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歐體經驗探討台灣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解決機制之研究－以臉書網站「開心農場」遊戲為例 101 

《公平交易季刊》 
第 18 卷第 4 期（99/10），頁 101-168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由歐體經驗探討台灣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解決 
機制之研究－ 

以臉書網站「開心農場」遊戲為例 

董澤平* 

宋俊賢 

摘要 
近年來在台灣掀起熱潮的臉書「FACEBOOK」網站內之網頁遊戲「開心農

場」，反映出若干電子商務消費者契約爭議。本文將以「FACEBOOK」之案例為

引，分析於「FACEBOOK」與週多電子商務網站中之使用之「應用程式介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與網路行為跨地域性等兩項特性

造成消費者爭議解決之困難。而面對此項問題，主管機關除加強監管致使電子商務

業者之「自治自律」與「資訊揭露」機能得以貫徹外；相關法規亦需能支援消費者

令其足以保護自己權益。尤以後者言，我國相關法規在除對電子商務交易型態之適

用上有些許改進空間外、可適用於消費者之保護訴訟程序亦有實務運作上之漏洞。 

本文除深入探討與分析「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與「聯合國貿易法

委員會」（UNCITRAL）等若干國際機構與我相關主關機關於電子商務「自治自

律」與「資訊揭露」機能之相關規定外，會援引歐體現行之消費者保護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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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布魯塞爾 I 規則與羅馬 I 規則之管轄權與準據法規定、以及歐體小額訴訟程

序。研究結論建議：消費者保護與電子商務之運行應有平衡點，據此，保護不能盲

目進行。對消費者之支援，意指在於如何使消費者能於對等之地位與業者進行消費

爭議解決。未來諸如「開心農場」之跨國消費爭議之處理，我國於立法上，需落實

電子商務交易法律適用之相關解釋；行政上，相關機構須加強輔導與監管職能；而

於司法上，應正視消費者在訴訟制度遂行上之不利益。 

關鍵詞：網路消費者保護、歐體小額訴訟程序、網路管轄權、自治自律、資訊揭露、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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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旨在以日前掀起消費糾紛之「FACEBOOK」1 與「開心農場」事件為引，

陳述電子商務因網路行為之跨地域性與商務交易型態之變遷快速 2 致使法令規章難

以對其業者有效約束而致使消費者權益受損。跨地域性之特性會衍生出之相關管轄

權、各國主管法規差異之問體；而快速變遷之交易型態，使得無論主管法規如何改

進修正，各種新型態交易方式仍會陸續出現而得以不斷跳脫法規限制。 

就消費者之觀點而言，以傳統交易模式為例，企業對消費者交易（B2C） 3  會

受地域所限，換言之，消費者會依其地緣關係就近與零售商接洽，只有於特定情況

與誘因下才會進行遠距離消費。而正因電子商務使得消費者得以經由網際網路輕鬆

地進行跨地域性遠距消費，發生爭議時，消費者則會發現進行爭議解決與當初購物

之便利性差距甚遠。甚至會發現與之交易之業者為一於外國登記之公司，消費者會

因前往該企業所設客服機關所需勞費甚钜、或怯於語言差異之障礙而放棄爭議處理

之進行。 

(一) 電子商務消費者之困境 

消費者與企業交易時，往往多是先付款之一方，在商品或服務遇有爭議時，在

                                                      
1 「Facebook」（非官方中文名稱：臉譜網、臉書、面書或非試不可、非死不可）是一個社交網

路服務網站。根據2007 年 7 月的數據，「Facebook」在所有以服務於大學生為主要業務的網站

中，擁有最多的用戶：3400 萬活躍用戶（包括在非大學網路中的用戶）。由 2006 年 9 月至 2007
年 9 月間，該網站在全美網站中的排名由第 60 名上升至第 7 名。同時「Facebook」是美國排名第

一的照片分享站點，每天上載 850 萬張照片。這甚至超過其他專門照片分享站點，如Flickr。資料

來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Facebook」是一個聯

繫朋友、工作夥伴、同學或其他社交圈之間的社交工具。你可以利用「Facebook」與朋友保持密

切聯絡，無限量地上傳相片，分享轉貼連結及影片，還可以幫助你增進你對朋友的瞭解。資料來

源：http://zh-tw.Facebook.co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2 全球化及快速變遷兩項特性引自行政院電子消費者保護綱領中（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5 日行

政院台 90 聞字第 063444 號函核定）之前言，文中提及電子商務之 4 項特性為全球化、技術密

集、快速變遷及匿名性。技術密集與匿名性之問題與本文主旨之消費者保護程序較無關聯，因此

不在本文討論範圍中。 
3 Business-to-Consumer business transactions，此下稱為B2C。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4%BA%A4%E7%B6%B2%E8%B7%AF%E6%9C%8D%E5%8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4%BA%A4%E7%B6%B2%E8%B7%AF%E6%9C%8D%E5%8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7%E5%B9%B47%E6%9C%88
http://zh.wikipedia.org/zh-tw/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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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先付款之情況下，談判之主導權與籌碼多在企業之手，此為面對企業為爭議處理

時消費者弱勢之一；又消費者面對具龐大財力與法律資源之企業，無法與之抗衡，

此為弱勢之二。而在爭議處理之程序上對消費者之不利，有以下兩點： 

(1) 除非業者主動提供，消費者對業者之資訊所悉將有限。若業者未提供申訴管

道，或無解決問題之誠意，消費者將面臨求助無門之窘境。 

(2) 若在業者體制內申訴無法達成滿意的結果，會卻步於可能昂貴冗長的法律程

序。對於訴訟之進行，消費者還需面對因企業資源龐大所產生之訴訟上攻擊

防禦能力明顯差距。 

針對(1)點所述之企業體制內爭端解決機制之問題，需仰賴該業者所在之內國主

管機關與法規對其約束，進而給予消費者妥適之保障。換言之，依靠企業所管轄國

之內國法規如消費者保護法、或公平交易法等對企業之體制內申訴管道有所規範，

致使企業遂行自治之效能使消費者能於企業內部爭端解決機制得到公平待遇以能為

爭端解決。就第(2)點所述之法律程序而言，在於法律能否提供救濟途徑與管道，給

予權利受損之消費者直接幫助。法律雖可稱為最後的保護屏障，若法律救濟之途荊

棘遍佈、阻礙重重，以致消費者估量訴訟之成本將大於爭議標的，消費者多會選擇

放棄爭議處理而自行承擔損失。因此，既使有完善的消費者保護法規，如消費者在

訴訟程序進行上多受窒礙而難以實行，完善之法規也只會被束之高閣。 

(二) 業者之資訊揭露與自治自律機能、以及消費者程序保護 

近日在台掀起熱潮的臉書「FACEBOOK」網站內之網頁遊戲「開心農場」，因

系統不穩定、虛擬商品價位不合理產生許多消費爭議，反映出若干電子商務消費者

契約問題。而此案所生之若干爭議，皆與上所述之(1)、(2)有涉。遂本文寫作之方法

將以此案為引，導出消費者於電子商務交易中爭議解決之不利與不能。而對於上(1)

所涉企業體制內爭端解決機制之問題討論，於國內法之探討，本文除在管轄權規定

上對現行民事訴訟法與消費者保護法提出討論外 4；亦將探討新修訂之「涉外民事

法律事用法 5」中第 24 至 28 條與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相關之準據法規定。本文亦

                                                      
4 指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之相關規定。 
5 民國 99 年 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並於公佈日後一年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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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獵與消費者保護相關之行政規章，其中包含國內現行「行政院電子消費者保護綱

領」與相關行政部門之消保措施規定 6。而對國內電子商務之爭議處理機制趨勢之

探討，本文將援引經濟部所出版之相關報告，包括「2009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

鑑」、「98 年度新網路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計畫線上爭議處理及客服申訴機制建議報

告書」7。於國外法規之探討，除本文題中之歐體相關法規外，本文亦將以「行政院

電子消費者保護綱領」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之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1999））8 做比較。此外，會將聯合國貿易法委員會

（UNCITRAL）與海牙國際法會議對電子商務法律發展之趨勢做統整介紹。 

本文之討論主體在於上述點(2)之訴訟程序討論（以消費者保護管轄權討論為

主）。法律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最後屏障，而如上一段所言此保護屏障功能之遂行，

實與法庭訴訟程序有密切關聯。而本文之所以將管轄權設為討論之核心，在於跨國

性之消費者契約中因遠距訴訟所徒增之成本問題乃是因管轄權爭議所生。然除與管

轄權相關法規本身可能對消費者可能產生訴訟障礙外、企業亦可能在於其消費者契

約中對管轄權規定做出對企業有利（相對而言對消費者不利）之調整，以致消費者

對法庭程序之發動有困難。本文對此討論之進行，將以我國現行與「開心農場」案

有關之訴訟法規為主，包含民事訴訟法、與消保法之管轄權規定。衍伸討論將涉及

歐美之相關管轄規定，尤以歐體規則為例，說明於訴訟程序上給予消費者保護之重

要性以及其如何在程序上給與消費者平等之立足點，使之能與企業經營者為法庭上

之攻防。 

本文之所以以歐體規則外國法例討論重點，在於相較於美國，歐體現行之 3 項

程序規則 44/2001、593/2008 以及 861/2007，名為「布魯塞爾I規則」9、「羅馬I規

                                                      
6 包含經濟部、交通部、以及法務部之消保相關措施方案。 
7 電子商務年鑑與縣商爭議處理報告書，接收錄於經濟部之新網路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計畫與其

網站，可參見http://gcis.nat.gov.tw/ec/service/publish/publish.asp?unpage=1&Page=1，最後瀏覽日

期：2010/06/01。 
8 OECD Code: 932000023E1. 
9 布魯塞爾I規則為Council Regulation (EC) 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1 OJ L 12/1 (Brussels I 
Regulation)；歐體民商事件法院管轄及判決執行規則，簡稱布魯塞爾I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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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0 及「歐體小額訴訟程序規則 11」，其討論價值乃是其具有以功能性分析決定

訴訟繫屬之消費者特別保護程序規定，而此消費者特別保護程序規定已施行約 3 到

40 年之久 12。小額程序之討論價值在於其能跨越網路交易之不確定性與跨地域性，

為訴訟兩造提供快速便利之訴訟管道。然而此歐體小額訴訟程序規則的四項具特設

程序進行方式，包含「限時判決」、「無須律師」、「全書面審」、「電子通訊」

等規定，乃是根據前述之消費者特別保護規定之缺失，提供消費者以及企業另一快

速方便之跨國救濟途徑。然此 4 項特設程序進行方式所展現之彈性與便利實可為我

消費者保護法 48 條中所訂之「消費專庭」與「指定專人審理消費訴訟事件」設立

之參考。本於網際交易中消費者為爭端解決之難度，倘若能在「消費專庭」中開啟

一可靠、公平、便利之訴訟管道，便能使之與企業在公平對等之立場上為談判或爭

端解決。 

(三) 研究範圍 

雖目前提倡以非訟程序諸如仲裁、「替代爭端解決機制」為消費爭議之解決途

徑，然非訟機制能對企業經營者之制約有限。原因在於進行非訟程序必須為當事人

所合意，而在企業經營者無誠意面對消費者解決消費爭議時，消費者仍然必須依靠

法庭訴訟程序為後盾 13。本文之討論僅限於消費者契約與其民事保護訴訟程序，既

以法庭程序為主，本文將不予深入討論非訟程序諸如仲裁、「替代爭端解決機制」

／「網上替代爭端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10 羅馬I規則為Council Regulation (EC) 593/2008 of 17 June 2008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歐體契約準據法規則，簡稱羅馬I規則。 
11 歐體小額訴訟程序規則為EC 861/2007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2007 OJ L 199/1. 
12 布魯塞爾I規則之前身為布魯塞爾公約 1968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1972 OJ L 299/32)，而其消費者保護規定是

於其後英國、丹麥與愛爾蘭加入而修改之Accession Convention所納入  (The United Kingdom, 
Danish and Irish Accession Convention, 1978 OJ L 304/1)。 

13 於網路拍賣及其他C2C（消費者對消費者）交易中，因為主持網路交易之平臺（如eBay, 
Yahoo! Auction與露天市場）對交易雙方具約束力，所以得以強制雙方進行非訟之爭議解決。可參

考Dallas Shane, “When the Higher Bidder Loses: Fraud and Internet Auctions,” Fair Trade Quarterly, 
15(3), 175, 189（「得標者的困境：網路拍賣與詐欺」，公平交易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175-
189、178-184 (2007)）。然於B2C模式中，企業經營者若不主動提供（第三方）爭議解決機制，

消費者除依靠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具約束力之機關外，很難自行處理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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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ODR））之議題。討論範圍將不涉及其他民

事、刑事程序及與企業內部爭端解決之際無關之實體消費者保護法規。 

二、「FACEBOOK」案之消費爭議與相關之電子商務

爭議解決機制 

有關維護電子商務消費者權益之所以需要特別之重視，乃因電子商務交易係在

虛擬的空間進行而有別於傳統面對面之店舖型態交易，因此消費者容易受到經營者

所提供資訊與行銷手法誤導。但其實就「FACEBOOK」及「開心農場」消費爭議之

本質而言，卻可簡單的理解為消費者對企業所提供之商品與服務有瑕疵而不滿，雖

此為傳統交易常見之消費者保護問題，然電子商務之「匿名性」與「跨地域性」之

特性將此看似簡單之問題加以繁化。筆者歸納若干主要爭點如下。 

(1) 電子商務企業經營者對自身資訊揭露不清，未準備完善之消費者申訴管道。 

癥結在於入口網站「FACEBOOK」之下之軟體開發商間關係錯綜複雜 14，而消

費者卻無窗口得以申訴。做為入口網站之「FACEBOOK」是在美國設立經營，而發

生消費糾紛之「開心農場」遊戲卻非隸屬於「FACEBOOK」，而是由一設立於香港

之「6WAVES」公司所開發與經營 15。然大部分消費者在不瞭解「開心農場」是獨

立軟體公司「6WAVES」以「FACEBOOK」為平臺下開發的一個應用程序  16 之情

況下，無法正確的將問題向該當之經營者申訴。 

雖作為入口之「FACEBOOK」本身有對提供申訴管道，然該管道卻不能解決其

應用程序開發商之問題。以「開心農場」與香港「6WAVES」公司為例，遊戲程序

「6WAVES」經營與管理，在美國之「FACEBOOK」無法直接解決，「開心農場」

                                                      
14 針對於此項特點，經濟部出版之「2009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參見註釋 7）之第 5 篇：

趨勢篇，於「Facebook」網站及架構基準之WEB2.0 技術具初步之介紹。經濟部商業司，2009 中

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經濟部出版 (2009)。 
15 將於本章第一節對「開心農場」與「Facebook」之結構關係作完整描述。 
16 對於「開心農場」與「Facebook」關係之不認識與誤解，教育部亦受其害。可參考新聞「教

部盼Facebook把偷菜改成租菜」，自由時報（2009/10/16），言及教育部聯絡「Facebook」希望能

將其遊戲中之偷菜改為租菜。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oct/16/today-life16.htm，最

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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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程序所產生之錯誤與瑕疵。加上「6WAVES」本身並未提供消費者完善合理之

申訴機制與管道，消費者因無與「6WAVES」直接溝通管道而致權益受損。 

(2) 虛擬商品無實體，消費者無從界定其損失 

於「開心農場」遊戲中產生爭議之虛擬商品皆作用於遊戲運作上，實體價值也

會因用戶個人觀感而異，難以估算。諸如「開心農場」遊戲中用戶所購買之農具因

程序設計瑕疵發生之錯誤、以及程序運作瑕疵發生之「農損」，消費者皆難以對其

實體價值作出舉證。而此問題亦出現在消費者對消保官會相關單位申訴時，基於虛

擬商品所生之損害是源於其本身程序之設計有問題，還是因管理人員於程序維護上

之疏失所造成，消費者難以就此類虛擬商品之損失做出具體主張及說明其爭議之標

的為何。 

(3) 企業經營者多設置在國外而產生管轄上之問題 

常見的問題是企業為規避國內相關法規，在國外設置主機與伺服器，卻將主要

經營客戶群鎖定國內消費者，造成國內主管機關鞭長莫及之問題。 

(一) 電子商務經營者之資訊揭露、自治自律與完善消費者申訴

管道 

「開心農場」是獨立軟體公司「6WAVES」17  以「FACEBOOK」為平臺下開發

的一個應用程序。而「FACEBOOK」是為一供會員交誼之平臺，軟體開發商可與

「 FACEBOOK 」社群網站訂定契約，以其資源為基礎從事商業行為。然

「FACEBOOK」本身並不介入會員與開發商間之商業行為。此外，若干台灣的實體

及網路商店有提供「開心農場」所使用之虛擬貨幣販售服務，而此服務是由台灣的

「遊戲橘子」18公司代理。遊戲中含有若干能與消費者互動之植入性行銷手法，如

消費者在實體商店中購買特定商品，便能獲得特定金額之虛擬貨幣。大致之關係可

參考圖 1： 

                                                      
17 於開心農場消費爭議之後，「6WAVES」已於其網頁中改善相關資訊揭露等問題。可參考該

公司之網站，http://www.6waves.co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18 可參考該公司之網站，http://tw.gamania.co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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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交易流程與契約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19

                                                      
19 若將此經營模式之背景簡化而不將此經營模式以電子商務理解。「Facebook」可理解為一不

向遊客收取門票，但是遊客入內需登記個人資料之遊樂場所或主題樂園。樂園內有諸多需付費遊

樂設施供遊客付費使用，然付費設施多為外包，並不經由主題樂園經營管理。而如圖 1 中之第三

方企業經營者與在地銷售通路，可理解為在樂園內外與經營遊樂設施廠商合作之協力廠商。

「Facebook」中有難以計數之諸如「6WAVES」般之開發商，用以上所述或類似之模式與

「Facebook」會員為商業互動。可以理解為樂園內具有為數甚多之設施由許多不同經營者經營，

然設施之經營管理者水準參差不齊。若干設施由知名廠商經營，提供完善之管理與服務、並與遊

客另外簽訂獨立之設施使用條款與相關損失賠償細則。反之，若干廠商如「開心農場」之

「6WAVES」公司般，設施存在有諸多瑕疵而使遊客權益受損，加上該設未清楚標示由何廠商經

營，權益受損之遊客只得於遊樂場內外到處申訴。 
而如以上述之「Facebook」視為一坐落於台灣之主題樂園之例為討論，在台之消保官經消費者

申訴，會作實地勘查發現有瑕疵會命令設施經營者與遊樂場經營者改正。而對遊樂場之規範，台

灣之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訂有若干自治性質法規，如「觀光遊樂業遊樂服務契約應記載及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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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關係圖以觀，香港的「6WAVES」並未在第一線與消費者直接接觸。消費

