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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揭露義務作為強化決定自由保障之措施，是近年來民法與競爭法上的重要

發展課題，當兩法均設有規定時，即可能產生規範上的重疊性，特別是當其法律效

果不同時，如何區分而為適用，具有重要性，此外，兩法的關係也非常密切，相互

會產生價值投射與調和。本文從民法跟公平交易法之不同規範任務出發，民法側重

契約的正確性，避免契約目的之落空，因此，其應揭露之重要事項，以契約締結相

關資訊為範圍，具有主觀性，會有較多的資訊內容要求，強調個人權益的保護，以

實害發生為必要，故因果關係的有無，也是保護的構成要件之一。公平交易法側重

於保護交易秩序與競爭秩序，具有公益性，基於促進競爭之目的，也會課予事業合

理的行為義務，著重行為規範，採取危險犯之立法方式，基於市場透明的增進，競

爭法上重要資訊的揭露義務，應具有市場競爭的相關性與客觀性，以利於產品的比

較跟選擇，故其重要資訊以契約比較相關資訊為主。在加盟關係裡，因資訊之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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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加盟者有資訊上的保護需求，藉由加盟契約的準備與締約磋商，同時會涉及公

平交易法與民法的適用關係，本文藉由丹堤咖啡加盟案的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判

決，檢視二法的關係與規範取向差異。 

關鍵詞： 資訊揭露義務、加盟契約、不公平競爭、資訊不對稱、先契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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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不對稱的問題，隨著產品複雜化、專業分工與知識的專業化，在現代經濟

生活裡，越愈形成一個待規範的法律問題。資訊的掌握是交易決定作成的一項重要

基本因素，影響自主決定（Selbstbestimmung）的形成。民法在這部分的發展，透過

締約上過失（Culpa in Contrahendo）來實質化（Materialisierung），彌補詐欺規定與

動機錯誤的不足，透過過失責任來強化事實上決定自由的維護，要求締約當事人一

方就會影響他方締約決定之重要事項，負主動的資訊揭露義務1。另外，交易相對人

決定自由的保護也是競爭法的保護目的之一，市場資訊的透明化，也成為近來競爭

法上的重要課題，規範上課予事業相當多的資訊義務，相信消費者可以善用資訊以

自我保護，並能創造有效競爭的市場，故積極規定引人錯誤之資訊隱匿行為2。契約

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一個重要基石，兩者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兩邊的資訊揭露規

範，會有競合的問題，不過，因為這兩部法律仍有不同的規範任務取向，競爭法關

心的是交易秩序是否確有受到影響，而民事法關心個別加盟者是否因此確受有損

害，是故，兩邊的資訊揭露規範，重點有所差異。 

加盟（Franchising）係指為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給顧客，所使用之工業或智慧

財產權，如商標、商品名稱、商店招牌、新型、新式樣、著作權、Know-How、或

專利之的權利總稱3。關於「資訊落差」（Informationsgefälle）的保護需求，在加盟

關係中，因加盟者（Franchisee）常常是屬於較無商業經驗之人，在經營上必須依賴

加盟業主（Franchisor）的技術授權與協助，而且加盟的參進，必須先投入高額的資

本，加上長期性的契約關係，會產生「鎖住」（Lock-in）現象，從而，加盟者會有

較高的資訊保護需求，以避免錯誤決策與投資損失4。對此，公平交易委員會曾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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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280f (2000). 
2 楊宏暉，「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與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的新變革－以消費者保護的強化為

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8 卷第 2 期，77-78 (2010)。 
3 Martin Mendelsohn, Franchising Law, 10 Richmod (2004). 
4 關於加盟契約的特殊性，可參閱楊宏暉，「從加盟契約的特性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

正財經法學，第 5 期，53-54 (2012)。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

則」），以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後修改為「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以下簡稱「加盟業主規範說明」），彙整加盟業主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之行

為態樣。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去依據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導正加盟產業秩序，執

法成效頗佳，且常獲法院支持。不過，自丹堤咖啡加盟一案起5，近來的行政法院判

決，有開始嚴格檢驗管制這類加盟案件合理性的傾向，這些見解的轉變，似乎反應

出法院認為這類交易糾紛的私權性質較為濃厚，本應由當事人自行循私法途徑解

決，行政機關不宜過度介入私權糾紛。但是，在民事訴訟上，縱使當事人提出公平

交易委員會的處分確定書作為攻擊方法，法院也未必會直接接受該法律適用結論6，

而形成不一致的判決結果。故本文以丹堤咖啡加盟案為例，作為探討競爭法與民法

上資訊揭露義務規範與功能的出發點，嘗試釐清這二者的適用關係7。 

 

                                                      
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與本案類似之情形者，尚有經營「格子趣微

型百貨店」之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授權加

盟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

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及「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

（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重要交易資訊，而被認定為違法行為者。參閱

公處字第 098088 號處分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592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

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惟，以同一基礎事實同時提起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者之案例者，仍以丹堤

咖啡加盟案具指標性意義，其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之結果，恰好可作為本文論點的印證，故本文

特別以本案作為討論案例。 
6 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字第 522 號民事判決。 
7 另一類似的案例為「美而美早餐店加盟案」，其事實為加盟業主於加盟簡報以日式招牌漢堡

為例宣稱利潤 31.6%，欠缺客觀基礎，且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充分揭露加盟體系數目等統計資

料，而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規定 (參閱公處字第 100151 號處

分書)。被處分人雖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維持原處分效力 (參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698 號判決)。加盟者另以上開簡報宣稱早餐店經營可獲利 3 成，與事實不合，向

民事法院主張詐欺之損害賠償，但並未就加盟體系統計資料的未揭露，提出主張，而是另外主張

加盟業主未交付系爭店面全部營業及財務報表，而有詐欺、欺罔之行為，但均遭民事法院為不利

之判決，民事法院認為本案加盟者無法證明加盟業主確有承諾三成之經營利潤，而加盟者投資經

營店面前，應可自行評估營業風險，要求加盟業主出具詳實之營業及財務報表，經審閱後再決定

是否簽訂系爭加盟店讓渡契約，而本案加盟者於加盟業主僅提供營業報告之情形下，即決定簽

約，可見有無提供各項營業及財務報表，對其締約決定，並非具有重大及必要之影響 (參閱台北

地方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457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第 101 年度上易字第 161 號民事判

決)。由此可以看出，民事個案中當事人的資訊需求種類與程度是具有因人而異的主觀性，而與公

平交易法的通案一般性有別，不過，此一案例仍與本文擬討論之就同一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行為，

在民法與公平交易法上的不同適用重點，不盡相符，故擬不深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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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法與競爭法的不同規範面向 

(一) 個別契約與市場競爭 

1. 市場經濟下個別契約的三面關係 

現代的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Marktwirtschaft）為主，財貨的交換透過市場過程

予以完成，在市場機制之下，給付要怎麼交換或是要交換什麼，依據契約自由，存

在多種的選擇可能性，因此，交換契約（Austauschvertrag）與競爭有著密切的關

係。事實上，民法預設之社會模式（Sozialmodell）的背後，係建立在理性人形象

（Leitbild des Homo Economicus）與市場典範（Marktparadigma）的基礎之上，前者

意指所有的個體均有同等的能力及意願，自由且理性地形成自身的經濟活動；後者

則指有效競爭可以確保財貨的最適提供跟最適分配8。一項交易的完成或契約的締

結，從契約當事人的角度，雖然是一種給付交換的關係，但從其過程的發展來看，

其實具有三面關係，除涉及「交換過程」（Austauschprozess）之外，同時也會及

「平行過程」（Parallelprozess）9。首先，在交易對象與交易標的物的選擇上，涉及

競爭關係，在此階段中，競爭者之間所採取的競爭手段，如行銷策略或廣告活動，

會對當事人交易決定的觸發與作成，造成影響，特別是在現代工業社會裡，對於消

費動機的誘發，廣告經常是一項強而有力的影響因素10，因此，在此競爭者競逐購

買者的平行過程中，有效及正當的競爭，是一項重要的作用條件。其次，於選定交

易客體及交易相對人後，便進入給付交換的磋商階段，在此階段中，契約當事人的

關係如同螺絲般地由鬆漸緊的發展過程，並以契約成立作為終結，藉由契約達成滿

足需求目的之給付交換11。 

                                                      
8 王澤鑑，債法原理，3 版，自版，65-66 (2012)。 
9  Hart/Joerges, “Verbraucherrecht und Marktökonomik: Eine Kritik ordnungstheoretischer 

Eingrenzungen der Verbraucherpolitik,” in: Heinz-Dieter Assmann et al (Hrsg.), Wirtschaftsrecht als 
Kritik des Privatrechts, S.100ff., Athen (1980). 

10 Lehmann, Vertragsanbahnung durch Werbung, C.H. Beck (1981). 
11 蘇永欽，「締約過失責任的經濟分析」，台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1 期，183-21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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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契約自由為私法自治與市場經濟之共通基石 

契約自由（Vertragsfreiheit）為實現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的重要制度，

但是，惟有締約當事人具備選擇可能性時，才會有自由決定之空間，如果市場上只

剩下獨占事業此一的交易對象時，契約自由將只剩下要不要交易的形式上自由而

已，實質的決定自由，係被他方所主宰，只有他主決定（Fremdbestimmung）而無

自主決定，將會形成契約自由的自我毀滅。因此，競爭秩序的確保，為私法自治運

作的重要結構條件，可以避免經濟力量的形成及濫用，使得縱使締約當事人的交易

地位不對等，仍有確保公平契約的形成12。又縱使市場上存在經濟力量不對等的情

形，也可能因為競爭的有效存在，個人仍享有選擇決定的空間，仍得依個人自由意

願去為權利義務關係的形成13。 

契約不僅是實現私法自治的工具，同時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的重要機制，個別契

約的需求總和，形成市場，而個別契約之締結是市場上競爭之結果，民法上的契約

制度係以競爭存在之市場秩序為前提，私法自治的市場行為，只有當存在有效競爭

時，才有可能14。一方面，惟有競爭自由提供個人有不同的決定選項，才能讓個人

得為私法自治的自由形成並實現個人自主決定；另一方面，只有個人在市場上得自

治地形成其法律關係時，競爭才有可能存在，故契約自由與有效競爭實為互補條件

15。契約拘束力只有在當事人具有選擇可能性，如同有效競爭所給予的，才有其正

當性，由於交換正義是建立在市場上給付交換公平程序上，所以，市場經濟跟競爭

也間接有助於實質分配正義的實現16。是故，市場運作功能的確保，長期上可維護

個人的決定自由，反之，個別保護也有助於整體制度的穩定17。 

(二) 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 

1. 契約法偏重個體利益 

                                                      
12 Alexander, Vertrag und unlauterer Wettbewerb, S. 41, Duncker & Humblot (2002). 
13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S.296, Mohr Siebeck (1998). 
14 Drexl, a.a.O., S. 94f.  
15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01, S. 131 (1988). 
16 Canaris, a.a.O., S. 294. 
17 Leistner, Richtiger Vertrag und lauterer Wettbewerb, S. 204, Mohr Siebec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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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法係針對契約關係中的對立利益，進行調和，在個別的交換過程中，關注

給付的等價性與契約正義（Vertragsgerechtigkeit）的實現，為達成契約的「正確性

擔保」（Richtigkeitsgewähr）18，重視締約當事人實質自由的保障，是故，隨著契約

協商的進展，當事人間產生特別的信賴關係，進入類似契約關係之中，藉由交易上

注意義務、忠實義務（Treuepflichten）或保護義務（Schutzpflichten）等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en）的強化，使當事人互負顧慮他方利益之義務，依據誠實信用原

則，對於影響締約決定之重要事項，負有告知及說明義務，以維護意思自主與契約

期待，避免「不良契約」（Schlechter Vertrag）的發生19，並以具體損害的發生作為

責任成立要件（參閱民法第 245 條之 1）。 

2. 競爭法偏重公平競爭之集體利益 

競爭法係針對市場上競爭活動，以及市場參與者間的利益衝突，加以規範，在

競爭政策中，原則上重視平行的競爭過程而非個別的交換過程，競爭法的主要保護

法益在於正當之「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參照公平交易法第四條規

定），目的在避免市場參與者遭受扭曲的競爭所害，保護自由公平競爭之公共利益

20。雖然，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亦屬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惟係指整體消

費者利益而言，不同於契約法係為保護個別當事人的個別利益，競爭法上的規定，

係為保護集體利益（Kollektivinteresse）與公共利益，而非保護消費者的個人利益

21。是故，透過競爭法規範的行為，應以市場相關性或外部作用上對市場過程發生

影響者為主，公平交易法的介入，係以系爭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要件且具

有公共利益性質者為限，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屬民事救濟之範圍22。

以不實廣告為例，其競爭法上的違法性，並不以交易相對人事實上被誤導或基於不

實廣告而締結契約為前提，也不因某些交易相對人可能未被誤導而排除其違法性，

                                                      
18 Schmidt-Rimpler, “Grundfragen einer Erneuerung des Vertrags,” AcP 147, 130, S.159 (1941). 
19 劉得寬，「契約締結過程上的情報提供義務」，法學叢刊，第 171 期，1 (1998)。 
20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8. Aufl., §3 Rn. 9f. (2009). 
21 Bornkamm in: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Wettbewerbsrecht, 26. Aufl., §5 Rn.10f., C.H. Beck 

(2008).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2 版，元照出版社，6-7 (2003)。 
22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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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交易相對人的一般理解標準及危險犯的概念，予以認定是否足以構成引人錯

誤，不以實害發生為必要23。 

競爭法對於交換過程的影響，大部分是採用可以改善交易相對人市場地位與所

屬市場環境結構、確保市場資訊透明、確保市場行為的正當性、防止市場參與者權

利受到阻礙之措施24，資訊的健全，不僅可以強化當事人的市場地位，也可以強化

市場透明，促進效能競爭，效能競爭不僅是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社會的

基本架構25。透過集體利益的保障，也可間接促成個案中個體利益的確保，減少個

別契約糾紛的發生機率；反之，個別利益保護的充足性，可降低違法行為的誘因，

也可有助於效能競爭制度之集體利益的維護。 

(三) 資訊不對稱下之投機行為與市場失靈 

資訊不對稱的因素，會對契約關係跟競爭關係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契約關係中

會因交易成本的增加，助長締約當事人投機行為的誘因與遂行，在市場競爭上，則

會造成「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1. 個別契約關係中的投機行為 

在當事人雙方之間的締約關係裡，當他方當事人無法精確地評估商品或服務的

品質或價格時，事業即有誘因及機會進行以較高價格出售較低品質之商品或服務給

他方的行為，以獲取投機行為的利益，因此，在契約關係中，資訊不對稱會使資訊

強勢者有能力對資訊弱勢者進行剝削，使得傳統上認為當事人立於平等基礎上，自

由磋商而達成的契約，係雙方當事人皆能接受之公平契約的想法，受到質疑，弱勢

一方常因經濟地位與資訊地位的劣勢，而無法利用契約自由締結公平的契約，而需

另闢途徑解決之。 

尤其是現代的交易，商品及交易內容的複雜程度與多樣化程度，遠甚以往，個

人對於商品的認識及資訊，遠不如出賣人熟稔，個人在知識、經驗及蒐集資訊的能

                                                      
23 Beater, Unlauterer Wettbewerb, Rn. 1088, Mohr Siebeck (2011). 
24 楊宏暉，「市場經濟秩序下的契約失靈調整模式」，法學新論，第 25 期，76-79 (2010)。 
25 Hart/Joerges, a.a.O., S.12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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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上，也不如事業，資訊落差的情況越愈明顯，特別是在需要高度專業知識的金融

