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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之禁止規範時，該

法律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如何，我國公平交易法並未明文規定，而應回歸民法第 71

條規定之適用。我國實務上於適用民法第 71 條時，將強制禁制規範區分為「效力

規定」和「取締規定」，並認為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性質上屬於「取締規定」，並不

影響法律行為之效力。本文之論述主要在於質疑此一區分與判斷標準是否適當，並

從比較法的觀點，認為應該就不同類型之違反行為，分別加以判斷，而且在適用民

法第 71 條時，法律行為是否有效，在強制禁止規範未明文規定之情形下，仍應考

慮其立法意旨與規範目的，並以之為判斷標準，如此才能妥適解決問題，並達成法

律規範之目的，避免違法者仍然可以獲取法律所欲禁止之不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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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摘要 

原告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於第一審起訴主張被告巨擘科技公司於 1997 年

和其簽訂專利授權契約，依該授權契約，被告得使用原告有關 CD-R 之專利，並應

給付原告權利金及交付相關權利金報告。詎被告於簽約後，僅交付一期權利金後即

違約拒絕給付權利金，亦不交付權利金報告，被上訴人乃於 2000 年終止本件授權

契約，並依系爭授權契約請求契約終止前之權利金即遲延利息並請求交付權利金報

告。 

被告主要之抗辯為，系爭授權契約所約定之權利金條款，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92 年度訴字第 908 號及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度判字第 553 號判決，認定其違反公

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10 條之規定，則依我國民法第 71 條規定，應認系爭權

利金條款約定無效。 

案經新竹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被告敗訴1，法院認為原告在 CD-R 光碟片技術市

場，係屬公平交易法所稱「獨占事業」，且其在市場情事顯著變更情況下，仍不予

被授權人談判之機會，及繼續維持其原授權金之計價方式，屬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

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其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授權協議之重

要交易資訊，並禁止專利有效性之異議，為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之情，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96 年判字第 553 號、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 92 年訴字第 908 號判決在案。法院認為民法第 71 條「所謂『並不以之為無效』

者，係指因法律本身有明文規定其他效力，或自法律規定之目的言之，僅對於違反

者加以制裁以防制其行為，非以之為無效者而言。而究竟為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

應自該法律之目的觀之，前者重在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價值，非以違法行為為無

效，不能達其立法目的；後者則重在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目的僅在防止該法

律上之事實行為發生」，其並進一步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雖為強行規定，然

該規定之目的著重在避免獨占行為之出現而破壞自由市場經濟競爭之運作，此由違

反效果係對違反者以行政罰及刑罰加以制裁，即可見其目的係為防制獨占行為，該

                                                      
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88年度重訴字第 37號判決，2008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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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占行為是否無效，並不能達到維持公平自由交易競爭之目的。是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規定係取締規定，係屬民法第 71 條後段所述情形，違反該法規定之行為並不

因此而無效」，因此判決被告仍有依契約給付權利金之義務。 

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智慧財產法院仍維持原審判決，駁回上訴2，其主要理由

為，違反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不得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

之決定維持或變更，同法第 41 條設有限期停止或改正之要求及罰鍰規定，對於未

依限期停止或改正之行為人，同法第 35 條則設有刑罰之規定，由上開立法內容以

觀，公平法對於前已發生之行為，係以行政罰處罰之，「此一行政罰並非為填補個

人或其他企業所受之損害，而係政府機關對於破壞市場公平交易秩序者所課予之處

罰，上開規定性質上乃屬行政機關本於行政高權所為之公法上行為，對於私法上契

約當事人間有關權利義務究竟如何規範，實則並未明文。質言之，公平法第 10 條

第 2 款、第 41 條、第 35 條等規定，均非私法上權利義務及其效力之特別規定，有

關當事人間私法上權利義務之內容及私法契約之效力如何，仍應依民事相關規定解

釋，非藉由公平法定奪」，「上訴人將公平交易委員會上開公法上之處分，作為其

與被上訴人間私法契約關係效力有無認定之依據，顯係誤將二種不同性質之程序混

為一談」。雖然如此，智慧財產法院認為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性質上應

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因而並不影響授權契約之效力，兩造間系爭契約有關

授權金之約定仍屬有效3。 

二、問題之提出 

本案涉及之爭點，主要為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之規定，是否影響授權

契約效力之問題。雖然本案仍涉及其他爭點，包括準據法、是否涉及情事變更或基

                                                      
2 智慧財產法院 97年度民專上字第 14號民事判決。 
3 本案判決後，原上訴人不服，繼續上訴至第三審，最高法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法

院，其理由主要在於我國法院是否有管轄權，以及是否應以荷蘭法為準據法。另外，本案於本文

完成後，經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民專上更（一）字第 9號民事判決，將原本判決巨擘科技公司應
給付日幣 23億多元，以情事變更為理由，改判為日幣 7億多元，惟對於本文所探討之問題，仍然
維持原審判決理由，認為民法第 71條為取締規定，違反之行為並不因此而無效。是以本文仍以原
上訴審智慧財產法院之判決為討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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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事實變更、如何計算權利金等，然這些並非本文所欲探討之問題。 

我國公平交易法中有關限制競爭之規範，對於違反之行為，雖規定行政機關有

採取一定行政措施之權限，並有若干處罰之規定（第 35 條以下），但對於該等行

為在私法上之效力，除規定排除侵害、防止侵害（第 30 條）以及損害賠償（第 31

條）外，對於其法律效果如何，特別是該法律行為是否有效，則除第 18 條規定違

反商品轉售價格之約定規定無效外4，並無其他規定。 

由於公平交易法對於限制競爭之規範，性質上屬於強制禁止之規定，因此在公

平交易法對於違反其規定之法律行為之效力未規定之情形下，是否就回歸民法第 71

條規定之適用？而適用之結果，是否就屬於無效？或是有其他法律效果的可能性？

特別是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限制競爭行為類型相當多，有些行為固然是公平交易法

所直接禁止之限制競爭行為，這些違反限制競爭規範之法律行為，例如獨占事業以

法律行為進行法律所禁止之濫用市場地位行為，該法律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如何？

事業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而為聯合行為，該聯合行為之效力如何？更進一步，如

果事業以該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為基礎，進而為其他法律行為，甚至是和第三者所

為之法律行為，例如事業基於聯合行為共同決定抬高售價之協議，而銷售商品給第

三人，該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如何？上述這些不同類型的法律行為，其適用民法第

71條之情形與結果是否都是一樣？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比較法之觀察 

各國競爭法就上述問題大多未直接加以規範5，由於德國學說與實務上對此問題

                                                      
4 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雖然我國是將其列入不公平競爭規範，但在其他國家則是屬於限

制競爭之規範範疇。 
5 其他國家之情形，由於並非本文討論和論述之重點，僅在此簡述如下：美國有關反托拉斯的

規範，主要為休曼法 (Sherman Act) 和克萊登法 (Clayton Act)，雖然克萊登法第 4條對於違反之
情形，規定任何人可以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之行為而受之損害，請求三倍之賠償，但並未對於契

約之效力有所規定。在專利權濫用 (Misuse)，而違反反托拉斯法之情形，雖然專利權濫用未必就
違反反托拉斯法，然而違反反托拉斯法，或是不法擴張專利權範圍而造成反競爭之效果，通常則