者在使用「開心農場」時亦未與「6WAVES」簽訂使用條款，所代替簽訂的是

「FACEBOOK」網站的使用條款，因此消費者多不知「6WAVES」在此所扮演之角

色20。所不同的是若干附屬於「FACEBOOK」網站上之遊戲與應用程序皆會提供獨

立使用條款。如經營「餐廳城市」與「寵物社區」的英國公司「PLAYFISH」，就

有消費者簽定獨立使用條款 21。在此案中消費者遇有爭議時會經由直接接觸兩條管

道申訴，一為「FACEBOOK」網站與在台代理販售虛擬貨幣的「遊戲橘子」公司。

因不知主管遊戲之設定與經營是「6WAVES」，消費者得到的答案多是「開心農

場」並非該公司管理，所以無法解決用戶之消費爭議 22。而「FACEBOOK」於法律

上可以援引其與開發商簽定之使用條款主張自身之免責 23，在消費爭議之係爭事實

上「FACEBOOK」既無直接或間接向「開心農場」之玩家收費、亦無經手任何與

「開心農場」虛擬貨幣有關之作業。「FACEBOOK」聲稱其僅提供一網路平臺由會

員與「 6WAVES 」公司互動，但是消費者卻無從得知「 FACEBOOK 」與

「6WAVES」之法律關係，所以無法判定「FACEBOOK」在其中之角色與責任，繼

而產生申訴無門之問題。 

                                                        
記載事項」，可參照交通部觀光局網站 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最後瀏覽日期：

2010/06/01。對於遊樂場經營者之權責作出若干規範。然回到此案的網路消費糾紛，「Facebook」
案之難度在於電子商務經營者自不同國家登記設立，各有其主管機關與法規。就如上例所述之主

題遊樂園坐落於荷蘭、比利時、與德國之邊界中，雖然遊樂場出入口設在德國，場內設施因為處

不同國家領域中，而各自由不同國家法規管理。隨者主管法規之差異，消費者除可主張之權益不

同外、對其受損權益之申訴議會因主管機關與法另有別而有所不同。 
20 「Facebook」之使用條款除針對一般用戶外，條款第 9 條則附帶對以「Facebook」為平臺之

程序開發商（如 6WAVES）與廣告商之使用規定。第 9 條 1 項開宗明義的撇清「Facebook」於對

軟體開發商與用戶間所生之糾紛與責任。「Facebook」與用戶之使用條款，可參考其網頁

http://www.Facebook.com/terms.php?ref=pf，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Facebook」與開發商之附帶使用條款，可參考其網頁 http://developers.Facebook.com/policy/，

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礙於本文之篇幅與程序保護之主題，在此對其三方之契約關係不予

以討論。 
21 條款中則議定以英國法院為管轄法院，與「Facebook」條款所議定的美國加州法院不同。 
「PLAYFISH」之服務條款，可參見http://static.playfish.com/legal/terms.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0/06/01。 
22  可參見「遊戲橘子：開發商才應負責」，聯合報（2009/10/15）。http://www.udn.com/ 

2009/10/15/NEWS/NATIONAL/NATS6/5195237.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23 參照註釋 20 之「Facebook」使用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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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聯合國貿易法委員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與海牙國際法會
議之相關規定 

有鑒於網際網路跨地域性對傳統法學概念上之衝擊進而造成消費者權益受損，

聯合國貿易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以下簡稱 UNCITRAL））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

皆於西元 2000 年前後推出與電子商務法律制定相關之模範法、參考指南；而海牙

國際法會議（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以下

簡稱 HCCH））則是於其渥太華會議中（OTAWA Meeting）對電子商務管轄權問

題做出討論。 

1. UNCITRAL之「電子商務模範法」與「國際合同 24  使用電子通信公

約」 

早於 1985 年，UNCITRAL對於電腦通訊紀錄之法律效力問題提出「建議」

（RECOMMENDATION ON THE LEGAL VALUE OF COMPUTER RECORDS），

而在 1996 年推出「電子商務模範法」 25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是為電子契約之基本法規，對於電子通訊之定義、形式與法律效力

皆做出基礎之規範。其後針對電子商務契約雙方之保護，近一步訂立「電子簽名示

範法及立法指南」 26 （ 2001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對於與消費者保護之業者資訊揭露之相關規定，UNCITRAL於

                                                      
24 合同二字，為聯合國官方中文翻譯本所採用。 
25 相關資料可參見UNCITRAL, “1996 -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Commerce with 

Guide to Enactment with additional article 5 bis as adopted in 1998”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9.V.4 (1999) 。模範法之原文、相關資料與立法背景亦可參見 UNCITRAL 之網站，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texts/electronic_commerce/1996Model.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0/06/01。 
26 同前註，可參見UNCITRAL, “2001 - UNCITRAL Model Law on Electronic Signatures with Guide 

to Enactmen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2.V.8 (2002)。法規之原文、相關資料與立法

背 景 亦 可 參 見 UNCITRAL 之 網 站 ，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texts/ 
electronic_commerce/2001Model_signature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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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推出「國際合同使用電子通信公約」27（CONVENTION ON THE US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其中

第 6、7 條對於「當事人之所在地」（LOCATION OF THE PARTIES）與「對（當

事人）情況之提供之要求」（INFORMATION REQUIREMENTS）皆做出相關規範 

28。其中對於電子商務業者營業所在地之規定，採以當事人明示之地為推定；若未

明示，則以與該契約關係最密切之地為營業地 29。 

2. OECD 之「OECD 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訂定出統一之「OECD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

（OECD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30，是為各國制定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法規之重

                                                      
27  同前註，可參見UNCITRAL, “Convention on the Us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ntract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7.V.2 (2006)。法規之原

文、相關資料與立法背景亦可參見 UNCITRAL 之網站，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 
uncitral_texts/electronic_commerce/2005Conventio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28 此二用詞為引用UNCITRAL中文官方翻譯， 
29 其原文如下： 
Article 6. Location of the parties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a party’s place of business is presumed to be the location 

indicated by that party, unless another part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arty making the indication does not 
have a place of business at that location. 

2. If a party has not indicated a place of business and has more than one place of business, then the 
place of busines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Convention is that which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to the 
relevant contract, having regard to the circumstances known to or contemplated by the parties at any time 
before or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3. If a natural person does not have a place of business, reference is to be made to the person’s habitual 
residence. 

4. A location is not a place of business merely because that is: 
(a) wher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supporting an information system used by a par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a contract are located; or 
(b) where the information system may be accessed by other parties. 
5. The sole fact that a party makes use of a domain name or electronic mail address connected to a 

specific country does not create a presumption that its place of business is located in that country.  
Article 7.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Nothing in this Convention affects the application of any rule of law that may require the parties to 

disclose their identities, places of business or other information, or relieves a party from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making inaccurate, incomplete or false statements in that regard. 

30 OECD, “OECD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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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參考文件。而OECD指南於本文之參考價值在於我行政院於民國 90 年公佈之「電

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31，中之大部分條文為援引OECD指南之規定 32。此指南之

適用對象主要為電子商務之企業經營者，而經由對世界各地企業經營著做相同標準

之約束消弭電子商務消費者因主管法規差異所造成權利受損問題。OECD指南主要

之內容為 8 大保護原則與 5 項推動措施 33，8 大原則分別為： 

(1) 對消費者提供透明與有效的保障。（TRANSPARENT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2) 交易、廣告行為與行銷應遵守公平原則。（FAIR BUSINES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PRACTICES） 

(3) 交易資訊應符合充分揭露原則。（ONLINES DISCLOSURES） 

(4) 提供消費者便於使用的訂購與確認程序。（CONFIRMATION PROCESS） 

(5) 建立安全付款的機制。（PAYMENT） 

(6) 建立有效處理糾紛與求償機制。（DISPUTE RESOLUTION AND REDRESS） 

(7) 有關隱私權的保護。（PRIVACY） 

(8) 對業者與消費者的教育。（EDUCATION AND AWARENESS） 

此八項原則實為保護指南之主體規則，而各原則各有其細部說明與規定。而以

總觀之，有兩項可貫穿各原則之重點；一為「資訊揭露」（ INFORMAITON 

DISCLOSURE）、二為「自律自治」（SELF-REGULATORY）。資訊揭露規定電

子商務經營者必須揭露「企業經營者本身資訊」（INFORMAITON ABOUT THE 

BUSINESS）、「銷售產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INFORMATION ABOUT THE 

GOODS OR SERVICES）、以及「交易資訊」（INFORMATION ABOUT THE 

                                                        
OECD Code: 932000023E1(1999). 

31 「行政院電子消費者保護綱領」中華民國 90 年 11 月 5 日行政院台 90 聞字第 063444 號函核

定。 
32 綱領所訂定之 1 至 9 項基本原則，包含：「透明及有效之保護」、「公平之商業、廣告及行

銷活動」、「線上資訊揭露」、「電子商務契約」、「隱私權保護」、「交易安全」、「付

款」、「消費爭議處理」、「教育、宣導與自覺」，在內容與編排上與OECD電子商務指南雷

同，換言之，我國之綱領可視同為OECD指南之中文版本。 
33 8 大保護原則與四(五)項措施之說法與中文翻譯，引用與源自方國輝所著之「論電子商務之消

費者權益課題」對OECD指南之討論。詳見方國輝，「論電子商務之消費者權益課題」，比較民

商法論文集－方文長教授 90 華誕祝壽論文集，初版，元照出版公司，165-168 (2005)。此 8 項亦

為保護指南之主體規則（General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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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而此等資訊揭露中，經營者亦需提供消費者申訴管道之資訊，

換言之，應告知消費者如何進行企業經營者內部申訴處理及外部公正第三者之爭議

處理機制及程序  34 。指南中另一項所強調之「自律自治」機能（ SELF-

REGULATORY），希望藉由此方式超越傳統法學於其地域為管轄劃分之限制。換

言之，因網際網路之跨地域特性可能使簡單之網路交易因牽涉多國之不同法規而使

問題複雜化，希望經營者能前於法規之適用而先為自律與自治。因此自律與自治之

規則需要民間部門（PRIVATE SECTOR LEADERSHIP）與消費者代表團體共同研

擬與自律機制相關之規範。其中亦包含以自律自治為消費爭議之解決，也就消費者

遭遇問題時，能先經由是企業內部之申訴處理機制解決問題。 

而對於OECD指南中保護原則之推動，於指南之第 3 部關於保護原則之推動與

施行之規定中，會員國須在其內國法規範或於國際法之合作上，施行 5 項措施 35，

分別為： 

(1) 鼓勵業者推動自律措施（SELF-REGULATORY），主管機關應適時檢討相關

現行法令與管理措施。 

(2) 鼓勵並支持民間部門（PRIVATE SECTOR LEADERSHIP）與消費者代表團體

共同研擬與自律機制相關之規範，該規範需能確切、實質為消費爭議之解決

且能為業界遵守。 

(3) 鼓勵並支持民間部門發展、利用科技有效運用，以加強對消費者之保護。 

(4) 有效宣傳與推廣本指南，鼓勵各會員國採行 

(5) 對利用電子商務的消費者，提供教育機會，並提升對消費爭議的處理能力與

效率。 

關於OECD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之施行，OECD於 2000 年 3 月於德國柏林

舉辦研討會。在會議中檢討並作出要求會員國持續推動OECD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

指南與加強對電子商務者教育之結論 36。OECD亦於 2001 年出版適用電子商務之消

費者保護法規、政策、與實務之調查報告（ INVENTORY OF CONSUMER 

                                                      
34 iii)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iv) Service of legal process; and v) Location of 

the business and its principals by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officials. 
35 同上，可參考「論電子商務之消費者權益課題」。惟OECD之英文原本中載明為 5 項措施，

可參考上註 18 之OECD檔。 
36 註釋 33 方國輝，「論電子商務之消費者權益課題」，16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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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LAWS, POLICES AND PRACTIVES APPLIED TO ELECTRONIC 

COMMERCE）37。 

其中較受矚目的歐體與美國部份，歐體與OECD指南之配合上，除檢視與OECD

指南規章條款相關歐體指令（EC DIRECTIVES）38  供OECD為歐體對於電子商務消

費者保護程序之參考外，亦通過專屬適用於電子商務之歐體 2000/31/31 號指令（簡

稱電子商務指令）39。電子商務指令除了在許多電子商務之專有名詞與適用上做出

詳盡之解釋與規範外，其亦將OECD指南之條文以具體、詳盡、精確之方式呈現於

法規中。以企業主自身之資訊揭露之規定為例，歐體電子商務指令規定會員國需立

法確保國內之網際網路服務提供業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能給予

被服務者簡單、直接、永久且可與業者接觸之主管該項服務機構之聯繫資訊 40；其

中至少應載明業者之名稱、實體地址與設置地點、提供者之詳細資料，包含可使之

與業者即刻、直接、有效服務之電子郵件信箱、業者如為公司或商業機構須公佈其

                                                      
37 OECD, “Inventory of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pplied to Electronic 

Commerce,”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54, OECD Publishing. doi: 10.1787/234054742628 
(2001). 

38 此為於電子商務指令公佈前，非謂電子商務所設計但可適用於電子商務交易之諸多指令，範

圍包含誤導性廣告、遠距購物、電視/多媒體購物與廣告、隱私權保護等等 (Including Directive 
97/55/EC of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October 1997 amending Directive 84/450/EEC 
concerning misleading advertising so as to includ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1997] OJl L 290, (with 
corrigendum in Official Journal L 19410/07/1998);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of 10 September 1984 
relating to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misleading advertising [1984] OJ L 250; Council Directive 89/552/EEC of 3 October 1989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ursuit of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ctivities as amended by Directive 
97/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30 June 1997 [1997] OJ L 202; Directive 
92/28/EEC of 31 March 1992 on the advertising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1992] OJ L 113; 
Directive 98/4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July 1998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he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 of tobacco products [1998] OJ L 213; Directive 97/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1997 o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 respect of distance contracts, 1997 OJ L 
144; Directive 97/6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5 December 1997 concerning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1998 OJ L 
024 細節部份可參考 OECD之Working Paper（上註 37）69-79. 

39 Council Directive (EC) 2000/31 of 8 June 2000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2000 OJ L 178. 

40 Art.5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 shall 
render easily, directly and permanently accessible to the recipients of the service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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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登記地及所登記之號碼或與之同等資訊、如服務提供者唯一被授權之單位，需

提供其授權機構之詳盡資訊 41。而指令之 22 條亦規定歐體會員國須與 2002 年 1 月

17 日前將指令之內容於會員國之內國法規或行政規章中施行 42。 

而於美國方面，美國雖未有專屬適用於電子商務之聯邦法規，但其聯邦交易委

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對消費者之保護措施不勝枚舉 43，而在

其主管之相關資電子通訊、詐騙消費者行為、交易信用、兒童隱私保護、商品標記

等法規  44 已與OECD電子商務指南之相關規定相契合 45。而為應對其龐雜之法規可

能對消費者及業者產生適用上之不便，聯邦交易委員會特別出版名為「網路廣告與

行銷：交通規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46 之指南以提供業者與消費者具體之注意事項。 

(三) 台灣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相關規定 

1. 行政院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與各部會之相關消保方案─消費者保
護法第三條 

                                                      
41 同前註，Art.5 (a) the name of the service provider; (b) the geographic address at which the service 

provider is established; (c) the details of the service provider, including his electronic mail address, which 
allow him to be contacted rapidly and communicated with in a direct and effective manner; (d) where the 
service provider is registered in a trade or similar public register, the trade register in which the service 
provider is entered and his registration number, or equivalent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in that register; (e) 
where the activity is subject to an authorisation scheme, the particulars of the relevant supervisory 
authority… 

42 Member States shall bring into force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necessary to 
comply with this Directive before 17 January 2002. They shall forthwith inform the Commission thereof. 

43 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具對企業行為為停止命令之權限，違反命令者亦可予以民事處罰。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5 U.S.C. §§ 41-58, as amended) Under this Act, the Commission is 
empowered, among other things, to (a) prevent 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b) seek monetary redress and other relief for conduct 
injurious to consumers; (c) prescribe trade regulation rules defining with specificity acts or practices that 
are unfair or deceptive, and establishing requirements designed to prevent such acts or practices; (d) 
conduct investigations relating to the organizatio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management of entities 
engaged in commerce; and (e) make reports and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to Congress. 

44 詳細資料可參考 註釋 37 之OECD Working Paper 58-68。 
45 可參考美國聯邦交易委員會 2000 年之新聞稿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OECD E-Commerce 

Guidelines http://www.ftc.gov/speeches/thompson/thomtacdremarks.shtm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0/06/01。 
46 http://www.ftc.gov/bcp/edu/pubs/business/ecommerce/bus28.s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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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消費者保護之主體，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商品之服務、標示、廣告與價格等

事項，於第三條賦予政府機關執行相關措施之權限。據此，於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

之議題上，台灣雖非OECD會員國，行政院亦於民國 90 年行公佈目的為：「確保交

易公平，保障消費者權益，建立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心，促進電子商務健全發

展」之「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而綱領之推動在於「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

費者必須共同合作面對，為提供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與其他交易型態相同之保護」

47。而綱領所訂定之 1 至 9 項基本原則，包含：「透明及有效之保護」、「公平之

商業、廣告及行銷活動」、「線上資訊揭露」、「電子商務契約」、「隱私權保

護」、「交易安全」、「付款」、「消費爭議處理」、「教育、宣導與自覺」，在

內容與編排上援引自OECD電子商務指南 48。由此可見我國欲與國際接軌、以及在

消費者保護中之用心 49。而對於綱領內容之具體實踐，則由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依據消費者保護法 41 條 3 項之規定，審議編列各年度的消費者保護計畫，並請

所涉各部會，諸如法務部、交通部、財政部、經濟部等各相關行政主管機關，研訂

具體的執行方案，據以落實執行 50。而其中於「開心農場」電子商務類型消費爭議

相關之方案如下。 

(1) 經濟部之消保方案51

第 4(3)條：建構安全網路交易環境，強化消費者對電子商務之信心。其具體措

施為輔導推廣網路信賴機制，建立電子商務交易者之信賴度；以及推廣新網路時代

科技之交易付款機制，保障消費者權益。 

13(4)條：之加強推動主管業務之國際合作與交流，其措施為，鑒於電子商務交

                                                      
47 引自註釋 31，「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之前言與目的。 
48 雖於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未註明其內容為參照OECD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所作，然

兩份檔經比對，前者似後者之中文翻譯本。 
49 對於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領之背景與實施情形，可參考廖世機，「行動電子商務消費者保

護政策之探討」，消費者保護研究(十)，281-301(2004)。 
50 民國 98、99 年度各部會之消費者保護方案，可參考消基會網站：http://www.cpc.gov.tw/ 

KnowledgeBase_Query/ShowFAQ.asp?ID=6543&CID=1309&Reload=Reload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0/06/01。由於本文對於各部會之方案採原條文引用之方式，而各部會之條文編排方式並不統

一，以致本文在條文條號之呈現上，出現格式不一致情況。 
51 可參見https://back.cpc.gov.tw/KMOuterPath/6543/970925，經濟部 98-99 消保方案核定版.doc，

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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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具有跨越國境之特性，常因各國法制規範的不同，而衍生糾紛，本年度計畫舉辦