商品上，事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不公平現象，越愈容易發生26。即使是在事業跟

事業之間，同樣也會存在地位不對等跟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例如：在加盟契約中，

加盟業主即比加盟者擁有更多的資訊與更佳的交涉能力，資訊地位的不對等，將有

導致契約自由失靈的危險，契約內容不符期待的情況將會大增，增加契約糾紛與訴

訟的發生27。 

2. 市場關係上的競爭失靈 

在市場關係上，有效競爭的市場，如果資訊透明的話，需求者完全知道每一個

生產者所售每一個商品的價格、種類跟特點，可以進行完整的比較，而生產者也完

全知道每一個需求者的需求偏好，因此，市場的供需運作與競爭，可以沒有障礙，

並能達到最適均衡。但是，若需求者對於市場價格或商品品質缺乏準確資訊時，則

供給者有誘因去提供較次級的商品、或提供較少的資訊、或提供不實訊息、或為投

機行為、或提高售價，而需求者在沒有準確資訊的情況下，不僅難以對不同競爭者

之間所提供之產品質量，進行市場比較，也難以作出最適的締約決定，而讓市場的

均衡偏離競爭均衡，因此，資訊的不對稱，不僅會損及一方當事人，也會損及競爭

者的效能競爭，並且會產生無效率的結果28，嚴重者，甚至可導致交易失靈或市場

失靈29，形成如同「囚犯困境」的難題30。 

垂直交易關係中資訊透明度的提升，是競爭存在的一個必要前提，可以減少因

搜尋成本所導致的效率障礙，同時也可減低因資訊不透明致獨占性競爭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所產生的策略行為空間與投機行為。此外，交換關係

中的資訊透明，也可減少事業對於競爭條件的不確定性，有助於效率的增進。若產

品的價格、品質或交易條件不透明者，搜尋成本的增加，致不同的供給者間形成差

                                                      
26 對此，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9 條至第 11 條特別明文規定金融服務業者的說明義務與適合性

義務及其損害賠償責任，以保護金融消費者。 
27 Grundmann, “Privatautonomie im Binnenmarkt,” JZ 2003, 1133, S.1137 (2003). 
28 Otto/Schäfer, “Die ökonomische Analyse des Rechts – Irrweg oder Chance wissenschaftlicher 

Rechtserkenntnis?” 1998 JZ , 213, S.220 (1998).  
29 George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488 (1970). 
30 Otto Keck, “The Information Dilemma,” 31 J. Conflict Resolution 139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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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與市場力量的產生，故提升交換關係中的資訊透明，可增加需求彈性，促進競

爭31。 

市場透明的程度，基本上與競爭活動的動態性有關，為了強化競爭過程及其有

效性，某些特定的基本資訊（Basisinformationen），係個人在作出交易決定時所不

可或缺者，則法律會課予事業對於這些資訊負有揭露義務。藉由資訊的揭露，一方

面創造出足夠的市場透明度，以使「有效競爭」（Workable Competition）的功能條

件得以運作，另一方面，經由這些市場相關的資訊義務，可以為確保個人的經濟行

為 自 由 與 決 定 自 由 ， 以 維 護 後 續 發 生 之 契 約 締 結 的 「 正 確 性 擔 保 」

（Richtigkeitsgewähr）32。 

三、資訊揭露義務之定位 

(一) 契約法上功能 

1. 強化自主決定 

契約的精神在於私法自治，其核心在於當事人的自主決定，作為實質的理解，

契約自由應以實質的決定自由為基礎，包括締約人於締約前應具備充足資訊，以便

於能夠健全地判斷契約決定的風險與機會33。契約相關資訊的掌握，有些可以自行

搜集，然而，有些搜尋成本太高或掌握在他方當事人手裡時，基於最小成本避險者

（Cheapst Cost Avoider）的理念，應於一定條件下讓資訊優勢一方承擔資訊風險，

並負擔重要事項的說明義務。是故，資訊揭露義務的功能在於扭轉「買者自慎」

（Caveat Emptor）原則，不再從純粹的當事人自治，要求締約當事人應自我負責搜

集相關資訊，以便藉此爭取有利於己的契約結果，而是將當事人由對立

                                                      
31 Wagner-von Papp, Marktinformationsverfahren: Grenzen der Information im Wettbewerb, S. 261f. 

Nomos (2004). 
32 Kessler, “Lauterkeitsschutz und Wettbewerbsordnung – Zur Umsetzung der Richtlinie 2005/29/EG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tiken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WRP 2007, 714ff. (2007). 
33  Fleischer, “Vertragsschlußbezogene Informationspflichten im Gemeinschaftsprivatrecht,” ZeuP 

2000, 772, S. 77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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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gonism）轉向強調更多的合作（Co-Operation），意即各締約當事人有與他方

為協助與合作的積極義務，藉由資訊義務，形成契約締結的「告知後同意」

（Informed Consent），改善意思表示的健全性34。 

因此，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在於改善個別締約決定的基礎，避免不符期待契

約的締結，具有「個別保護功能」（Individualschutzfunktion），目的在維護個別當

事人的實質契約自由35。特別是在長期契約關係中，因締約當事人會因特殊的專屬

性投資而承擔沉沒成本，造成鎖住（Lock-In）現象，於契約結果不符期待時，也不

容易脫離契約關係的拘束，從而，締約前的資訊保護需求愈形重要，可減少不利契

約的締結，以及避免因資訊弱勢而在交易過程中被榨取利益。 

每位締約當事人締結契約時都有其追求的目的，想要藉由契約實現滿足需求的

效用，不一而足，每個人的締約考量事項也不盡相同，因此，影響契約目的之重要

資訊，實際上具有「主觀性」36，應依個案而為認定，對於當事人而言，可經由表

示或詢問等方式37，將其主觀的資訊需求與資訊重要性，顯露於外38，否則的話，就

只能依交易之通常客觀目的而為認定其資訊需求39。 

2. 加盟者的當事人屬性與保護需求 

在加盟關係中，加盟者通常需要為重大的初步投資與後續投資，有些投資具有

一般性，如基地的取得，有些則屬於特定性投資，如特定機器設備的購置。因此，

若契約的結果不如預期，或者是他方終止契約關係時，這些特定性投資即成為沉沒

成本，這些風險，縱使認為加盟者係屬具備商人專業判斷能力者，通常也不容易避

                                                      
34 Ruth Sefton-Green, “Duties to Inform versus Party Autonomy: Reversing the Paradigm (from Free 

Consent to Informed Consent)?” in: Geraint Howells, Andre Janssen & Reiner Schulze (ed.), Informatio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hgate Publishing, 171-172 (2005). 

35 Canaris, a.a.O., S. 287.  
36 Huber, “Aufklärungspflichten vor Vertragsschluss,” in: Egon Lorenz (Hrsg.), Karlsruher Forum 

2000: Aufklärungspflichten, S.20, Verlag Versicherungswirtschaft (2001). 但亦有認為此一契約目的之

探求，不能完全依主觀定之，否則應說明之事項將無止盡，故應將之限制在與契約目的達成具體

相 關 的 事 項 上 。 Vgl. Breidenbach, Die Voraussetzungen von Informationspflichten beim 
Vertragsabschluss, S.65, C.H. Beck (1989). 

37 參照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 
38 Breidenbach, a.a.O., S.63. 
39 楊宏暉，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研所博士論文，257-35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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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更何況加盟者在締約前尚屬無商業經驗之人。儘管加盟就像投資，成功與否，

有其風險性，但是，如果能夠減少不確定的風險因素，即可能減少後續的糾紛，因

此，締約前的強化保護，特別是成本風險的事先估算機會，便有其保護的價值。 

在民事法律關係上，對於個別加盟者特別提供資訊揭露的保護規定，而這類的

保護規範，較常見於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消費關係之中，其立法設想係認為

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經營者，在經濟上、經驗上及智識上是處於較弱勢之地位，故應

該受到較多的保護。此一地位狀態，似乎跟加盟者的情況雷同，都是知識上與經驗

上的弱勢者，因此，如果可以將加盟者比擬為消費者的話，即可直接依消費者保護

之法理，適用既有的規定。但是，可否將擬經營商業之加盟者於締結加盟契約時視

為消費者而享有更多之保護，素有爭議40。 

所謂「消費者」（Verbraucher）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係指「以

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實務上認為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

產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而言41，故購買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係供業務使用，並非

單純供消費使用，與消費之定義不符42，亦即如其目的主要供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

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者，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

係之定義未合，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43。依此看法，加盟者與加盟業主締結契

約，目的係為經營商業，非單純消費之用，並不符合消費者的定義，實務上亦採此

一見解44。 

儘管如此，在理論上加盟者是否可歸類為消費者，仍然有探討之空間，固然，

在進入加盟體系之後，加盟者確實是經營商業之企業經營者，但是，在締約之時，

尚不具有企業的資格，因此，非無認定為消費者之餘地，即便是在德國法上，這樣

                                                      
40  Böhner, “Schriftform und Widerrufsrecht bei Franchiseverträgen nach dem 

Verbraucherkreditgesetz,” NJW 1992, 3135, S. 3136 (1992). 
41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84) 台消保法字第 00351 號函。 
4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88) 台消保法字第 00513 號函。 
43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001 號判決。 
44 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84 年度訴字第 3642 號判決認為：兩造訂立預約關係，係為了成立坊間商

場慣稱之商業加盟關係，亦即無論原告或被告均是為了營利之目的而成立加盟預約關係，而既然

兩造係為營利目的而成立預約關係，兩造間預約關係自非屬消費關係，蓋原告並非單純為使用商

品或接受服務而與被告訂立預約關係，因此揆諸前開說明兩造間預約關係應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

用，是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主張兩造間預約應屬無效一節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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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爭 議 還 是 存 在 的 45 。 少 數 說 認 為 加 盟 契 約 應 如 同 消 費 者 契 約

（Verbrauchersvertrag）一般，受充分的內容控制46。不過，通說認為加盟者於簽署

加盟契約之時即具成創業者的企業適格（Unternehmereigenschaft），蓋加盟契約係

為了從事企業活動目的而設47，加盟制度即是在於利用加盟業主的商標、廣告與

know-how，從事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比較接近企業經營者的適格（參照我國消費者

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故德國通說傾向於認為加盟者的行為於締結加盟契約之

時，即已具備企業的性質，不再是屬於消費者的範疇48。但是，如果跳脫消費者的

法律定義，從弱勢保護的實質需求而論，加盟者仍具有類似消費者的實質地位，並

不能直接否定其欠缺如消費者的保護價值49，故德國法在某些情況下，仍然將消費

者保護之規定，予以準用之，如德國民法第 510 條關於分期交付契約

（Ratenlieferungsverträge）保護規定的準用，讓加盟者亦可享有跟消費者同等之

「書面要式」（Schriftform）跟「無條件解除權」（Widerrufrecht）的保護（參閱德

國民法第 512 條）50。 

(二) 競爭法上功能 

1. 促進市場透明與產品比較 

競爭法的主要保護法益在於正當的效能競爭，避免市場參與者遭受扭曲的競爭

所害，利用資訊不對稱之欺罔行為，即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一種，競爭的目標在於

爭取交易相對人的交易決定，是故，交易相對人之決定自由的保護，構成競爭法上

的重要保護目標，如何強化其決定基礎（Entscheidungsgrundlage），競爭法上的資

                                                      
45 德國民法第 13 條定義「消費者」，係指非為營業上或獨立職業上活動之目的而締結法律行

為之自然人。 
46 Martinek, Franchising, S.306, R. v. Decker (1987). 
47 Stoffels in: Wolf/Lindacher/Pfeiffer, AGB-Recht, 5. Aufl., Anh. zu § 310 Rn. F 75, C.H. Beck 

(2009).  Schmidt in: Ulmer/Brandner/Hensen, AGB-Recht, 11. Aufl., Anh. zu §310 (13) Rn. 8, C.H. 
Beck (2011). 