是會被認為構成專利權之濫用，此種情形，其專利權不得行使 (Unenforceable)，除非其已經停止
該不當之行為，且濫用之效果已經消失，Herbert F. Schwartz et al., Patent Law and Practice, 6th Ed., 
201-203 (2008).。英國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 1998) 對於事業間之協議或事業團體之決議或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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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討論比較深入，因此本文主要以德國法之規範與司法實踐，以及其學說見解為基

礎，對上述問題加以探討，同時對於和德國關係的歐盟規範，也略為說明。 

(一) 德國之規範與適用 

德國有關限制競爭之規範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6，其對於違反

限制競爭之行為效力並未明文規定，由於其性質上屬於禁止規範，通說認為應該回

歸民法第 134 條之適用7，因此民法上有關法律行為違反禁止規範之規定，就扮演相

當重要之角色。以下先就德國民法第 134 條關於違反禁止規定無效之規範與適用加

以說明，再進一步就各種不同之違反限制競爭規範行為之效力加以分析探討。 

1. 民法有關法律行為無效之規定 

(1) 民法第 134條之之規範目的與適用 

有關法律行為無效之情形，德國於民法第 134 條規定：「違反法律禁止規定之

法律行為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通說認為其係對於法律行為

之「內容控制」（Inhaltskontrolle），對私法自治下法律行為之形成自由加以限制8。 

在適用上，並非法律行為一違反禁止之規定，就必然為無效，而是首先必須視

該被違反之禁止規範是否有規範其他法律效果，若無其他法律效果之規定，該法律

行為亦未必就是無效，而是應該透過解釋，探求該禁止規範之意義與目的，如果由

禁止規範之意義與目的，仍無法得出其他法律效果，該法律行為始為無效，因此學

                                                        
一致之行為，於第 2 條有所規範，但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僅於該條第 4 項規定：「任何違
反第一項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者，無效」。對於濫用獨占地位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之情
形，則規定於同法第 18條，其內容與歐盟前述內容相當，對於違反之法律行為效果亦未為規定。
韓國「獨占管制與公平交易法」(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 Trade Act, 2007) 第 19條第 4項，
對於違反聯合行為規範之契約效力，規定「事業為從事第一項所禁止之聯合行為所締結之契約，

於其參與之當事人間，無效」，亦即其並非絕對無效，而只是相對無效，在當事人之間無效。 
6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現行規定主要係於 2005年修正，並於 2005年 7月

14日生效。 
7 Jan Bernd Nordemann, in: Loewenheim/Meessen/Riesenkampff, Kartellrecht, 2. Auflage 2009, GWB 

§1, Rn 248; Götting,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GWB, 4. Auflage 2007, § 19 Rn 248. 
8 Wendtland,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Stand 2010, Edition 18, BGB § 134, R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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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認為民法第 134 條性質上含有解釋規範（Auslegungsregel）9，此一見解亦為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所肯認10。 

(2) 禁止規範之類型 

禁止規範未必要在法律條文上明示禁止，也可以經解釋（例如體系上之解釋）

而由該法之立法意旨與目的得知其為禁止規範11。任意性規範原則上固然不會是禁

止規定，但非任意性規範，並不必然就是禁止規定，是否為禁止規定，仍須視各規

範之立法意旨與目的定之12。 

德國學說上認為法律禁止之規範可以分為兩大類13，一是對於法律行為外部情

況（die äußeren Umstände）之禁止規定，例如對於締結契約方式之禁止規範14，此

種情形該法律行為仍屬有效，例如於法定營業時間結束後之銷售行為、未經醫生處

方而賣須有處方始可銷售的藥、單純違反營業或秩序的警察罰法；二是對於法律行

為規範內容（Regelungsgehalt）之禁止規定，違反之法律行為即應被禁止而屬無

效。 

(3) 如何探求禁止規範之意義與目的 

違反禁止規範之效果，如果該規範未規定其他法律效果，則是否為無效，如前

所述，應該透過解釋探求該禁止規範之意義與目的。在具體做法上，依德國實務之

見解，可以考慮的因素相當多，例如該禁止之規定係針對所有之當事人（特別是契

約雙方當事人）或只是針對一方當事人15，若所禁止者為雙方當事人，則通常其法

律行為屬無效，例如逃漏稅之約定，如果契約之主要目的在於逃漏稅，則可能會導

致其契約無效16；但如果其並非以逃漏稅為主要目的，則只有該部分之約定無效17。

                                                      
9 Armbrüst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 134, Rn 1, 5, Auflage 2006; Beck'scher Online-

Kommentar, a.a.O., Rn 10-12. 
10 BGH 143, 286;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13. Auflage 2009, § 134, Rn 8. 
11 BGH 51, 262; OLG Karlsruhe NJW-RR 02, 1206; Schulze u.a.,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6. Auflage 

2009, §134, Rn 4; Wendtland,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a.a.O., Rn 9. 
12 Wendtland,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a.a.O., Rn 9. 
13 Jauernig, a.a.O., Rn 9 ff. 
14 Schulze, a.a.O., Rn 7. 
15 Jauernig, a.a.O., Rn 11, 12; Schulze, a.a.O., Rn 8, 9; Wendtland,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a.a.O., Rn 11. 
16 BGH 143, 287; NJW 03, 2742; NJW-RR 03, 1568; Jauernig, a.a.O., R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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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禁止一方當事人之法律行為，則該法律行為通常仍屬有效，例如違反醫療

法之醫療廣告、法律禁止之法律諮詢或稅務諮詢，其行為仍均屬有效，但在例外的

情形，如果其有效之結果與法律之立法意旨和目的不符，則為無效，例如德國學說

上認為醫生違反規定將報酬請求權或病歷資料讓與他人，屬無效之行為18。 

(4) 法律效果 

在違反禁止規範而無效之情形，如果禁止規範之內容與目的，在於避免產生一

定的法律上或經濟上的結果，則該禁止規定之效力，及於所有會導致該被禁止結果

之法律行為；在規避行為（Umgehungsgeschäfte）之情形，亦即雖然其行為不符合

禁止規範之構成要件，但仍然達到被禁止之結果，此種情形，如果法律未為規範，

則應該由禁止規範之解釋，來決定其是否有效。亦即視該法是否只在於禁止以特定

之方式為行為，或是在於禁止特定之法律上或經濟上之結果，若為前者，則以其他

方式達到相同結果，原則上仍屬有效；若屬後者，則為無效19。 

至於無效之效力，有些國家採取的是相對無效，亦即只有在當事人之間無效，

但德國民法並不採，其無效為絕對無效，對於任何人而言均屬無效20。無效之結

果，原則上效力及於整個法律行為，除非從立法目的解釋可以導出不同之結果，例

如違反價格限制（限制最高報酬）之規範21。如果只是禁止負擔行為，則其履行行

為只有當其亦被禁止（例如禁止財產之移轉）時，始屬無效；但是如果履行行為被

禁止，原則上亦及於負擔行為22。 

2. 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本身之私法效力 

違反限制競爭禁止規範之行為類型相當多，有些行為是限制競爭規範所直接禁

止者，有些則是事業於違反限制競爭規範後，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為其他法律行為。

