得出消費者的保護需求，歐洲契約法中也有

為數不少的資訊規定，用於平衡權利人的資訊需要，消費者保護跟資訊義務雖基

於特殊理由而被承認，但不能單純地以一方知的多，另一方知的少作為原因。因

為不同的資訊狀態，實際上在各種契約亦會出現，而不論當事人是否為消費者，

故不同的資訊狀態，無助於區分相關或不相關的不平等。對於第三種情況，則可

找到定型化條款的法律規制，內容控制的理由並不是契約當事人欠缺平等，而是

協商的欠缺與競爭機制的失靈65。  

  二、契約等價原則 

此原則跟契約正義有關，涉及到契約內容的等價性，應獨立於不平等地位(契
約平等原則)之外而為觀察，重視契約締結時與契約締結後因情事變更所造成的

不等價問題66。 

                                                                                                                                            

自我負責決定，成為可能，而說明義務也是福利國整體政策中的一部分，可促使社會資源的平等

分配，並彌平財產和收入的差異，使資源重分配。H. Collins,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and 

Welfarism, in: Brownsword/Howells/Wilhelmsson, Welfarism in Contract Law, 117-123 (1994). 
64 Lurger, a.a.O., S.130f.  
65 Riesenhuber, a.a.O., Rn.949. 
66 Lurger, a.a.O., 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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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等價是形式(主觀)或實質(客觀)的問題，歐洲契約法還是適用內容自由

原則，契約是否符合公平，原則上任由當事人決定，其經濟自主決定可透過資訊

予以強化，只有基於特別理由，才為內容控制，立法者基本上係追求程序保障來

保護契約正義，實質理解的契約等價原則在歐洲契約法中尚無立證。 

  三、契約社會連帶原則 

狹義的契約社會連帶原則意指應依誠信原則忠實行為之義務，包括顧慮及促

進他方利益(共同地或無私地)、部分不重視自己利益之行為，亦可稱之為「照料

原則」(Fürsorgeprinzip)，包含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建言義務
(Beratungspflichten)、忠誠義務(Loyalitätspflichten)、合作義務
(Kooperationspflichten)、協助義務(Pflichten zur Hilfestellung)等等67。 

然而，應該只有強勢一方(力量上或資訊上)才要照料他方。契約社會連帶原

則最早是與誠信原則等量齊觀，在德國法上，誠信原則在正常債之關係中，是否

負促進他方同等級利益而不重視自己利益之義務，也不是毫無爭論的68，只有在

個別契約類型中，如勞動關係中僱主的照料義務、合夥契約、信託契約，基於當

事人的特殊地位，才有適用69。即使歐洲契約法承認誠信原則，雖然未廣泛地在

法律上規定團結義務(Solidaritätspflicht)，但也該承認，債務人原則上不須要將自

己利益置後，只在例外時才有照料義務。實質契約自由係針對自主決定且依自由

決定協商之契約結果，賦予拘束力，而無須在契約締結及其未來發展，透過誠信

原則標準，對其公平誠實(Fairness und Offenheit)再加以檢驗。私法自治的實質概
念係以契約雙方在法律允許範圍內之利己主義(Egoismus)作為前提，在此範圍
內，一方當事人之自我利益以他方當事人之情願(Bereitschaft)作為界限。 

 

    依據契約社會連帶原則，契約內容不僅在契約締結階段受到控制，在契約的

有效期間內，也要持續受到控制，如果外部情況發生變化，契約內容即應進行調

整，因此，契約調整不再是最後手段，而是法律有計畫的任務70。然而，對於個

別契約內容的持續調控，恐將造成法律極大的不安定性，契約社會連帶原則也尚

未成為被普遍接受的契約法基礎準則。 

 

                                                 
67 Lurger, a.a.O., S.131. 
68 Münchener Kommentar/Roth, 4. Aufl., 2000, §242 BGB Rn.204. 
69 Roth, a.a.O., Rn.204. 
70 Lurger, a.a.O., S.1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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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契約法的經濟任務 

壹、經濟功能概說 

從經濟觀點言，契約自由為經濟分散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的對應物，以競爭市場模型為前提，新古典契約理論認為個人與