48 Giesler in: Giesler/Nauschütt, Franchiserecht, 9. Aufl., Kap. 9. Rn. 34, Luchterhand (2007). 
49 Martinek/Habermeier in: Martinek/Semler/Habermeier/Flohr, Vertriebsrecht, 3. Aufl., § 27 Rn. 38, 

C.H. Beck (2010). 
50 Böhner, a.a.O., S. 31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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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義務，便是其中一環，蓋交易相對人或消費者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具有裁判功

能，決定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的優勝劣敗，在這當中，理性的決定自由，不應受

到不正當的影響，是故，充足的資訊與自由的意思形成，為其自由選擇的必要前

提。消費者只有在正確資訊的情形下，才能夠作出正當的締約決定，不實的資訊跟

不足的資訊，都會導致錯誤的決定，二者應同等規範51，在這樣的認識之下，事業

除應確保資訊揭露的客觀真實之外，基於市場的透明化與競爭的促進，降低資訊搜

集的交易成本，事業還負有針對特定重要事項的資訊揭露義務52。 

2. 市場競爭相關之重要資訊 

至於哪些資訊是屬於事業應當揭露的，公平交易法上係透過「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重要交易資訊」的抽象概念予以涵蓋53，其內容仍然有待具體化。基本上，公

平交易法作為經濟法的重要法規，仍是以整體競爭秩序作為首要保護法益，依此法

規目的而為解釋，所謂的重要交易資訊，應具有「市場競爭關聯性」，特別是有利

於市場透明與市場比較的資訊，蓋交易相對人惟有在能夠辨別市場上要約的好壞

時，效能競爭才能夠發揮作用。由於注重的是競爭秩序，因此，重要資訊應具有一

般性，即依據交易觀念，以一般交易相對人為標準，其通常於相關交易時會納為決

定基礎之考慮事項，故具有客觀性，其違法性標準也應較契約法為嚴。 

以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UWG）第 5a

條第 1 項為例，規定：「於判斷未揭露事實是否構成誤導時，應依交易觀點，特別

考量該事實對於交易決定是否重要，以及未揭露事實是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依

此，資訊重要性的相關因素，必須藉由競爭功能面向的觀察，考量足夠完整的資訊

提供與排除誤導資訊之促進競爭目的，而為決定，通常而言，涉及產品重要性質之

資訊、涉及健康利益與安全利益之情事、或是涉及重要經濟利益（如商品的新穎

性、產品變更、給付取得之費用、偏離通常品質之情事或使用限制等）或重大影響

                                                      
51 參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5 條及第 5a 條，以及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第 6 條及第 7 條。 
52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 1 Rn.15. Piper/Ohly, UWG, 4.Aufl., § 1 Rn.21, C.H. Beck 

(2006). 這類義務的規範，可參見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4 款、第 5 款及第 11 款和第 5a 條

規定。 
53 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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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關係之訊息，依一般交易觀點，均屬於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54。歐盟不當

交易行為指令（2005/29/EG）第 7 條第 4 項明定了一些例示事項，可供參考，諸

如：產品的重要特徵、事業的身分及地址、價格（包含稅捐）、價格與運費的計算

方式、支付條件及申訴程序、解除權或解約權等。 

對於資訊揭露的決定，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1)交易上的重要性：如商品效用

功 能 、 技 術 素 質 等 客 觀 之 交 易 上 重 要 資 訊 ； (2) 消 費 者 指 導 形 象

（Verbraucherleitbild）的高低，此涉及交易相對人自主取得資訊的範圍，對於一般

消 費 者 應 具 備 的 資 訊 ， 並 無 揭 露 之 必 要 ； (3) 當 事 人 相 關 的 資 訊 成 本

（Informationskosten），以決定何種資訊的取得及揭露，應歸事業負擔，何種資訊

應由交易相對人自行負擔55。 

3. 加盟資訊的市場相關性 

在加盟關係中，由於加盟業主與加盟者間存有高度的訊息不對稱性，加盟者於

簽約之前，對於加盟業主的經營 know-how、智慧財產權取得之真實狀況、市場規

模變動情形、過去經營績效等重要訊息，並不全然清楚，加盟業主相較於交易相對

人處於資訊上之優勢地位，有意加盟者難以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難以瞭解

加盟業主的 know-how 與智慧財產權取得之真實狀況、市場規模變動情形、發展空

間，即使可以訪視其他加盟店，以查核相關資訊之正確性及進行風險評估，仍然會

有陷於錯誤而與其締結加盟契約之風險，是故，倘加盟業主未向交易相對人充分揭

露相關重要交易資訊，其行為顯係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之弱勢地位，其結果

將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 

另外，加盟業主藉由資訊隱瞞或不完整揭露的遮蔽作用，也可增加加盟者對於

市場上加盟產品的比較困難性，從而，影響到類似加盟體系或不同加盟體系的競爭

機會。 

                                                      
54 Fezer/Peifer, Lauterkeitsrecht, § 5 Rn.392ff. C.H. Beck (2005).  
55 Heermann, “Lauterkeitsrechtliche Informationspflichten bei Verkaufsförderungsmaßnahmen,” 2005 

WRP, 141, S.146ff.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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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功能分配 

1. 互補性保護 

在自主決定下為契約之締結，係競爭法上與契約法上資訊義務的共通理想56，

兩法之規定，具有共通性，即都是在保護當事人的實質契約自由，而且也同樣將資

訊義務的範圍限定在「重要事項」上。但是，二者間的功能任務，還是有所區別，

契約法關切的是個別契約的正確性，重視的是個別當事人間的個別契約關係，偏重

於個別保護的觀點，重視契約正義；競爭法關切的是市場透明，資訊義務是建立在

一定之客觀消費者指導形象之上，是從一定多數相對人的立場而為觀察，重視的是

一般性的保護，強調效能競爭，交易相對人的自由決定，也是屬於競爭自由的一部

分。 

因此，從資訊義務對於決定自由的保護功能上，競爭法跟契約法就像「同心圓

的雙層保護牆」（Zwei Konzentrische Schutzwälle）57，內層由契約法提供保護，外

層由競爭法提供保護，具功能上的互補關係（Komplementärverhältnis）。如果交易

相對人因事業的不正當交易行為而受有損害時，能夠在個別契約層面獲得救濟的

話，即可強化交易相對人與事業間的武器平等（Waffengleichheit）。同樣地，如果

事業知道若使用不正當交易行為，將會因相對人行使契約法上救濟權而承受經濟上

的不利益時，便會促使其採取正當的交易行為，特別是針對高價與長期性的產品，

相對人對於因不正當行為而締結之個別契約，提出訴訟救濟的誘因是較強的，因

此，愈能糾正事業的不正當行為。同理，如果事業的不當交易行為，在競爭階段即

受到有效的規則者，即可減少後續不正契約結果的出現。 

2. 競爭法對契約法的補充保護 

相對於契約法對於意思形成的不當影響，提供撤銷權、解除權及損害賠償請求

                                                      
56 Leistner, a.a.O., S. 251. 
57 Busch, Informationspflichten im Wettbewerbs- und Vertragsrecht–Parallelen in UWG und BGB, 

Mohr Siebeck, S. 165f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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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等事後個別救濟的保護方式；競爭法主要是提供一般性及預防性的保護58。競爭

法上的資訊義務在於補充契約法上的保護，往前一階段延伸資訊保護，盡可能地提

早排除對契約的干擾因素，如果能夠透過競爭法上的管制來阻止詐欺情事之發生

者，民法上的詐欺撤銷權，即變得較少會被用到，是故，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可藉

由減少許多錯誤契約之締結，而間接強化「契約嚴守原則」（ Pacta Sunt 

Servanda），提高契約的正確性。從而，競爭法係以集體利益作為規範的切入點，

確 保 市 場 的 自 由 公 平 競 爭 及 其 運 作 條 件 ， 屬 於 市 場 行 為 規 範

（Marktverhaltensregelungen），基此，競爭法上的資訊揭露義務，可作為保護競爭

之私法框架的一部分59，形成一種行為準則60。 

3. 契約法對競爭法的補充保護 

如同競爭法上資訊義務可以補充契約法上的個別保護，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

也可補充競爭秩序的保護，將個別的契約關係予以總體觀察的話，其亦屬市場過程

的一部分，契約法上的義務可以改善市場資訊透明及促進市場穩定功能，從而，也

可被視為是一種促進競爭的工具61。基此，締約前的資訊義務，除了可以確保私法

自治之外，也有助於市場秩序的功能運作，具有秩序功能（Ordnungsfunktion）的面

向，一方面係其可減少交易成本，避免財貨錯誤配置的效率損失，另一方面，也可

避免因資訊不對稱所形成的市場失靈結果。此外，從信賴保護（Vertrauensschutz）

的思想，也可導出契約法的市場穩定功能，信賴關係被認為是當事人間的締約前說

明義務的重要基礎，締約前說明義務不只保護當事人對於他方當事人誠正

（ Redlichkeit ）的信賴，同時也保護對於私法秩序及交易往來運作能力

（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Geschäftsverkehrs ） 的 普 遍 信 賴 （ Generalisieruntes 

Vertrauen）62，或者說是「制度信賴」（Systemvertrauen）63，亦即當事人在市場上

                                                      
58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a.a.O., § 1 Rn.14. 
59 Busch, a.a. O., S.168. 
6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自版，5 (1994)。 
61 Fleischer, a.a.O., S.778. 
62  Fleischer, “Vorvertragliche Pflichten im Schnittfeld von Schuldrechtreform und 

Gemeinschaftsprivatrecht,” in: Schulze/Schulte-Nölke (Hrsg.), Die Schuldrechtsreform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Gemeinschaftsrechts, S.255f., Mohr Siebeck (2001). 

63 Luhmann, Vertrauen-Ein Mechanismus de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ät, 50ff., UTB, Stutt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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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活動，並不是僅以信賴其交易相對人為出發點，同時也是依靠在市場秩序的

可信賴性上64。 

4. 兩者互動 

基本上，契約法跟競爭法這雙層保護牆的高度，是可以不同的，如果契約法上

對於不利的契約締結，已經對交易相對人提供充足之保護時，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

要求，便可稍為降低，甚至於契約法上如對於契約締結，另外提供事後的救濟措

施，如針對郵購買賣等遠距離交易模式，因資訊不充足所提供的猶豫期間或契約解

除權，讓消費者得以有足夠時間為資訊收集與市場比較，以修正締約決定者，則在

競爭法的規範適用上，也應將此納入考量，適度放寬其規定密度65。因此，如果契

約中已提供當事人有合理的無條件契約解除權時，競爭法上對於審閱期間的要求，

便可降低。 

(四) 適用區分 

契約法與競爭法都設有資訊義務的要求，對於締約當事人之決定自由的保護，

具有重疊性，其範圍也以重要事項予以限制，各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是否會形成不

必要的雙重保護，或有疑義，因此，區分契約磋商階段與廣告行銷階段的資訊義務

要求，具有實益性。 

1. 適用時點 

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的適用時點，基本上是始於締約前的契約準備

（Anbahnung des Vertrags）階段或契約磋商（Vertragsverhandlung）階段66。而競爭

                                                        
(1989). 

64 Leistner, a.a.O., S.1088.  
65 Busch, a.a.O., S. 174f. 
66 契約磋商階段係始於當事人以締結契約為目的而為事實上的磋商行為。而契約準備階段，則

係發生在契約磋商之前，但一方當事人已進入了締約之接觸和準備時，此一潛在契約關係的準備

階段，亦可基於信賴關係而產生各重注意義務。事實上二者難以精確區分，其區分也無助締約上

過失規定的適用。Vgl. Jauernig/Vollkommer, BGB, 10. Aufl., § 311 Rn. 43, C.H. Bec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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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規範，則是在更早之潛在的契約準備階段或是廣告行銷階段，即已發生作

用，例如：有意加盟者前往加盟商展搜集資訊，或是跟加盟業主為初次的接觸與了

解，此時，對於資訊提供的要求，縱使沒有個別交易的真正發生，仍然應該要加以

遵循，以維護適當的交易秩序。但是，當有個別的契約締結發生時，如同時在加盟

商展中旋即坐下來討論具體加盟事宜，並進而簽訂契約者，即不可避免地必然會產

生時間上的重疊性。 

2. 資訊保護程度 

在資訊義務的決定上，產品的價格與性質，往往是交易上的重要考慮因素，如

果交易相對人要進行高度投資者，通常可合理期待其為維護自身利益而為資訊上的

自我負責，自行獲取相關資訊，並且謹慎地進行契約磋商，而不能完全依靠他方在

潛在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提供；但是，如果是低價的產品，通常不會有太長的契約

磋商階段，如超級市場中的日常生活用品，此時，潛在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要求，

重要性即為提升，簡言之，如果在契約締結前的個別磋商階段愈短，競爭法上的資

訊保護需求就越愈重要。 

另外，從防止締結不符期待契約的風險或締約階段的風險來看，交易相對人有

時在契約締結前會自己支出時間跟費用，自行瞭解契約標的物的相關訊息，故相對

於契約法首要保護免於契約締結所生之風險，競爭法的資訊要求，則是在契約締結

的更前階段，即已發生保護作用，避免交易相對人支出無謂的時間與金錢，如避免

因不實廣告而支出無謂的交通費用與時間。因此，在潛在的契約準備階段，目的在

提供當事人有進一步磋商締約的機會，是故，並不需要強求事業應當提供詳盡資

訊，而是只須提供「特定的關鍵資訊」（Bestimmt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以讓

交易相對人獲得預警並能為後續的契約協商進行準備，即為已足。據此，潛在契約

準備階段所提供之資訊，只須滿足簡潔扼要的要求，而交易相對人則藉由這樣的資

訊預警，再去取得其他關於標的物之資訊或其他資訊，以便在契約磋商時予以謹慎

評估67。是故，競爭法上資訊義務，儘管不是以競爭上的地位均等理論作為出發

點，但是，仍然是以保護締約當事人之實質意思作為出發點，並以市場整體作為觀

                                                      
67 Busch, a.a.O., S. 1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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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切入點68。 

3. 資訊揭露程度 

從資訊揭露的內容來看，重要資訊的要求，二者也不完全一樣。競爭法上偏重

於「契約比較的相關資訊」，契約法則側重於「契約締結的相關資訊」。因此，競

爭法上的資訊揭露，其詳細程度應較契約法上為簡略。蓋競爭法上係重視「契約比

較」的相關資訊，以便利交易相對人在相競爭之不同的要約提供之間，進行選擇，

故以產品之價格與重要特徵的資訊為主，如加盟金和加盟包裹（Franchise Paket）
69，以便利有意加盟者在相競爭之加盟業主所提出的加盟方案之間，進行比較，從

中擇取有意締結之契約要約，再進一步從事契約協商。 

(1) 契約締結的相關資訊 

契約涉及當事人對契約目的之追求，所以，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應該是比較

詳盡的，重視「契約締結的相關資訊」，特別是攸關契約目的挫敗之情事、阻礙契

約生效事項、危害契約履行情事或標的物之重大不利情事70，蓋加盟者除了從市場

上選擇可能的交易標的與對象之外，還要評估將締結之契約是否適合於自己，因

此，需要更詳細有關契約內容的資訊及其所生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的內容，如標的

之品質效用、權利義務的限制、契約變更或終止之條件及其處理，以便自我評估其

合適性。不過，在具體的意思形成過程中，選擇、協商與締約的不同階段發展，使

得競爭法上的契約比較資訊，也會形成契約法上契約締結相關資訊的一部分。 

以德國法為例，對於加盟契約的資訊揭露，目前並未設有明文規定，不過，德

國學說與法院實務長期以來，均肯認締約上過失制度，並明定於德國民法第 311 條

第 2 項規定當中，即在締約前的磋商或準備階段，締約雙方當事人進入特別結合關

係，互負照顧義務（Rücksichtnahmepflichten）及忠實義務（Treuepflichten），基

                                                      
68 Schwarze, Vorvertragliche Verständigungspflichten, Mohr Siebeck, S.70 (2001). 
69 加盟包裹的內容包括：採購方案、銷售方案、組織方案，智慧財產權的使用權、對加盟者的

訓練、對加盟者主動及持續的協助支援、以及不斷地繼續發展方案。 
70  楊宏暉，前揭註 39，354-356。Soergel/Wiedemann, BGB, 12. Aufl., Vor § 275 Rn.153, 

Kohlhamm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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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加盟業主於締結加盟契約前，對其加盟者負有資訊揭露義務或說明義務71，其