「台日電子商務相關法制協調會」，邀集國內相關單位與日本產官學界就電子商務

相關消費者保護議題及資料隱私保護等法制問題討論，尋求解決方案。 

(2)交通部消保方案 

第(一)6 條：建構安全網路交易環境，強化消費者電子商務信心：具體措施為推

廣、執行及獎勵消費者信賴電子商店驗證相關機制部分，持續委請中華民國網路消

費者協會辦理旅行業優良網站評鑑認證，保障旅遊消費者網路交易安全 52。 

(3) 法務部消保方案 

第 Vi 四、2 條：加強消費爭議仲裁之功能，具體措施有二： 

一、 持續督導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舉辦仲裁人訓練或講習時，宜將消費爭議仲裁納入

課程，使仲裁人熟悉消費爭議事件之本質與仲裁要領，進而促進消費者之信賴

並提供消費爭議仲裁判斷之品質。 

二、 持續督導仲裁機構應落實仲裁人之遴選與訓練，並應強化仲裁人之倫理規範與

監督機制，使消費者或廠商對仲裁制度有信任感，從而樂於利用仲裁解決消費

爭議。 

第 Vi 四、3 條：有效宣導利用仲裁制度處理重大消費爭議，具體措施有二： 

一、 運用多種方式加強宣導仲裁制度，使消費者遇有重大消費爭議事件時，知悉並

樂於採用仲裁機制迅速解決爭端。 

二、 督導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針對可能涉及重大消費爭議之相關業者（例如不動產或

金融保險等），以書面或舉辦座談會方式加強宣導，期使業者更加明瞭仲裁制

度，並進一步於契約中訂定仲裁條款，一旦發生履約爭議，即得迅速以仲裁化

解糾紛，保護當事人權益 53。 

                                                      
52 可參見交通部 98-99 消保方案核定版.doc，https://back.cpc.gov.tw/KMOuterPath/6543/970925，

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53 可參見法務部 98-99 消保方案核定版.doc，https://back.cpc.gov.tw/KMOuterPath/6543/970925，

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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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型化契約之應記載不得記載事項－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 

除上所述主規機櫃對於電子商務業者之「資訊揭露」與「自律自治」機能之管

制與輔導外，對於「開心農場」類型之線上遊戲或網路交易之定型化契約問題，行

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於民國 97 年訂定「線上遊戲定

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與「網路交易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指導原則」54。然由於台灣之玩家並未就「開心農場」遊戲單獨簽訂使用條款，取

而代之的是「FACEBOOK」所提供之ㄧ般性使用條款，以致許多與「開心農場」遊

戲相關之爭議未能於條款中獲得解決之辦法。此外，該條款訂定相關爭議解決以美

國加州法院具排他之管轄權， 

業以違反「不得記載事項」第 11 項規定：「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不得排

除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或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 規定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

用。」換言之，在台灣之消費者得依消保法第 47 條，於消費關係發生地法院進行

訴訟；或依民訴第 436 條之 9 之小額程序規定，排除合意管轄之適用。對於

「FACEBOOK」使用條款只限制消費者只能於加州法院為爭議解決之規定，依消保

法第 17 條第 2 項，該管轄規定為無效。 

雖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規設有保護性管轄之機制，然並未填補因電子商務跨地

域性對消費者保護產生之漏洞。一為我國之消費者保護法並未能阻止外國業者逕自

依契約於國外法院起訴在台消費者 55；二為「FACEBOOK」網站之獨特架構「應用

程序介面」56  使得契約關係錯綜複雜，使得消費者不知該狀告「FACEBOOK」、」

6WAVES」或是「遊戲橘子」。 

3. 是否涉虛偽不實廣告爭議─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雖我公平交易法 21 條對不實廣告有相關規定，然一則是對於「開心農場」所

                                                      
54  與 其 他 相 定 型 化 契 約 事 項 ， 可 參 見 消 保 會 網 站 ， http://www.cpc.gov.tw/ 

contract.asp?NoticeType=1176，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55 將於後續，第三部•消費者於訴訟程序進行之不利益中深入探討該問題。 
56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將於後續(四)•1 事實層面導致之不足與不

能，該節探討「應用程序介面」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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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之虛擬商品與服務部份（例如開心農場販售之虛擬農具並未發揮先前所敘述之

功能），消費者對該商品或服務之滿意與爭議難以界定是否廣告有不實之嫌疑；二

則是我國主管機關難以對設籍國外之網站予以管制。即使「開心農場」有不實廣告

之事實，我主管機關也只能向國外之相關單位通報、以及通知在國內之消費者以免

受騙上當。 

4. 官方文件與報告書 

對於電子商務之爭議解決機制，經濟部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於民國 98

年 9 月作出「線上爭議處理及客服申訴機制建議報告書」57。其中對於跨國電子商

務爭議之管轄權議題  58 提到因網路無國界、以及訊息並無一定之傳遞之路徑，以致

傳統講求地域性的法律與國家機關難以就電子商務交易劃分管轄 59。國際間有鑑於

電子商務環境所生之管轄權爭議與實質救濟管道紛爭之欠缺，達成國際間合作發展

爭端解決機制之共識 60。而報告中冀望以建立第三方非訟爭議處理機制方式處理相

關跨國爭議 61。而報告最後亦盼望我以消費者保護機構或團體為視窗，與國外的同

宗旨的組織進行合作。 

另外在經濟部出版之 2009 年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  62 中，亦提及為解決實務

上「定型化契約應記載或不得記載事項」對業者欠缺拘束效力的問題，行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已研擬增訂消費者保護法之相關規定，期增訂第 56-1 條：「企業經營

者使用定型化契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17 條第 1 項公告之應記載或不得記載

                                                      
57 經濟部商業司，98 年度新網路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計畫線上爭議處理及客服申訴機制建議報告

書，計畫編號：III9803-p104-030 (2009)。報告書內容可參見新網路時代電子商務發展計畫網站：

http://gcis.nat.gov.tw/ec/service/publish/publish.asp?unpage=1&Page=2，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58 同前註，貳•三、跨國電子商務紛爭解決相關議題，10-14。 
59 馮震宇，「論網路商業化所面臨的管轄權問題(下)」，科技法律透析 (1997)。 
60 報告中以國際消費者保護執行網（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 

ICPEN）為例，會員國多為OECD成員，又正式名稱為國際市場監督網：http://www.icpen.org/ 
cross.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會員間除對於消費者權益之跨國性商業訊息為交流外，該

網路亦提供非正式的爭議解決機制，主要協助會員國將內國消費者之申訴提交至被申訴對象國，

並嘗試協助雙方為解決方案。 
61 然第三方非訟處理機制亦有未能盡保護之處，本文既提倡以訴訟制度為消費者之後盾，對於

三方非訟爭議處理機制力有未逮之處於後章節，(四)4.消費者於程序進行上之不利益，敘述之。 
62 經濟部商業司，2009 年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經濟部出版(2009)。收錄於經濟部之新網路

時 代 電 子 商 務 發 展 計 畫 與 其 網 站 ， 可 參 見 http://gcis.nat.gov.tw/ec/service/publish/ 
publish.asp?unpage=1&Page=1，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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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者，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並得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未改正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連

續處罰」63。 

綜上所述，雖我國在立法以及相關報告上對於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議題著力甚

深，然於我主管機關於「線上爭議處理及客服申訴機制建議報告書」中亦提出我力

有未逮之處：雖我盼望能透過國際合作解決跨國之電子商務糾紛，然於國際現實之

上，能為司法合作之機會卻有相當限制。此外，電子商務型態之快數變遷特性亦造

成消費者保護法執行上之漏洞，將於下章節敘述之。 

(四) 開心農場案之檢討 

開 心農場消 費糾紛之 癥結乃肇 因於「資 訊揭露」 （ INFORMAITON 

DISCLOSURE）不足、與「自律自治」（SELF-REGULATORY）不能之上。而此

兩項亦為正是先前所述之兩項貫穿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南之重點。換言之，於

「資訊揭露」之問題上「FACEBOOK」與「6WAVES」皆未提供消費者有關於「開

心農場」遊戲之消費資訊；而主管機關亦未察覺此二網站於其資訊揭露不足之問

題，導致消費者蒙受損失。而於「自律自治」之問題上，「FACEBOOK」並未盡到

約束利用其資源獲利之開發商「6WAVE」之責任；而無論「FACEBOOK」與

「6WAVE」皆未提供完善之爭議解決程序與管道。 

然如前述，歐美各國與我國既已依循 OECD 發布之保護綱領配合訂與執法，仍

會發生「資訊揭露」不足與「自律自治」不能之問題，在事實層面上，與

「FACEBOOK」之經營型態有關；而在法律層面上，則肇因於各國主管電子商務經

營者之法規差異以及其管轄有限。 

1. 事實層面導致之不足與不能 

「FACEBOOK」之經營模式，是以提供網路使用者社交平臺為誘因收取會員，

再以龐大會員人數作為資源與其他企業合作獲利。而「FACEBOOK」與其他社交網

                                                      
63 收錄於2009 年中華民國電子商務年鑑，第二篇，第二章電子商務法制中之，五、其他電子商

務相關法制 123-12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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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服務網站不同的是為其中稱為「 FACEBOOK 」開放平臺（ FACEBOOK 

PLATFORM ）之「應用程序介面」功能（又「應用程序介面」（ API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此功能在於通過開放平臺，第三

方軟體開發者可開發能於「FACEBOOK」網站下執行之應用程序。此一開放平臺功

能使得「FACEBOOK」網頁中所能呈現之自由度與多面功能性大於其他類似性質之

社交服務網站。例如台灣先前風行之社交網路服務網站「無名小站」，提供會員發

佈文章、照片、以及與其化會員文字互動之功能。然「FACEBOOK」除上述功能

外，會員及程序開發者更可於網站上放置各式應用程序與遊戲供其他會員使用。而

「開心農場」正是諸多於「FACEBOOK」上應用程序之一。「開心農場」使用者皆

為「FACEBOOK」網站註冊之會員，經由「開心農場」程序與其他會員作「虛擬農

業」上之互動。而事實上於「FACEBOOK」網站上應用之類似性質「虛擬農業社交

遊戲」為數甚多。諸如「FARMVILLE」、「COUNTRY STORY」、「SUNSHINE 

RANCH、「BARN BUDDY」、「ANIMAL PARADISE」、「HAPPY HARVEST」
64  …等，而應用程序背後之開發商亦不盡相同。 

然而以「FACEBOOK」為平臺所開發之應用程序，其可以直接對消費者進行商

業行為。因「FACEBOOK」並未介入獨立開發商與消費者之商業行為，所以無從加

以約束。以「開心農場」案為例，「FACEBOOK」並未參與「6WAVES」公司在台

之商業活動。「6WAVES」在台販售之虛擬貨幣是與台灣之「遊戲橘子」公司合

作；相關之搭配性質入行銷則是與「太古集團」合作。「FACEBOOK」雖能於其使

用條款施行「自治自律」約束會員行為、使用條款中之爭議解決機制亦只適用於會

員與「FACEBOOK」間，「FACEBOOK」實際上並無義務介入約束會員間之相互

行為 65。 

                                                      
64 因同質性遊戲甚多，在台之新聞報導常常將「開心農場」與其他應用程序混淆。 
65 「Facebook」網站之性質與與法律責任，亦今並未有相關案例。而電子商務之經營型態日新

月異，現實中難以就個案逐一進行法律探討。而如「Facebook」此類之社交網路網站，法律上歸

類於「網路中間媒介」（Interenet Intermediary），美國與歐體相關法規有對「網路中間媒介」免

責之相關規定。美國部分如CDA,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of 1996 Section 230(C): ‘No provider 
or user of an interactive computer service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publisher or speaker of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nother information content provider’ 其中案例如Playboy Enterprises, Inc. v Frena (1993) 
839 F. Supp. 1552 (M. D. Fla. 1993) 與ALS Scan, Inc. v RemarQ Communities, Inc. (2001) 239 F.3rd 
619 (4th Cir. 2001)。歐體指令部分Recitals 42 and 43 of the E-commerce Directive: “the ISP must be in 
no way involved with the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Council Directive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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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律層面導致之不足與不能 

於先前事實面之敘述，提及自不同地區共同於「FACEBOOK」之下應用程序開

發商。然因開發商之登記與設籍所在地不同，開發商之主管機關與法令亦存在管轄

權之差異而使程序中對於消費者權益之重視程度有所差異。以上述之「COUNTRY 

STORY」為例，因其開發商為英國「PLAYFISH」公司之主管法規與機關所在之英

國為歐體會員國，其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相關法規與措施皆遵循歐體電子商務指令

所規範，所以「COUNTRY STORY」程序須配合相關之「資訊揭露」、「消費者服

務」、消費爭議解決之「自治自律」規定而保障消費者權益。為此「PLAYFISH」

與應用程序之使用者會簽訂另一份獨立於「FACEBOOK」之使用者條款。反之，開

心農場之開發商「6WAVES」公司於香港登記，雖對於香港方面之主管機關與法規

內容不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6WAVES」公司並未對台灣之消費者提供直接消費

申訴管道，而因此產生諸多消費爭議。 

然而「6WAVE」之所以能做出枉顧消費者權益之行徑，實為制度上之漏洞所

使然。「開心農場」應用程序之入口網站為美國之「FACEBOOK」，然商業行為是

在台灣進行。就美國之觀點而言「FACEBOOK」網站雖歸於美國管轄，然美國之法

令規章是否對能附屬於「FACEBOOK」下之香港之應用程序開發商「6WAVES」能

有所約束，實有討論之空間 66；一為「開心農場」程序並未在美國造成消費者議

題、且「6WAVES」並未在美國進行商業行為，基於此二點，美國主關機關並無約

束「6WAVES」公司行為之必要。反之，就香港之觀點，「6WAVES」並未經營網

站，所為只是應用程序之開發，而程序需經由「FACEBOOK」網站才能之使用。而

「FACEBOOK」實為美國所管轄，香港之主管機關對隱藏在「FACEBOOK」之後

之「6WAVES」開發商，因其商業行為在台灣，香港之主管機關並無約束其非在香

港之商業行為之必要。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E-commerce 
Directive), OJ L 178/1)。「網路中間媒介」不須對其資訊傳送之兩端（用戶）之行為負責。 

66 美國方面對於電子商務定型化契約中之管轄權議定條款，已有若干案例與討論。但尚未有統

一之認定標準。可參考，注釋 57 之線上爭議處理報告書中之美國按理解析 12-13；美國部份之最

近之相關文章可參考Robert Oakley, “Fairness in E-contracting: Minimum Standards for Non-
Nogotiated Contracts,” Hou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42, 1041, 1102, 1085-108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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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件之改善與落幕 

(1) 經營者間之互相卸責與消費者保護基金會之看法 

由於肇因於前述事實面與法律面之不足與不能，「開心農場」消費糾紛發生

時，企業經營者間互推責任，枉顧消費者權益；台灣相關之主管機關則是力有未

逮，不知該從何約束企業經營者。 

對於企業經營者方面，在台之消費者透過「FACEBOOK」所提供之申訴管道反

映其使用「開心農場」應用程序之問題時，得到的回應會是「開心農場」並非

「FACEBOOK」經營管理，請直接向「6WAVES」申訴；「FACEBOOK」能做的

只是會將消費者之意見轉達給「6WAVES」請其改善 67。而消費者向在台在代售虛

擬貨幣之經營商「遊戲橘子」申訴，其回應居然是「遊戲橘子」與「6WAVES」僅

在金流部份有合作，但是「開心農場」遊戲所產生的異常現象，理應是開發原廠要

進行修復 68。而遊戲橘子所稱之「道義責任」僅止於在第一時間向「6WAVES」反

應台灣消費者對於遊戲道具販賣系統不穩定造成的問題，並要求原廠儘速修正 69。 

消費者保護基金會對於經營者互推責任之行為，亦表示其看法。在台之「遊戲

橘子」雖只為代收平臺，但不能推諉責任。此事件該由「遊戲橘子」、

「FACEBOOK」與「6WAVES」三方協調補償方案… 

「遊戲橘子所提供的儲值卡，雖然只是代收平臺，但與國外公司有合作

關係，就會涉及到「金流」問題，有「類代理人」的身份，應該要負起

連帶責任。…消費者在很多通路都可以買到遊戲橘子所代銷的儲值卡，

                                                      
67 又「6WAVES」可能以消費者之使用條款是與「Facebook」簽訂，與「6WAVES」無關為由

推卸責任。 
68 參見網路家庭 2009/10/16 之新聞「道義責任！遊戲橘子暫停GASH轉換《開心農場》農民幣

之服務」 http://news.pchome.com.tw/science/gamebase/20091016/index-12556864359434461005.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與中國時報 2009/10/16 之新聞「遊戲橘子要求 6 waves即日起暫停開心

農 場 付 費 機 制 」 http://news.chinatimes.com/CMoney/News/News-Page-content/ 
0,4993,130507+132009101601158,0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69 依據「遊戲橘子」所提供之使用者服務條款 16 條，「在使用虛擬貨幣服務而與「遊戲橘子」

間所生之權利義務關係，依中華民國法令適用之，因此所生爭議以台灣板橋地方法院為一審法

院」，依據此條款，消費者用虛擬貨幣發生爭議時，適用於台灣之消保法，因此「遊戲橘子」不

能以純粹以「開心農場」遊戲並非其管理為由而不受理消費者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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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便利商店、網咖，若有消費糾紛，影響的層面將會相當廣泛。並不能

因 為 只 是 「 代 收 」 ， 就 毫 無 責 任 。 此 一 糾 紛 應 由 營 運 商

「6WAVES」、「FACEBOOK」以及「遊戲橘子」三方一起協商補償

方案，才是對消費者最負責的作法。」70

台灣之主管機關方面，若干情形亦於新聞報導中反映。如員警機關對消費者檢

舉「開心農場」詐欺，員警機關則以「開心農場是國外公司而國內員警對此無管轄

權做為答覆」71；又另有消費者向消保官投訴反應消費糾紛，消保官則回答因被投

訴公司在國外，處理消費爭議相當困難，所以只能請消費者提供該公司網址，消保

官也只能代為爭取權利 72。若電子商務業者不在台灣，且未提供在台聯繫管道，消

費者只能透過主管線上遊戲網路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聯繫境外之業者，已成立溝通

之管道；若是以信用卡消費，則可透過金管會瞭解刷卡金額流向，找出收款單位進

而協調消費糾紛 73。 

(2) 消費者自發性之抵制與「開心農場」遊戲易主 

事件發展至今，在台灣之消費者自力救濟，經過數次串連抵制、罷玩等行動之

後。「開心農場」程序之原始開發商中國北京之「智明星通」（BEIJING ELEX 

TECHNOLOGY CO., LTD）公司  74 已向香港之「6WAVES」收回「開心農場」之經

營管理權。而該公司除與在台之消費者簽訂專屬於「開心農場」之使用者條款外

                                                      
70  詳見「開心農場惹爭議 消基會：三廠商負責補償」，雅虎奇摩新聞 (2009/10/16) 

http://n.yam.com/cardu/life/200910/2009101665609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71 參見NOWNEWS於 2009/10/15 之網路新聞「農民幣買狗防竊被「唬弄」網友控開心農場詐

欺」http://www.nownews.com/2009/10/15/545-2519336.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然就法律上，外國人在台犯罪台灣員警機關不能以無管轄權為推託而不受理。雖然本案例就詐