這些法律行為，在德國法上之效力究竟如何，是否一律無效，或是有其他法律效

                                                        
17 BAG BB 04, 447f; Jauernig, a.a.O., Rn 11.  
18 Jauernig, a.a.O., Rn 11, 12; Schulze, a.a.O., Rn 8. 
19 Schulze, a.a.O., Rn 11; Wendtland, Beck'scher Online-Kommentar, a.a.O., Rn 19. 
20 Armbrüster, a.a.O., Rn 2. 
21 BGH NJW 08, 55; Schulze, a.a.O., Rn10. 
22 BGHZ 115, 130; 122, 122; BGHZ 116, 276 f.; Schulze, a.a.O., R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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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值得進一步探討。以下先就違反限制競爭禁止規範之法律行為本身之效力加以

探討，再及於其他法律行為。 

(1) 違反卡特爾禁止 

德國有關限制競爭之規範為「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GWB），該法第 1 條規

定：「事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或互為一致之行為，其以妨礙、限制或破壞

市場競爭為目的或產生此效果，應禁止之」，違反該規定者，其協議、決議或互為

一致之行為之效力如何，並未明文規定。學說上認為依該條及民法第 134 條之規

定，屬無效；其無效，僅係違反卡特爾禁止之協議或決議等無效，而不及於其他無

限制營業競爭作用之約定，此時其他存餘的部分是否仍屬有效，則依德國民法第

139 條之規定處理。亦即如果除去該無效之部分，法律行為仍可成立者，則存餘之

部分仍屬有效；反之，若存餘之部分並無意義，則整個法律行為即為無效23。有關

約定轉售價格禁止之情形，原先在舊法係規定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4 條，

2005年修法後則予以刪除而回歸到該法第 1條之適用，除第 28條和第 30條農產品

和報紙、雜誌之情形另有規定外，違反之效力仍依上述方式處理。 

(2) 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一事業或多數事業濫用其市

場優勢地位，應禁止之」24，此即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Missbrauch einer 

marktbeherrschenden Stellung）之禁止規範。該條以及第 20 條並進一步對於濫用之

行為與類型加以規定。違反這些規定，雖然該法第 33 條就其民事責任有所規定，

要求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負有除去或不作為之義務，甚至損害賠償之義務，但

對於違反規定之法律行為的效力，則未為規定，通說認為亦應回歸民法第 134 條規

定之適用，惟只有當無效之法律效果，與第 19 條或第 20 條之規範目的相符時，該

違反之行為始為無效25。以下分別就不同類型之濫用市場優勢地位行為在私法上之

效力加以說明。 

                                                      
23 Jan Bernd Nordemann, a.a.O., §1, Rn 248. 
24 舊法對於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並未直接規定其法律效果，而是主管機關得禁止之並宣告無

效，該法於 1999年第 6次修正 (die sechste GWB-Novelle vom 1. 1. 1999) 後，始改為如今之規
定，直接加以禁止並規定相關的民事責任，而毋庸主管機關之介入。 

25 Götting, a.a.O., § 19 Rn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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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禁止「榨取濫用」（Ausbeutungsmissbrauch）之行為而言，其目的在於

避免上游或下游事業接受過高的價格，因此如果是消費者，只有其為直接購買者，

始可以主張民法第 134 條之無效，其他情形，則法律行為原則上仍屬有效，以免影

響整個競爭秩序26。雖然如此，該法律行為並不適當維持原約定之義務內容，而有

必要加以調整。但應如何調整，是否需要透過目的性限縮（Teleologischen 

Reduktion）民法第 134 條之無效效果，以調整（Anpassen）成競爭價格或返還之方

式處理，亦即所謂之「維持有效之限縮」（Geltungserhaltende Reduktion）？固然依

民法之一般原則，對於違反價格決定之法律行為，因其並非禁止全部之法律行為，

解釋上仍然可以使其以合法之價格維持該契約；然而學說與實務認為在榨取濫用之

情形，並不須要透過此種對民法第 134 條為目的性限縮之解釋方式處理，因為營業

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19 條所欲達成之保護目的，透過該法第 33 條損害賠償責任之規

定，讓受損害之人可以利用請求回復原狀之方式，亦即請求締結符合競爭價格的契

約27，即可達到。此種情形，民法第 134 條無效之法律效果，並不符合榨取濫用之

禁止規範性格28，因其透過對於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之解釋與適用，即可有效處

理。 

「禁止差別待遇」（Diskriminierungsverbot）和「禁止不當阻礙」（Verbot 

unbilliger Behinderung）亦屬於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類型，其規定於德國營業競爭限

制防止法第 20 條第 1 項和第 2 項，禁止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於交易時，對於

他事業直接或間接不當予以阻礙，或無正當理由而直接或間接為差別待遇。該條文

本身為禁止規範，違反者有行政及民事責任。在民事法律效果方面，雖然民法第

134 條有其適用，然而無效之法律效果只有在符合禁止規範之目的時，始有適用，

無效之前提為：系爭法律行為直接違反該禁止規定，而且若非無效，無法達成法律

之保護目的，例如透過契約之約定，不當阻礙第三人進入市場即屬之29。在差別待

遇之情形，如果是給予交易相對人特別優惠之條件，民法第 134 條之無效對該契約

                                                      
26 Götting, a.a.O., § 19 Rn 248. 
27 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歷來之見解，這種情形如果加害人有過咎，且造成損害，被害人可以依

德國民法第 249條第 1項回復原狀之規定，請求強制締約，BGH v. 12. 5. 1998 WuW/E DE-R 206, 
208 “Depotkosmetik”, 轉引自 Götting, a.a.O., § 19 Rn 248. 

28 Götting,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 19 Rn 248. 
29 Markert, in: Immenga/Mestmäcker, Wettbewerbsrecht: GWB, 4. Auflage 2007, § 20 Rn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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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適用，亦即該契約仍可維持有效，因為可以透過和其他受不利益事業訂立相同

條件契約之方式達到公平待遇之目的，且受不利之事業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或不作

為。反之，如果差別待遇是給予交易相對人較差之條件，且要求相對人不得請求和

其他人有相同之待遇，則此約定應屬無效。終止經銷合約而違反禁止差別待遇之規

定者，則該終止之單獨行為亦屬無效30。 

另一種情形，具有市場優勢地位的事業於交易中，無正當理由要求或促使他事

業給予優惠，亦為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0 條第 3 項所禁止，這種情形，通

常會導致該基礎的法律行為歸於無效，此和前述違反禁止差別待遇之情形不同，因

為只有透過民法第 134 條之無效，始能除去該行為所產生之優惠地位，避免違反者

保有該優惠，此一無效之結果，符合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 20 條第 3 項所之規範

之意旨與目的，若相對人已為給付，可以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雖然此屬不法原因

之給付，但因不法原因僅存在於受領之一方，因此並不受影響31。 

(3) 濫用相對市場優越地位 

除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外，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雖未達具有市場優勢地

位之事業，但相對於中小型競爭事業具有優越市場力之事業（Unternehmen mit 

gegenüber kleinen und mittleren Wettbewerbern überlegener Marktmacht），亦禁止其

對中小型競爭事業有直接或間接不當阻礙之行為（第 20 條第 4 項）。此一規定在

於禁止在相對水平市場地位中具有優越市場力之事業，阻礙在相關市場（Relevanter 

Markt）中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其他中小事業32。 

至於違反行為之效果，是否適用民法第 134 條而為無效，學說上認為亦應採取

和前述禁止具有優勢市場地位為差別待遇或不當阻礙行為相同之判斷，亦即應視無

效之法律效果，是否符合該條禁止規範之目的而定，例如在低價要約或是給予折扣

價格之情形，和前述禁止差別待遇之情形相同，其價格之約定並不依民法第 134 條

而無效，而是其他受不利益之事業可以請求依相同價格訂立契約33。 

經濟團體或職業團體拒絕事業加入，如果該拒絕欠缺實質正當理由而構成差別

                                                      
30 Markert, a.a.O., § 20 Rn 229. 
31 Markert, a.a.O., § 20 Rn 268. 
32 Markert, a.a.O., § 20 Rn 278. 
33 Markert, a.a.O., § 20 Rn 318. 