其他個人的協商，可以達到 Pareto效率的實現71。契約自由為效用增加之交換過

程提供了制度條件，對於財貨的交換，取得財貨之一方當事人對於其價值的評估

至少高過售出該財貨之一方，因此，理想的契約並非是一種零和賽局(zero-sum 
game)72，給付的交換，對於雙方當事人均有利益。 

在 Pareto效率下，一方當事人利益的增加無須以犧牲他方的利益為代價，若

契約當事人雙方在獲悉完整資訊的情況下，契約是可以達成 Pareto效率的73。但

若契約之一方當事人因內外環境因素致無法可靠地表現出其個別偏好時，則交換

契約將無法產生 Pareto效率。經由自願合作而產生的調和可能性，係建立在交易

雙方當事人均能從交易中獲利的基本前提上，其條件為交易係雙方基於自願而發

生，且雙方對於所發生之事均具有完全的知識74。 

從經濟功能言，契約秩序應設法使福利水準增加，當市場交易對於效用增加

之財貨交換未能提供基礎條件時，契約法應加以辨別並提供適當的措施。另外，

透過市場自由競爭機制，有限資源將能流通至價值最大的利用者，促使契約締結

能達到資源最適配置的結果，因此，也要確保市場的競爭。 

貳、減少交易成本 

從經濟分析的角度，當事人締結契約的目的在追求財富極大化，有效率地利

用有限的資源，在零交易成本的情況下，當事人自可透過契約方式來達成經濟效

率75，然而現實世界上不太可能存在零交易成本的情形，因此，如何透過契約法

                                                 
71 Furubotn & Richter 著/顏愛靜 主譯，制度與經濟理論，頁 13 (2001 年)。 
72 Schäfer/Ott, The Economic Analzsis of Civil Law, 273 (2004). 零和賽局，係指參賽者所能得到的

總和是固定的，一方的所得恰是另一方的損失。例如 A,B 兩人各擲一個銅板，出現兩個正面或

兩個反面者，A給 B一元，一正一反者，則 B給 A一元，而參賽者所能得到的總和為零。See 

Baird/Gertner/Picker, Game Theory and the Law, 317 (1994). 
73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80. 
74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34 (1972). 
75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n: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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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減少交易成本，合理分配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以合乎效率，便成為法律任務

之所在76。 

對此，契約法可以仿照完整契約的理想方式為風險分配，以減少資訊成本與

溝通協調成本77。任意規定(dispositives Recht)提供了減少交易成本的制度上可能

性，蓋契約規範對於交易可能觸礁的所有情景，作了詳盡的資訊收集(Sammlung 
von Information)，這可幫助當事人規劃其交換活動、降低交換關係的複雜性；典

型契約的規定，提供了可協議變更的基礎規定(Basisregel)，可使當事人對於契約

進展之所有偶連性(Kontingenz)78，降低其協商成本，而且當各該規定愈能反映雙

方當事人的假設意思時，交易成本的節省將愈多79。另外，也可經由強行規定

(zwingendes Recht)的方式，介入高交易成本的契約締結，減低交易成本的差異。 

民法的法律適用與法律創造應與市場相容，有限資源最適分配的經濟目標應

在契約法中，經由義務的正確分配，降低財貨交換的交易成本。除了維護競爭外，

交易相對人不受誤導、詐欺、脅迫之決定自由的保護，是市場經濟運行的必要前

提，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契約作為確保實質交換正義的存在才有可能。不實的

資訊揭露會導致無謂的社會損失(dead weight social loss)，故不實資訊所導致的契

約準備，應予減少，法律規定應適當介入，以發揮阻嚇及預防效果80。 

因此，有效的契約秩序就如同穩定的貨幣制度(Geldverfassung)，可以增進交
易的進行，交換及交易活動縱無金錢與契約法，雖亦能發生，但可執行的契約請

求權及流通的貨幣，則有助於擴大有益市場交易活動的數量及範圍，並能提升社

會福祉81。 

參、重建完整契約 

完整契約(vollständiger Vertrag)是契約經濟理論的出發點，也是契約的終極

理想類型，在此契約中，雙方當事人對於所有的契約風險都作了最適當的分配，

特定風險將由能以最小成本避免該風險之一方承擔，經由完整契約所達成的風險

                                                 
76 Kittner, Schuldrecht, 3. Aufl., 2003, Rn.145. 
77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77. 
78 偶連性是指所有那些既不必然的，也不是不可能者。是經由對於必然性與不可能性兩者的否