欺行為而言，行為所在地之認定實為本案管轄權之關鍵。此點涉及網際網路行為之討論，無論是

國內外實務界或學界對此並無定論。但是依據「員警偵查犯罪手冊」中之第 1 章、第 5 節、30 點

6 之 1 中規定「一般網路犯罪案件，被害人現住所或戶籍所在地之員警機關為管轄機關」，依此

員警機關不能不受理此類案件。 
72  參見網路新聞「「開心農場」兩岸權益差很大台灣農民被當凱子剝削」，NOWNEWS 

(2009/10/17)，http://www.nownews.com/2009/10/17/91-2520472.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73 此為消保官組長吳政學對「開心農場」事件做出之回應，可參見網路新聞「農民幣買地重複

扣款開心農場『詐財』」，APPLENEWS (2009/10/11)，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 
art_id/32006977/IssueID/20091011，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74 北京之「智明星通」為開心農場之原始程序開發商，但由於大陸當局對於網路控管，禁止

「Facebook」於大陸瀏覽，該程序便由香港之「6WAVES」公司代理於「Facebook」平臺上運

行。 



126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75，並經由在台之「遊戲基地」網站設立與消費者直接之溝通管道 76。而由此事件

之始末，除了突顯台灣於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之若干缺失外；更說明電子商務消費

者常使自己與涉外事件有牽扯而不自覺；且於面對涉外消保糾紛時往往無助與無

力。雖網際網路之跨地域性帶給消費者在其權益保障若干不確定性，然此事件中消

費者亦是依靠網際網路之便利性，得以順利經由串聯而集體對經營者採取行動，此

點正說明「自治自律」原則下，網路糾紛得經由網路解決之便利性。 

而在此事件之背後，除如何能使相關主管機關加強其監督職能外，於相關法規

之訂立當思考如何能為消費者強之後盾。因網路科技瞬息萬變、網站型態日新月

異，若要求主管機關實對所有網際網路業者之經營型態進行控管實為緣木求魚。而

由「開心農場」一案可知，既使台灣之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對在台經營之網際網路

服務商進行控管，其仍無法有效掌握境外之經營者在台灣之網路行為。 

4. 消費者於程序進行上之不利益 

面對企業經營者此等卸責且枉顧消費者權益之行徑，若經營者未提供應提供之

消費者其「內部申訴處理」機制或「外部公正第三者之爭議處理機制及程序」，於

此情況，消費者只得依賴法院訴訟起訴遊戲經營者，說明如下。 

(1) 非訟處理機制之限制 

以此案而言，主管遊戲程序的「6WAVES」根本就沒有與用戶簽訂相關非訟處

理機制條款，消費者根本無從得知該公司是否有提供任何消費爭議處理機制。另一

方面，作為出入口網站之「FACEBOOK」既未對會員件糾紛提供協調服務、亦未提

供任何非訟外部爭議處理機制。使用條款中只載明爭議進行法庭訴訟程序之管轄法

院與準據法。 

在經營者未提供消費者可選擇之非訟爭議解決機構，或仲裁機構之情形下，對

非交易專業之消費者而言，與其尋找與選擇適合之仲裁機構不如直接進行訴訟程

                                                      
75 條款可於http://fbfarmtw.elex-tech.us/tos.html瀏覽，最後瀏覽日期：2010/02/28。條款中訂定專

屬管轄於北京海甸地院。 
76 參見http://happy.zone.gamebase.com.tw/zone/happy/，「遊戲基地」為台灣之「電腦玩家」雜誌

所創辦之網站，而為「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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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主要原因有如下： 

A. 無論是「裁判外紛爭處理」（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或仲

裁（ARBITRATION）之進行，皆需經由係爭當事人雙方同意而使得進行，若

業者未同意進行非訟程序，消費者無法單方面進行仲裁。 

B. 非訟處理機構之職能有限，對於無正當理由拒絕參加仲裁之業者，仲裁機構

並無如法院般能做出「一造辯論判決」之職能。以「臺北市消費者電子商務

協會」（SOSA）之「線上爭議處理機制」（ODR）之職能為例，其可進行協

調之對象僅止於開放受理ODR機制之商店。而於涉外事件，SOSA雖與美國

「BBB ONLINE」（BETTER BUSINESS BUREAUS）組織 77 合作，然能進行

ODR之對象亦止於加入「BBB ONLINE」之美國電子商務業者。換言之，對

於其他未於主動提供非訟消費爭議處理機制或未加入相關組織之業者，消費

者無法逕自進行非訟處理。面對此項困境，法務部歷來以輔導與推廣業者

「於契約中訂定仲裁條款」為消保方案之實施重點 78。然對於設籍在國外之

業者，成效取決於我國與該國主管機關是否具相關合作模式。 

C. 非訟程序仍可能會曠日費時。舉例而言，於若干非訟程序進行上對於仲裁人

之選定須經系爭當事人同意，於此之溝通協調上亦須耗費相當時日。 

D. 相關非訟紛爭處理機構所收取費用可能高於法庭訴訟之費用。 

(2) 消費者訴訟之程序上不利益 

以訴訟為爭議解決管道方面，「FACEBOOK」與用戶簽訂之使用條款中 15 條

1 款明定美國加州的聖塔克拉拉郡（SANTA CLARA COUNTY, CALIFORNIA）法

院具管轄權 79。而以北京「智明星通」所提供之使用者條款為例，其亦訂定有利於

經營者之專屬管轄條款於北京之法院。雖然此類管轄權議定條款可能  80 因排除我消

                                                      
77 可於網站參考該組織之職能http://www.bbb.org/online/，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78 期使業者更加明瞭仲裁制度，並進一步於契約中訂定仲裁條款，一旦發生履約爭議，即得迅

速以仲裁化解糾紛，保護當事人權益。 
79 條款可參考http://www.Facebook.com/terms.php?ref=pf#，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You agree to submit to the personal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located in Santa Clara County, California 

for the purpose of litigating all …claims。 
80 業者若能證明消費關係發生地為美國，或證明該條款並非如有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所述

之「顯失公平」之虞，該管轄議定條款仍為有效。我相關主管機關及法律實務上並未對電子商務

交易之消費關係發生地作出完整界定，雖依消保委員會之解釋，「消費關係發生地包括消費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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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與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 條規定，依我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違反「定型化契約不得記載事項」而為無效，但於電子商務之跨地域特性，實

務上我主管機關卻無法約束設籍在外國之電子商務業者逕自於其定型化契約條款中

加入管轄議定規則、或逕自依條款於對業者有利之法院起訴消費者。 

本文將於後續論及程序保護對於消費者之重要性、並探討我現行法規對於消費

者程序保護不足之處。而將於第 4 章援引並討論歐體消費者訴訟程序保護之相關規

定，闡述歐體在管轄權、準據法以及與消費者交易息息相關之小額程序規則中，如

何積極的給予消費者（交易之弱勢）保護。 

(五) 小結─對業者之約束與對消費者之援助 

綜觀「FACEBOOK」與「開心農場」在台之消費爭議，反映出電子商務之特性

在帶給消費者便利之虞，卻又繁化那些本其實簡單的交易行為。相關法令規章在施

行上之疏漏，實乃網路行為之跨地域性與網路交易型態之快速變遷性使然。行為之

跨地域性使得事件得以牽涉多國管轄權，而能使業者於此間之灰色地帶遊走。而對

於交易型態變遷快速，相關法令規章須具備彈性以因應各式新型態網路交易之發

展。而「開心農場」事件之發生，可歸因於資訊揭露不完整與自治自律未落實。若

業者能提供應有資訊，使消費者能知悉業者之相關資料以及其所提供之爭議解決管

道，雙方便能透過直接溝通解決爭議。而自治自律之落實，包含業者間之相互約束

（以此案而言，「FACEBOOK」對「6WAVES」未提供完整資訊揭露與相關爭議解

決管道之情況並未有所約束）、業者內部能提供完整透明之客戶服務與消費爭議解

決管道，消費爭議便不至於擴大，消費者亦不會因不滿而發生串聯抵制之行為。 

1. 加強主關機關之監管機制與國際合作 

主管機關之監督管制若能落實，便能促使業者改正資訊揭露與自治機能之不

                                                        
之訂立地、履行地及侵權行為之行為地、結果地」（參見消保會網頁，問答集：何謂消費關係發

生 地 ？ http://www.cpc.gov.tw/KnowledgeBase_Query/ShowFAQ.asp?ID=5427&CID=711&Reload= 
Reload，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然以上所稱之物理概念地域，在電子商務之適用上仍有疑

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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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對於跨地域性造成管轄權間之疏漏，需仰賴國際合作。而國際經濟合作組織

OECD 訂立，OECD 電子商務指南之目的亦在此。若世界各國能有統一之電子商務

消費者保障規定，業者便無法利用管轄權漏洞而降低其對消費者保護之規格。換言

之，若是世界各國對業者之資訊揭露與自治自律有統一標準，業者便無從利用管轄

疏漏而因循苟且。此外於國際合作部份，各國消費者保護機關與團體需具暢通之相

互通報機制與管道，期能使國內主管機關針對於消費者權益有損害國外網站通報其

主管機關（如「開心農場案」台港與台美間實需要適當之通報管道）。如前述經濟

部消費者保護方案中之「主管業務之國際合作與交流」案與「台日電子商務研討

會」，是為通報機制與暢通管道之落實。 

2. 法律須對業者約束、亦須對消費者提供援助 

相關主管法規除具備能對業者與以約束之職能外，亦需能援助消費者使其能於

依對對等立場與業者溝通談判。而上述（四）.4 中提及之消費者於程序上之不利

益，因消費者對其保護機制啟動之困難，完善之消保法規也只會使業者有恐無恃。

本文將於後續章節描述跨國消費爭議之管轄權問題與消費者之程序保護。此間對國

內之相管管轄規定做評析，對國內法規未盡完美之處以歐體法規於消費者程序保護

之經驗為例，為我立法方針之鏡。 

三、我管轄權規定對消費者於訴訟程序進行之不利益 

正因網路交易環境之跨地域性，「開心農場」案之管轄涉及台灣、美國與香

港。消費者於此間最大的難度是在於其既能於台灣進行消費，為何消費爭議不能在

台灣解決？若與業者談判破局，消費者是否在台灣法院起訴業者？反之、若業者能

於程序上對消費者有所刁難，消費者便會因訴訟程序啟動困難而放棄申訴。於實務

上，電子商務業者對會與消費者訂立使用者條款並議定對業者有利之法院為此案之

專屬管轄法院，如「FACEBOOK」指定一位於加州之法院、「明星智通」指定位於

中國北京之法院。而消費者對於此定型條款既無力與業者協調修改，於有糾紛時亦

會因無法遠赴該指定管轄法院對業者採取法律行動、或遠至該法院之勞費成本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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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消費糾紛之標的價值，而放棄對其權益之爭取。 

本章節旨於對我國消費者於程序進行上之不利益作一概述，雖我有相關消費者

保護法規、以及於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對業者之合意管轄之效力有相當限

制，然於實務運作上，消費者仍受諸多不利益。 

(一)「開心農場」案之管轄權討論 

所謂涉外案件（事件），指案件具涉外成分而言。涉外成分，包含牽涉外國人

者、牽涉外國地者、或牽涉外國人或外國地者  81 。若屏除此案之涉外性質，視

「FACEBOOK」與有糾紛之「開心農場」為在台設籍之經營者，而依我國傳統決定

管轄法院之方法，事件先須定性；再找尋事件之聯繫因素；而後受繫屬之法院以此

決定是否對該事件具管轄權。 

1. 定性：對於系爭之事件，其定性之程序為先研究該事件之法律關係究應屬於何類

適用法則；而後以該事件之法律關係與適用法則為判別基礎，判斷該事件是否屬

於專屬管轄事項。專屬管轄案就由特定法院行使管轄權，亦排除其他法院之管轄

權。若非為專屬管轄，事件則可能有管轄權競合之情形，而可適用「合意管

轄」、「特別管轄」或「一般管轄」之規定。 

2. 連繫因素：而受繫屬之法院對於管轄權之行使，須檢視事件與繫屬法院是否存在

法律所規定之特定聯繫因素因而使事件與法院具特定之關連。此法定特定聯繫因

素則與立法政策相關，如「以原就被」原則之採納及於對被告之保護、或「侵權

行為地」、「契約關係之債務履行地」之適用及於對原告權利之重視與法院進行

之便利。 

而以「開心農場」之案例為解析，此案之消費糾紛包括業者疏失導致消費者權

益受損、以及虛擬貨幣之性價相比爭議。因而此案之爭議可能涉及契約關係、侵權

行為、以及可適用消費者契約之相關規定。因此事件得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

規定 82 於消費關係發生地法院起訴或應訴。然因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之管轄權規

                                                      
81 參見馬漢寶，新版•國際私法總論，12 版，作者自出版，2-3 (1997)。 
82 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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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性質非為專屬管轄性質 83，消費者亦得適用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如於被告

之居所、國外企業在台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消費關係之業務涉及之該企業在台

事務所或營業所在、企業與消費者已議定在台之債務履行地…等地 84 之法院進行訴

訟；如消費爭議涉及侵權行為或其他得適用民事訴訟法之情事，消費者亦得於侵權

行為地之法院 85 或依其他得適用之相關法條規定之法院進行訴訟。 

而對於企業經營者利用使用者條款議定遠距於消費者居住所地之法院具管轄權

之情形（例如：消費者因已於消費者契約中合意其消費所生爭議立專屬合意於臺北

士林地院管轄，致使居住於高雄之消費者需於臺北士林地院起訴或應訴），雖我國

法規對未涉法律專屬管轄規定以及未具濃厚公益性質之民事契約不加以干涉 86，當

事人得依合意之方式決定系爭訴訟事件之管轄法院。然消費者亦可依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以使用者條款顯失公平為主張，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 87。此外，對

於消費者契約合意管轄之限制，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民國 91 年 1 月 28 日消

保法字第 0910000106 號函文中，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做出對消費者有利之解

釋：「企業經營者不得與消費者成立專屬合意，約定以其他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排除消保法第 47 條之適用」88。而於定型化契約部份，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亦訂

                                                      
83 雖法界對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之性質未有定論，而以第 47 條文之文義解釋，該條使用「得

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而非「應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可見該之適用條並未

排除他法院之管轄權。 
84 民事訴訟法中之相關規定，如第 1 條，消費者為被告者。（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

轄。被告住所地之法院不能行使職權者，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被告居所

地者，亦得由其居所地之法院管轄。）；第 2 條，該國外企業在台設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者。

（對於外國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由其在中華民國之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

在地之法院管轄。）；第 6 條，消費關係涉該企業在台事務所或營業所之業務者。（對於設有事

務所或營業所之人，因關於其事務所或營業所之業務涉訟者，得由該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之法

院管轄。）；第 12 條，如企業與消費者已議定債務履行地在台者。（因契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

定有債務履行地，得由該履行地之法院管轄。） 
85 同上，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因侵權行為涉訟者，得由行為地之法院管轄。 
86 對於消費者契約之適用上，於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26 與 24 條與其相關判例中，除本質上具有

濃厚公益性質之專屬管轄外，許當事人依合意之方式決定系爭訴訟事件之管轄法院。 
87 第 28 條•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

轄法院。 
第 24 條之合意管轄，如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依其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成立，按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他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論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但兩造均為法人或

商人者，不在此限。 
移送訴訟之聲請被駁回者，不得聲明不服。 
88 可參見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網站之函釋彙編，http://www.cpc.gov.tw/CPCLaw.asp#47，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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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應記載與不得記載事項及指導原則對業者之合意管轄條款做出限制。然在消

保法與民事訴訟法規在效力上，仍產生些許對消費者不利之疑慮與漏洞。 

1. 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與第 436-9 條）：以顯失公平為主張使合

意條款無效之實務運作 

我在民事訴訟法中，於第 28 條第 2 項對非法人、商人設有管轄權保護規定，

其規定對於法人或商人在契約中之合意管轄在情形上有顯失公平者，非法人或商人

之他造可於本案之言詞辯論前聲請移送管轄法院。而此管轄權保護規定之效力亦及

於小額訴訟程序，於同法第 436 之 9 條規定「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

者，於其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約定債務履行地或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時，不適用第 12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 89。」然此二條在實務之運作上，除有適用上

不確定性之疑慮外、整體程序進行上是否能給予消費者有效之保障亦值得討論。 

(1) 小額程序與通常程序中管轄權規定之差異 

依民訴第 436 之 9 條之效力，小額程序中對於同法第 24 條之合意管轄是直接

規定其「不適用」。業者與非法人或商人於通常訴訟程序之進行，並未直接排除第

24 條之適用，而是非法人或商人之一造於言詞辯論前依第 28 條第 2 項聲請移轉管

轄。換言之，若業者逕自依合意管轄條款於對其有利之法院進行通常訴訟程序，因

                                                        
後瀏覽日期：2010/06/01。 

89 其立法目的乃是因「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如為法人或商人，以其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債務

履行地條款或合意管轄條款與他造訂立契約者，締約之他造就此類條款幾無磋商變更之餘地，為

保障小額事件之經濟上弱勢當事人權益，避免其因上述附合契約條款而需遠赴對造所預定之法院

進行訴訟，爰規定不適用第 12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 
相關實務討論可參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 年法律座談會民事類提案第 27 號」文，臺

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 年法律座談會彙編，135-137 (2004)。於該條文對非法人或商人有利之

適用討論；又，以及台中地方法院 91 年度保險小抗字第 1 號民事裁定： 
「民事訴訟法第 436 之 9 條規定須採目的性限縮解釋而加以適用，即當以雙方合意管轄之約定

對經濟上弱勢之他方產生不利之影響時，方有適用之餘地；倘合意管轄約定之結果，對經濟上弱

勢之一方蒙受利益，自無該條之適用，方符立法之意旨。且因小額訴訟標的之金額較小，如需遠

赴他地訴訟，所可能產生之費用，足以侵蝕原告之實體私權，使憲法保障之財產權與訴訟權流於

空洞化，故以立法之方式排除同法第 12 條債務履行地及第 24 條合意定管轄法院規定之適用；然

倘雙方合意以非法人或商人之一方住、居所為管轄之法院，因對具經濟上弱勢者反而有利，並無

前述之弊端，在此情況下，自需就該法律條文為目的性限縮之解釋，不應仍排除雙方合意管轄之

約定，以貫徹保護經濟上弱勢者之立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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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條並未直接排除適用，受繫屬之法院會先行受理。此外，由於第 25 條之擬制合

意管轄規定並未排除適用。若被起訴之非法人或商人未提出移轉管轄聲請，於言詞

辯論開始後該繫屬法院對該案具管轄權。姑且不論小額程序與通常程序之差異是否

會對訴訟之公平造成影響。就相同案件中具有不同之管轄規則而言，對法之安定性

已有疑慮。 

(2) 非法人或商人於程序進行之不利 

若法人或商人依契約之合意管轄條款於對非法人或商人不利益之遠距法院起

訴，被告當事人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在言詞辯論前，為「聲請移

送於其管轄法院」之請求；或在小額訴訟法庭中，援引第 436 之 9 條主張第 24 條

之合意管轄不適用、並聲請移送管轄。然而對法律不嫺熟之一般消費者或非專業之

法人或商人而言，一則是移送管轄之聲請書狀之書寫對其可謂一負擔；二則為在聲

請中，必須對於其自身為非法人或商人之狀態提出舉證，因相關法對於此法所能適

用之「商人」並無完整定義，被告對於己身非商人之舉證上實具些許難度。 

再者而言，我管轄權保護規定只適用於非法人或商人，然對於兩造皆為法人或

商人，若該契約之內容所涉非為其中一造之交易專業，該非專業之法人或商人是否

亦須給予保護。舉例而言，若原告為小本經營之小吃攤老闆，網購兒女所需而與商

業經營無涉之文具用品。依第 28 條第 2 項保護弱勢當事人權益之立法意旨，小吃

攤老闆實為網購之弱勢，若法律不對其為保護，亦有顯失公平狀況之虞。 

2. 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對於業者於定型化契約中出具合意管轄條款，消費者保護法並非始之當然無