 法律行為違反限制競爭規範在私法上之效力 11 
 

待遇，並會導致該事業在競爭上受不利之影響，亦為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所禁

止（第 20 條第 6 項），違反者，則該拒絕之決議，或章程中排除事業加入之規

定，依民法第 134條均應屬無效34。 

3. 其他法律行為之私法效力 

以違反限制競爭規範之行為為基礎，進一步再為其他法律行為，主要是發生在

事業於為卡特爾禁止之協議或決議後，為實踐該協議或決議而和其他人所為之法律

行為。該卡特爾協議本身依民法第 134 條之規定，應屬無效，已如前述。此一無效

之法律效果，對於其他法律行為之效力是否有所影響，端視其他法律行為之性質上

係屬於「實施契約」（Ausführungsverträge），或是「後續契約」（Folgeverträge）

而定35。 

「實施契約」係指直接用以執行、擴大或確保被禁止的卡特爾協議的契約，其

亦屬違反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而無效之範圍，此種契約可能是參與卡特爾協議的事

業彼此間所訂立，也有可能是和第三人所訂立，但與第三人所訂立的實施契約，必

須是該第三人曾經涉及水平合意，始足當之。屬於實施契約者，例如不合法之水平

專利集體管理（Patentpool）成員間之授權契約、約定加入原本已經存在之營業競爭

限制契約36。 

至於「後續契約」則是發生在水平的限制競爭之情形，例如卡特爾之成員執行

卡特爾協議而與第三人訂立契約，此契約原則上應屬有效，除非該契約本身違反卡

特爾禁止之規定37。 

區別這兩種契約類型，並賦予不同法律效果之原因在於，「後續契約」涉及卡

特爾以外之第三人，基於法律安定性之理由，並不應該要求其承擔該後續契約無效

之風險以及請求權之損失38。在法院實務上，德國最高法院認為違反限制競爭防止

法之卡特爾價格協議，應回歸到假設在自由競爭之情形下，應有之契約內容；或是

                                                      
34 Markert, a.a.O., § 20 Rn 369. 
35 Jan Bernd Nordemann, a.a.O., Rn 255ff. 
36 Jan Bernd Nordemann, a.a.O., Rn 255. 
37 Jan Bernd Nordemann, a.a.O., Rn 256. 
38 Jan Bernd Nordemann, a.a.O., Rn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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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對於以卡特爾協議為基礎之個別契約，無效之規定於適用上應受到限制。同樣

地，在高等法院判決中，也認為「後續契約」並不因而無效39。雖然如此，也有法

院認為給予無效卡特爾之成員特別利益之契約，應屬無效40。由於法院見解仍有分

歧，因而有學者認為，「後續契約」是否有效，尚無定論，採取有效說之見解，雖

然是因顧慮影響法律安定性，然而其實卻和法律規範之目的相牴觸，因而應就各種

不同之案件類型而分別判斷，應視該契約是否在於支持或維持一個違法的限制競爭

協議之效力，或者其是否和該違法協議分離而存在41。 

(二) 歐盟之規範 

1. 違反卡特爾禁止 

歐洲聯盟有關卡特爾禁止，規定於「歐盟運作條約」42第 101條第 1項43：「事

業間之協議、事業團體之決議或互為一致之行為，足以損害會員國間之交易，且以

妨礙、限制或扭曲內部市場競爭為目的或效果者，與內部市場相牴觸，應予禁止。

特別是下述行為：(a)直接或間接決定進貨價格、銷售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b)限制

或管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c)分配市場或供應來源；(d)就等值之給付，

適用不同條件，使交易相對人於競爭上受不利益；(e)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額外義務作

為締約條件，而該額外義務之性質與商業習慣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該條第 2 項

則進一規定：「本條規定所禁止之協議或決議，應自動無效」44。因此違反該條第 1

項之法律行為原則上應屬無效，除非其依該條第 3 項之規定被宣告為不適用。該條

第 3 項為「法定例外」（Legalausnahme），歐盟自 2004 年 5 月 1 日起就不再適用

個別豁免，而是於採取第 1 項之禁止措施時，依法審查是否有第 3 項之例外事由存

在 ， 這 些 例 外 事 由 ， 由 執 委 會 發 佈 之 各 種 「 集 體 豁 免 規 則 」

                                                      
39 OLG Celle, NJW 1963, 2126, 2127; Armbrüster, a.a.O., Rn 65. 
40 Kartellsenat des OLG Frankfurt, OLGZ 1968, 279, 280ff., Armbrüster, a.a.O., Rn 65. 
41 Armbrüster, a.a.O., Rn 65. 
42 依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的里斯本條約 (Lisbon Treaty)，歐洲共同體條約改名為「歐洲聯盟

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本文簡稱為「歐盟運作條約」。 
43 此規定原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1條，現移置於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條。  
44 Article 101 (ex Article 81 TEC):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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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ppenfreistellungsverordnungen）落實之，事業於主張有該等例外事由時，應負

舉證責任45。 

法律行為違反上述規定者，只有違反之部分無效，其為自始（ex tunc）絕對無

效，而其他不違反的部份，除非與違反之部分無法分離，否則仍屬有效。至於後續

契約之效力如何，則依各會員國的內國法認定之46。 

2. 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例示若干事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情形，包括：1. 

直接或間接迫使接受不相當之進貨價格、銷售價格或其它交易條件。2.為損害消費

者，而限制生產、銷售或技術發展。3.就等值之給付，適用不同條件，使交易相對

人於競爭上受不利益。4.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額外義務作為締約條件，而該額外義務

之性質與商業習慣均與該契約毫無關聯。 

違反濫用市場優勢地位之行為，固然執委會得予以禁止或科以罰鍰，或命停

止，甚至在具有排他效力之無體財產權情形，可以課該具有優勢市場地位之事業授

與其競爭者強制授權之義務47。然而違反該規定之法律行為之效果如何，歐盟運作

條約並未為明文規定，仍應適用各國之內國法，在德國則是適用民法第 134 條處理

之48。 

四、我國之規範與適用 

我國對於違反限制競爭規範之法律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除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和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之約定有相反之約定無效外，並無明確之法律規定，應

如何處理，有待進一步探討。 

                                                      
45 Calliess/Ruffert, EUV/AEUV, 4. Auflage 2011, EUV Art. 101 (ex-Art. 81 EGV), Rn 153 ff. 
46 Calliess/Ruffert, a.a.O., EUV Art. 101 (ex-Art. 81 EGV), Rn 146. 
47 Calliess/Ruffert, a.a.O., EUV Art. 102 (ex-Art. 82 EGV), Rn 38, 75. 
48 Calliess/Ruffert, a.a.O., EUV Art. 102 (ex-Art. 82 EGV), Rn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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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學說與判決之見解 