定而得出偶連性這個概念。偶連性雖會帶來高度不確定性，但並不必然阻礙秩序。vgl. Luhmann, 

Die Beobachtung der Moderne, 1992, S.96. 
79 Fleischer, Informationsasymmetrie im Vertragsrecht, 2001, S.181. 
80 Lehmann, Die bürgerlichrechtliche Haftung für Werbeangaben - Culpa in contrahendo als 

Haftungsgrundlage für vertragsanbahnende Erklärungen, NJW 1981, 1233, S.1235. 
81 ebd., S.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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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可以使契約雙方的利益極大化，並將與風險分配有關的價格升降，保持在

最低程度82。然而，這樣的完整契約，是完全競爭市場的產物，在現實世界裡，

基本上是找不到的。 

真實世界裡的契約，經常是不完整的(unvollständig)，即使是在簡單的交換關
係中，當事人也無法知悉所有可能的偶發事件，而且當事人要將所有的偶連性透

過相對應的契約約款來詳加規範，也是極耗成本。但是，完整契約所建立的理想

標準，可以在處理契約糾紛時發揮漏洞填補的功用，經由完整契約的重建

(Rekonstruktion des vollständigen Vertrages)，法院可對於當事人所未約定的風險
歸屬，依契約利益最大化的假設方式予以分配，以使契約內容圓滿化83。因此，

對於風險的分配，應採成本最小的方式，而將風險分配給最小成本避險者(cheapst 
cost avoider)84。 

依此方法，對於資訊問題的處理，則須探求在完整契約情形下，契約當事人

會如何約定分配資訊責任(Informationsverantwortlichkeit)85，其結果將高度取決於

假設契約的建構及重要基礎利益的挑選，依此，契約締結相關說明義務的射程及

界限，將總是嘗試推敲當事人的假設意思，其結果亦將會產生不同的答案86。 

肆、避免投機行為 

契約法的另一項任務，即在於採取適當的措施，以對付契約當事人的投機行

為(opportunistisches Verhalten)87，一般而言，投機行為常伴隨資訊不完整或資訊

曲解而生，特別是故意為誤導、隱匿、扭曲資訊或使人混淆，常是資訊不對稱的

事實條件或人為條件88。 

契約訂立前後均有可能發生投機行為，契約後的投機行為，主要是在給付與

對待給付非同時發生、或一方當事人已為特殊交易投資(transactionspecific 

                                                 
82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79. 
83 陳彥希，契約法之經濟分析，台大法研所博士論文，頁 71以下 (1994 年)。Cooter/Ulen, Law and 

Economics, 183-186 (2nd 1997). Ian Ayres/Robert Gertner, Filling Gaps in Incomplete Contracts, 99 

Yale L.J. 87 (1989). Richard Craswell, Contract Law, Default Rules, and the Philosophy of Promising, 

88 Mich.L.Rev. 489 (1989).  
84 Kittner, a.a.O., Rn.152. 
85 Adams, Irrtümer und Offenbarungspflichten im Vertragsrecht, AcP 186 (1986), 453, 458, 489. 
86 Fleischer, a.a.O., S.183. 
87 Furubotn & Richter 著/顏愛靜 主譯，前揭註71，頁 125-130。Anthony Kronman, Contract Law and 

the State of Nature, 1 J.L., Econ. & Org. 5 (1985). 
88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47-48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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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s)89的情況下所發生90，對此，契約法應採取適當的事先措施