效。依據消保法第 17 條，定型化契約款之內容必須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內

容，而消保委員會所公告之網路交易與線上遊戲之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

項之內容只對合意管轄條款做出「不得排除適用」之規定。換言之，業者可於契約

條款中訂定合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之排他管轄，亦即以「消費關係發生地」之

法院為唯一管轄法院。然目前我相關法規對電子商務之「消費關係發生地」之認定

仍無統一解釋。尤以「開心農場」案而言，契約是網路上簽訂、所涉之內容亦為在

網路上發生之行為、及所生爭議與所謂之「農損」皆為網路上之行為，因此難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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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歸入傳統物理概念之管轄權與訴訟繫屬。 

再者，就本案性質而言，「FACEBOOK」與「6WAVES」皆未在台設籍，亦未

在台設事務所或營業所。因此此案可歸於具涉外成分之民事事件。而所謂之涉外成

分，指在法院之觀點，該事件具涉及法院地以外其他國家之聯繫因素，換言之事件

中之當事人、或標的物所在地、或事實發生地、或行為地等與他國法院有所聯繫。 

涉外民事事件若以法庭程序為爭議解決，該事件須經由下列訴訟要件之審查

90： 

1. 所受訴訟繫屬之法院有無國際私法上之管轄權。 

2. 當事人對事件是否另具管轄權之合意。 

3. 當事人間有無仲裁或進行其他非訟解決機制之協議。 

4. 於事件中之外國當事人有無當事人能力及訴訟能力，若無訴訟能力，其法定代理

是否合法。 

5. 於事件中之當事人是否適格。 

6. 相同事件是否在外國法院已有訴訟繫屬。 

7. 相同事件是否經由外國法院判決確定。 

8. 是否欠缺其他訴訟要件。 

而上述於「FACEBOOK」與「開心農場」消費者爭議與訴訟之程序上不利益有

關之要件，為 1、2 項之管轄權與管轄權合意。具體言之，一為台灣之法院於此案

受訴訟繫屬之時，是否具有國際私法上之管轄權、二為該如何看待此間之當事人管

轄權合意。 

我國對於涉外民事事件如何決定有無管轄權，及對於如何決定請求承認其判決

之外國就該事件有無管轄權，竟無明文規定 91。以國際私法之研究領域而言，乃兼

集「國際裁判管轄權」、「準據法選擇」、與「外國確定判決之承認與執行」三大

領域，而我國涉外民商事法律學界及實務，多偏重於「準據法選擇」領域之問題與

討論，而對「國際裁判管轄權」與「外國確定判決之承認與執行」之討論文獻與實

務堪稱有限。尤以為訴訟成敗之關鍵  92 之「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歸屬問題，國內判

                                                      
90 李沅華，國際民事訴訟法論，2版，五南出版，11-12 (2007)。
91 同前註，李沅華，國際民事訴訟法論，145-146 (2007)。 
92 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歸屬，其影響所及包含其後所適用之民事程序法之差異、訴訟所使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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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先例的比例仍然偏低 93。 

我國對於涉外民事事件國際管轄權之歸屬，實務上則多以「類推適用說」為

主。類推適用說之中心為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30 條之規定（民國 99 年修正

後為第 1 條）：「涉外民事，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94。而於實務

判例中，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抗字 2 號裁定指出，「關於涉外事件之國際管轄權誰

屬，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固未明文規定，惟受訴訟法院尚非不得就具體情事，類推

適用國內法之相關規定，以定其訴訟之管轄」。因此，台灣之消費者於「開心農

場」之消費爭議可類推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30 條而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規定於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起訴電子商務業者，或於民事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

律規定之法院起訴。 

(二) 涉外事件之合意管轄與在台消費者之程序不利益 

1. 當事人得否合意指定管轄法院 

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規定：「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

一定法律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據此，於國內民事訴訟場合中，當事人得針對

一定法律關係得以合意第一審管轄法院。而於涉外事件與國際民事訴訟場合，於我

國實務上，台灣高等法院 86 年度上字 1153 號民事判決認「關於涉外事件之合意管

轄條款效力如何問題，我民事法律適用法未明文加以規定，應適用民事訴訟法有關

之規定。」據此可依類推適用說進而肯定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於涉外民事事件中合

意管轄之效力。而國際民事訴訟事件於我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之適用，有以下注意

事項： 

                                                        
之不同、餐與訴訟之勞費成本、律師代理之強制規定、證據之調查與舉證責任、乃至國際私法領

域中之準據法選法規則，各項因素均足以左右訴訟之成敗。詳見 蔡華凱，「侵權行為的國際裁判

管轄－歐體的立法判例與研究」，中正大學法學期刊，14，243-299 (2004)。 
93 許兆慶，「國際私法上之合意管轄－以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抗字第 268 號裁定之事實為中

心」，21 世紀法學發展新境界－柯澤東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社，549-550 (2008)。 
94 涉外民事，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其他法律無規定者，依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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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事件未涉及專屬管轄規定 

專屬管轄之事項屬固定之法院掌管裁判，自不許因法院或當事人意思或態度而

變更 95，亦不承認其他法院就該訴訟有管轄權。 

(2) 由一定法律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 

所謂由一定法律關係所生之訴訟，包含本於一定權利義務而生之訴訟關係以及

本於該法律關係而生之權利義務關係均屬之。其目的在於不許當事人任意擴張合意

管轄規定適用範圍，以保護雙方當事人利益。 

(3) 係爭事件須非當事人明示具有排他專屬管轄性質者、或因其他特別情事得認為具

有排他亦即專屬管轄性質者 96

針對此點，實務界與學界之看法尚有歧意。依 91 年台抗字第 268 號裁定，對

於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除當事人明示或因其他特別情事得認為具有排他亦即專

屬管轄性質者外，通常宜解為僅生該合意所定之管轄法院取得管轄權而已，並不當

然具有排他管轄之效力。」據此，若當事人意思不明，未於管轄合意條款中明文規

定爭議專屬於其合意之法院管轄，該案亦可於其他法定相關法院起訴或應訴。然有

學者主張既使當事人意思不明，該合意仍宜解為專屬之合意管轄 97。另有學者採折

衷之併存合意管轄主張，認為所合意約定法院為原有法定管轄權之法院，因解釋為

專屬之合意管轄；反之，若所合意者非原有法定管轄法院，則應解為非專屬管轄

98。 

                                                      
95 姚瑞光，民事訴訟法論，弘揚圖書出版 19-20 (2004)。 
96 91 年台抗字第 268 號要旨：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除當事人明示或因其他特別情事得認為具

有排他亦即專屬管轄性質者外，通常宜解為僅生該合意所定之管轄法院取得管轄權而已，並不當

然具有排他管轄之效力。本件再抗告人為中華民國國民，我國法院對以再抗告人為被告之民事訴

訟事件，本有管轄權。其雖於所簽發之票據上記載，其與相對人間就本票據所證明之債務涉訟，

願受美國內華達州之州或聯邦法院之司法管轄等語，但此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經核僅係就上開

債務表明如相對人在前開美國法院起訴請求再抗告人給付時，再抗告人不得以該美國法院無管轄

權相抗辯之意思。兩造既未合意排除我國法院之管轄權，相對人向再抗告人住居所地之我國法院

提起本件訴訟，揆諸前揭說明，自非法所不許。 
97 陳計男，民事訴訟法論(上)，修訂 5 版，三民書局，63-64 (2009)；姚瑞光，民事訴訟法論，

弘揚圖書出版 50-51 (2004)；黃國昌，「國際訴訟之合意管轄」，政大法學評論，90 期，344-345 
(2006)。 

98 邱聯恭，邱聯恭老師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補訂版，作者自版，149-150 (2006)。 



 由歐體經驗探討台灣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解決機制之研究－以臉書網站「開心農場」遊戲為例 137 

而就「FACEBOOK」案之爭議言之，其相關之消費糾紛並未涉及於我國之專屬

管轄事項。而在其與消費者簽訂之使用者條款中，管轄權議定之敘述上已載明

「…EXCLUSIVELY IN A STATE OR FEDERAL COURT LOCATED IN SANTA 

CLARA COUNTY.」。因「FACEBOOK」設籍於美國，美國法院自與該案具一定之

法律關係，而條款中言明「EXCLUSIVELY」即為專屬排他之意 99。 

2. 當事人得否合意指定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 

於涉外事件與國際民事訴訟場合，當事人可經由合意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已排

除國內司法管轄權之效果、或國內相關法規之適用 100。據此，國內對當事人合意指

定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之效力尚存爭執。如有主權說定其效力，其主張「法律關於

管轄之規定，乃國家主權之具體表現，凡在中國域內之內國人、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除享有製外法權之外國人外，均應受中國法權之支配。」因此若許當事人合意

外國法院專屬管轄，其結果不啻允許當事人以合意限制我國法權之行使。故當事人

所合意之專屬管轄法院，應以我國法院為限 101。通說則於採「類推適用說」之前提

下，允許訴訟當事人類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4 條對其間一定訴訟的國際管轄權為

合意 102。此外，最高法院 89 年度臺上字 2555 號判決亦認「按民事訴訟所解決者為

私法上權利義務事項，私法上之權利義務，當事人原則上得自由處分，是否行使其

權利，如何行使，原則上應本於當事人之自由意思。當事人以關於由一定法律關係

而生之訴訟，合意由外國法院管轄，以非專屬於我國法院管轄，且該外國法院亦承

認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管轄法院，及該外國法院之判決我國亦承認其效力者為限，應

認其管轄之合意為有效。」據此，即肯定當事人合意指定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之正

                                                      
99 就「Facebook」、「6WAVES」與台灣消費者之爭議，於先前第 2 章中曾提及三方之契約關

係。而在此三方關係中存在一漏洞，「Facebook」與消費者間所生之爭議、以及「Facebook」與

「6WAVES」間所生之爭議皆由條款中所議定之加州法院管轄，並無言明「6WAVES」與消費者

間所生之爭議亦須由加州法院管轄。因此可認定消費者與「6WAVES」並無管轄合意條款，消費

者可依消保法第 47 條於消費關係發生地起訴「6WAVES」，然而消費者的難題仍舊在於如何證

明網路上之消費關係發生地在台灣。 
100 藍瀛芳，「國際民事訴訟法之排除管轄與合意管轄」，國際私法論文選輯(上)，五南出版

社，248-266 (1984)。 
101 吳明軒，中國民事訴訟法論(上冊)，13-14 (1993)。 
102 陳計男，民事訴訟法論(上)，修訂 5 版，三民書局，65-66 (2004)；劉鐵錚、陳榮傳，國際私

法論，修訂 3 版，610-611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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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合法性。而需注意的是，被指定之外國法院亦得承認當事人得以合意定該法院

為管轄法院；換言之，若被指定之外國法院依其屬國之國際私法、民事訴訟法或其

他相關法規，不承認此本於合意之管轄，其合意管轄即不生效力。 

3. 國際裁判合意管轄是否可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或第 436 之 9
條之管轄權保護規定 

就純粹內國事件而言，消費者可依第 28 條第 2 項主張該合意條款因情形顯失

公平，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然此條於涉外事件之類推適用性存有疑義。條文中

既已言明「他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論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意即消費者

需向移送前之繫屬法院提出移送管轄聲請。而於涉外事件之適用，其法律效果宜修

正為「他造於本案言詞辯論前，得聲請以欠缺國際管轄而駁回其訴訟 103。」 

雖消費者對於如「FACEBOOK」案中之管轄權合意條款，得以以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顯失公平為主張使合意條款無效，但於涉外事件之實務運用上，仍有

若干疑慮。 

(1) 在台之消費者為被告之情形：於國外之業者可逕自於其所合意指定之外國法

院對消費者起訴，我國民事訴訟法之排除規定於此無適用空間。 

業者原告既已與消費者簽訂合意管轄條款，於訴訟之進行當然會選擇對其有利

之該管轄合意法院 104、並無視台灣方面對於管轄權合意限制之相關規定逕自於該管

轄合意法院起訴消費者。而對於業者此項行動，姑且不論台灣消費者向該外國法院

主張台灣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排除條款之效力為何；或該法院所屬國之訴

訟法規是否具有類似合意管轄排除規定，消費者必先遠至國外法院應訴才能向該外

國法院提出管轄權之異議 105。於此，消費者仍遭受程序上之不利益與不合理之勞費

                                                      
103 陳啟垂，「國際民事訴訟的合意與應訴管轄」，邁入 21 世紀之民事法學研究－駱永家教授

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元照出版社，240-241 (2006)。 
104 原告既掌握程序開啟之主導權，於開啟國際民事訴訟程序前必然會綜合評估具備管轄基礎之

各法育之相關法律，進而選擇最有利、最有勝訴機會之法域提起訴訟。註釋 67，許兆慶，「國際

私法上之合意管轄—以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抗字第 268 號裁定之事實為中心」，577-578。 
105 有關於此點之深入討論，若在美國之經營者依使用者條款在美國加州法院起訴消費者，而台

灣消費者亦在台灣起訴美國經營者等問題。已牽涉到平行訴訟（parallel proceedings）、法庭不便

利原則（forum non convenience）、及禁訴令（anti-suit injunctions）等領域。因與本文主旨之消費

者程序保護有異，所以在此不多做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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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 

(2) 在台之消費者為原告之情形：在台之消費者雖可主張管轄之合意無效，然其

未必能於台灣起訴設籍於國外之業者 

在台之消費者或可無視其所簽訂之合意管轄條款，逕自於台灣法院起訴業者。

然台灣之管轄權是以「以原就被」原則為基礎。而以「FACEBOOK」與「開心農

場」之案為例，該案之電子商務業者皆未在台設籍、或設事務所、營業所。所以本

案於消費者為原告之時，除專屬管轄規定之外，消費者須適用特別管轄規定而得以

在台灣訴訟，可適用條文之一為消費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所言之「消費關係發生

地」為台灣、之二為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言之「侵權行為地」為台灣、之

三為於在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之適用上，該消費契約關係雙方所定之「債務履行

地」為台灣。而此三點除法律之適用與舉證上有其困難外，因電子商務之網路空間

之無地域性以及網路行為之非中心性，當事人於網路上行為與意思難以判定其地域

繫屬 106，使得若干傳統管轄權決定基礎難以適用之 107。換言之，消費者如何能證

明網路空間中之「消費關係」或「侵權行為」是發生在台灣。 

而台灣法界對於網路上之消費關係發生地所在之認定，仍無定論。雖依消保委

員會之解釋，「消費關係發生地包括消費契約之訂立地、履行地及侵權行為之行為

地、結果地」108，然此四者依然無法對網路空間中所生之行為予以適用及解釋。如

不能判定消費關係發生地為台灣，依普通審判籍之「以原就被」原則，權益受損之

消費者仍須前往美國起訴。 

就整體而言，就算消費者可以在台灣進行訴訟，國外業者在面對台灣之訴訟

時，其自身資源足以輕鬆應付跨國訴訟之勞費；反之，台灣之消費者僅就旅費一項

負擔，就可使之卻步。雖我國有合意管轄之保護性排除條款，以約束業者利用管轄

合意箝制消費者使之因迫於遠距法院起訴或應訴之勞費負擔，致成本增加而放棄訴

                                                      
106 網際網路管轄權之地域繫屬問題已為中外學者討論多時，Michael Geist有一篇較完整之整理

與論述，Michael Geist, “Is There a There There? Toward Greater Certainty for Internet Jurisdiction, 
Consumer Measures Committee/Uniform Law Conference of Canada April Workshop on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Jurisdiction in Electronic Commerce,” B.T.L.J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6, 
1345-2002 (2002)。 

107 許耀明，國際私法新議題與歐體國際私法，初版，元照出版公司，63-64 (2009)。 
108 參照註釋 88，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之函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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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然此排除條款於國際管轄之實務上難以給予消費者直接奧援。 

(三) 小結 

管轄權之歸屬為影響訴訟成敗之關鍵，據此業者多以定型化契約形式迫使消費

者接受有利於業者之指定法院為專屬管轄。而此專屬管轄之決定是經由業者評估比

較，於其最有利之法院與法域進行訴訟。消費者之弱勢，乃是對此定型管轄權條款

無力置喙，雖此條款已有顯失公平之實，雖民事訴訟法第 28 條第 2 項可類推適用

至國際裁判場合，然此條款對消費者於涉外事件之幫助卻十分有限，詳述整理如

下： 

1. 面對業者在國外對其起訴，在台消費者之問題在於該如何以欠缺國際管轄為主張

對外國法院聲請駁回業者之訴訟，然面對國外訴訟，除勞費成本外，亦須面對各

國對於其管轄權之決定、程序進行方式、文書送達之方式不同。此對於非法律專

業之消費者實屬負擔。 

2. 我國立法忽略電子商務與網路交易之跨地域性，以致消費者雖可以於消費關係發

生地、或侵權行為地起訴業者，然於相關法規對電子商務交易行為之屬地性未定

論之情況下，消費者可能面對消費關係發生地與侵權行為地皆非發生在台灣之窘

境。而對於既非法律專業亦非電子商務專業之消費者，要其就網路行為與法院地

間做出聯繫因素之舉證，實為強人所難。 

消費者面對業者在國外對其起訴，或許對該訴訟可置之不理，待該訴訟之確定

判決於台灣法院承認執行時再以民事訴訟法第 402 條第 1 項「依中華民國之法律，

外國法院無管轄權」，併用第 28 條第 2 項管轄權合意限制條文，主張該外國判決

無效。此法雖無不可行之處，然此法不足以為消費者作為自身保護之奧援，且過於

被動，整體之訴訟進行仍受制於業者。 

本文於前言中曾提及程序保護之目的，在於提供消費者有利之後盾，使之能於

依平等之立場與業者進行法庭攻防。然在面對業者以技術性之管轄權議定手法箝制

消費者之訴訟權，我民事訴訟法雖有相關之保護規定，然卻無法給予消費者實質上

之幫助。本文後續章節將會介紹歐體現行之 44/2001 管轄權規則與 593/2008 契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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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規則 109 中之「特別消費者保護規定」（SPECIAL PROTECTION PROVISIONS 