內容及範圍則依個案情事依誠信原則而為解釋72，目的在使加盟者得據以評估其加

入加盟經營行列之契約目的能否達成73。實務判決上，認為加盟業主隱瞞先前有 52

個其他加盟者退出加盟體係一事，應依締約上過失負損害賠償責任，蓋加盟業主應

就加盟體系的真實狀況為告知，因為這會影響到獲利可能性及締約決定74；而加盟

業主宣揚其加盟方案，提示「低成本」（Gerigen Finanziellem Aufwand）、「高獲

利 」 （ Hohe Verdienstmöglichkeiten ） 、 「 零 風 險 」 （ Ausschluss von 

Risikofactoren），並也表示加盟者自己要「謹慎評估」（Vorsichtige Schätzung），

法院表示加盟業主就應其表示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75。對於加盟方案的成功機

會，法院認為加盟業主負有公開義務，並且應符合真實地向加盟者說明勞力投入及

資金投入的數額，提供客觀的計算基礎，以使加盟者能夠估算必要的費用支出、概

算初期損失的期間、以及判斷實現獲利的機會76。至於，市場狀況或競爭狀況等一

般市場關係（allgemeine Marktverhältnisse）的資訊，德國法院及學說傾向於認為應

由加盟者透過其他管道自行探知及取得77。只有當個案中存在例外之情況，即僅有

加盟業主才知悉的資訊時，才由加盟業者負告知義務78。此外，對於加盟的獲利能

力（Rentabilität），採購利益（Einkaufsvorteile）的回扣及隱藏性費用，加盟業主也

應正確及完整的說明79。依據德國法院實務經驗，加盟業主原則上應揭露之資訊內

容，包括：加盟標的及加盟體系運作方式、加盟方案（Franchisekonzept）、加盟體

系內加盟店的位置、數量、發展規模、供參考之加盟店的經營說明、必要最低投資

資本或開業資本的預估、加盟金以外之其他費用及開業初期虧損期間的說明、平均

                                                      
71 Jan Patrick Giesler, “Das vorvertragliche Haftungssystem beim Franchising,” BB 2003, 435 (2003). 
72  Reinhard Böhner, “Bestand und Ausmass der vorvertraglichen Aufklärungspflicht des 

Franchisegebers,” BB 2001, 1750 (2001). 
73 Georg Schäfer, Die Pflicht des Franchisegebers zu vorvertraglicher Aufklärung, 1. Aufl., 256, 

Nomos (2007). 
74 OLG München, BB 1988, 865ff. 
75 OLG München, NJW 1994, 667ff. 
76 LG Hamburg, Ur. v. 2.5.1995. 
77 OLG Brandenburg, NJW-RR 2006, 51f. Giesler/Güntzel, “Franchising: Aufklärungspflichten und 

kein Ende?” NJW 2007, 3099, S. 3011 (2007). Giesler in: Dauner-Lieb/Langen, BGB, Bd. 2/1, 2. Aufl., 
Anh. III zu §§ 535-580a Rn. 20, Nomos (2012).  

78 Flohr, “Aktuelle Tendenzen im Franchise-Recht,” BB 2006, S. 392 (2006). 
79 Flohr, a.a.O., S. 39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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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銷售值或利潤值80。此外，若加盟者選擇的開店地點，先前已有其他加盟店經營

失敗之前例時，加盟業主仍應負有告知義務81。 

(2) 契約比較的相關資訊 

在競爭過程中，競爭參數（Competition Parameter）是重要的指標，主要包括價

格、品質、數量、服務等等（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4 條），其中價格跟品質，這二者

通常是交易相對人進行市場比較的焦點，其中，又以價格參數最為敏感，最容易作

直接的比較，而品質的部分，雖然有時並不容易被辨別，但也會是交易相對人關切

的重點，物美價廉雖是最佳選項，不過，有些人會偏好貴一點、品質好一點的產

品，也有些人會偏好便宜一點、品質稍差一點的產品，因此，成本效益關係（Cost-

Utility Relationship），也是交易相對人的比較考量因素，至於服務及其他條件，則

較為次要，也較難以比較。因此，所謂競爭法上的重要資訊，主要係指產品的「價

格」跟「重要特徵」（Wesentliche Merkmale）。 

如果要了解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義務，有必要將競爭法與契約法的規定予以綜

合觀察，方能掌握全貌，以遠距離銷售契約82為例，德國民法第 312c 條第 1 項和

「 民 法 資 訊 義 務 與 證 明 義 務 細 則 」 （ Verordnung über Informations-und 

Nachweispflichten nach Bürgerlichen Recht）83第 1 條第 1 項明文規定，事業應提供包

括以下之資訊：(1)公司身分；(2)公司負責人身分；(3)通訊地址；(4)商品或服務之

重要特徵及契約如何成立；(5)契約之最低期限（如涉及繼續性或重複性之給付

者）；(6)同等品質及價格之給付的保留權、或如無存貨時的不交付權利；(7)商品或

服務之總價（包括價格組成及稅捐）；(8)額外交付或運送時之費用、及其他未由企

業經營者負擔之費用和稅捐；(9)付款和交付或履行之細節；(10)撤回或退貨之權利

及權利行之條件和細節、包括應受送達人之姓名和地址、法律效果和費用；(11)消

                                                      
80 Florian Wagner, Vorvertragliche Aufklärungspflichten im internationalen Franchising, 61f Peter 

Lang (2004). 
81  Reinhard Böhner, “Vier Maximen zur ungefragten und gefragten Aufklärungspflicht bei 

Franchiseverträgen,” BB 2011, 2253 (2011). 
82 遠距銷售契約 (Fernabsatzverträge) 係指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透過使用遠距通訊工具就

商品或服務之提供所締結之契約 (德國民法第 312b 條第 1 項)。所謂遠距通訊工具，係指契約當

事人就契約之準備或締約，無須同時在場之通訊工具，如信件、目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

廣播、電信服務和媒體服務 (德國民法第 312b 條第 2 項)。 
83 關於此資訊義務細則的簡介，可參閱黃立，民法債編總論，3 版，自版，138-14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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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使用遠距通訊工具所生費用；(12)資訊有效期限，如要約之有限期，特別是價

格部分。 

這類規定引進，係遵循歐盟相關指令而轉換為內國法，這類歐盟指令的重要立

法意旨，即在於藉由資訊提供，促進市場透明與契約比較，以提升消費者或交易相

對人的保護水準。這些資訊，包括當事人的身分、商品或服務的重要特徵、價格與

費用、重要權利等，具有簡單基本資訊的特性，其中，商品或服務之「重要特徵」

的揭露，係為使消費者能夠為具體契約締結之目的，評價事業所提供之給付，並且

跟市場上其他具競爭關係的給付進行比較84。 

在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的適用上，加盟業主相較於產業上的其他加盟業主而

言，係具有競爭關係，會涉及其他競爭者的保護，而加盟體系內的加盟者，可被認

定為是其他的市場參與者（Marktteilnehmer），故亦涉及到對加盟者利益的保護85。

在 加 盟 業 主 跟 加 盟 者 的 交 易 關 係 上 ， 如 加 盟 業 主 為 不 實 廣 告 之 誤 導

（Irreführung），可該當違法行為86，不過，在內部關係上，實際適用不正競爭防止

法的實務，並不多見87，加盟資訊揭露義務的詳細討論，多見於民事法上，加盟者

無法依不正競爭防止法直接對加盟業主提起損害賠償訴訟88。加盟契約涉及競爭法

規定者，多係屬於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GWB）的問題，如限制轉售價格、差別待遇、獨家交易等阻礙競爭之行為89。 

(3) 加盟資訊揭露規則 

針對加盟資訊，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確保加盟事業的公平競爭，曾制定「加盟資

                                                      
84 類似之規定與資訊揭露也見於「消費者信用指令」 (Consumer Credit Directive) (2008/48/EC) 

的第 5 條規定，要求提供消費者所需用以比較不同要約之資訊，以便其就是否締結信用契約，作

成資訊決定 (Informed Decision)。 
85 Natschütt in: Giesler/Nauschütt, a.a.O. (Fn. 48), Kap. 3 Rn. 79. 
86 BGH GRUR 2001, 82. 
87 Natschütt in: Giesler/Nauschütt, a.a.O. (Fn. 48), Kap. 3 Rn. 185. 
88 依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規定，違法行為基本上係循民事訴訟途徑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和不作

為請求權，尋求救濟，少有行政處罰規定 (僅於第 20 條規定違反第 7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之未經

消費者同意之非法電話廣告，才有罰鍰規定)。而且，只有競爭者才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9 
UWG)，消費者及交易相對人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作為交易相對人的加盟者，通常係依

民法規定請求救濟。Vgl. Ohly in: Piper/Ohly/Sosnitza, UWG, 5. Aufl., § 9 Rn. 23 (2010). 
89 陳志民、趙義隆、吳瑾瑜，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的適用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 90 年

度合作研究報告，公平交易委員會，60-65 (2001)。 



2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訊揭露處理原則」，明列加盟業主應揭露之資訊項目，包括：(1)加盟業主之事業名

稱及開始經營加盟業務之日期。(2)加盟業主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之姓名及從事

相關事業經營之資歷。(3)加盟業主於簽立加盟契約前及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收取之

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返還條件。(4)加盟

業主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其申請審查

或取得之時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加盟店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5)加盟

業主提供加盟店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等事項之內容與方式。(6)加盟業主對加盟店與

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7)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

（市）內加盟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址，及加盟業主上一會計年度全

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

(8)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9)加盟契約變更、終

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其後，因該處理原則在法院實務上受到挑戰，同時也鑑於國內連鎖加盟經營方

式發展迅速，營業範疇遍及各行各業，加盟交易糾紛頻傳，乃有因應修訂之必要，

特別是彰顯應揭露資訊項目的「安全港」（Safe Harbor）精神，修正為「加盟業主

規範說明」，規定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十日前或個案認定之合

理期間，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者，得認未隱匿重要資訊，不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違反。所謂加盟重要資訊，例示如下：(1)開始營運前之費

用：如加盟金、教育訓練費、購買商品、資本設備等相關費用，包括其項目、金額

或預估總額。(2)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如權利金之計收方式，及經營指導、購買

商品或原物料等定期應支付之費用，包括其項目、預估金額。(3)商標權、專利權及

著作權等，其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4)經營協助及

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5)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

定計畫。(6)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本款之營業地址，得以電子文件為之。(7)加盟契約存續期間，

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8)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修訂後之資訊項目的差異，主要在刪除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與開始經營日期，

以及主要經營者之經歷，蓋係認為這些資訊雖有助於有意加盟者了解加盟業主相關

經驗背景，然系爭資訊於洽談加盟過程中，得經由加盟店探詢所得，且非為有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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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者決定加盟與否之必要資訊，尚無以書面揭露之必要，而予以除去。新增加盟經

營關係之限制資訊，如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及裝潢工程等供應條件、商品或原

物料之訂購項目及數量等，蓋因加盟關係中，加盟業主對加盟店常有經營相關限

制，倘為確保營業秘密安全及維護整體加盟體系之信譽，對加盟店施加必要的限制

約款，應屬加盟運作之合理範疇，惟相關限制約款，亦應予締結加盟契約前向交易

相對人揭露，俾使其評估並選擇合適之加盟體系，常見之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內

容，即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裝潢工程等供應條件（即其商品等事項之規格、

品牌，及是否有指定或推薦供貨廠商名單），加盟店採購商品或原物料項目、數量

之限制（如每次應訂價或最低訂購之數量或最低存貨量），或其他經營關係之限制

事項。 

其次，為將加盟者所應支付之對價，具體區分為開始營運前之費用與加盟營運

過程中之費用，並予以例示項目，避免原先使用「其他費用」的不確定性，蓋其認

為加盟營運開店前及營運過程中，所可能發生之費用項目及金額，為有意加盟者首

要關切事項，該項資訊攸關有意加盟者必須投資的成本及其營業獲利率，對於投資

者推算何時得以回收、何時得以開始獲利，為重要且需事先掌握之資訊。其他的小

修訂，諸如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與授權使用範圍，攸關加盟品牌之存

續、經營與交易相對人的加盟意願，但權利之「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未必等於

權利有效存在，無特別揭露之必要，故予以刪除；加盟品牌體系總店數、分佈情形

及上一年度退出加盟之比例，為有意加盟者審酌該加盟體系規模、營業績效、成長

潛力、加盟店存續率、風險等重要因素，應予揭露，至於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之所

有加盟店資料，則涉及加盟業主區域經營方案之規劃，故併入加盟體系預定計畫之

項目內，俾助於有意加盟者評估及選擇合適商圈，及掌握同一品牌之競爭情形。 

以價格跟產品重要特徵來理解加盟資訊的話，其中，開始營運前之費用及加盟

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屬於加盟者為了加入加盟所必須支付之總對價，如同購買產品

的總價格；商標權的內容及授權範圍、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經營方案、加

盟體系統計資料，則涉及對加盟包裹的品質評估，如品牌效應、經營學習、競爭

力、體系規模與成長潛力。藉由這類資訊，有意加盟者可初步評估加盟方案的可獲

利性，並與市場上的其他類似之加盟體系或不同之加盟體系，進行比較，以決定最

佳的投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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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這些資訊都屬基本資訊（Basic Information），一來這些資訊的內容，

對於加盟業主而言，尚屬簡單，由於加盟業主長期經營該項業務，或是繼續地開放

加盟，經由其經驗，相關資訊的累積，隨手拈來即可取得，尚無須耗費大量收集成

本，屬於「既有資訊」，要求加盟業主揭露，並不會對其產生額外的資訊成本負

擔；二來這些資訊係屬於加盟業主的「特有資訊」，非加盟者可有其他管道自行獲

取，由加盟業主揭露，可減少總體的交易成本，同時也有利於加盟業主招募加盟；

三來這些資訊尚不涉及加盟方案特殊 know-how 的公開，並不會損及加盟業主的商

業利益。 

(4) 加盟資訊項目的再區分 

對於事業行為的要求，競爭法的規範模式，多採取禁止規範，即將違法行為予

以禁止，對於事業課處特定行為之義務，是比較少見的90，蓋事業基於其營業自

由，本可自行決定市場行為的方式與內容，要求事業必須為特定行為，即便是施加

限制，亦屬例外，應具備合理性，課予事業資訊揭露義務，縱使是為了保護交易相

對人的決定基礎，其範圍也應盡量縮小，限於交易相對人無法自己獲取之資訊，且

限於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事項，而且不可對事業造成過重的資訊負擔。因此，從成

本效益的關係來看，上述基本資訊的揭露，可促進加盟市場的資訊透明與市場比

較，有利於加盟者的投資評估，同時不會對加盟業主造成額外的成本負擔或經濟上

的不利益，故讓加盟業主承擔這類資訊的揭露義務，尚屬合理，不致於損害到競爭

的誘因。 

如果進一步依資訊需求的必要程度、資訊項目的主要功能與資訊內容的詳細程

度，具體區分為「契約比較」或「契約締結」的相關資訊時，上開項目中，比較接

近前者之項目，主要指加盟的投資費用與加盟方案的重要特徵，包括：加盟金、資

本設備與裝潢等初期投資的金額、授權標的之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的基本資料或特

徵，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的一般方針資料，加盟體系的整體經營方案規劃，以及加

盟體系的統計資料等相關資訊，通常為一般有意加盟者據以進行比較與判斷是否進

一步磋商的重要基礎資訊。後者，則涉加盟契約目的達成的資訊，包括：加盟經營

                                                      
90 例如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

即要求專利人發函前應踐行一定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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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限制事項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之條件及處理方式之資訊揭露規定、授權標