(ex-ante-Vorkehrungen)以降低事後投機行為對於有益交易的危害91。 

對於契約準備階段的投機行為，契約法也應提供保護機制予以遏止。投機行

為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資訊在當事人之間不對稱分布所致92，賣家通常比買家瞭

解標的物、借款人通常比貸與人瞭解自身的經濟狀況與誠實度、勞工對於自己的

工作能力比雇主熟悉、被保險人對於自己的健康狀況也比保險人清楚。故契約法

的重要功能即在於提供適當規範，以阻止一方當事人對他方當事人遂行投機行

為，以鼓勵經濟活動的最適安排，並消除極耗成本的自我保護措施(self-protective 
measures)93。 

因此，在契約締結前階段，締約前告知義務(vorvertragliche Anzeigepflichten)
及瑕疵擔保責任規定，可以減少因資訊不對稱而生的投機行為，契約法對於投機

行為的干預，不僅在避免當事人間的重分配效果(Umverteilungswirkung)，同時也
在減少對付投機行為的措施浪費，蓋欺騙本身並不昂貴，昂貴的是投入於欺騙和

預防欺騙上的資源94。 

伍、增進社會福祉 

    從經濟觀點，契約法的一項任務在於區分促進福祉的契約與減損福祉的契

約，並透過適當的法律規定，確保效率的契約。然而，Pareto效率只有在當事人

雙方都具備完整訊息的情況下，才能達成，而此一理想條件，在現實裡並不存在，

而且市場交易在何種狀況下，雙方是自願且知悉資訊的，經濟學迄今對此也尚未

提供實用的標準95。 

    因此，另外有看法則是將福祉的思考，將眼光從個別法律行為移開，而探求

契約相關說明義務(Aufklärungspflichten)對整體社會的福利作用96，從而，潛在

                                                 
89 特殊交易投資係指，投資者在收到全部報酬前，有必要先行投資以履行服務，而此一狀況有

可能使得投機行為出現。例如公寓承租人對於搬遷費用、鄰里關係和家具花費的投資，會令其產

生被鎖住效果。 
90 Furubotn & Richter 著/顏愛靜 主譯，前揭註71，頁 126。 
91 Richard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101 (5th 1998).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77. 
92 關於買賣契約、租賃契約、僱佣契約和借貸契約中所生投機行為問題之分析，可參閱 Furubotn 

& Richter 著/顏愛靜 主譯，前揭註71，頁 127-139。 
93 Posner, supra note 91, at 103.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77. 
94 Fleischer, a.a.O., S. 184f. Furubotn & Richter 著/顏愛靜 主譯，前揭註71，頁 128-129。 
95 Gillian Hadfield, The Second Wave of Law and Economics, 46 U. Toronto L.J. 181, 191 (1996). 
96 Francesco Parisi, Autonomy and Private Ordering in Contract Law, 1 European J.L. & Econ.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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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to改善(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s)的標準(又稱 Kaldor-Hicks效率)，便成

為次佳(second best)的追求選項，即福祉的增加，並不是看個體沒有受到損害，

而是看得利方所獲得的利益能否超過受害方的損失97。這樣的思考方式將使契約

法投注更多的眼光在總體社會利益的考量，如對於最適資訊生產之公共利益考量
98。 

陸、確保市場的運作條件 

    契約當事人間的資訊不對稱在特定條件下，會對市場分配過程造成負面影

響，甚至於導致市場失靈，因此，契約法也可藉由發展適當的制度，來避免或克

服市場失靈的問題99。所以，契約法除有處理私人間個別利益分歧的微觀(micro)
面向外，也有秩序功能(ordnungspolitische Funktion)的宏觀(macro)面向，藉由在
私法規範的解釋跟形成過程中，強調經濟上的價值觀點，追求最適之資源與成本

的分配及最適之經濟交換活動，私法也可具有確保及形成經濟秩序的秩序功能，

締約過程的維護有助於確保經濟交換活動內容的正確性，確保當事人的意思自由

與決定自由及維持競爭秩序，可使契約的自由協商，不只促進效率，也可確保交

換活動的正當秩序100。 

買賣法上的瑕疵擔保責任和保險法上的說明義務(保險法第六四條)，在此意
義下，也可具有穩定市場功能，這類措施可視為是契約法的工具角色

(instrumentelle Rolle)，有助於有效市場的創造與維持101。而不實資訊的提供，會

增加交易成本與更正成本，造成無謂的社會損失(deadweight social loss)，浪費買

賣雙方的成本，而沒有增進任何的社會效用。 

 