1. 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本身之私法效力 

學說上之討論，主要集中於違反限制競爭規範之行為本身在私法上之效力，特

別是有關違反聯合行為規範之行為，其是否屬於無效之問題。  

對於違反聯合行為規範之行為，大多數學者認為該行為在私法上應屬無效，有

學者認為：「事業間成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契約，是否具有契約法上之效力，如

純就法學理論而言，聯合行為行為本質，限制市場競爭之程度高，且違反聯合行為

規範之法律效果，不僅有行政罰鍰，且經公平交易法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

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行為人將被科以刑事罰，因此該違法行為在法價值之

判斷上，有高度的反倫理性，且屬違反強制性之規定，解釋上應認為私法行為法律

效果應屬無效」
49
。 

有學者則進一步認為「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所定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者，其約

定依民法第 71 條前段規定應為無效，其情形包括未申請聯合行為許可者，或申請

許可而未獲主管機關許可」50，我國司法實務亦採取相同見解51。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提出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擬於第 18 條新增一規

定：「本法所禁止聯合行為之合意內容，於各該參與事業間，無效」52，對於違反

限制競爭之行為本身之效力明文規定為無效。  

至於濫用獨占地位的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如何，則並無規範，相關論述亦未見

                                                      
49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五南出版社，115 (2005)。其於該書註 47 提到，廖義男教授亦採當然

無效說，認為公平法第 14 條是屬於效力規定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採取無效說之學者，尚有黃茂
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植根法學叢書，280 (1993)，其認為聯合行為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 

50 劉華美，註釋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廖義男等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公平交
易委員會，489，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ftc/76/20000101299901011637Out5.pdf (2003)。 

51 台灣高等法院 91 年度上更(一)字第 100 號民事判決，其認為違法聯合行為依民法第 71 條規
定，係屬無效。該案經上訴至最高法院後，因未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被以上

訴不合法裁定駁回確定，見最高法院 91年度台上字第 2575號民事裁定。 
52 見：http://ftc.cnfi.org.tw/proposal/FTC01.pdf，其新增之理由為：「事業為從事不法聯合行為

所締結之契約、協議，經認定違法者，其約定之效力如何，未臻明確，爰參照美國 Common Law
法理 (違反反托拉斯法之契約，無請求履約之強制力) 及英、韓等國及歐洲共同體之立法例予以
明定，冀免不必要之爭議，並收警示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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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及於此者。 

2. 其他法律行為之私法效力 

至於事業以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為基礎，進一步為其他法律行為，該行為在私

法上之效力如何，則國內討論者並不多。有學者參考前述韓國「獨占管制與公平交

易法」第 19 條第 4 項之規定，認為應該採取相對無效的概念，亦即只有違反限制

競爭規範之當事人之間無效，但不影響違法事業與第三人締結個別銷售契約之效

力，其認為如果採取絕對無效之見解，由於「未參與該聯合行為的任何其他第三人

亦得主張其無效，從而實務上容易衍生與該聯合行為有關的契約履行爭議，如：事

業依據聯合行為的價格協議，與第三人締結個別的銷售契約時，契約相對人於該契

約無其他違法事由的情況下，以聯合行為的約定無效為由，而拒絕履行其契約義

務」53。前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僅規定被禁止之聯合行為，於各該參與事業間無

效，而未就以此聯合行為為基礎之後續的相關法律行為效力加以規定，似亦採取相

對無效的見解，而留下解釋的空間。 

在司法實務上，亦傾向於認為該等其他行為屬有效，例如在被告以液化石油氣

業者聯合同業將運裝費價格片面調漲每公斤二元為理由，拒絕給付調漲部分之貨

款，法院認為「究竟為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應自該法律之目的觀之，前者重在違

反行為之法律行為價值，非以違法行為為無效，不能達其立法目的；後者則重在違

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目的僅在防止該法律上之事實行為發生。……公平交易法

第 14 條雖為強行規定，然該規定之目的著重在避免聯合行為之出現而破壞市場經

濟之自由運作，此由違反效果係對違反者以行政罰及刑罰加以制裁，即可見其目的

係為防制聯合行為，該聯合行為是否無效，並不能達到維持公平交易之目的。是公

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規定係取締規定，係屬民法第 71 條後段所述情形，違反該法規

定之行為並不因此而無效。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聯合同業調漲運裝費二元之行為

無效，核屬無據」54。 
此一判決提出一見解，亦即公平交易法有關限制競爭之規定，雖然為強制禁止

                                                      
53 沈麗玉，「論違法聯合行為的私法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115期，146，159 (2004)。 
54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年度上易字第 5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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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但其性質上屬於「取締規定」，且係屬於民法第 71 條後段之情形，其法

律行為仍屬有效。此種將公平交易法上之規定，定性為「取締規定」，並因而認定

其不因而無效之見解，顯然亦為本文解析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所採。雖然如此，此

一見解是否適當，尚值得探討。  

(二) 民法第 71條之適用 

公平交易法有關限制競爭規定之性質，屬於強制禁止之規定，在其對於違反行

為在私法上之效力未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就必須回歸民法之規定處理。 

民法第 71 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

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因此首先必須視這些強制或禁止之規定是否對其

法律效果另外有所規定。如果有規定，則依其規定之效果，此種情形屬於第 71 條

後段之情形，如果未為規定，始有該條前段之適用，而歸於無效。學者認為「所以

要貫徹強制或禁止的法意，其主要理由乃在維護法律秩序的無矛盾性。民法第 71

條規定的規範功能在於經由與強制或禁止規範的結合，而使法律行為無效，對私法

自治加以必要的限制。……民法第 71 條因而成為聯繫私法與公法的管道，具有使

公法進入私法領域的功能」55，此一見解精闢地道出民法第 71 條之規範目的與作

用。雖然如此，本文解析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卻認為「公平法第 10 條第 2 款、第

41 條、第 35 條等規定，均非私法上權利義務及其效力之特別規定，有關當事人間

私法上權利義務之內容及私法契約之效力如何，仍應依民事相關規定解釋，非藉由

公平法定奪」，似乎忽略民法第 71 條做為聯繫私法與公法管道，並具有使公法進

入私法領域的功能。 

至於前述將強制禁止之規定，區分為「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之見解，乃

源自於我國過去司法實務之判例。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879 號判例即認為：

「查證券交易法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乃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無民法第 71 條之

適用。證券商違反該項規定而收受存款或辦理放款，僅主管官署得依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為警告、停業或撤銷營業特許之行政處分，及行為人應負同法第 175 條所定刑

                                                      
55 王澤鑑，民法總則，三民書局，29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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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責任，非謂其存款或放款行為概為無效」。對於此一區分，學者認為：「何者為