的之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的具體內容（如詳細的權利內容、有效期限、使用限

制）、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的具體詳細資料、加盟體系的詳細經營方案（如各地區

的詳細商圈規劃），甚至於是加盟經營過程中之營運成本，這些項目在搜集資訊以

便對不同之加盟體系進行比較的準備階段，比較不會成為關注的首要焦點，但是，

仍可能與個別加盟者的契約目的實現有關，可列為締約磋商時應揭露之重要事項。 

(五) 價值互射 

1. 相互調和 

契約法與競爭法的資訊義務規定，在若干情形下，也會直接相互影響，特別是

在廣告責任的部分，德國民法第 434 條第 1 項第 3 句及第 443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

買賣標的物瑕疵之認定，特別將廣告表示所喚起之合理期待，作為標準，亦即廣告

上或標示上對於物之特定性質所為之陳述，與實際標的物不符合時，即可構成瑕疵

91，其規定目的在對於信賴公開表示而決定購買標的物之人，法律即應保護其合理

信賴陳述內容的正確性，避免合理期待的落空92。 

類似的調和規定，也出現在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

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實務上，最

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46 號民事判決揭示：「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

契約，雖無廣告內容記載，消費者如因信賴該廣告內容，而與企業經營者簽訂契約

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內容。」亦是以當事人合理信賴之保

護作為廣告的契約效力基礎93，此一效果，將競爭法與契約法的規定，直接作一致

的調整，形成相同的保護效力。 

                                                      
91 此一規定係轉換自歐盟消費物買賣指令第 2 條第 2 項 d 款及第 1 條第 2 項 e 款。 
92 Chr. Berger in: Jauernig (Hrsg.), BGB, 10. Aufl., § 434 Rn. 15, C.H. Beck (2003). 向明恩，「1999

年歐體消費物買賣指令」，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3 期，35-36 (2009)。 
93 關於實務見解的觀察，可參閱曾品傑，「論不動產不誠實廣告之契約效力」，收於氏著，財

產法理與判決研究(一)，元照出版社，315-38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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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競爭法對契約法的放射效 

競爭法上的規定，也會間接影響契約法，交易相對人因不正競爭行為導致契約

締結時，該契約效力，即可能會受到影響，例如：因不實廣告所締結之契約。對

此，2004 年前的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3a 條規定，相對人因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

之廣告而為交易決定者，可解除契約。即直接賦與交易相對人有契約解除權，這個

舊條文的存在，是鑑於先前的德國法律，對於市場相對人的保護，並不完整94，對

於因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之廣告而為交易之個別市場相對人，只能依德國民法第

123 條（詐欺）、第 138 條（無效規定）、瑕疵擔保責任規定，請求救濟，而這些

條文的要件，通常並不容易滿足，因此，才會在 1987 年的修法中將解除權引入不

正競爭防止法中，讓交易相對人享有迅速解除契約的可能性95。透過這樣的規定，

可以強化交易相對人的法律地位，因為交易相對人通常是信賴廣告表示，才會被喚

起交易決定的，故該保護需求，可以合理化解除權的設計96。 

基本上，上開條文雖然立意良善，但因其適用範圍有限且要件過嚴，實務意義

其實很低97，因此，在 2004 年的修法中，遂將此一條文予以廢除。蓋因立法者認為

德國新債法的規定，已經提供了適當的保護措施，諸如詐欺撤銷權、締約上過失損

害賠償請求權、侵權行為98、其他的解除權與瑕疵擔保請求權等等99，若再於不正競

爭防止法中加入契約解除權的規定，恐會破壞法律概念的和諧性，此外，新法中關

於利益沒入（Gewinnabschöpfung）的法律規定，也足以強化消費者的地位，因此，

解除權的規定，也就失去其存在意義了100。 

基此，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規定，也可成為個別交易相對人在民法上主張違反

                                                      
94 不實廣告的不作為請求權，並未賦與個別市場相對人，而是僅賦與給競爭者跟團體，而且該

救濟只是針對未來的行為。而先前實務見解亦認為不正競爭防止法並非保護市場相對人之法律，

市場相對人只是間接受保護而已，故無法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 
95 Nordemann, Wettbewerbsrecht, 7. Aufl., Rn.588a, Nomos (1993).  
96 Köhler/Piper, UWG, 2.Aufl., § 13a Rn.1, C.H. Beck (2001). 
97 Köhler/Piper, a.a.O., § 13a Rn.1.關於本條功能不彰原由的說明，可參閱 Lorenz, Der Schutz vor 

dem unerwünschten Vertrag, S.378f., C.H. Beck (1997). 
98 蓋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5 條及第 5a 條係屬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2 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故交易相對人或消費者可據以主張侵權行為責任。 
99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8. Aufl., § 14 Rn. 83ff., C.H. Beck (2009). 
100 BT-Drucks 15/1487, S.1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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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義務和援引締約上過失的前提要件，從而，競爭法上的價值判斷，也可投射在

契約法中。 

3. 契約法對競爭法的放射效 

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所提供之對意思形成的個別保護，將之納入交易制度的確

保框架內，予以整體觀察的話，個別的契約行為，也是整體市場行為的一部分，依

此，契約法亦具有間接的市場相關秩序功能，有助於經濟框架秩序的建立，以及競

爭利益與市場透明的增進101。從而，民法上的價值判斷，同屬經濟秩序的競爭法，

也應尊重，並通過競爭相關的過濾器予以檢驗。其中，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

第 11 款所規定之「違反法令的不正競爭行為」（Rechtsbruch）102，即是作為這樣

的「轉介條款」103，將競爭法以外之其他法律的價值判斷予以引入，視為不正競爭

行為的一種樣態。這類違法取得競爭優勢的不正競爭行為，在我國法上亦獲得承

認，將之認為是一種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予以規制104。 

基此，事業所違反之法律，依其法規目的，係為市場參與者之利益，規範市場

行為（Marktverhalten）之法律，亦即該法律規定至少具備有利競爭之次要保護功能

（zumindest eine sekundäre Schutzfunktion zu Gunsten des Wettbewerbs）105。屬於市

場行為者，包括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跟需求、交易的締約準備跟契約的履行，涉及這

些行為之法律規範，如資訊義務、標示義務（Kennzeichnungspflichten）、廣告管制

（Werberegelungen）等，皆屬市場行為規範106。依此，民法上的資訊義務規定，如

德國民法第 312 條以下關於特定契約的資訊規定，亦為市場行為規範的一部分，特

                                                      
101 Leistner, a.a.O., S. 198ff. 
102 § 4 Nr. 11 UWG：「違反基於市場參與者利益而規範市場行為之法律規定者，構成不當交易

行為」。 
103 蘇永欽，「從動態法規範體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調和」，收於氏著，尋找新民法，元照出版

社，262-288 (2008)。 
104 廖義男/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二)，「第 24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846-

487 (2004)。黃銘傑，「中小企業保護與競爭政策」，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

同意見書，學林出版社，65-71 (2002)。 
105 Emmerich, a.a.O., § 20 Rn. 18.  
106 Ohly in: Piper/Ohly/Sosnitza, UWG, 5. Aufl., § 4 Rn. 11/15, C.H. Bec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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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保護作為市場參與者的消費者，並避免其受不正當競爭所害，這些規定係轉換

自歐盟的相關指令，具有調控市場的目標，其與競爭相關的利益，也應在競爭法上

加以承認，是故，該資訊義務的違反，可該當違反法令的不正競爭行為107。藉此，

除了契約法提供的個別救濟途徑之外，如締約上過失損害賠償請求權，還可透過提

供個別受害之競爭者提起訴訟的可能性，額外地保護交易相對人。 

四、丹堤咖啡加盟案的具體爭議 

(一) 案例事實 

本案係肇因於加盟者於 96 年 2 月間與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丹堤

公司）簽訂加盟連鎖店合約書，丹堤公司於加盟簡章及相關網頁揭載「投資金額：

一般店面 40 坪左右約 450 萬元；內含加盟金、保證金、人力支援費、裝潢、硬體

設施、機器設備等」，然營業前始獲交付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所列營業用品等

須另行出資購買，且人力支援費除加盟合約書中約定之新臺幣 8 萬元以外，尚含外

縣市新開幕店輔導員支援費，然丹堤公司並未清楚揭示，致其投資總額逾 600 餘萬

元，未依「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以書面方式提供與加盟相關之重要交易資訊，

且簽約前未給予至少 5 日之契約審閱期，簽約前丹堤公司並無告知授權加盟店使用

之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與其授權內容，及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檢舉人營業區域

所在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丹堤公司前揭行為係利用交

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之弱勢地位，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虞，而提出檢舉。經

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之後，依據前揭處理原則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認定丹堤公

司簽約前未揭露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費用、簽約前未充分揭露智慧財產權權利內容

及加盟店資料等資訊，與處理原則所定行為要求不符，構成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及第 41 條，課處丹堤公司 50 萬元

罰鍰108。 

                                                      
107  Piper/Ohly, a.a.O., § 4 Rn. 11/21. Emmerich, a.a.O., § 20 Rn. 27. Bornkamm, in: 

Köhler/Bornkamm,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31. Aufl., § 5a Rn. 38, C.H. Beck (2013). 
108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808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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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堤公司不服，先經訴願程序後109，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

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為系爭「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僅約 10 萬元，

與擬投資約 450 萬元相比，僅有 10 萬元之價差，不足以影響其加盟決定，而「丹

堤」等文字圖樣之商標權，均為公開資訊，「丹堤咖啡連鎖系統-歷年展店一覽表」

已揭示自 1993 年至 2006 年之歷年累計開店數及每一年新增開店數、丹堤咖啡之全

省分布圖，加盟店與直營店的比例分布圖，雖未明白記載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

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但並不影響加盟者的加盟評估，且加盟

業主亦無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從而認定系爭未揭露之資訊，非

屬重要。而且，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而非

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優勢資訊者一方所為之任何行為，均可認定為

顯失公平，丹堤公司雖未充分揭露之資訊，但對於擬加盟咖啡連鎖市場的風險評估

影響不大，難認是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丹堤公司之

系爭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憑據，僅以其於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中市占率「頗

高」，即認定傷害以效能為競爭導向之市場秩序，當然影響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之交

易秩序，然該市占率數據並非來自官方統計，是否可信，本有疑義，僅以單一、粗

率且未經證實之資料，推論丹堤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判斷基礎即有所失，對於被害

人之多寡（本案尚無其他交易相對人或加盟業主表示受害）、造成損害之量及程

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破壞商業倫理

之程度、市場集中度、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之調查及資料分析，均付之闕如，對

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不確定概念之判斷，有判斷濫用之情事110。 

案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上訴，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而自為判決，並駁回丹堤

公司的第一審之訴而告確定，認為繼續性之加盟經營關係中，加盟者對於加盟業主

在交易上之依賴程度甚深，足認加盟業主較諸加盟者係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

勢地位之事業，倘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

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已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之方式從事交易，自得依公平交易法規定相繩，且

                                                      
109 參閱行政院 0980094082 號訴願決定。 
11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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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經營關係並非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關係，倘若加盟業主有復為相同或類似行為

致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即可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

件，不能再認事業之行為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行為。系爭加盟資訊之充分揭露，

攸關加盟者是否加盟或如何加盟之判斷與決定，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及其他加

盟事業之公平競爭。而上開處理原則係為俾加盟業主將加盟資訊透明化，防止加盟

業主利用加盟店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

為，以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其規定與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第 24 條處理原則

等相關規定並無違背，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於法律保留原

則無違，自得予以援用。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所未揭露者，尚非屬加盟之重要交易

資訊，對風險評估之影響不大；智慧財產權之公開資訊，應由交易相對人負擔未蒐

集該交易資訊之風險與不利益；另無其他交易相對人或加盟業主表示受害；以及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所謂資訊不對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認定，有未充分斟酌相關

事項之判斷濫用情事等節，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其見解容有未洽111。 

本案中之受害加盟者，同時也以丹堤公司以其咖啡連鎖業市場優勢地位及資訊

優勢地位，故意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系爭重要加盟資訊之方式，致其陷於錯誤而

締結本件加盟契約，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令其受有投資費用損失及營業損失，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第 31 條及

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原告（加盟者）敗訴

112，經原告提起上訴，台灣高等法院亦以處理原則所定各項應揭露資訊，未必全屬

「重要交易資訊」，必須該資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始可；倘加盟業主所隱匿或遲延

揭露之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或對交易相對人非顯失公平，或不足以影響連鎖加

盟之交易秩序者，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可言；並認定丹堤公司並無

違反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所定締約前 10 日交易資訊提供期間、締約前 5 日契約

審閱期之規定，縱令丹堤公司未揭露完整之加盟資訊，然並無以欺罔或濫用市場優

勢地位，利用加盟者之高度依賴致無選擇其他業者加盟之餘地，而誤為加盟之情

事，且無影響上訴人加盟之交易決定，更無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難認有隱匿揭露

                                                      
111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 
112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重訴字第 317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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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交易資訊之情形，對加盟者無顯失公平可言，亦不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

序，認為本案實係因加盟者囿於經驗不足及事業重心外移，致無心長期經營所致，

難認丹堤公司未揭露系爭資訊有侵害其權益之實，而駁回原告之上訴113。 

(二) 行為屬性 

1. 行政法院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公平交易法設置主管機關之政策目的，係為對限制競

爭行為進行必要之監督管制，並非希冀其扮演「交易不公取締者」，而不當地任意

介入私權糾紛。準此，在解釋公平交易法各條之保護法益、構成要件，乃至於調查

權、裁處權發動之界限等事項時，應將此一政策取向納入考量。而公平交易委員會

透過上開處理原則作為加盟市場之市場規範，將加盟業主於加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以獲取利益之案例類型，定性為：因行為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行為，

而破壞加盟業主所屬市場之競爭關係，故不為重要資訊揭露，所破壞者為制度保

護，所強調者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於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