OVER CONSUMER CONTRACTS），以歐體管轄權規則中之消費者於訴訟之保護

程序為引論述歐體規則如何對應上述消費者保護之爭點。而在其後之結論中分析是

否能由歐體規則之經驗尋求解決方法。 

本文之所以單以歐體規則為引，而未以電子商務進展先進且發達之美國相關程

序法規做討論 110，是由於美國有未對消費者具專屬之保護管轄權規定 111。而歐體

規則之重要性，除於前言所述「消費者程序保護規定」已運作逾 30 年外，歐體於

「消費者程序保護規定」中所定義之「消費者」，採與我國民訴第 28 條第 2 項所

言之「非法人或商人」較為相近之「非其交易或專業」（OUT OF ONE’S TRADE 

OR PROFESSION）；與一般概念中之「CONSUMER」是有區隔。此外歐體執委會

                                                      
109 Council Regulation (EC) 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1 OJ L 12/1(Brussels I Regulation)，歐體

民商事件法院管轄及判決執行規則，簡稱布魯塞爾I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593/2008 of 17 
June 2008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歐體契約準據法規則，簡稱羅馬I
規則。 

110  美國之民商事管轄權自Pennoyer案（Pennoyer v. Neff, 94 U.S 714 (1878)）來以「Due 
Process」為原則，而於International Shoe Co.案（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 306 U.S. 310 
(1945)）建立「MINIMAL CONTACT」與「REASONABLENESS」之「FAIR PLAY」原則。而於

合意管轄權之效力問題，Carnival Cruise Lines, Inc. v. Shute 499 U.S. 585 (1991) 案例中，美國最高

法院仍就採用「REASONABLENESS」原則，與條款是否基於「GOODFAITH」設立，檢視合意

管轄條款之效力。而後於電子商務運用上，美國法院對於網路上簽訂之使用者條款，於Caspi v. 
Microsoft Network, L.L.C. 323 N.J. Super. 118, 732 A.2d 528 (N.J. Super. Ct. App. Div. 1999) 案中確定

業者於網路上簽訂管轄合意條款之有效性。於此案中，亦確立對管轄合意條款之限制。1.條款之

產生是基於詐騙成立或雙方談判資源嚴重不對等而顯失公平；2.條款之內容與執行與公共政策相

牴觸；3.條款之執行會嚴重地造成審判之不便利。((1) the clause is a result of fraud or “overweening” 
bargaining power (McNeill v. Zoref, 297 N.J.Super. 213, 687 A.2d 1052 (App.Div. 1997)); (2) 
enforcement would violate the strong public policy of New Jersey; or (3) enforcement would seriously 
inconvenience trial. (Wilfred MacDonald, Inc. v. Cushman, Inc., 256 N.J.Super. 58, 606 A.2d 407 
(App.Div.)))。 

111 可參見注釋 106 Michael Geist之文章，其對於美國網際網路管轄權之發展有通盤描述。具體

案例，可參考Zippo Manufacturing Co. v. Zippo Dot Com, Inc., 952 F. Supp. 1119 (W.D. Pa. 1997)，該

案依電子商務之特性，成立「ACTIVE/PASSIVE」網站原則。大意為若商業網站純粹只是「被動

的」對某州作為訊息發布，消費者無法經由網站進行購物或與業者進行其他互動，該州之法院對

該網站之「被動商業行為」不應有管轄權。Calder v. Jones, 465 U.S 783, 789 (1984) Panavision 
Intern., L.P. v. Toeppen, 141 F.3d 1316 (9th Cir. (Cal), 1998) and Cybersell, Inc. v. Cybersell, Inc., 130 F. 
3d. 414 (9th Cir. 1997). 於最高法院「Due Process」、「Minimal Contact」、「Reasonableness」、

「Fair Play」等原則之描述，可參見黃國昌，「美國民事管轄權理論之研究─以聯邦最高法院之

判例發展軌跡為中心」，邁入 21 世紀之民事法學研究─駱永家教授七秩華誕祝壽論文集，元照出

版社，295-34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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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理事會「消費者保護管轄權規定」之背後，對電子商務環境於傳統管轄權之適用

上，具有非常深入之爭論與討論。而此類經驗可為我未來修法之參考。 

四、歐體於消費者爭議處理之相關程序保護機制 

(一) 歐體 44/2001 與 593/2008 規則中之消費者保護程序 

1. 何謂消費者保護程序 

雖在定型化契約中議定管轄權與準據法乃商業行為之常態，但對非交易專業、

或國際貿易專業的消費者來說，此類條款太過於沉重。相較於台灣，歐體會員國早

在其 1968 布魯塞爾公約 112 就已訂定相關之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此公約為歐體各

國為避免相互間之管轄權衝突，因而統一各國管轄基準，以為民商事事件管轄權決

定之準則 113。另位在 1980 年，做為契約準據法依據之羅馬公約亦配合布魯塞爾公

約之相關規定，對於消費者契約中之準據法設立保護性規定 114。2000 與 2008 年，

歐體理事會將此二公約改以歐體 44/2001 115（簡稱布魯塞爾I規則）與 593/2008 規

則，而升級為歐體會員國直接適用之法律。 

布魯塞爾I規則就一般管轄權之確定，採住所地原則（DOMICILE）。而「以原

就被」（actor sequitur forum rei）原則是為其基礎，意即以被告之住所地為確定一

般管轄權之基準。在管轄權之層級架構規定上，包含專屬管轄、特殊事件管轄、合

意管轄與選擇管轄。有關消費者契約 116 與給予消費者管轄保護之規定則屬特殊事

                                                      
112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1972 OJ L299/32 (Brussels Convention)，然而相關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是在 1978 之「布魯

塞爾使用公約」（The United Kingdom, Danish and Irish Accession Convention, 1978 OJ L 304/1）修

改後所加入。 
113 馬漢寶所著之「國際私法總論」，第 10 章 2 節法院管轄權之公共利益部份所提及之「民商

事件法院管轄及判決執行條約」即為本所述之 1968 布魯塞爾公約。馬漢寶，新版•國際私法總論

，12 版，作者自出版，178-179 (1997)。 
114 1980 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Relations, 1980 OJ L 266. 
115 Council Regulation (EC) 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1 OJ L 12/1(Brussels I Regulation). 
116 稱消費者契約而不稱消費契約，是因布魯塞爾規則中對消費者之定義不同於一般消費者。所

謂（consumer contract）中之消費者（consumer）定義是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交易或專業之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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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管轄層級，其適用優於合意管轄與一般管轄，換言之，消費者契約中管轄合意若

與布魯塞爾I規則中消費者保護管轄之規定相牴觸者無效。 

布魯塞爾I規則之消費者契約保護管轄之機制定在第 16 條，於特定 117 消費者契

                                                        
（the consumer, for a 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依此類

定義，歐體所稱之消費者並不只限與買家，若賣家販售之目的亦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之外，賣

家亦可被定義為消費者。與此相類似之定義亦為歐體其他消費者相關規則與指令所適用，如 
1. A contract concluded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a 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consumer) Art.6(1) of EC N593/2008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 2008 OJ L177/6. 

2. The consumer is a natural person who, in transactions covered by this Directive, is acting for 
purpose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interpretation is located in Art. 2 
of Council Directive 85/577 (Council Directive EC 85/577 to protect the consumer in respect of contracts 
negotiated away from business premises, 1985 OJ L 372/31) and Art. 1(2)(a) of the Directive 87/102 
(Council Directive EC 87/102 for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consumer credit, 1987 OJ L 42/48). 

3. The consumer shall mean any natural person who buys a product for purposes that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commerci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y. The interpretation is located in Art. 2(e) of 
Directive 98/6 (Council Directive EC 98/6 o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indication of the prices of 
products offered to consumers, 1998 OJ L 80/27). 

4. The consumer is a natural person who is acting for purposes which are outside his trade, business 
and/or profession. The interpretation is located in Art. 2(b) of the Directives 93/13116; Art. 1(2) of the 
Directive 99/44 (Council Directive EC 1999/44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ale of consumer goods and 
associated guarantees, 1999 OJ L 171/12); Art. 2(e) of Directive 2000/31 (Council Directive 2000/31 on 
certain leg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in particular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Internal 
Market (E-commerce Directive), 2000 OJ L 178/1); and Art. 2(d) of the Directive 2002/65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 Directive) and Art. 2(2) of Directives 97/7 (Distance Selling Directive) (Council 
Directive EC 2002/65 concerning the distance marketing of consume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0/619/EEC and Directives 97/7/EC and 98/27/EC, OJ L 271/16; and Council 
Directive 97/7/EC o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 respect of distance contracts, 2002 OJ L 144/19). 

5. One even though not using the term consumer, but instead mentions purchaser, who is a natural 
person acting for purposes 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professional capacity. The 
interpretation is located in Art. 2 of the Directive 94/47 (Council Directive EC 94/47 on the protection of 
purchasers in respect of certain aspects of contracts relating to the purchase of the right to use immovable 
properties on a timeshare basis, 1994 OJ L 280/83). 

6. The consumer shall mean any natural person who buys a product for purposes that do not fall within 
the sphere of his commerci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y. The interpretation is located in Art. 2(e) of the 
Directive 98/6 (Council Directive EC 98/6 on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indication of the prices of 
products offered to consumers, 1998 OJ L 80/27). 

然需注意的是，我國對於消費者之定義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是「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

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those who enter into transactions, use goods or accept services for the 
purpose of consumption），與歐體之消費者定義不盡相同；然於民訴第 28 條 2 項所稱之「非法人

或商人」與歐體法規之消費者較類似。 
117 特定消費者的意思，於後文之「消費者保護程序之適用」一節加以說明，本文所稱之「消費

者契約」泛指布魯塞爾I規則與羅馬I規則之consumer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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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之消費者可於其住所地法院或業者之住所地法院起訴業者；反之業者只能於消

費者之住所地起訴消費者。此外，消費者契約保護管轄允許消費者適用布魯塞爾I規

則之第 5 條第 5 項，於企業經營者有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所在地之法院

起訴 118。舉例而言，若英國消費者與法國企業經營者簽訂消費者契約，英國消費者

得選擇於英國或法國法院起訴企業經營者、若消費者契約與企業經營者位於德國分

支機構之業務經營相關，消費者亦可選擇在德國之法院起訴；反之，企業經營者只

能於英國法院起訴消費者。 

於第 16 條對於消費者之保護，除賦予消費者可於其住所地法院起訴企業經營

者之訴訟便利外，亦限縮消費者之應訴法院原則上只得為消費者之住所地法院。而

如上所述，合意管轄若與此保護機制相牴觸者無效，所以依上例所示，若法國之企

業經營者在消費者契約訂定此約為法國法院專屬管轄，並不能阻卻消費者依第 16

條規定於英國法院起訴。上開所述於第 15、16 條賦予消費者之權利，於第 17 條中

具有若干特定「無損消費者權利」之例外，在下列三種情形中，可於消費者契約中

為管轄合意 119。 

                                                      
118 布魯塞爾I規則第 15 條第 1 項之開頭陳述中，第 5 條第 5 項之規定為消費者保護機制中利於

消費者之例外：若住所在成員國內之企業經營者有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branch, 
agency or other establishment）於其他成員國中，且消費者契約與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

所經營之業務相關，消費者亦可在該國之法院起訴。 
與一般概念所不同的是，依據歐體法院之解釋，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the branch, 

agency or establishment）不同於一般法規之定義。而依其解釋，此三為概念相同之機關。(Case 
14/76 De Bloos Sprl v Bouyer SA [1976] ECR 1497, para. 21 (It is clear from both the object and the 
wording of this provision that the spirit of the convention requires that the concept of “establishment” 
appearing in the said Article shall be based on the sam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s a branch or agency.))
關於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之延伸閱讀，可參考可參照 2008 年出版之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之Ch.11.2.(f).(a).(i) A branch, agency or other establishment. (J. 
Fawcett & J. Carruthers,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8-259(2008))。而在電子商務中分之機關之研究，可參考 Jokaim Oren, 
“Electronic Agent and the Notion of Establishment” Int’l al. & Info. Tech. 9, 249 (2001)。 

119 布魯塞爾I規則第 16、17 條原文如下： 
Article 16 
1. A consumer may bring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other party to a contract either in the courts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ich that party is domiciled or in the courts for the place where the consumer is 
domiciled. 

2. Proceedings may be brought against a consumer by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only in the courts 
of the Member State in which the consumer is domiciled. 

3. This Article shall not affect the right to bring a counter-claim in the court in which,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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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訴訟提起後雙方得協議變更管轄法院，換言之，訴訟提起後，如有情事變

更情形，雙方可協議由其他較便利之法院管轄。 

(2) 管轄合意中單方面准許消費者能於第 15、16 條所列之管轄法院外之法院起訴

之管轄合意，換言之，賦予消費者更多之選擇起訴法院。 

(3) 雙方於契約簽訂時住居所位於相同之會員國，並議定該契約由該會員國之法

院管轄，且合意管轄不與該會員國之法律相衝突。 

於契約關係準據方面，羅馬 I 規則是採慣常居所地原則（ HABITUAL 

RESIDENCE），消費者契約之準據法規定置於第 6 條第 1 項，消費者契約需以消

費者慣常居所地之法為準據法，同條文第 2 項雖允許兩造於消費者契約中議定準據

法，其結果與效力不得剝奪該消費者於其慣常居所地法律賦予之保護 120，此與布魯

塞爾I規則之消費者管轄權議定有些許不同，布魯塞爾I規則消費者於得知悉且書面

同意之狀況下意定於非消費者住所地之法院管轄，然在準據法方面，消費者契約中

所選擇之準據法不可剝奪該消費者慣常居所地法律（包含民事、消保等相關法規）

賦予之保護權利；換言之，若非以消費者慣常居所地之法為準據法，僅允許對消費

者保護更完善之法為準據法。 

2. 消費者保護程序規定之適用 

                                                        
Section, the original claim is pending. 
Article 17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may be departed from only by an agreement: 
1. which is entered into after the dispute has arisen; or 
2. which allows the consumer to bring proceedings in courts other than those indicated in this Section; 

or 
3. which is entered into by the consumer and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both of whom are at the 

time of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domiciled or habitually resident in the same Member State, and which 
confers jurisdiction on the courts of that Member State, provided that such an agreement is not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at Member State. 

120 羅馬I規則第 6 條第 1、2 項原文節錄如下： 
Article 6 
1. …a contract concluded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a 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consumer) with another person acting in the exercise of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professional)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onsumer has his habitual 
residence… 

2. …Such a choice may not, however, have the result of depriving the consumer of the protection 
afforded to him by provisions that cannot be derogated from by agreement by virtue of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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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體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原則上不適用於在成員國境內無住所者 121，但在消費

者契約中，企業經營者若有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在任一歐體成員國境

內，且消費者契約與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所經營之業務相關 122，該消費

者契約亦可適用消費者保護程序。較為特別者是歐體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並非普遍

適用於一般大眾所認知之消費者。首先，對於消費者 123（CONSUMER）之定義是

指：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之外 124  者（THE CONSUMER, FOR A 

                                                      
121 關於公司與法人之住所認定，布魯塞爾I規則第 59 條第1 項規定由訴訟繫屬之成員國法院之

內國法決定之。(Art.59.1: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rty is domiciled in the Member State whose 
courts are seised of a matter, the court shall apply its internal law). 

規則第 60 條第 1 項則有具體說明，公司、法人、或與自然人法人社團於成員國境內設有法定所

在地（statutory seat）、或主事務所（central administration）、或主營業所者（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可視其在成員國內有住所。(Art.60.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egulation, a company or 
other legal person or association of natural or legal persons is domiciled at the place where it has its: (a) 
statutory seat, or (b)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r (c)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有關於非自然人住所之認

定與延伸閱讀，可參照 2008 年出版之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 11.2. 
(d)中之A special definition of domicile。(J. Fawcett & J. Carruthers,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0-212 (2008) 有關電子商務中公司與法人住所

之討論，可參考D. Girsberger “The internet and Jurisdiction Based on Contracts”, 4.1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Reforms, 167-185 (2002)。 

122 第 15 條第 2 項，原文為： 
…Where a consumer enters into a contract with a party who is not domiciled in the Member State but 

has a branch, agency or other establishment in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 that party shall, in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anch, agency or establishment, be deemed to be domiciled in that 
State. 

有關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請參見 註釋 38。 
123 所定義之消費者以自然人為限，此限縮定義源自羅馬規則I (EC N593/2008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 2008 OJ L177/6)
之第 6 條對於消費者之定義（A contract concluded by a natural person for a 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consumer)）。在羅馬規則I中之說明條款第 7 條

（Recital 7），闡述羅馬規則I與布魯塞爾規則I中所言之消費者保護規定中，對消費者之適用範圍

需一致（the substantive scope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Regulation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因此羅馬規則I第 6 條對消費者定義之限制適用於布魯塞爾規則I第 15
條。另外，其中之消費者，並不以契約中買家為限，若賣家為販售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

之外，亦可請求保護程序。 
124 依 1971 年 6 月之布魯塞爾公約議定書（Protocol on the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Convention of 27 September 1968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第 1 條，歐體法院對此公約有解釋權（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give ruling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vention）。在消費行

為上，所謂「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之外」的具體定義，歐體法院於 2005 年Gruber案
中說明，消費者契約所涉之專業或職業目的，必須在整體契約行為中輕微到足以忽視。(…trade or 
professional purpose is so limited as to be negligible 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e supply) Case C-464/01 
Johann Gruber v BayWa AG [2005] ECR I-0043 at para.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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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而此定義與準據法規則之羅馬I規則同步，羅馬I規則除採與布魯

塞爾I規則相同之「消費者」為「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之外」的定義

外，由於羅馬I規則較晚推出，第 6 條在消費者之定義上更補充限縮至只得自然人

（NATURAL PERSON）可被定義為消費者保護程序規定中之消費者。而對於消費

者契約之類型亦加以限縮，消費者契約只限為自然人（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

或職業之外）與專業人士（消費之目的可視為在其專業或職業之內）所定所定之契

約 125。簡而言之，消費者保護程序僅適用於業者對消費者（B2C）契約，對於兩造

皆為消費者（C2C）之情況不適用。而自羅馬I規則施行起，該對消費者與消費者契

約之限縮解釋亦適用於布魯塞爾I規則126。 

消費者保護程序對於業者之商業行為亦有作補充規定，布魯塞爾I規則之第 15

條，與消費者簽約之業者需在消費者之住所地「從事或主持」（ PURSUE 

IN/DIRECT TO）商業或專業行為，而該商業或專業行為與消費者契約有關 127、或

是消費者契約與特定方式之分期付款有關 128。以企業經營者行為做消費者契約適用

                                                      
125 原文為…a natural person for a purpose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being outside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consumer) with another the person acting in the exercise of his trade or profession (the 
professional)。 

126 布魯塞爾與羅馬法體系於消費者契約定義之交戶適用，出於 1980 羅馬公約之官方報告「朱

莉亞尼與魯嘉狄報告」（Giuliano & Lagarde, Report on the [Rom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1980 OJ C 282），與消費者契約相關之說明（當時為第 5 條）中之第二

段。 
“The definition of consumer contracts corresponds to that contained in Article 13 of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its purpose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weaker party… Similarly, the rule does not apply to contracts made by traders, manufacturers 
or persons in the exercise of a profession … who buy equipment or obtain services for that trade or 
profession.” 

而後在羅馬 I 規則之補充說明 24（Recital 24）中，亦對於布魯塞爾 I 規則與羅馬 I 規則在消費

者契約之適用與定義上之相互配合。 
127 第 15 條 1 項 3 款，原文為： 
…the contract has been concluded with a person who pursues commerci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 Member State of the consumer’s domicile or, by any means, directs such activities to that Member 
State or to several States including that Member State, and the contract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such 
activities. 