取締規定，何者為效力規定，難免爭議，應綜合法規的意旨，權衡相衝突的利益

（法益的種類、交易安全，其所禁止者究係針對雙方當事人或僅一方當事人等）加

以認定。例如法令禁止在某時間、地點營業者，僅涉及締結法律行為的外部情況，

非在禁止特定行為的內容，應認係取締規定，不影響該法律行為的效力」56。雖然

學者對於此種區分方式有所質疑，然而此一區分方式卻成為實務上之判例，而為日

後其他法律判決所遵循。 

另外，值得注意者，我國傳統上將法律行為無效，區分為絕對無效與相對無

效，前者有任何人均得主張無效，而後者只有在當事人之間無效而無對抗善意第三

人之效力；針對此一見解，有學者認為此種以無效之人的對抗效力範圍作為區別絕

對無效與相對無效之標準並不適當，而應該從法律規範之政策目的與瑕疵效力類型

出發，並以法律規範所保護利益之種類與性質，作為絕對無效與相對無效之區別標

準57。其並認為具有干預與管制性質之規範，其目的在於維護一般的、抽象的公共

利益，違反者應屬絕對無效之法律行為，公平法有關聯合行為之禁止規範即屬之

58。此種以法律規範之目的與所要保護之利益，做為認定違反之法律行為之效力之

標準，頗具參考價值。 

五、本文見解 

違反限制競爭之行為，其私法上之效力究竟如何，由於公平交易法上並未明文

規定，因此應回歸民法第 71條之解釋與適用。 

(一) 民法第 71條前段無效之適用應謹慎 

我國民法第 71 條規定，和德國民法第 134 條規定極為類似，如果禁止規範本

                                                      
56 王澤鑑，前揭書，302。 
57 陳忠五，「法律行為絕對無效與相對無效之區別」，台大法學論叢，第 27 卷第 4 期，158，

181 (1998)。 
58 陳忠五，前揭註，19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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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對於違反之法律效果明文規定，則不論其所規定者為無效或是其他法律效果，

則悉依該規定定之，此應無疑義。然而如果禁止規範本身並未明文規範違反之法律

效果，有的只是單純規定禁止，有的則為達到禁止之目的，對於違反的行為，進一

步規範行政罰或甚至於刑罰，但對於該行為在民法上之效力如何，則未為規定，這

些情形是否就都一律直接適用民法第 71 條前段，而認定其唯一之法律效果為無

效？特別是我國民法對於無效之效果，係屬自始絕對無效，因此一旦法律行為被認

定為無效，對雙方當事人以及交易秩序之影響相當大，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我國實務上對於民法第 71 條前段所規定之無效，在適用上極為謹慎，此由上

述證券商違反證券交易法，以及液化石油氣業者聯合行為之兩則判決中，法院嘗試

努力設法提出理由，以避免直接落入無效之效果即可知。 

此一從嚴適用無效法律效果之慎重態度固屬正確，且就結果論，與前述德國學

說與實務不輕易適用無效之法律效果相一致。然而究竟在何種情形可以不發生無效

之效果，其理由與正當性何在？雖然法院從嚴適用無效之法律效果，但於論理時，

則未能提出具有說服力之論述，反而陷入第 71條之文義而面臨窘境。 

(二) 區分「效力規定」和「取締規定」不具妥當性 

例如在前述證券商違反證券交易法案，法院可能一方面基於民法第 71 條後段

之文義，認為證券交易法既未明文規定違反之法律效果，因此並不屬於但書「其規

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之情形；另一方面又想避免落入該條前段所規定的無效結

果，以保護存放款相對人之利益。因此法院嘗試著另闢途徑，將強制禁止規範分為

「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而異其法律效果，並將證券交易法界定為取締規定，

而非效力規定，以達到限縮民法第 71 條前段之適用範圍，並維持該法律行為有效

性之目的。這種區分法律規範性質之方式，乃成為法院往後處理類似案件之共通作

法。 

此種作法可能會產生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違反強制禁止規定之法律行為，只

要該規定被界定為「取締規定」，且未明定其法律效果，由於無民法第 71 條之適

用，因此一律有效。此一結果是否適當，不無疑問，因為雖然該法律行為違法，但

當事人卻仍然可以主張該法律行為有效，並要求相對人履行，亦即違法之行為人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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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遂行其所欲達成的目的，其正當性何在？更何況如何區分取締規定和效力規

定，也有其實際上之困難性，法院並未提出明確之認定標準，且大多數之強制禁止

規定，也都寓含有取締之作用與目的。 

另一方面，若貫徹此一判斷標準，如果法院認為公平交易法上對於限制競爭之

禁止規定，性質上屬於取締規定，則甚至違法之限制競爭行為，包括聯合行為本身

或是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就有可能被認為只是違反取締規定，而仍屬有效。此見

解表現於前述液化石油氣業者聯合行為案，法院於判決書中明載：「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雖為強行規定，然該規定之目的……係為防制聯合行為，該聯合行為是否無

效，並不能達到維持公平交易之目的。是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之規定係取締規定，

係屬民法第 71 條後段所述情形，違反該法規定之行為並不因此而無效」，另外本

文所評析案件之第一審判決中，新竹地方法院亦有類似之表示：「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雖為強行規定，然該規定之目的……係為防制獨占行為，該獨占行為是否無效，

並不能達到維持公平自由交易競爭之目的。是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之規定係取締規

定，係屬民法第 71條後段所述情形，違反該法規定之行為並不因此而無效」。 

雖然前一判決所涉及者，嚴格言之，應屬聯合行之後續行為是否有效之問題，

而非聯合行為本身是否有效之問題，但於上開判決中，並未為區分，而一律將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行為，認定係違反取締規定，並認定其「並不因此而無效」；而

後一判決所涉及之行為本身，即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濫用獨占地位之行為，法院

仍然認為其「並不因此而無效」，並要求相對人仍然負有履行之義務。此一見解，

特別是違法之聯合行為本身，在此論述下仍將屬有效，顯然迥異於前述我國之通說

以及其他法院之見解59。然而如果欲採取通說認定其無效，則顯然認為公平交易法

上之禁止規定並非取締規定，而是效力規定，此則將陷入說理的困境，因為如此一

來，豈非同一規定，於判斷聯合行為本身之效力時，屬於「效力規定」，而於判斷

其後續行為之效力時，卻又變成是「取締規定」？此在論理上顯然無法自圓其說。

由此可見，以區別取締規定和效力規定來處理這些問題，顯然過於簡略而不夠周

延。 

                                                      
59 見本文前揭註 49至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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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以強制禁止之規範目的為判斷標準 

德國學說和司法實務在適用德國民法第 134 條時，採取和我國最高法院不同之

作法。如前所述，其並不將某一類型之禁止規定排除於該條適用範圍之外，而是透

過對於該條但書之解釋，對於未明文規定無效以外法律效果之情形，如果認為由禁

止規範之意義與目的可以得出其他法律效果之情形，仍然認為其屬於該條後段之適

用範圍，而依所得出之其他法律效果，並不落入該條前段無效之法律效果。只有當

透過解釋仍然無法得出其他法律效果時，該法律行為才會依該條前段之規定而歸於

無效。 

此一作法之優點，一方面在於，在立法者未能明文規定違反行為之法律效果

時，仍然可以由司法機關彈性地為符合規範目的之解釋，以得出其他適當之法律效

果，而避免一味地落入該條前段無效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則在於，透過解釋仍然

無法得出其他法律效果時，則回歸該條前段之無效結果，使該條前段之無效規定具

有「防漏」之功能，以避免發生無所適從之結果，或甚至違反法律禁止之規範目

的。德國對於法律行為效力之解釋與適用，能充分顧及禁止規範之目的，對於違反

之法律行為賦予一個適當的法律效果，而避免機械式地適用法律，頗具參考價值。 

固然德國民法第 134 條如此解釋適用之基礎，在於其但書所使用之文字為

“wenn sich nicht aus dem Gesetz ein anderes ergibt”（按其字面上之意思，應為「若無

法由該法律得出其他效果」），而我國民法第 71 條但書係規定「其規定並不以之

為無效者」，兩者略有不同。然而我國之規定於適用時仍有解釋之空間，解釋上

「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理論上可能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該法明文規定無效