案例分類上，偏屬於以顯失公平之方法為限制競爭者。從而，判斷加盟業主所隱匿

之資訊是否為重要，對交易相對人是否顯失公平，對於加盟業主所屬市場競爭關係

如何產生何種程度之衝擊，必須充分斟酌相關事項，透過經濟分析的細密操作、實

際數據的支持或經濟學方法的適度引用，以評價行為人「市場不法」情狀是否已達

到可予管制之程度。 

最高行政法院則指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行為，並未侷限於限制競爭行為，

同時也包含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據此，指責原審判決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係

為對限制競爭行為為必要之監督管制而設，並不及於取締交易不公和任意介入權糾

紛之見解，容有未洽。另外，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

件，作為篩選標準，並藉此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救濟相區隔，事業與

事業間之糾紛，尚非一律均得認僅係私權糾紛，事業與個別廠商之交易行為，並非

必然即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糾紛，事業如有復為相同或類似行為致有影響「將來

                                                      
113 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上字第 52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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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應認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基於公共利益

考量，即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介入規範。甚者，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

適用，不以實害發生為前提，因此，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

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

之顯失公平行為，因高度傷害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應認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要件，而得依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予以相繩。 

2. 評析 

(1)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屬行為不法 

對於資訊揭露之行為，在公平交易法上如何定位其屬性，係肇因於公平交易法

的實質規範內容與立法目的，涵蓋限制競爭行為和不正競爭行為之外，還包含消費

者保護（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1 條規定），這三種行為的違法性程度與公益程度，高

低有別，公平交易委員會各有其不同的介入門檻，其中，限制競爭案件，介入門檻

最低，只要行為對於市場機能和交易秩序產生影響，即可介入；不正競爭案件，則

屬中度介入門檻，必須系爭行為對於交易秩序有一定實質、相當之衝擊度，才可介

入114；消費者保護案件則屬高度介入門檻，僅限於相當重大或顯較嚴重的消保案

件，始可介入115。依此，對於加盟業主的資訊揭露義務，如何定位，將涉及違法門

檻的認定，及主管機關的介入權限。 

「市場不法」與「行為不法」的區分，涉及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的規範基礎，

限制競爭案件，重視對於市場競爭結果的影響，防止市場競爭環境的被破壞，故其

禁止的乃是「市場不法」的行為，必須從經濟分析的結果，權衡其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與促進競爭之利益，以決定其適法性116，經濟政策意涵大於倫理因素117。而不正

                                                      
114 不正競爭因其所涉及之公共利益較低，一般多以民事訴訟救濟途徑提供保護，如德國不正競

爭防止法之規定，而少有行政管制之介入，在我國法上為達最適執法資源之分配，對此類案件的

行政管制，宜有所設限，輔以民事制裁管道，以增加執法效率。 
115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收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社，103-105 

(2010)。 
116 另外，在限制競爭領域，美國法中另有「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與「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的區分，前者對於行為合理性的判斷，乃是應用目的與效果的分析方法，檢視行為之性

質 (Nature)、範疇 (Scope) 與效果 (Effect)，衡量是否有益競爭或妨礙競爭而定；後者則是法院

依據實務經驗，某些行為之性質和必然影響是明顯地限制競爭時，縱使經過經濟分析，亦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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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案件，重視不正競爭行為的矯正，源自於系爭行為本身固有之反倫理性格，係

針對行為本身而非行為結果，進行非價判斷，故以「行為不法」為規範基礎，無須

耗費複雜的經濟分析。 

資訊不對等所引發的問題，可有限制競爭層面的問題，即因資訊的搜集成本，

使得事業相對於交易相對人，具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力量，而可將價格抬高於競爭水

準之上118。不過，其仍與基於獨占地位所形成之市場力量不同，與市場占有率與參

進障礙無關，只需引入資訊揭露即可消除，市場結構的阻礙層面較小。因此，資訊

不對等所重視者，乃是避免交易相對人在欠缺資訊基礎下作出交易決定，就如同因

不實廣告所造成的境況一樣，只是手段上的差別而已，一者是積極使用錯誤資訊製

造出資訊不對等，另一則是利用資訊優勢來保持資訊不對等，故隱匿重要資訊與不

實廣告，實為一體兩面，均為利用交易相對人的錯誤認知以獲取交易優勢與競爭優

勢，應具有相同的商業倫理可非難性，同屬不正競爭行為的類型，究其規範基礎而

言，應屬「行為不法」類型，立法例上亦將這兩者予以並列，如德國不正競爭防止

法第 5 條及第 5a 條，以及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既屬不正競爭行為之一，其違法性當係建立在市場競爭相關性之上，即以

足以重大影響一般交易相對人的經濟行為為前提，換言之，只要客觀上可感地

（spürbar）損害一般交易相對人在資訊充足下的決定能力，從而促使一般交易相對

人作出原本所不會作出之交易決定者，即可該當違法門檻，不必以交易相對人事實

上確已受到損害為前提119。 

既然，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與不實廣告同屬行為不法之類型，那麼於認定事業

行為有無欺罔或顯失公平時，事業的市場力量或市場占有率，即非關鍵因素，蓋在

不實廣告案件中，疏少會去考量市場占有率的問題。原處分中以丹堤公司於咖啡連

鎖加盟市場中市占率「頗高」，即當然影響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之交易秩序作為理

                                                        
為節省執法成本，將之直接認定為違法，如聯合訂價。 

117 蘇永欽，「論不正競爭與限制競爭的關係」，收於氏著，民法經濟法論文集，三民出版社，

388 (1998)。 
118 Mark R. Patterson, “Product Definition, Product Information, and Market Power: Kodak in 

Perspective,” 73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185, 195 (1994). 
119 Scherer, “Die “wesentliche Beeinflussung” nach der Richtlinie über unlautere Geschäftspraktiken,” 

WRP 2008, 708, S. 709 (2008).  



3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由，容易使人誤會此行為係屬市場不法類型，而需特別強調經濟分析數據，致使問

題點失焦，從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依此認為單憑該粗率且未經證實之市占率資

料，即想當然爾地斷定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而未充分考量其他判斷因素，

如：被害人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行為

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破壞商業倫理之程度、市場集中度、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

等之調查及資料分析，即有判斷濫用之處分瑕疵。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所提出

之判斷因素，仍有不少是屬於市場不法的判斷因素，像是市場占有率與市場集中

度，是否適合用於行為不法類型之判斷上，不無疑問。 

(2)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屬欺罔行為 

將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定位為行為不法類型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者，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規範二種違法行為，即「欺罔行為」跟「顯失公平行為」，則其該如何定

其歸屬，此涉及概括條款類型化與構成要件解釋之問題120。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

理原則第 6 點和本案，均將之認定為「顯失公平行為」，認為具有相對市場力或資

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

不公平交易者，即屬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的行為。然而，現實生

活裡的交易常態，當事人雙方間多多少少都是處於資訊不對等的狀態，但是，並非

每筆交易都會被認定為顯失公平，從而，如何界定為顯失公平，便易生爭議，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即認為非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優勢資訊者一方所為之

任何行為，均可認係「利用資訊不對稱」而與相對人交易的顯失公平行為，再者，

所謂的資訊不對稱，究係指加盟業主本身之營運情況資訊，抑或是加盟市場之資訊

（如其他加盟業主之加盟條件），抑或是所從事加盟事業之資訊（如「咖啡連鎖市

場」或「咖啡市場」之興衰走向），到底是哪種資訊落差，會構成顯失公平，亦未

見原處分機關具體指明。 

由於「顯失公平」與「欺罔」相比，更為抽象，更不容易認定，功能上，比較

適合做為最後的網補要件（Auffangtatbestand），而資訊的問題，往往跟欺罔比較有

關，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在第 24 條處理原則中，即將「欺罔」界定為，係指對於交

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

                                                      
120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型體系之類型化，可參閱吳秀明，前揭註 115，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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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亦即將二者予以並列。如同上述，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與不實陳述，實為一體兩

面，都是造成行為相對人的主觀期待與客觀事實產生出入121，故不管是重要交易資

訊的隱匿或遲延揭露，均可構成欺罔行為122。對此，現行的加盟業主規範說明，則

未對系爭行為予以明確界定，而是回歸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判斷123，似乎顯示實

務上未再將之界定為顯失公平行為了124。 

考其實務之所以會將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歸類為顯失公平行為，或係因在此種狀

況下，當事人一方具有資訊優勢，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於闡釋顯失公平

行為時，包括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並進而說明若具相對

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

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者，即屬該當。將市場資訊

優勢地位認為是一種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所致。 

然而，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是一種相對市場力量的管制，源自於競爭法上的「依

賴性理論」，對於市場占有率不高的事業，如果其他事業之營運必須不可偏離地依

賴該事業時，該事業即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例如特殊商品之經銷商，因須購置

無法轉作其他用途之設備，致該商品之經銷商對生產廠商具有不可偏離之依賴性，

則該生產廠商即符合依賴性理論之門檻要件，又如具有強大力量之通路業者，對於

商品生產者而言，即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此時商品生產者對於通路業者亦可能

有高度依賴性存在，則該通路業者亦可能符合依賴性理論之門檻要件125。 

依此理解，在加盟關係中，於加盟之後，加盟者因會產生鎖住現象，形成不可

偏離地依賴加盟業主，而有可能該當依賴性理論之門檻要件，產生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但是，在加盟之前，其實加盟者仍保有相當的選擇可能性，是否必然地不可偏

                                                      
121 劉孔中，前揭註 21，183。 
122 民法上的詐欺概念，亦作相同理解。參閱最高法院 33 年上宇第 884 號判例：「民法第 92 條

第 1 項所謂詐欺，雖不以積極之欺罔行為為限，然單純之緘默，除在法律上、契紙上或交易之習

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外，其緘默並無違法性，即與本條項之所謂詐欺不合。」 
123 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加盟業主規範說明第 3 點及第 4 點。 
124 論者亦認為加盟業主未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應定位為欺罔行為，但比較可行的管制模式，

是適用第 19 條第 3 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剝奪競爭者公平爭取顧客交易機會之行為。參閱顏廷

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 2
期，137-138 (2011)。 

125 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收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

照出版社，51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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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於某一特定加盟業主，非無疑問，從而，在加盟之前，尚不會發生對特定加盟業

主產生高度依賴性之情況，僅憑資訊不對稱一事，尚難該當所謂的市場相對優勢地

位門檻。再者，公平交易法上需要判斷市場力量或相對市場力量者，係屬「市場不

法」的行為類型，因此，如屬「行為不法」類型者，因不法性取決於行為本身的倫

理可非難性，而與市場地位較無關係，應無須就市場相對優勢地位進行判斷126。因

此，如果遵循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將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行為歸入欺罔行

為當中，或可減少誤解。 

(三) 未遵守締約前的審閱期間與資訊揭露期間 

1. 行政法院見解 

雖然，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加盟業主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以書面

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所示各項資訊，而以未揭露訊息為

「重大」，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咖啡連鎖加盟市場交易秩序，作

為處分理由。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上開處理原則，對加盟業主所應揭露之

資訊予以指示，可視為行政指導，如逕指盟業主一有違反該原則之行為，一律認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則似疏嫌率斷，況且該處理原則中也明示，縱使違

反該原則之規定而未提前揭露，仍須以資訊重要，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

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始有違法之可能，故應依具體個案之情節判斷是否該

當。 

2. 民事法院見解 

對此，台灣高等法院表示：丹堤公司未於締約 5 日前提供系爭加盟合約書予加

盟者審閱，亦未於締約 10 日前以書面向其充分揭露系爭加盟資訊，依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處理原則之規定，事業與事業間之契約約定，原則上固應以契約法規範

之，惟於系爭行為危及競爭秩序或市場交易秩序時，仍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

用。依此，應視事業之於交易相對人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或屬該行業之普遍現

                                                      
126 吳秀明，同上註，5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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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銷售手段，使交易相對人高度依賴或無選擇餘

地致權益受損，始合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從而，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

則第 6 點規定：「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交易過程中，違反本規範第 4 點及第 5 點規

定，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

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虞。」足徵前揭第 4

點所定各項應揭露資訊，未必全屬「重要交易資訊」，必須該資訊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始可，倘加盟業主所隱匿或遲延揭露之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或對交易相對人

非顯失公平，或不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規定之可言。 

本案中的加盟者，係由一群具有家具及室內設計裝修技術背景與商業經驗豐富

之合夥人所共同經營，其等並非毫無法律學識、商場經驗或社會歷練之人。其中，

負責加盟及契約簽訂之人，任職法務主管約 20 年，且曾擔任公司負責人，於簽訂

系爭加盟合約前，已在網路上蒐集高雄金礦咖啡、布蘭奇咖啡、怡客咖啡、85℃及

丹堤公司之相關資訊，亦曾至金礦咖啡、布蘭奇咖啡總部面談，然因金礦咖啡不開

放加盟，布蘭奇咖啡僅有 6 至 7 家，風險太高，才主動打電話向丹堤公司詢問加盟

事宜，足徵加盟者在締約前已先行各方比較市面上之咖啡業者，做足加盟的準備功

課，經再三考量評估後，即決定與丹堤公司締約加盟，否則不會於與丹堤公司洽談

當日即隨身攜帶支票，並將系爭加盟合約約定繳付人力支援費 8 萬元之約款，減為

6 萬元，以及為其他契約文字之修改，堪認加盟者應瞭解系爭加盟合約內容。公平

交易法第 31 條之規定，旨在規範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之

損害賠償責任，然「損害」之發生與「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間，仍須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始為該當。 

另，丹堤咖啡加盟相關資訊第 6 條記載：「加盟合約簽訂後於十日內均可要求

無條件解約」等字，加盟者於該解約猶豫期間，仍有充分審閱契約及要求丹堤公司

提供書面交易資訊之時間與機會，其解約權利並未受限。本案實則是因加盟者為爭

取開店時效，自願放棄契約審閱期及資訊提供期，無由事後再咎責丹堤公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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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析 

(1) 資訊事前揭露對於保護締約自主決定具重要性 

對於揭露期間與審閱期間的遵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仍然必須依具體個案

之情節判斷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而非一有違反

處理原則之舉，即屬違法。然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是採取「具體危險犯」的立

法方式，不以實害發生為必要127，因此，個案中的具體判斷因素，應是考慮事業的

行為，是否可能影響交易秩序，惟因該條文規定實在非常抽象，法明確性不足，因

此，透過處理原則方式增加法律的可預測性，對於事業與執法機關而言，均有其必

要性，蓋怎樣的行為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如何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如果能夠