128 第 15 條 1 項 1、2 款，原文為： 
…it is a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s on instalment credit terms;  
or it is a contract for a loan repayable by instalments, or for any other form of credit, made to finance 

the sale of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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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縮乃是避免企業經營者遭受不公平之突襲訴訟。例如消費者主動出國採購，如

被採購之經營者未對消費者之住所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業行為（如未在該國經銷或

廣告），因在此情形中經營者並不知該消費者為外國人，且經營者並未在消費者之

住所地佈建商業經營，無法對訴訟作完善準備，因此消費者不能適用保護管轄機

制；反之，若該經營者在消費者住所地有所商業佈建，則表示經營者對該地之法律

與相關情況有所暸解，並具有相關消費爭議解決之準備。 

在羅馬I規則之消費者契約準據法上，對於業者之行為採與布魯塞爾I相同之規

定；換言之，業者需在消費者之慣常居所地從事或主持商業行為、且契約之內容與

該商業行為相關 129。然而羅馬I規則之消費者保護規定未納入如布魯塞爾I中特定方

式之分期付款有關之契約。 

需補充的是，既使在成員國內無住所、無前述分支機構、代理人、或其他建置

之企業經營者，若與住於成員國之消費者簽訂消費者契約，亦有可能於成員國內被

起訴。此為布魯塞爾I規則第 4 條效力下所生之結果，其規定對被成員國內未有住所

之被告，在無專屬管轄與合意管轄之情形下，其管轄權由該成員國繫屬法院之法律

決定之 130。而由於多數歐體成員國之內國法已將布魯塞爾I規則中之消費者保護管

轄規定納入其內國法中 131，所以消費者可直接適用其住所地內國法，於其住所地法

院起訴住於成員國外之企業經營者。以蘇格蘭為例，若美國企業經營者與住於蘇格

                                                        
有關特定分期付款之形式與要件，本文將不予深入討論。原因是歐體執委會於 2009 年布魯塞爾

規約 I 之綠皮書中 3.8.2 章（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44/2001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COM 
(2009) 174 final, at Ch 3.8.2 p.10）解釋第 15 條第 1、2 項中之分期付款型態已與現金消費與信用型

態相脫節，日後將會刪除 (do no longer correspond to the evolving consumer credit market where 
various other types of credit products have developed)。 

129 原文為…provided that the professional:(a) pursues his commerci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consumer has his habitual residence, or (b) by any means, directs such activities to that 
country or to several countries including that country…。 

130 第 4 條第 1 項，原文為： 
…If the defendant is not domiciled in a Member Stat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s of each Member 

State shall, subject to Articles 22 and 23, be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that Member State. 
131 詳細可參考歐體委員會於 2007 年出版之布魯塞爾I規則於成員國中適用情況之報告與解釋性

備忘錄。Burkhard, Hess; Pfeiffer, Thomas and Schlosser, Peter,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 Brussels I in the Member States,” JLS/C4/2005/03 (The New Schlosser Report) para.318-346, 
(139-148), Study on Residual Jurisdiction: Review of the Member States’ Rules concerning the “Residual 
Jurisdiction” of their cour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pursuant to the Brussels I and II Regulations 
JLS/C4/2005/07-30-CE)0040309/00-37 para.54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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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之消費者簽訂契約，而該約又屬於蘇格蘭法之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內，蘇格蘭消

費者可適用其保護管轄規定，於其住所地起訴該美國經營者 132。 

3. 消費者保護管轄之沿革與電子商務之衝擊 

於 1968 布魯塞爾公約成立時，消費者（CONSUMER）一詞並未出現於保護管

轄規定中，而其前身為「分期付款與借貸事項管轄」（ JURISDICTION IN 

MATTERS RELATING TO INSTALMENT SALES AND LOANS）。在 1978 年歐體

法庭於BERTRAND案將消費者保護之意涵導入該規定中 133，說明特殊事件性質管轄

必須要由消費者保護之意願為啟發，因為消費者被認為是為交易上之弱勢且在法律

上之經驗不如企業經營者 134。爾後於 1978 年之「布魯塞爾使用公約」135 中納入消

費者保護規定。消費者保護程序目的在於給予消費者在訴訟程序上能與企業經營者

攻擊防禦之平等位置 136。而如本文前言所述，消費者不如企業經營者般具有龐大經

濟資源與談判實力，而其不應該被迫負擔跨國或遠距離訴訟之勞費與成本 137；反

之，對於勞費與成本之風險，企業經營者則能轉嫁於其商品之銷售價格或保險上

 138。 

而在 2000 年布魯塞爾公約更改為布魯塞爾I規則時，消費者保護程序規定作出

若干能因應電子商務環境之修正。新條文中「於消費者之住所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

                                                      
132 可參照Civil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Act 1982, Schedule 8 Rules as to Jurisdiction in Scotland 

之第 3 條有關消費者契約之規定，其並未限定被告需住於成員國內。該法條可至英國OPSI網站檢

索，http://www.opsi.gov.uk/RevisedStatutes/Acts/ukpga/1982/cukpga_19820027_en_22，最後瀏覽日

期：2010/06/01。 
133 Case C-150/77 Bertrand v Paul Otto KG, 1978 ECR 1431 para. 13. 

134  Ibid. Bertrand, para.21; also in C-89/91, Shearson Lehmann Hutton Inc v TVB 
Treuhandgesellschaft fueur Vermogensverwaltung und Beteiligungen mbH [1993] ECR 0139, para 18. 

135 The United Kingdom, Danish and Irish Accession Convention, 1978 OJ L 304/1. 
136 Recital 13 of the Brussels I Regulation. 
137 Jenard, “Report concerning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1979 OJ C 59; Schlosser,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Ire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nd to the 
Protocol on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Court of Justice,” 1979 OJ C 59, 71 117. 

138 參考amendment 3 with justification in the Report from Rapporteur Diana Wallis: “Report on th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Committee on Legal Affair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Rapporteur, Diana 
Wallis, COM 348-C5-0169/1999-1999/0154 (CN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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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行為」（…PURSUES COMMERCIAL O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IN THE 

MEMBER STATE OF THE CONSUMER’S DOMICILE OR, BY ANY MEANS, 

DIRECTS SUCH ACTIVITIES TO THAT MEMBER STATE OR TO SEVERAL 

STATES IINCLUDING THAT MEMBER STATE）是針對網際網路無地域性，企業

經營者在網路上之商業行為並不會受傳統疆域概念所限而做出之修改。然而此修改

招致諸多討論，最主要為企業經營者在此規定下恐有「被訴突襲」之風險，因企業

經營者本身也無法得知其在網路上無遠弗屆之商業行為會使其在何處被訴。對此歐

體執委會與理事會（EU COMMISSION AND EU COUNCIL）經過多次討論，做出

一暫時之妥協性解釋，爾後之詳細定義須待歐體法院於舉體案例中做出詳細解釋

 139。妥協性解釋對消費者契約能適用保護程序訂定兩個要件：企業經營者需在網路

上有「意圖」對消費者之住所地為商業行為（TO TARGET ITS ACTIVITIES AT 

THE MEMBER STATE）、以及爾後簽訂之契約必須合於該商業行為之框架內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TS ACTIVITIES）140。 

上開歐體以當事人網路行為作為判定管轄權之基礎，因其難以做出網路空間與

物理空間之關聯，導致諸多非議。而正由於網際網路之非地域性動搖了傳統國家司

法主權之概念，亦模糊司法管轄之界線。而歐體執委會對此問題，除了採如我國消

費 者 法 規 所 倡 導 之 「 裁 判 外 紛 爭 處 理 」 （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網上裁判外紛爭處理」（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與仲裁為爭議解決外，其在 2008 年開始施行之「歐洲小額訴訟程

序規則 141」採取便民之程序辦法，處理跨國消費者契約之問題。 

                                                      
139 詳細論點請參考歐體執委會出版之報告：‘Comments for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EC)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1999 
COM 1999 348 final) chapter 1, comment to Art. 15; ‘Opinion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EC)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J 2000 C117/02); and “Amended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COM(2000) 689 final _ 1999/0154 (CNS); OJ 2001 C 62 E/17)。 

140 在羅馬規則I中之補充說明第 24 條（Recital 24），對商業行為之說明為。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an undertaking to target its activities at the Member State of the consumer's 

residence, or at a number of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that Member State; a contract must also be 
conclu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ts activities。 

141 EC 861/2007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2007 OJ 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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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國與消費者保護程序管轄權相關規定與歐體、海牙之比較 

相較於歐體對消費者採取較「主動」保護方式，在原則上限縮業者只得於消費

者住所地起訴；我則是採「被動」之方式，其並未強制業者只得於消費者住所地法

院起訴消費者，而是限縮業者再消費者契約中以議定管轄權之方式剝奪消費者權

利。我國於此在立法之考量上，有兩點優於歐體之主動保護作法。 

(1) 避免管轄權過度擴張 

因電子商務無國界，跨國契約已無以往之難度，而此對非交易專業之消費者而

言雖帶來無窮之便利，但是跨國之紛爭處理卻非一般消費者能勝任。歐體之相關規

定雖重視消費者權益，但是對未有意在歐體佈建商業行為之電子商務業者而言，有

公平性之疑慮。雖歐體有加入業者需在消費者之住所地「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業行

為」之但書，然對於「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業行為」之認定，歐體委執委會（EC 

COMMISSION）與理事會（EC COUNCIL）對此討論多年，最終結論僅為一折衷之

臨時解釋 142，足見電子商務之跨地域性對傳統管轄權概念之衝擊。而我國僅對消費

者契約中之合意管轄做出限制，既可保護消費者使其免於接受不公平之管轄議訂條

款，又可避免管轄過度擴張之問題。 

(2) 顧及程序法之安定性 

做為一例外，歐體之消費者程序保護規定對歐體布魯塞爾I規則之「以原就被」

（actor sequitur forum rei）原則中之管轄權安定性產生一定之影響。而歐體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亦持續的在其判決中做出對於有背「以原就

被」管轄權基本原則之「特別規定」，基於程序法之安定性，此類規定之適用範圍

需嚴格審慎認定 143。歐體法院在法之安定性考量卻間接限縮其消費者與弱勢對於其

保護程序之適用。於此，我國僅對不公平之管轄條款加以限制，整體不違背「以原

                                                      
142 相關之報告與討論內容於註釋 139 之歐體執委會官方文件中。羅馬I規則補充說明第 24 條

（Recital 24）中亦提出最後解釋需賴歐體法庭於處理相關案例時做出。 
143 歐體法院於此有關之最近判決為Case C-462/06 Glaxosmithkline v Jean-Pierre Rouard [2008] 

ECR I-3965，提到…that the rules of special jurisdiction must be interpreted strictly and cannot be given 
an interpretation going beyond the cases expressly envisaged by the Regulation. (inter alia, Case C 103/05 
Reisch Montage [2006] ECR I 6827, paragraph 23, and Case C 98/06 Freeport [2007] ECR I 0000, 
paragrap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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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原則之適用，即能給予消費者程序保障、又不會破壞管轄權之安定原則。 

針對程序法之安定性之考量，目前之海牙國際法會議於其「2005 法院選擇公

約」（2005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以例外之方

式將消費者契約之法院選擇（管轄權合意）排除在此公約之適用 144。海牙國際會議

對於商業管轄權之爭議，早於兩千年渥太華會議做出一統整之報告 145，對於可於網

路與非網路上執行之契約做出相關探討。對消費者保護管轄規定亦多做修整，然其

亦面對與歐體執委會及理事會所爭論之爭議，而由於該項爭議過大，海牙方面便推

出較無爭議之法院選擇公約，且將消費者保護相關之管轄排除適用。是以會未來會

員國無論是採以歐體之「主動」形式保護、或我國「被動」形式保護，皆不會被該

公約所影響。然值得一提的是，該公約對消費者契約之定義，卻比歐體相關規定嚴

謹而合理。其定義程序保護規定之消費者為「主要為個人、家族、家庭為消費目的

之自然人」（A NATURAL PERSON ACTING PRIMARILY FOR PERSONAL, 

FAMILY OR HOUSEHOLD PURPOSES（A CONSUMER））146，此訂以較歐體之

「交易專業」或我國之「法人或商人」更為嚴謹，而更能解決我國法律適用中，對

於小商人為其商業經營無關之購物問題，值得為我於未來立法或法條補充解釋做參

考。 

雖然我國民訴法與消保相關管轄權保護規定於作法上優於歐體之相關規定，但

歐體在此間之相關經驗與立法上之細心對我立法仍有諸多參考之處。 

(1) 對非法人與商人有利之管轄權合意之適用 

歐體消費者程序保護規定於布魯塞爾I規則第 17 條僅排除對消費者不利與不公

平之管轄權適用，相較於我國相關規定，於民訴第 28 條第 2 項之適用中，該消費

者（非法人或商人）須具狀聲請移轉管轄，換言之，同法第 25 條之擬制之合意管

轄仍得適用；另同法於第 436 之 9 條小額程序適用上，是直接排除第 24 條之管轄

                                                      
144 HCCH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詳見海牙國際法會議網站

http://www.hcch.net/index_en.php?act=conventions.text&cid=98，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145 同前註，HCCH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Ottawa, 

28 February to 1 March 2000。由於該文件時效性已過，官方網站以移除該報告。然報告仍可於

Consumer Protect Technology ORG 之 網 站 下 載 ， http://www.cptech.org/ecom/jurisdiction/ 
hagu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09/11/19。 

146 HCCH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Art.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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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之適用。而對於消費者或弱勢有利之管轄權議定條款之效力，我高等法院 92

年年法律座談會民事類提案第 27 號中對相關議題提出討論 147，後多數同意應於特

定事件中對第 436 之 9 條做目的性限縮，准許對消費者或弱勢有利之管轄議定適

用。我雖在事後做出相關解釋，在解釋文中言明此為「立法者之疏忽」148。足見我

國立法技術上雖然優異，然在許多細節上仍有改進空間。 

(2) 從事商業行為之認定 

此點雖然在歐體執委會與理事會有諸多討論，討論之主題則是環繞在「電子商

務之跨地域性影響」。而我立法對於外國業者何以能構成「對台有商業行為」並未

加以解釋與定義，未來外國之業者是否能以「其網路上之商店並無意在台從事商業

行為」，為理由做為抗辯。此點在學界或實務上需做進一步解釋。 

(3) 在網路上消費關係發生地 

網路消費關係發生地之問題，已在先前之章節論述。我國法規雖排除業者對消

費者不利之管轄權議定條款適用。業者仍可以「網路消費關係發生地之主機、或伺

服器所在於業者之營業場所，是以其合於消保法第 47 條之意旨。」來達成在其住

所地就近起訴消費者，以及使消費者因遠距訴訟勞費之關係放棄自身權利爭取之目

的。此問題於民訴第 436 之 9 條適用上亦會顯現，該條只對合意管轄作出直接排

除，但若業者對消費關係法聲地做出之對其有利之解釋，並無法排除適用。 

5. 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新法之相關討論 

有關消費者契約準據法部分，我國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新法已於民國 99 年 5

月公佈，將於 100 年 5 月施行。其中「開心農場」消費爭議以及歐體羅馬 I 規則消

費者保護相關有以下兩條。 

                                                      
147 詳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 年法律座談會彙編 (2004)。 
第 436 條之 9 於增訂時，立法者顯未慮及「小額事件當事人之一造為法人或商人時，其預定用

於同類契約之債務履行地條款或合意管轄條款，反而有利於經濟上弱勢一方」之情事，是該立法

顯然疏漏。為貫徹該法條保障弱勢一方之意旨，自應於特定事件中對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 做

目的性限縮。亦即由於立法者之疏忽，未將之排除在外，為貫徹規範意旨，乃將該一類型排除在

該法律（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9）適用範圍之外。 
148 詳於前註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2 年法律座談會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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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關於由侵權行為而生之債，依侵權行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切之法律

者，依該法律。 

第 26 條： 因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致生損害者，被害人與商品製造人間之法律關

係，依商品製造人之本國法。但如商品製造人事前同意或可預見該商品

於下列任一法律施行之地域內銷售，並經被害人選定該法律為應適用之

法律者，依該法律： 

 一、損害發生地法。 

 二、被害人買受該商品地之法。 

 三、被害人之本國法。 

除第 25 條之侵權行為為舊法第 9 條之修正外，第 26 條皆為新條文在之性質

上，可歸為消費者程序保護之準據法規定。新法於第 26 條中採用類似歐體規則中

之「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業行為」之規定，是以「可預見該商品於該法律施行之地

域內銷售」之方式，來劃分外國業者所適用之準據法。姑且不論「可預見性」與

「於該地從事主持相關行為」之立法技術優劣，未來業者在「可預見性」只舉證與

法院之相關判定上，是否有較具象之依據已有利訴訟兩造提出證據。換言之，電子

商務業者如何能證明其商品（電子程序）無法預見會在台灣被使用，變成一個嚴苛

的問題。而我是否考慮採用目前業界普遍之做法，採在網站以聲明之方式言明其商

品不對外（或某特定國家）銷售，之隔離限制方式（RING-FENCING），仍需未來

在立法理由上加以解釋。再者而言，此一「可預見性」之法理是否可用於涉外事件

之管轄權，做為外國業者對我國法院管轄之抗辯依據，亦需要深入探討。 

目前對於「可預見性」之定義可以確知的，是我國我言之「可預見性」是為業

者可預見其商品在台灣使用之可能。較類似於國際間對於「主動向國外業者購物，

而該業這並未在該消費者住居所地具任何業務」之消費者給予消費者保護程序之豁

免。而此一「可預見性」應與美國侵權行為法所定義之「FORSEEABILITY」有所

不同，美國法是指於合理推測下該行為可能發生之結果，而此等定義與跨國銷售所

發生之行為在適用上大相逕庭。 

(二) 歐體小額訴訟程序 

歐體小額訴訟程序（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為歐體



 由歐體經驗探討台灣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解決機制之研究－以臉書網站「開心農場」遊戲為例 155 

861/2007 號規則而於 2009 年 1 月開始適用於歐體成員國。與布魯塞爾I公約相同適

用於成員國間之跨國程序 149。對於進行小額標的訴訟會因程序上可能產生之勞費與

耗時而致利益失衡，歐體此一小額規則之目的是藉由程序之簡化，建立快速、經濟

之途徑使當事人獲得正義 150。 

將歐洲小額訴訟程序規則成為消費者獲得正義之途徑乃是基於歐體執委會之共

同市場消費者爭議處裡綠皮書 151。其中指出無論是就消費者或中小企業而言，經由

司法系統為爭議解決太過昂貴、緩慢與困難，而此不利對於小額之爭議處理為主要

之阻礙 152。此外，基於歐體條約第 65 條（c）項之意旨在於消除成員國間民事程序

之壁障，於必要時推行相容於成員國間之規則 153，藉由壁障之消除，可達成人民、

貨物以及服務自由流通。 

所謂之「小額」乃指標的 2000 歐元以內之訴訟，而此規則之適用對象不僅限

於個人與消費者，中小型企業甚至大型企業亦可適用此一小額程序進行爭端解決。

而此項彈性之另一項好處乃在於其可適用於新興電子商務中出現之消費者對消費者

商業交易（C2C BUSINESS TRANSACTION）關係，當爭議之雙方皆為「非交易專

業」時，因雙方皆可被視為「交易中之弱勢」而無從適用傳統消費者保護法「抑強

助弱」之消費者保護機制。然既使交易雙方皆為弱勢，不代表其在司法程序上無勞

費與耗時之障礙，雙方仍需要簡化及有效之爭議解決機制。而小額訴訟程序規則之

                                                      
149 經委員會討論，為避免歐洲小額訴訟程序與成員國內國法之小額程序相衝突，歐洲小額訴訟

程序僅適用於跨國訴訟。詳情可參考英國對歐洲小額程序之報告說明House of Loads, “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Report with Evidence, European Union Committee” (23rd Report of Session 
2005–06, HL paper 118), at Scope of application—the cross–border question, at para. 51-72 (17-21)。 