以外之其他法律效果，二是其並未明定法律效果，由於其亦未以之為無效，因此這

種情形亦應屬於廣義之「不以之為無效」之情形，只要能從法律規範之意義與目的

可以得出其他法律效果，則亦屬之。 

參考德國之法律解釋方法，可以使民法第 71 條但書於解釋適用時，具有更大

之適用空間，也使其在判斷可能之法律效果上更具彈性，且可充分顧及各種不同禁

止規範之性質與目的，由司法機關於具體個案得出各種不同適當之法律效果，而不

是拘泥於有效或無效之二分法。 較我國目前實務上採取的只是從形式上區分為取

締規定或效力規定，而忽略各別法律實質上規範目的之作法，或是一旦被認定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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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規定，其法律行為就一律有效，迫使相對人必須履行顯然違法且對其不利之法律

行為之義務，更為細膩而有彈性。 

如果採取上述見解，則在禁止規範未規定任何法律效果時，如何解釋其意義與

目的，即顯得極為重要。於適用限制競爭規範之情形，亦是如此，違反行為在私法

上之效力究竟如何，仍應回歸該法律之規範意義與目的來做判斷，以下分述之。 

(四) 違反限制競爭行為本身之私法效力 

違反限制競爭規範之行為，首先應區分其究竟是限制競爭規範所欲禁止之行為

本身（包括被禁止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結合行為及聯合行為），或是以該被禁止

之行為為基礎，進一步所為之其他相關行為。其屬於兩種不同之行為，在法律規範

上之意義亦不相同，以下先就前者述之。 

1. 違反濫用獨占地位之規定 

濫用獨占地位之禁止，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其對於符合第 5 條及第 5

條之 1 認定標準之獨占事業，禁止其為下列行為：1.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

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2.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3.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4.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獨占事業

如果為上述行為，其效力如何，應分別視其規範目的而為判斷。 

(1) 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就「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而言，例如被認定為

獨占事業之代理商，無故對於同在某特定區域從事競爭之經銷商，採取價格的不當

決定，或減少零件供應之方式，排除該經銷商與其競爭或使經銷商無法生存而被逐

出市場，此種「價格擠壓」或「供給擠壓」之行為即屬之60。另外，「不當拒絕交

易」亦屬之，例如獨占之石油公司無正當理由拒絕競爭對手之報價要求，阻礙其參

與競爭之機會，以維持其在中正機場國內航線加油業務之既有市場地位61。 

                                                      
60 見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82年 12月 10日(82)公貳字第 54447號函。 
61 見公平會(89)公處字第 170號處分、台(90)訴字第 044615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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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之情形，由於是排除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因此其

法律行為在私法上效力之判斷，主要必須考慮如何可以達到使其他事業進入市場參

與競爭之目的。如果獨占事業其是在和交易相對人既有契約履行過程中，濫用其獨

占地位，透過對於價格或供貨條件之不當變更，來達成其排除競爭之目的，則應認

為其片面變更契約條件之單獨行為違反禁止規定，而依民法第 71 條前段無效，應

回復至原有之競爭價格或條件，使相對人得以進入市場參與競爭。這種情形，法律

行為之無效，就符合公平交易法禁止規範之目的。同樣情形，如果獨占事業和相對

人約定，禁止第三人進入市場，以排除第三人參與競爭，則該約定亦應屬無效。但

是如果是不當拒絕交易，獨占事業對於相對人之要約不為承諾或是加以拒絕，這種

情形未必有法律行為，透過法律行為之無效並無法解決問題，只要其行為被認定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濫用獨占地位之禁止，則依該法第 31 條之規定，其即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相對人可以依民法第 113 條或是民法第 213 條第 1 項之規定請

求回復原狀62，亦即回復到如果獨占事業不為拒絕，相對人所可以享有之利益，亦

即請求該獨占事業與其訂立契約。 

(2) 不當差別待遇與不當定價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之情形，這主要就是「差

別待遇」，例如石油公司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理由對其南

部經銷商採行不當差別取價行為與無正當理由拒絕其經銷商續約要求63。另一種情

形就是「不當定價」，例如大臺北區瓦斯公司透過為用戶裝置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

表，提高基本度數，持續獲取不當利益，構成濫用市場控制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

決定64。 

在差別待遇之情形，其法律行為是否有效，端視法律所禁止之濫用獨占地位之

行為，是否可以被以其他方法除去，例如無正當理由給予交易相對人較他人有利之

差別待遇，則該法律行為通常仍然可以維持有效，因為其他取得較不利條件之交易

                                                      
62 民法第 113 條規定：「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

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第 213 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63 公平會(91)公處字第 050號處分。 
64 公平會(89)公處字第 085號處分、台(89)訴字第 34197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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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可以透過請求訂立相同條件之契約，或是請求損害賠償，來排除該差別待

遇，其請求權之基礎則在於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之排除侵害請求權，或是第 31 條之

損害賠償請求權，再依民法第 113 條或第 213 條第 1 項之規定請求回復原狀，亦即

回復到如果獨占事業不為差別待遇，所應該享有之相同交易條件。反之，如果是給

予交易相對人不利於其他交易相對人之條件，則交易相對人同樣可以透過請求訂立

相同條件之契約，或是請求損害賠償之方式來處理，其請求權之基礎，亦如上述。

因此在上述獨占事業與其他經銷商均為續約，但拒絕與特定經銷商續約之情形，該

經銷商即可依此請求訂立契約。但是如果無法以此方式排除者，則應屬無效，例如

在給予不利之差別待遇之情形，而約定相對人不得請求享有和其他交易相對人相同

之條件，則該約款即應屬無效；或是無正當理由對數相同條件之交易相對人中之一

人，終止其契約，這種情形亦屬於差別待遇，該終止之單獨行為，亦應屬無效。  

在不當定價之情形，就如同前述德國之「榨取濫用」，係濫用其獨占地位，透

過抬高價格以獲取不當利益，這種情形透過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損害賠償責任

之規定，使相對人可以請求回復原狀，請求締結符合競爭價格的契約，或是請求返

還超過競爭價格之給付，即可達成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禁止濫用獨占地位獲取不當

利益之規範目的，其契約仍然可以維持有效。 

(3)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在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之情形，例如買方為獨占事業，要求

上游事業特別對買方補貼倉儲、裝潢費用或負擔買方進貨成本變動之損失等。這種

情形，獨占事業濫用其市場地位取得優惠，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即屬不利益，亦影

響事業之競爭，應設法去除其透過法律行為所得之優惠，始能達成公平交易法禁止

之規範目的，因此應認為此一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之約定為無效，而使交易

相對人可以拒絕履行此一特別優惠，或是對於已經履行之給付可以請求返還。 

2. 違反結合行為禁止之規定 

類似情形，除聯合行為本身外，事業間之結合依法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者，卻未經申報而為結合，則該結合之法律行為本身，從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

的，應使其歸於無效，始能達到法律避免造成限制競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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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反聯合行為禁止之規定 

聯合行為規定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其規定事業未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不得為聯合行為。其所規範之聯合行為係指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且其係事業在同一