劃出一道明確界線的話，將有助於遵法與執法，不過，因涉及事業營業自由的範

圍，故界線的劃分應具備維持交易秩序的合理性。 

對於資訊揭露期間與契約審閱期間的事前揭露，目的在使加盟者得以在締約前

一定期間即掌握相關資訊，形成締約的自主決定，惟是否 10 日前或 5 日前的期間

嚴格遵守，即屬公平行為，蓋每個交易決定，背後都有不同的考量因素，要不要做

出確定的交易決定，其最終決定權仍在於加盟者手裡，故只要加盟者在締約前知悉

應揭露之資訊者，即可適當保護其決定自由，因此，只要加盟業主有為事前揭露，

縱未遵守 10 日前或 5 日前的期間規定，是否即屬顯失公平行為，不無疑義128。 

有鑑於此，現行加盟業主規範說明，即不再硬性規定揭露期間與審閱期間，除

仍規定 10 日前或 5 日前的期間之外，亦保留彈性空間，允許依個案而定的「合理

期間」或容許加盟者放棄權利。其修正理由表示，加盟涉及行業類別多元，各行締

                                                      
127 吳秀明，前揭註 115，97。另有認為本條係抽象危險之構成要件者，參閱汪渡村，公平交易

法，4 版，五南出版社，246 (2010)。 
128 針對加盟契約這類的繼續性契約，歐洲民法典研究小組 (Study Group on a European Civil 

Code) 於歐洲契約法原則 (PECL) 之外，於 2006 年公布「關於商事代理、加盟及經銷契約之歐

洲法原則」 (The Principles of European Law on Commercial Agency, Franchise and Distribution 
Contracts, PEL CAFDC)，針對這類契約研擬特別規定，提供參考及促進法律明確性。商事代理、

加盟與經銷的共通點，均都是將商品或服務提供到市場上的中間人，並且通常都是有長期性的合

作關係，其成功強烈依靠雙方的忠誠與密切合作，故將渠等予以合併規範，本原則只處理當事人

之間的內部關係，並未規定其與第三人之間的關係，目的在藉由提供推測當事人會同意之可能的

問題解決方法，以節省交易成本。其中，第 1:201 條第 1 項規定：「一方當事人應於契約締結前

之合理期間內提供他方當事人適當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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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前之前置作業不一，實務上，加盟店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藉由創業說明會、

實體店實質、教育訓練、設店營業等活動，即有相當期間得以進行諮詢及掌握加盟

事業經營狀況，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故考量締約前之合作互動及前置作

業不一等情形，為尊重市場交易機制、避免過度干預交易自由，並據執法經驗，修

正為締約前合理期間揭露，以利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掌握商機。另外，個案適用上，

加盟店倘基於爭取簽約及開店時效，主張拋棄或縮短審閱期間，應得認屬其交易自

由，故修訂審閱期間為合理期間，以符合執法實務，並使交易自由更具彈性，另新

增規定加盟業主倘於相關書面契約，明定交易相對人得於簽約後七日內解約者，視

為已提供其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以增加執法彈性。 

(2) 民事個案中的具體保護需求 

在民事法律效果上，受害之加盟者主張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或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適用，均係以加盟業主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為前提，然若違法

行為與權益受侵害之間，或是其與損害之間，欠缺因果關係者，即不成立損害賠償

責任。故民事法院認為本案之加盟者在締約前早已自行搜集比較各家資訊，締約心

意已決，假使處理原則規定之應揭露資訊係屬重要，本案中亦不具備相當因果關係

而成立損害賠償責任，另外，因本案加盟業主已於契約書中提供加盟者有 10 日的

無條件解約權，其效果實與處理原則所要求的審閱期間相當，加盟者自願放棄權

利，尚無歸責於加盟業主之餘地129。是故，從損害賠償責任的觀點，民事法院之見

解，應值贊同。 

另外，不管是行政法院還是民事法院，主張受害之加盟者，依案例事實，似僅

有該加盟者一人，而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是否該當影響交易秩

序，須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

效果、是否針對特定團體或族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等

等。若屬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應屬民事救濟問題，尚無公平交易法之適

                                                      
129 對於契約審閱權的規定，論者亦有認為在符合消費者利益的前提下，若消費者已取得充分資

訊，於衡量時間成本效益關係後，透過個別磋商方式，自願拋棄權利者，應無不可。參閱謝哲

勝，「消費者的定型化契約審閱權」，月旦法學教室，56 期，9 (2007)。曾品傑，「論預售屋買

賣契約之審閱期間」，收於氏著，財產法理與判決研究(一)，元照出版社，18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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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30。據此，如果本案中的加盟業主並未對多數加盟者為相同或類似之系爭違法行

為，或非經常性為之而無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者，該未遵守期間之情節，程

度尚非屬重大，似較接近單純的民事糾紛。 

(四) 未充分揭露加盟投資額資訊 

1. 行政法院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 10 萬元的投資差額，非屬重要，蓋依「咖啡連鎖事業

加盟簡章」所載，加盟店之投資金額：一般店面 40 坪左右約 450 萬元。而本案系

爭「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僅約 10 萬元，衡諸常情，擬投資約 450 萬

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僅因約 10 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之決策，亦即，該未

揭露之系爭資訊，是否可認定為「重要」，不無疑義。 

2. 民事法院見解 

台灣高等法院依據加盟簡章所載「投資金額：一般店面 40 坪左右約 450 萬

元」等詞，詳細計算本案的投資金額，是否與資訊揭露之預估內容有所不符。因本

案加盟者實際支出之投資金額，計至 96 年 4 月 26 日為 5,932,619 元，大於 450 萬

元。依丹堤公司加盟簡章記載：「臺灣地區加盟辦法‧加盟金 30 萬元（每月不須

再繳權利金）‧人力支援費用：8 萬元（總公司提供 2 位主管入店輔導營運，一位

6 週、一位 2 週……投資金額‧一般店面：40 坪左右約 450 萬元‧以上內含：加盟

金、保證金、人力支援費、裝潢、硬體設施、機器設備等‧以上不含：房屋租金、

押金、5%營業稅……」等字，可見「房屋租金、押金、5%營業稅」應從預估加盟

投資金額中，予以扣除。本案加盟者經營之加盟店，實際使用面積一樓跟二樓合計

共 46.5 坪，如依簡章所載投資金額為基準，估算之加盟店投資金額，約為

5,231,250 元131。 

本案加盟者實際支出費用中，法院認定應予計入之部分，包括：加盟者支出簽

                                                      
130 汪渡村，前揭註 127，245。劉孔中，前揭註 21，176。 
131 46.5÷40×4,500,000=5,23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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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加盟金 30 萬元、保證金 30 萬元、外縣市人力支援 6 萬元、人力支援 8,100

元、機器設備 1,107,000 元、POS 系統 187,000 元、裝潢工程 2,597,946 元，合計

4,560,046 元。生財器具費中關於 logo 長方盤、果汁杯、咖啡匙、蛋糕叉、客餐

叉、奶油刀等項費用 178,556 元，因上有丹堤 logo，非其他廠牌可替代，自屬加盟

店於開幕前必備之器具，應列入加盟投資費用。同樣的，丹堤 logo 的背心及 polo

衫等服飾 3,073 元，亦屬開幕前必備之服裝，惟應扣除 5%營業稅，以 2,927 元列入

加盟投資費用。空調工程費 195,510 元，原屬裝潢工程之項目，雖此部分由加盟者

另行僱工施作，故此一費用應列入投資金額。 

法院認定不應計入部分，包括：第一次進貨食材原物料 150,539 元部分，為經

營加盟店應支出之經常性營運成本，不應計入預估投資金額。配電工程費 95,000

元，係因加盟店所在建物之老舊電線問題所衍生之額外支出，非屬丹堤公司所得預

估之投資金額。加盟店派遣 4 名幹部台北受訓費用 27 萬元及受訓期間薪資 76,127

元，該費用既為加盟合約、丹堤咖啡外縣市新開店輔導員入店支援辦法所約定，本

即屬於加盟者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自購商品器具費用 170,517 元132，多屬可預見之

日常生活用品或消耗品，且係加盟者自行決定購買，不應計入預估投資金額。至

於，第一次進貨款 91,413 元：此係加盟金之營業稅 15,000 元、人力支援費之營業

稅 3,000 元、丹堤背心及 polo 衫等服飾 3,073 元、96 年 4 月進貨成本 8,948 元及加

盟店計至 96 年 4 月底代收消費者申辦丹堤咖啡儲值卡所預收款項 61,510 元、折讓

費 118 元等項所組成，惟加盟簡章既已記載「5%營業稅」不在其內，則上開營業稅

均不得計入，進貨成本 8,948 元，屬日常消耗品，為經營加盟店應支出之經常性營

運成本，不應計入。代收消費者申辦儲值卡之預收款項與折讓費，均非加盟店開幕

前必須支出之費用，係開幕後所衍生之項目及費用，亦不得計入。 

準此，法院區分「開幕前必要費用」與「經常性營運成本」，後者不應計入預

估投資金額之中，經計算後，加盟者所支出且屬於系爭加盟店之預估投資金額者，

為 4,937,039 元133，投資金額明顯低於依據裝潢坪數（46.5 坪）按簡章所載投資金

額標準（即 40 坪約需 450 萬元）計算得出之投資金額 5,231,250 元。 

                                                      
132 項目包括：廚餘筒、藥箱、保鮮盒、數位電話、清潔用品、抽取衛生紙、多功能事務機、微

波盒、小電扇等等。 
133 4,560,046＋178,556＋2,927＋195,510＝4,93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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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案加盟者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之前，未曾爭執其投資金額超出

預期，且迄今未以其締約之意思表示係有錯誤而撤銷加盟合約，應認丹堤公司加盟

簡章所載投資金額，並無隱匿、欺罔之情形，亦無提供不實交易資訊或不交付重要

交易資訊之可言，加盟者並未因此影響其加盟之決心，即無影響加盟交易秩序。本

案實際上，係因上訴人事業重心外移，致無心經營而頂讓該店，顯與丹堤公司是否

於簽約前提供其他投資費用項目等書面資料無關。 

3. 評析 

(1) 投資成本為加盟的重要決定因素 

對於應揭露資訊的重要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單以 10 萬元的投資差額，與約

450 萬元之投資總額相比，無足輕重，不足以影響加盟決策，而認定系爭「新開幕

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非屬重要資訊。然而，競爭法上要求加盟業主揭露加盟

費用相關資訊，係為使加盟者得合理評估其投資成本，以便於計算成本的回收，投

資成本涉及加盟者的資金籌措與融資需求，為其最為關切之事項，因此，10 萬元的

投資差額是否即不重要，非無疑義134。再者，加盟關係是一個長期的信賴合作關係

135，加盟業主未為充分的資訊揭露，也會影響加盟者對於加盟業主的可信賴度，亦

是加盟者挑選事業夥伴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單就未充分揭露此一行為，即足以

影響加盟關係。倘若，依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意見，允許一定比例之差額隱瞞，則

該比例如何定之，亦是問題，而且會讓加盟業主有投機行為的空間，實有損加盟產

業交易秩序的健全發展。因此，宜認為只要對於應揭露之資訊，有未充分揭露或有

不客觀之情形者，即足以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蓋對於加盟者而言，

首要關切者為投資成本與營業獲利率的客觀資訊，以便於計算資金的回收期與獲利

期136，因此，開店投資的費用，特別是營運前的費用，如加盟金、教育訓練費、資

本設備費、裝潢費用等，以及營運過程中的費用，如權利金、必要的經營指導費

                                                      
134 論者認為由於加盟產業類別、經濟景氣、加盟店經營環境及規模大小等因素會有所差異，不

容易事先算出合理的投資價差範圍。因此，比較可行之操作方式，應以加盟業主事前有無提供客

觀的投資金額計算方式為判斷原則。參閱顏廷棟，前揭註 124，134。 
135 楊宏暉，前揭註 4，69-70。 
136 Odavia Bueno Díaz, Franchising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Sellier, 5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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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必要之商品或原物料的採購數量項目與金額等，往往是加盟者所斤斤計較

者，須讓其能準確評估成本效益關係。 

(2) 個案保護中仍須考量實際影響程度 

對此，民事法院則具體檢驗本案的投資總額是否與揭露之加盟投資金額估算是

否相符，以決定有無揭露不實之違法行為，著重於系爭揭露資訊的客觀性。經依加

盟簡章揭露的預估基準，實地換算本案加盟店 46.5 坪的合理預估投資金額，係高於

實際投資金額，換言之，本案加盟者的實際投資支出，並未超出加盟業主提供之預

估投資總額的客觀計算，而認為並無不實情事。最後，並以本案實際上係因加盟者

無心經營而頂讓，其加盟決定並未受到不當影響，而否定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成立。 

(五) 未充分揭露智慧財產權資訊 

1. 行政法院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丹堤公司授權加盟店使用之「丹堤」等文字圖樣之商標

權，其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

詢，加盟者尚無因丹堤公司未臚列商標申請審查或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

限，而遭誤導錯判商標價值及因加盟可得期盼授權使用商標範圍之虞，難謂丹堤公

司所未揭露之資訊為重要。 

2. 民事法院見解 

台灣高等法院認為丹堤公司已於合約中明定加盟店之商標授權事宜137，有關商

標權申請審查或取得之時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均屬智慧財產局之公開資訊，

                                                      
137 本案加盟合約第 2 條 (加盟店經營權與商標使用權) 約定：「1.本合約書中之加盟店經營

權，未經甲方同意，不得轉讓予第三者。2.凡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或委由其他廠商代理進

口或生產製造商品之商標，乙方 (即上訴人) 不論以任何方式使用在以下制作物上，含電視、影

院、電臺、雜誌、報紙、車廂、POP、包裝袋、DM、名片、招牌、信封、信紙或其他均需獲得甲

方 (即丹堤公司) 之同意後方可使用，若有違反者，甲方得依法訴究。3.乙方以任何方式使用甲方

所擁有及獲授權使用之商標時，應於使用前徵得甲方同意，並應將樣張送存甲方，合約終止時，

乙方應立即停止所有使用，包括但不限於將剩餘之印刷文件銷毀。4.依照前述第 2.項及第 3.項之

規定，若有需辦理商標授權情事者，應由乙方負擔商標授權所需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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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如有疑義，可逕自上網查詢。縱認丹堤公司未以書面揭露前開資訊，然由智