第五節  小結 

壹、維護自主決定係契約法首要任務 

                                                                                                                                            

222 (1994). 
97 Cooter/Ulen, Law and Economics, 41-42 (2nd 1997). Schäfer/Ott, supra note 72, at 28-30. Posner, 

supra note 91, at 14-15. 
98 Fleischer, a.a.O., S.186. Horn, Zur ökonomischen Rationalität des Privatrechts, AcP 176 (1976), 307, 

313. 
99 Cooter/Ulen, supra note 97, at 41. 
100 Lehmann, Vertragsanbahnung durch Werbung, 1981, S.23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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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法自治的重要精神在於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如金錢、勞

力、智慧)從事經濟活動，設定自己的需求跟目標，決定實現的方法跟代價，以
及接受所瞭解的法律效果。在這利益實現過程中，自由的自主決定為其重要的基

礎及價值，是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須的，也是契約自由所不可或缺的，同時，也是

契約法所要積極維護的。 

    自由的自主決定能否事實上達到，其重要條件為個人的意思形成與決定，不

能受到不當的干擾，因此，若當事人雙方的談判地位處於不對等狀況，經常會造

成較弱勢一方自由意思決定的隱憂102。然而，要透過對於不對等地位的控制跟補

救來達到實質公平的利益平衡是不太容易的，因為，要透過外部功能條件的修正

來達成公平的平衡，則必須為所有人創造相同的條件，但完全平等是一項不可能

的任務。又縱使立法者可以創造立足點的條件平等，但也會因個人之行為機會差

異所產生的不同結果，而使平等調和的過程重新再開始103。而且，對等與不對等

(Parität oder Imparität)的界定，事實上也不容易判斷。因此，要透過契約的內容

控制來達成實質公平，其功用也是有限的，介入契約的權利義務關係，將會取代

原有的給付與對待給付關係，從而損及當事人自治約定的等價(Äquivalenz)，這
樣會限制契約內容形成自由以及契約的核心價值104。此外，形式平等原則也與基

本法的分配正義(zuteilende Gerechtigkeit)發生緊張關係，依據 suum cuique(各得
其份)原則，應顧及個體的差異性，而契約自由有助於實現公平分配的要求，從

而可以減緩緊張關係，因為透過競爭跟契約自由，個人的給付能力

(Leistungsfähigkeit)會因其努力而獲得獎賞，效能正義(Leistungsgerechtigkeit)獲得
實現，故契約自由對社會公平所要求的機會公平(Chancengerechtigkeit)具有正面
作用105。 

    決定自由是契約利益平衡的決定性前提，得藉由契約當事人的自利動機，來

檢驗契約是否公平，因此，契約法的重要任務便是維護決定自由的作成，創設其

基礎條件，不僅形式上保障契約自由，而且更要在實質上維護自主決定，是故，

契約法的首要任務為維護自治規範，為個人創設出能夠事實上行使自由決定的條

件。因此，契約法係以強化實質自由決定作為優先考量，為了維持私法自治與契

約自由的運作，得在必要範圍內對於私法自治與契約自由加以設限，惟有在無法

確保實質自由的情況下，才考慮維護實質公平及弱勢保護的問題，也才例外地對

契約內容進行干預控制，而民法的概括條款，如公序良俗與誠信原則，則提供了

                                                                                                                                            
101 Fleischer, a.a.O., S.187. 
102 Wolf, 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nd 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 1970, 

S.122. 
103 Lieb, Grundfragen einer Schudlrechtsreform, AcP 183 (1983), 327, S.363. 
104 Singer, a.a.O., S.25. 
105 Singer, a.a.O., 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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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適當管道，在立法者尚未為特別規範的情形下，法院得經由不確定法律概