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同法第

7條）。 

如果事業以法律行為進行上述禁止之聯合行為，例如數事業未經許可違法共同

決議抬高價格、統一定價、共同制定價目表、聯合減少供應量、同業公會決議不得

供貨給非會員、協議瓜分市場、共同限制交易時間等，其行為乃限制競爭規範所直

接禁止者，其並非只是屬於對外部情況之禁止，而是屬於對法律行為內容之禁止，

且並非只是禁止法律行為之一方當事人，而是禁止所有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其所

禁止者在於避免產生特定之經濟上結果，而非只是在於禁止特定之行為方式，因此

應屬於無效之行為。我國通說亦認為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行為本身，亦即該聯

合行為之約定，屬於無效（詳見前述）。 

至於其無效，是全部無效，或是只有違反限制競爭規定之部分無效，則須視具

體情形而定，如果該聯合行為之約定，只是契約中諸多協議之一，而除去該部分之

約定，其他部分仍可成立者，則其他部分，仍為有效（民法第 111 條），如果並無

其他約定，或是其他均是以該違法之聯合行為約定為基礎，則應全部無效。 

(五) 其他行為之效力 

至於以被禁止之行為為基礎，進一步所為之其他相關行為，這種情形最常見

者，即為事業以其違法聯合行為為基礎，和第三人為法律行為。如前所述，德國將

這種行為區分為「實施契約」和「後續契約」，前者是直接用以執行、擴大或確保

被禁止的聯合行為；後者則是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根據該協議而與第三人訂立契

約，例如共同決定提高售價。 

從法律之規範目的觀之，實施契約之作用在於實現聯合行為所欲達成之限制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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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目的，因此其亦應屬於競爭規範所欲直接禁止之對象。此種情形若仍然維持其

法律行為之效力，而有其拘束力，顯然將無法達成公平交易法禁止聯合行為之目

的，是以其應依民法第 71條前段之規定，使該聯合行為之約定歸於無效。 

至於後續契約，由於涉及第三人，會有法律安定性之顧慮，亦即不應使第三人

承受契約無效的風險和損失，然而如果因而一律認為其有效，使第三人仍然受拘束

而有履行之義務，無異於將使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實際上遂行其參與聯合行為之

目的，和公平交易法欲禁止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顯然並不相符合，也反而使第三人

因而受不利益。因此，前述德國晚近的學說，對於一律維持該契約之效力亦有所質

疑，而認為應就各種不同之案件類型分別判斷。 

本文認為若使後續契約歸於無效，由於我國之無效是自始、絕對無效，將使得

交易秩序與交易安定性受到影響，特別是第三人在無效情形下，就其所受領之物便

負有不當得利返還義務，而且可能徒增買受之第三人是否可以主張此為不法原因之

給付而拒絕返還（民法第 180條第 4款前段）之爭議。 

然而若因就認為該後續契約應一律有效，就如同韓國以及我國公平交易法修正

草案所採取之相對無效的作法，亦即只是在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間無效，但對外所

為之行為仍然有其效力，將使得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實質上仍然可以達到其所欲

達成之限制競爭之效果，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禁止聯合行為之規範目的，對於相對

之第三人亦不公平。本文認為，此種情形應容許受損害之第三人，主張因參與聯合

行為之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致其受有損害而請求損害賠償，並依民法第

213 條之規定請求回復原狀，例如在共同哄抬價格或統一定價之情形，請求回復至

競爭價格，或是請求返還超過競爭價格之給付。雖然如此，有時第三人欲證明受有

損害並不容易，例如在聯合減少供應量或是協議瓜分市場之情形。 

六、結論 

違反限制競爭之行為，其私法上之效力究竟如何，在大多數國家均未明文規

定，我國公平交易法上亦未明文定，因此應回歸民法規定處理。於適用民法第 71

條之規定時，應探求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意旨與目的，以決定該法律行為在私法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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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如果從法律禁止之規範意旨與立法目的可以得出其他法律效果，則該法律行

為並不歸於無效；但如果無法得出其他法律效果，且只有無效，才能達到法律禁止

之規範意旨與目的，則該法律行為才歸於無效。 

本文認為違反限制競爭行為之私法效力，仍應回歸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意義與目

的來做判斷。我國實務上將強制禁止規定區分為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之處理方式過

於簡略，並不周延。特別是如果在判斷聯合行為之後續行為之效力時，如果認為其

只是違反取締規定而仍屬有效，並無法說明聯合行為本身何以違反取締規定，卻會

無效。更何況，如果認為後續行為只是違反取締規定之行為一律有效，而要求相對

人仍須遵守並履行，則無異於迫使相對人必須履行此一違法行為所產生之義務，並

使違法之事業實際上仍然可以享有違法限制競爭行為所產生之利益，達到其限制競

爭之目的，並不妥當。 

就本解析之案例而言，專利權人不當維持授權金之價格，被認定違反公平交易

法濫用獨占地位確定，而相對人則據以拒絕給付權利金，因此本案之重點在於該權

利金之約款是否有效，上訴人是否有依原授權契約給付權利金之義務。 

法院認為該權利金之約款仍屬有效，上訴人仍有依原來約定內容給付之義務，

主要在於法院依循歷來之見解，認為公平交易法上之禁止規定性質上屬於取締規

定，不影響權利金約款和授權契約之效力。依本文前述分析，事業濫用獨占地位不

當維持價格之行為，如果係於授權期間片面提高價格，或是因相對人不願接受提高

之價格而為片面終止契約，這些單獨行為均應屬無效，因這些行為正是其濫用獨占

地位之表現而為法律所禁止者，且非無效無法排除該等濫用之行為與結果。然而本

案係一開始於訂立授權契約之初，就有不當決定價格之問題，而此授權關係亦已進

行一段時間，如果驟然認為該授權契約無效，由於是自始無效，將影響法律的安定

性，對被授權人未必有利，因其過去使用該專利技術之行為，均將喪失法律依據，

因此並不適當認為其無效。此時不妨回歸公平交易法之規範目的，一方面認為該權

利金約款以及授權契約均仍屬有效，另一方面則應透過損害賠償與回復原狀之方

式，排除法律原本所欲禁止之限制競爭效果，亦即容許被授權人以此為抗辯而拒絕

超過競爭價格之給付。就此而言，本案判決認定授權契約有效，並要求被授權仍然

有依原約定給付權利金之義務，使獨占事業仍然可以獲取法律所禁止之行為利益，

顯然並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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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Validity of Juristic Acts Violating the Competition Law 

Shieh, Ming-Yan∗ 

Abstract 

The Fair Trade Act of Taiwan does not provide the validity of private juristic acts 

which violate against the prohibitive norms of the restrictive competition in the Fair Trade 

Act such as monopoly, merger and cartel. The validity of all these restrictive competitive 

acts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Article 71 of the Civil Code. While applying the Civil 

Code, the courts in Taiwan tend to divide prohibition norms in Article 71 into norms of 

effectiveness and regulatory norms, and deem the Fair Trade Act as a regulatory norm, 

which only prohibits certain actions but does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e juristic acts. This 

article tries to criticize this viewpoint by referring the comparative legal aspects, and 

suggests that it would be more reasonable to classify those juristic acts, which violates the 

Fair Trade Act, while determining their validity. The legislative and normative goals of the 

Fair Trade Ac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ile applying Article 71 of the Civil 

Code to determine the validity of the juristic acts. Only through this way, we can 

adequately solve the legal issues and prevent the violators from keeping the unjust 

advantages, which are forbidden by law. 

Keywords: Civil Code、Void、Fair Trade、Anti-Trust、Monopoly、Car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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