150 歐洲小額程序規則中之補充說明第 7 條（Recital 7）。 
151 Commission (EC), “Green Paper on Access of Consumers to Justi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Consumer Disputes in the Single Market” (Green Paper) COM (1993) 576 final. 綠皮書前則有一份相

關報告Commission (EC), ‘Action Plan on Consumer Access to Justice and the Settlement of Consumer 
Disput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COM(1996) 13 final。 

而與之相關學術文章方面，可參考 Xandra Kramer, “A Major Step in the Harmonization of 
Procedural Law in Europe: the 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Accomplishments, New Features and 
Som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European Harmonization” in A Jongbloed (eds), The XIIIth World 
Congress of Procedural Law: The Belgian and Dutch Reports, Antwerpen, Intersentia, 253, 283 (2008); 
and Xandra Kramer, “The 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Striking the Balance between Simplicity 
and Fairness in European Litigation,” 2 Zeitschrift für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355, 373。 

152 註釋 151，Part III of the Green Paper。 
153 Article 65(c): …eliminating obstacles to the good functioning of civil proceedings, if necessary by 

promoting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rules on civil procedure applicable in the Member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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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對爭議之兩造皆可帶來程序簡化與勞費減少之效果。 

歐體小額訴訟程序有以下四個特性，「全書面審」、「電子通訊」、「限時判

決」、「無須律師」。 

1. 「全書面審」、「電子通訊」：程序之啟動與進行 

聲請人只需藉由填寫制式表格（以下簡稱聲請表）便可啟動小額訴訟程序，而

此聲請表附屬於歐體小額程序規則之附件中。當事人可由網路下載或至成員國內所

在之法院或消費者保護機關索取。聲請表主為選單勾選式之設計、具多國語言版

本，聲請人只需提供訴訟兩造之通訊資料與填妥訴訟之標的、並附上相關證據資料

與補充說明  154 以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等可為送達法院可接受之電子形式通訊方式

155  送達至管轄法院 156。 

審理之程序亦為全書面進行，承審法院於受理後，會於 14 天內將原告所填寫

聲請表及其所列相關書面證據之複印件、以及附屬於歐體小額程序規則附件中之被

告專用答覆表格（下簡稱答覆表）以掛號郵寄等方式確實送達予被告 157。被告於檔

送達後有 30 天時間準備回應，答覆表以及相關之書面證據亦以書面方式送達承審

法院 158。承審法院得斟酌是否須進行聽證「ORAL HEARING」即其他相關之證據

取得程序，若為必要其方式亦以書面與電子通訊方式為主 159，如證人以書面會電子

                                                      
154 前註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程序之啟動方式載於第 4 條，Art.4: … The claim form shall include a 

description of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claim and be accompanied, where appropriate, by any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s. 

155 對於「可接受之電子通訊方式」這一點，英國出版之報告（註釋 49）中具說明。規則中原本

欲以「全電子通訊方式」進行，藉由法院之互動性網頁，聲請人可直接在網路上填寫表格。但是

考量諸多法院並無可對應之網路技術、以及若干法官對於網路科技之障礙，電子郵件為可被普遍

接受之通訊方式。詳情可見An on–line procedure 於 116-122 段。 
156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4 條，Art.4:……by filling in standard claim Form A, as set out in Annex I, 

and lodging it with the court or tribunal with jurisdiction directly, by post or by any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fax or e-mail, acceptable to the Member State in which the procedure is 
commenced. 

157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5 條第 2 項A copy of the claim form, and, where applicable, of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together with the answer form thus filled in, shall be served on the defendant. 

158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5 條第 3 項The defendant shall submit his response within 30 days of 
service of the claim form and answer form …where appropriate, by any relevant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returning it to the court or tribunal, or in any other appropriate way not using the answer form. 

159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9 條第 1 項The court or tribunal may admit the taking of evidence through 
written statements of witnesses, experts or parties. It may also admit the taking of evidence through video 



 由歐體經驗探討台灣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解決機制之研究－以臉書網站「開心農場」遊戲為例 157 

郵件等方式交付證詞、以視訊會議或電話三方通話  160 方式為言詞辯論。 

由於歐體小額程序規則只適用於跨國訴訟，法院管轄權之決定需遵循前述之布

魯塞爾I規則。換言之，原則上適用「以原就被」規則，由被告住所地所在之法院受

理原告之小額訴訟表格。若原告為布魯塞爾I規則所定義之消費者且其契約可適用保

護管轄程序，消費者亦可於其住所地所在法院提起訴訟。然因訴訟為純書面進行，

兩造皆無到庭之必要，無論訴訟將由何法院繫屬，當事人只需支出相關之郵資費用

（若使用電子通訊，郵資亦可節省）於勞費上之負擔已大為減少。又歐體執委會於

訂定小額程序規則時，早已考慮布魯塞爾I規則中之條文與管轄權決定方式對一般民

眾而言過於複雜與難以理解，其除在附屬之聲請表中已用簡化之方式說明歐體之管

轄權規則外；小額程序規則中第 11 條亦規定成員國須確保當事人於填寫聲請或答

覆表時應可得實際之援助 161。而另一與程序相關之問題為準據法，而準據法之適用

則需遵循羅馬I規則 162，羅馬I規則中亦有消費者保護之準據法規定。 

2.「限時判決」、「無須律師」：小額程序之終結 

承審法院須在接到被告答覆表後 30 天內做出判決，如加上給予被告之準備時

間及法院於訴訟繫屬之作業流程，原則上自原告送達聲請表後不超過 75 日能得判

決結果，就跨國程序而言已相當快速。若於特別情事下之延遲則需註明相關時程與

可結束之時間 163，若有進行聽證之必要，法院則會給予雙方 30 天之準備時間 164。 

                                                        
conference or othe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f the technical means are available. 

160 於英國對歐洲小額程序之報告說明中（註釋 149），說明視訊會議或電話三方通話之程序進

行早已在英國若干法院實行。para.126 
161 The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parties can receive practical assistance in filling in the 

forms對此，英國對歐洲小額程序之報告說明提及各級法院以及消費者保護團體可為之實質援助，

而 英 文 版 之 相 關 宣 傳 手 冊 亦 可 於 ECC(European Consumer Centre) 網 站 中 下 載

http://www.ukecc.net/read_write/file/UK%20ECC%20Guide%20To%20The%20European%20Small%2
0Claims.pdf，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162 EC N593/2008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Rome I), 2008 OJ L177/6.礙於文章篇幅，於此不闡述羅馬I規則之相關規定。 

163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7 條第 1 項…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response from the defendant 
or the claimant within the time limits laid down in Article 5(3) or (6), the court or tribunal shall give a 
judgment, or: (a) demand further details concerning the claim from the parties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not exceeding 30 days; (b) take evidenc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9; or (c) summon the parties to 
an oral hearing to be held within 30 days of the summons。 

164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第 7 條第 2 項…The court or tribunal shall give the judgment either withi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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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於程序進行中無需律師，但不代表當事人不得請律師或相關法律專才為訴

訟之援助。對於此點，歐體執委會與歐洲消費者中心達成敗訴之當事人亦不能承擔

不合理程序及訴訟上之費用之共識，因此提出對於未聘請律師之當事人，其敗訴後

不應負擔對方所聘請之律師費用之建議 165。此共識於小額規則之補充說明第 29 條

中闡明，敗訴一方所負擔之訴訟費用需合理對應訴訟之價值、且應為程序進行之必

要花銷，如在程序進行中之郵資、必要檔案之翻譯費用、以及在法院於取證需要時

所聘請之律師或相關法律專家費用 166。 

(三) 歐體小額訴訟程序對我國小額訴訟程序之啟示 

歐體小額程序於運用上雖然是用於跨國之執行程序，然其程序之進行得以結合

相關通訊科技運用，使若干訴訟得以跨越距離趙成之藩籬，而其許多便民之作法足

以為我參考。 

我民訴第 436 之 8 至 32 條為小額訴訟程序，在第 436 之 9 條既以合意管轄不

適用之方式給予非法人或商人程序之保護。據此非法人或商人之消費者得以就近前

往其住所地之簡易法庭為訴訟。而相較歐體小額程序，其除經由布魯塞爾 I 規則賦

予消費者轄權之保障外，其還准許消費者使用科技通訊形式為訴訟，此一便利性對

於統合後歐體之廣大領土，無論是業者會消費者皆帶來許多方便。事實上其是以

「訴訟之便利」最為消費者有利之後盾，除了網路上可直接下載書狀外，就書狀之

撰寫，消費者得以求助當地之消保單位，或是地方政府機構皆有設立相關服務據

點，以便民之方式指導書狀之繕寫。相對於我小額訴訟程序於第 436 之 11 條得於

夜間或假日開庭之規定，歐體則是以無需出庭為原則，必要以書面或視訊會議、或

其他通訊方式做聽證。此項設計可跨越庭期安排之不便，上無論是對消費者，或是

法官而言皆相當方便。 

                                                        
days of any oral hearing or after having received all information necessary for giving the judgment. The 
judgment shall be served on the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3。 

165 Para 228-232. 
166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之補充說明第 29 條，Recital 29: …costs result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other 

party was represented by a lawyer or another legal professional, or any costs arising from the service or 
translation of documents which are proportionate to the value of the claim or which were necessarily 
in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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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歐體相關之便民做法而我小額程序之適用上，其便民之部分皆為技術性

質，換言之，只是將小額程序電子化。在實務作法上只須添購相關設備，並不需要

做相關修法。而歐體小額程序之初衷，亦是在於以電子化跨越地域之特質運用於程

序中，以此項特性跨越電子商務跨地域性對管轄權造成之衝擊。是以全書面進行及

電子通訊之方式，使訴訟之兩造不受地域限制。尤以用於小額糾紛，消費者不會因

勞費因素放棄資深權利之爭取。 

五、結論 
－歐體相關經驗對我國消費者保護之啟示 

雖我國未有如歐體成員國之間以多邊條約統整成員國間涉外事件處理與法院管

轄規範，然歐體規則於消費者程序保障之精神值得我參考之處為在於如何給予交易

之弱勢平等之訴訟攻防機會，而使能獨立經由法庭或其他程序獲得正義，而非一昧

保護弱勢。 

而對於未來諸如「開心農場」之跨國消費爭議之處理，我國於立法上，需落實

電子商務交易法律適用之相關解釋；行政上，相關機構須加強輔導與監管職能；而

於司法上，應正視消費者在訴訟制度遂行上之不利益。 

(一) 電子商務交易法律適用 

歐體布魯塞爾 I 與羅馬 I 規則中於消費者程序保護之立法上，除思考如何能消

弭消費者於訴訟程序進行上之不利外；亦充分考慮保護程序對業者之影響。於前述

提及歐體執委會與理事會對於如何定義業者於網路上對某地「從事或主持商業或專

業行為」之討論，主軸便是在於「消費者保護程序」適用範圍之調整，使業者能避

免若干不公平情事。就此點而言，相較於歐體立法上對於網路行為之認定之仔細，

我國消保法所採用之「消費關係發生地」一詞於電子商務之適用上，仍需進一步解

釋與說明。我國或可以參考歐體解釋，以電子商務業者是否「在台從事或主持商業

行為」作為消費關係地是否為台灣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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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歐體消費者保護程序基於對契約自由原則之尊重，對於消費者契約

之管轄合意並非完全否定，而是在立法預先思考與設立消費者權益於管轄權議定條

款中所可能遭受之不公平情事，進而對不公平之處加以限制 167。此點相較於民訴第

436 之 9 條對於管轄權合意效力全盤否認之情況，歐體在立法上之用心與細心，實

可為我立法機關參考 168。此外，對於可適用消費者程序保護之「消費者」認定方

面，我國是採於B2C契約中保護其中非法人與商人之方式，然對於非法人或商人之

認定，相對於海牙「2005 法院選擇公約」中隊消費者為之「主要為個人、家族、家

庭為消費目的之自然人」之較嚴謹定義，我在此認定上實有進步空間。 

(二) 主管機關監督職能之落實 

對於如何能參與並加強國際合作，經濟部「98 年線上爭議處理及客服申訴機制

建議報告書」建議我國消費者保護機構或團體為合作之媒介，與國外的同宗旨的組

織合作，以協助當事人自主解決糾紛。事實上，UNCITRAL、OECD或歐體  169 等國

際組織在電子商務方面皆已建立相關合作機制與平臺，而我國礙於國際現實，無法

加入相關之經貿合作機構，以致我國雖在內國法規上極力與國際接軌，但在資訊交

流與合作上確力有未逮。據此，除期望主管機關能破除障礙，多爭取合作之可能

外。我消費者保護相關機構仍可確立監管職能，並成立示警機制，對於未能合乎電

子商務消費者保護規範、或是對消費者保障有疑慮的外國業者，若無法經由相關管

道糾正該業者之行為，我主管機關及消保團體可透過示警機制或相關媒體發布訊

息，對消費者為通知。 

(三) 程序保護 

對消費者權利之保障，司法不能純粹以對消費推行非訟形式之仲裁或替代爭端

                                                      
167 需補充的是，歐體在準據法所適用的羅馬I規則，雖允許當事人對契約中訂定準據法，然所

選之法規不能排除消費者慣常居所地之法律適用。換言之，若該消費者慣常居所地之消保法規所

提供之保障優於所選法規，消費者能可適用該保障較佳之消保法規。 
168 參照註釋 148 會議中確實也承認我立法有疏漏之處。 
169  對於歐體電子商務之發展，可參照歐體消費者保護委員會（ECC-NET）對此之報告 

http://ec.europa.eu/consumers/ecc/publications_en.htm，最後瀏覽日期：201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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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機制而忽略消費者進行訴訟以求救濟之權利。反之，司法應正視消費者在訴訟

制度遂行上之不利益、以及不利益對消費者基本權造成之侵害。於此，歐體對消費

者與弱勢權益之重視，是將消費者保護程序置於特殊事件管轄之位階，使其適用高

於一般管轄與合意管轄規定。歐體程序保護是針對交易中之弱勢，除消費者契約

外、保險與勞動契約皆設有保護程序。保護程序之意旨，為給予訴訟中之弱勢平等

機會為訴訟上之攻防，而非一昧的給予弱勢保護。歐體規則在此間之立法目的與精

神、以及在程序保障上之具體規範，實可為我國在訴訟程序之適用上之參考。  

(四) 歐體小額程序規則與我國能施行之具體措施 

雖歐體小額訴訟程序之適用範圍為跨國訴訟，然其「全書面審」、「電子通

訊」之跨地域特性；以及「限時判決」、「無須律師」之便民特性，可運用於我國

相關之內國訴訟程序規定中。尤以考量消費者之需求，就歐體小額程序於通訊科技

之運用上，除可在我簡易庭裝裝設相關電子設備外，亦可於消保法第 48 條「高等

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得設立消費專庭或指定專人審理消費訴訟事件。」，所

言之消費專庭中處理相關消費事件。於專庭之設立上之具體措施可參考下列描述： 

1. 於消費案就之受理上設立「單一視窗」，架設相關網站與相關實體收件方式。消

費者或業者得經由網站、各級法院、或公私立消費者保護單位下載或取得聲請表

格。於填妥後以電子或實體郵件方式，以及直接向各級法院或鄉管銷保單位投

遞。 

2. 而相關聲請表格之填寫，亦可參考歐體之機制，消費者可求助於相關消保單位，

經專人與以輔導。 

3. 於台灣之法院間建構通訊網路，採用視訊會議設備以及相關設施。若事件有需要

進行言詞辯論程序與其他需要證人或相關人士出庭之情況，被傳喚人士可就近出

庭以視訊方式進行程序。 

4. 而以電子通訊為程序進行之基礎，於涉外事件之進行上，我受理事件之法院亦可

以電子通訊方式知會該外國法院，詢問以視訊方式最為程序進行之可能性。若電

子商務業者為外國公司，我國法法院亦可直接以電子通訊方式對其聯繫，若該外

國公司設有視訊會議裝備，亦可直接以通訊方式進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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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面或電子通訊方式進行，住居地遠隔於管轄法院之當事人得以減少其不便

及勞費負擔。而於網路上發生之消費關係，消費者亦無需考量其關係發生地之所

在，只需將訴訟所需檔（如歐體小額程序中之聲請表）送達至位消費專庭設立之單

一窗口即可。此法亦可對網路行為發生地無法判斷之問題予以迴避。網路科技之跨

地域便利性若能運用於訴訟程序之簡化，其不但能排除網路科技於傳統管轄權法理

論帶來之困擾、亦可對法院與當事人帶來時程縮短之便利。再言之，台灣向來以科

技島自居。若法界能於實務運作上於消費者專庭採取此一措施，不吝為良好之宣

傳，得以使台灣能見度提升。 

上開所述之消費者保護程序與電子通訊化程序，若要在我國實行，是否具有法

理基礎？亦即：消費者與弱勢團體是否有必要於程序上給予一定權利？而是否與民

事訴訟之目的論相關連？又：消保法新修正方案要宣導利用仲裁制度處理重大消費

爭議，消費者是否仍需要訴訟程序上之簡化與保護？ 

憲法在承認國民主權同時，為保障人民之自由、財產等基本權利，承認人民有

訴訟權、並設司法使其依法裁判當事人間之法律爭訟。民事訴訟制度之設計與運作

在為使當事人能追求保護系爭之實體利益，若未能留意或防免過分之勞力、時間或

費用付出造成程序上不利益，其不僅對系爭之實體利益造成影響，亦將對系爭標的

外之財產權、自由權或生存權等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造成減損。尤以消費爭議多屬

小額權利，程序上進行所造成之不利益對消費者系爭權利實現造成相當比例之減

損，以致消費者無從平等使用法院，而違反其在憲法中所保障之基本權益 170。 

據此，相對電子商務於我訴訟程序與消費者保護之衝擊，歐體以程序進行電子

化之方式來消弭地域、管轄之隔閡。而我國除前述在法律適用、主管機關職能、程

序保障所建構之消費者保護網外，或可納入歐體小額程序規則之若干優點，為消費

者能有快速及經濟之救濟管道。 

                                                      
170 參照邱聯恭，「民事訴訟之目的－以消費者保護訴訟為例」，第 3 章法尋求說之提倡，台大

法學論叢，第 24 卷第 1 期，289-325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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