念的解釋，來實現基本權的價值。 

貳、強化資訊義務為契約法實質化的重要手段 

契約法的實質化，基本上仍是固守在契約自由的這一邊，以自由的契約法模

式為基礎，雖然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必須對於契約自由作出調整及加入許多社

會性色彩，但是，調整的方式則還是從程序面的，強調契約自由和事實上自主決

定的實質化，而非完全排除當事人的經濟社會力量落差或全面過渡到實質契約正

義的保護模式下，亦即私法自治制度的價值本身仍然被維護著，並跟自主決定作

緊密的結合，而非只重視契約結果的均衡，因此，資訊義務的強化便成為其中的

一個重要手段，如果是在結果實質均衡的契約法架構下，資訊義務的存在便成為

多餘的。 

參、資訊義務的民法體系相容性 

締約當事人的互動，從完全放任自由與自私的觀點，依據誠信進行協商的義

務，本質上是跟締約雙方當事人的對立地位相矛盾且不切實際，甚至於一定程度

的道德冷漠以換取經濟效率是容許的106，所以，在普通法(common law)下，揭露

義務(duty of disclosure)僅在少數例況情況下才存在。然而，這樣的模式似乎只有

在當事人雙方力量完全對等的理想狀況下，才有可能獲致合理的結果。因此，現

實社會裡的契約法，必須對於自由模式進行實質化，以補強事實條件的欠缺，以

最小干預程度的方式(如資訊義務)，對私法自治為必要的修正，法律發展趨勢也

由形式契約自由往維護實質契約自由的趨勢發展。如果說這樣的契約自由實質

化，仍不足以回應現實社會的需求時，契約模式也可能再進一步的「再實質化」

(Rematerialization)，由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轉向更加的利他主義(altruism)、更

往契約正義的一邊移動、更強調契約的社會連帶因素、建立更廣泛的忠實契約磋

商義務，其焦點便可能從契約自由和當事人私法自治轉移，轉而更強調當事人忠

實(party loyalty)、信賴保護(protection of reliance)、合作(cooperation)、顧慮他方
當事人利益(consideration of the other party’s interests)、實質公平(substantive 
fairness)，甚至於脫離十九世紀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意思理論(will theory)的大
道，而回復到契約自由世紀開啟前之契約理論的道德基礎(ethical foundations of 
contract doctrine)上107。 

                                                 
106 Barry Nicholas, The Pre-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Discluse Information, in : Donald Harris/Denis 

Tallon (ed.), Contract Law Today: Anglo-French Comparisons, 187 (1991). 
107 Reinhard Zimmermann, Roman Law, Contemporary Law, European Law, 174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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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即使是在由形式契約正義變遷為加強對契約內容控制和某種程度實質

契約正義的契約法中，資訊義務也還是備受重視跟促進的，契約的社會連帶也不

當然會導致締約當事人固有之利益對立性質的完全否定，而只是加強契約控制，

允許法院於個案中介入及修正。但是，如果是在契約法中更為強調公共道德

(Common Decency)原則或是公平正義理念的話，則資訊義務的存在與範圍，將

會變得非常廣泛108。 

倘若就普通民法之形式抽象的平等觀而言，資訊義務和資訊模式的修正方

式，基本上是比較體系相容的。 

肆、其他制度的輔助 

    自由決定的形成條件，也可經由維護或回復市場競爭的結構條件而獲得確

保，因此，優勢地位的濫用，可以透過有效競爭來防範，故競爭法在這方面也可

負起維護私法秩序正常運作的功能，對於契約締結前階段提供輔助的保護功能，

可減少國家直接介入個別私法關係的必要性。另外，強化市場相對人的抗衡力

量，也可透過集體的力量來對抗優勢地位，諸如工會或消費者團體的組成，在可

在結構面維繫私法自治的運行。 

伍、資訊義務的經濟功能 

    在經濟功能上，契約法也可從減少交易成本、重建完整契約、避免投機行為、

增加社會福祉、確保市場運作等方面來增進經濟效率，並從這些層面的觀點，對

於資訊不對稱等各種經濟問題提供適當的措施與揭露義務規則，以避免有限資源

的錯置及浪費。 

 
 

 

 

 

 

                                                 
108 Henry Mather著/戴孟勇、賈林娟 譯, Contract Law and Morality (合同法與道德)，頁 75-96 (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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