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系統查得丹堤公司取得之 20 種商標權，其專用期限分

別於 97 年、103 年、105 至 110 屆滿，對於 96 年 2 月 13 日參與丹堤公司連鎖加盟

之加盟者而言，並無誤導錯判丹堤公司所授權之商標價值及因加盟可得期盼授權使

用商標範圍之虞，亦不影響加盟者是否加盟丹堤公司之風險評估。是故，丹堤公司

的商標權，既屬公開資訊，其並未具前開資訊優勢地位，縱令未將系爭資訊揭露，

亦不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況本案加盟者自簽訂系

爭加盟合約，迄至 97 年 10 月間提出檢舉函，均未曾向丹堤公司反應其因商標權不

明或有爭執而致其經營加盟店之權益受損，足證丹堤公司縱未以書面揭露前開資

訊，並不足以影響其交易決定，應認前揭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 

另外，加盟者既知丹堤公司無申請專利權及著作權，則丹堤公司有無揭露是項

資訊，應無影響其加盟之風險評估，其更未舉證證明其因是項資訊之欠缺而做出不

加盟之決定，益徵是項資訊非為重要交易資訊。 

3. 評析 

(1) 智慧財產權為加盟方案的重要內容 

對於商標權資訊的揭露，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皆認為關於商標權的申請審查或

取得時點、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屬於公開資

訊，加盟業主對此尚無資訊優勢，縱未揭露，加盟者亦可自行取得，應認為非屬重

要資訊。固然，商標權的相關資訊係屬公開資料，惟加盟業主的全部註冊商標是否

皆在加盟的授權範圍內，還是只有部分商標，是否還有他人商標的使用權，此部分

仍得視加盟契約書之約定而定，因此，到底哪些商標權是屬於加盟的授權標的，仍

有揭露之必要，以利加盟者對於品牌價值的評估及授權金的計算評估，蓋商標的知

名度，也是影響加盟者加盟決定的一個因素，只有在得知加盟的授權商標之後，才

可能期待加盟者自行為進一步查詢。如此一來，加盟業主之商標權相關資訊，是否

即當然地不屬於應揭露之重要資訊，不無疑問138。 

                                                      
138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制定之加盟資訊揭露規則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Venture)，即要求加盟業主應將商標權、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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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屬無須額外成本的既有資訊 

固然，因商標資訊的可查詢性，在此並不存在資訊不對稱的特殊情況。不過，

如果從資訊成本的觀點，這些資訊都是加盟業主的既有資訊，其取得與揭露，均無

須額外成本，而加盟者自行查詢，還是會有額外的成本支出，從最小成本避險者的

角度，由加盟業主承擔這類資訊的揭露義務，有助於節省交易成本，同時，這類資

訊的揭露，也不會對加盟業主產生不利益。依此，要求加盟業主提供商標權相關資

訊，對加盟業主不算苛求，又能降低交易成本，應可合理化其存在139。 

若從競爭法作為市場行為規範的作用出發，其不僅規範競爭中的市場行為

（Marktverhalten im Wettbewerb），同時也規範對契約相對人的行為（Verhalten 

gegenüber Vertragspartnern）140。因此，為有助於交易秩序之健全，而課予事業特定

行為之義務，只要該行為義務不會對於事業造成過度的負擔，且具有合理可預期性

的話，事業即負有遵從的義務，而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相關資訊，如權利

範圍與有效期間，即具備這樣的特性，蓋這些權利為加盟業者就其授權使用之營業

表徵或技術是否取得專用權之基礎，可否對他人主張排他效力，事涉加盟品牌之價

值與加盟者支付權利金之計算，如此一來，從市場秩序之觀點，該等資訊即應認為

是重要資訊141。 

(3) 民事責任須考量實際影響程度 

至於，在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仍以違法行為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

關係為限142，如果商標權資訊未揭露致影響加盟者權益者，加盟者在經營之初即會

知曉而提出爭執，而本案加盟者於經營期間，均未對此提出爭執，顯見其未因此而

                                                        
權、著作權之內容、取得時點、有效期間、與加盟的關係、相關案件之繫屬等重要資訊予以揭

露。See 16 CFR 436.5. 
139  Hesselink/Rutgers/Bueno Díaz/Scotton/Veldmann, Commercial Agency, Franchise and 

Distribution Contracts, Oxford, 217 (2006). 
140 Köhler in: Köhler/Bornkamm, a.a.O., § 2 Rn. 74. 
141 對此，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686 號判決認為，交易資訊透明化之本質在於公開交易

資訊，使處於交易弱勢地位之交易相對人可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矯正加盟業主不正競爭手段之方

式 (即要求揭露交易資訊)，衡平雙方交易地位。故縱此加盟業主只有一筆商標權而不難查詢，但

從公平交易法之立法意旨，仍負揭露義務。 
142 王澤鑑，侵權行為，自版，223 (2010)。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 (上)，新訂一版，自

版，16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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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欠缺因果關係，自不成立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的損害賠償責任，尚不必否定

系爭資訊的重要性。不過，民事法院認為商標資訊的未揭露，並不足以影響加盟者

之交易決定，應認前揭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則是從主觀重要性的角度予以認

定，而非從客觀市場行為的觀點出發，此也顯示出資訊揭露在競爭法與契約法上的

複雜關係，即市場上客觀認為重要之資訊，當事人在主觀上並非都認為是重要的，

其締約決定，實際上是各自出於不同的考量。如要處理可能的歧異問題，或許可用

「推定」方式予以解決143，即競爭法上的資訊揭露，推定為對個案當事人的交易決

定具有影響力，但加盟業主仍可舉證推翻，以排除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如此一

來，競爭法與契約法的結果歧異，可從兩法不同的規範任務取向─競爭秩序維護或

個人權益保護，予以說明。 

同理，在加盟案件中，通常加盟業主並無專利權及著作權，而未揭露相關訊

息，參同上述，這些資訊的揭露，既未對加盟業主造成負擔，且有助於加盟者判斷

加盟方案的價值，應可合理期待加盟業主負擔此一市場行為義務，如向加盟者表示

沒有這些權利。至於，在民事上，也可容許加盟業主舉證欠缺因果關係而推翻。 

(六) 未充分揭露加盟網路資訊 

1. 行政法院見解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丹堤公司提出之「歷年展店一覽表」已揭示歷年累計開

店數及每一年新增開店數、全省分布圖，加盟店與直營店的比例分布圖，雖未明白

記載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但上開加盟

資料之所以重要，在於提供交易相對人為加盟風險評估之資訊。雖然，丹堤公司所

提供可供評估之資料，未如資訊揭露原則所示，但難謂全然無從評估。況且，原告

並無於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加盟店數亦持續成長，縱未提供前

一年度加盟店數及終止契約數，亦難認此部分未揭露之資訊為重要。 

                                                      
143 對於因果關係的證明，德國實務係採取「推定」做法，可供參考。Vgl.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r Leistungsstörungen, 6. Aufl., 139, C.H. Beck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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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事法院見解 

台灣高等法院認為丹堤公司已在網站上公開其全部據點之店家資料，加盟者自

可由該公開資訊取得其營業區域所在之加盟店資料，難認丹堤公司有未揭露前開資

訊而意圖隱匿之情事。況且，丹堤公司之締約代表於締約日將「歷年展店一覽表」

交付加盟者之締約代表，從該一覽表可獲知丹堤公司之加盟體系店數與分佈之資

訊，應認丹堤公司已將其「上一會計年度（即 95 年度）全國加盟店數及該加盟店

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數」等資訊揭露。至於，丹堤公司於 95 年度終

止之 2 家加盟店，均不在本案加盟者營業區域之高雄市內，而丹堤公司於 95 年度

新增 16 家加盟店，除其中 3 家已終止加盟外，其餘均繼續營業中，前揭一覽表末

段所載「至 2006 年 12 月，全省 124 家丹堤咖啡陸續增加中……」等字，並無不

實。 

再者，本案加盟者締約考量之重點，實際上係考慮是否開放加盟（如金礦咖啡

店不開放加盟，即未予考慮）、加盟店總數是否過少（布蘭奇咖啡店僅有 6、7

家）、是否收取權利金（怡客咖啡店）等事項，並未重在直營店與加盟店之消長等

市場變動。而且各區域之消費型態、生活需求及習性有異，倘投資人欲評估加盟之

風險及獲利空間，衡情應就丹堤公司在同區域加盟店之消長原因及展店情形分析即

可，無庸為跨地區加盟店之判斷。準此，本案加盟者擬在高雄市開設加盟店，僅須

研判在高雄地區加盟店之經營成敗原因即足。依前揭丹堤公司 95 年度全省分佈圖

所載「南區 1 家」，高雄市並無任何終止加盟契約之情事，對於加盟者而言，該區

域之市場規模並無變動，即無從比較分析加盟店之終止、增加原因。縱令丹堤公司

未揭露高雄市之終止加盟店數為「0」，惟加盟者仍可由丹堤公司網站所公開之店

家資訊及歷年展店一覽表，評估丹堤公司之市場規模、獲利能力及發展空間等條

件，應認其不因丹堤公司未揭露 95 年度終止加盟店數之資訊，即陷於錯誤而誤為

本件加盟。此外，加盟者並未舉證證明其因丹堤公司未揭露是項資訊，即決定不加

盟丹堤公司之事實，故丹堤公司未揭露是項資訊，並不影響其對加盟風險之評估及

加盟交易之決定，自不構成隱匿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亦不會對其造成顯失公平之情

事，更不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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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析 

(1) 加盟體系規模為評估機會與風險的重要因素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加盟業主雖未依處理原則提供上一會計年度的加盟

網路統計資料，但已提供歷年累計之統計資料，雖未盡詳細，但該資訊已足讓加盟

者評估加盟風險，而認定未揭露之資訊非為重要。 

加盟總店數的多寡與分佈情形，涉及加盟體系的規模與知名度，以及市場的成

長潛力與成功機會，而加盟體系的流動率，特別是加盟店退出加盟體系的數量、比

例與情況，這些因素涉及加盟存續率的考量，也可反映出加盟背後可能隱含的風險

與加盟失敗的機會144。市場商機瞬息萬變，因此，資訊的及時性便顯得重要，這也

是處理原則特別強調加盟前一年的統計資料應為揭露，以使加盟者能在最新訊息的

基礎上評估加盟決定145。是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加盟業主提供之資料雖

未盡精確，但不影響評估，認定為不違法。然而，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即是藉由

及時與精確之基本資訊的提供，使交易相對人得進行健全的比較與評估，因此，資

料的不完整，意謂交易決定的作成，不具完整性。雖然，本案加盟業主前一年度並

未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且加盟店數亦持續成長，從結果論往回推溯的

話，該未揭露之部分，似乎不是足以影響本案加盟者決定的重要資訊。 

(2) 資訊存在為市場比較之基礎 

然而，從競爭法上的著眼點，是看前一年度的統計資料對於一般有意加盟者而

言，是否為重要的參考資訊，而非其內容為何，亦即「資訊的存在」跟「資訊的內

容」是有所區分的，競爭法上的行為義務要求加盟業者必須提供的資訊項目，讓加

盟者有進行市場比較的基礎，至於資訊內容，則是交由個別加盟者判斷是否對其具

                                                      
14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698 號判決亦認為：加盟業主經營之早餐店連鎖加盟，於

全國有多家類似產業之加盟業主，該產業參進門檻尚低，競爭者分佈密集，而消費者選擇早餐多

以價格、品質、區位、便利性、消費習慣為主要考量，故加盟品牌之穩定性、成長性及競爭程度

為有意加盟者於評估與選擇加盟業主時所關切之事項，相關市場區域內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及營

業地點，為加盟者締結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考量。上開重要加盟資訊，並未完整揭露與交易相

對人，且客觀上交易相對人亦難經由其他管道取得是項資訊，故原告以此資訊上極不對等之方式

從事交易，難認非屬顯失公平之行為，已違反一般商業倫理及效能競爭，且已影響競爭秩序。 
145 Hesselink/Rutgers/Bueno Díaz/Scotton/Veldmann, supra note 139, at 217. 



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丹堤咖啡加盟案  51 

重要性，據此，只要是處理原則所規定之重要資訊者，加盟業者的違反，即屬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至於是否成立損害賠償責任，則仍應視加盟者有無因此而被誤

導致作出交易決定而定，故加盟網路的資訊，應屬競爭法上的重要資訊146。 

(3) 資訊內容的價值性具主觀性 

民事法院認為丹堤公司已在網站上公布店家資料，並無隱匿情事，同時亦交付

「歷年展店一覽表」，內容涵蓋上一年度的統計資料，丹堤公司已依法揭露，至

於，終止加盟之店數，雖有 2 家，但因不在本案加盟者營業區域內，法院認為不影

響有意加盟者的評估，而新增 16 家加盟店中雖有 3 家終止，也不影響全省丹堤咖

啡加盟店陸續增加的事實，故認定加盟業主並無不實揭露情事。惟，加盟體系內店

數的流動率，實際上會牽動欲加盟者對於加盟經營績效與風險的評估，蓋若前一年

新增之 16 家加盟店中，有 3 家於不到一年光景便結束加盟，有可能表示該業務之

經營，創業初期不易，從而會影響到加盟決定的作成，屬於重要資訊，故處理原則

規定應為揭露，事業未為揭露，即屬違反。但是，因本案加盟者締約考量之重點，

實際上係考慮是否開放加盟、加盟店總數是否過少、是否收取權利金等事項，其主

觀上並未重視直營店與加盟店之消長等市場變動，故可認為系爭資訊的未揭露，與

本案加盟者的交易決定，缺乏因果關係，故無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至於，民事法

院將資訊範圍限縮於本案加盟者所處營業區域，或係因個案中的個別加盟者，會特

別重視所處區域內之市場競爭情況而特別強調，符合民事責任的特性，並進而假設

因加盟業主在高雄市既無終止加盟店數，縱使加以揭露，亦不會影響本案加盟者之

決定，從而認為加盟者並未陷於錯誤而訂約。 

                                                      
146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的加盟資訊揭露規則，要求加盟業主應揭露過去三個會計年度內，加盟

者及加盟業主每年所各自擁有之通路數量及其總數量，並依年初、年末及變化量而為表示。轉讓

數量，以及加盟店與直營店的統計(包括新開、終止、未更新、加盟業主收回、中止、年初及年尾

數量)、預計開店數。See 16 CFR 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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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平交易法與民事法的適用關係 

(一) 不同保護功能之競合適用 

公平交易法除設有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之外，對於違法行為亦設有損害賠償責

任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賦予被害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表示公平交易法之目的，不

僅具有維護市場機能與競爭秩序之「制度保障」面向，同時也具有保護市場參與者

的「權利保護」面向，從而，受害之競爭者或上下游事業，得請求損害賠償147。 

在適用上，公平交易法上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成立，以事業之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之規定為前提，其適用結果上（於援引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時亦同148），即

可能有不同情形：(1)事業之行為未違反本法規定，即無本法之賠償責任；(2)事業之

行為違反本法規定，且有本法之賠償責任；(3)事業之行為違反本法規定，但無本法

之賠償責任，如欠缺因果關係。 

以本案為例，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違反，其構成要件該當與否之認定，

即可能因不同執法機關，而出現不同的判決結果，如本案之最高行政法院認定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而有行政責任，而民事法院認定為未違反而無民事責任。對

此，台灣高等法院表示：行政爭訟程序乃行政機關、行政法院對原處分機關所為行

政處分之妥當性及違法性作行政自我省查之程序，與民事法院之審查認定究有不

同。準此，民事法院法官依法獨立審判，自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法院判決認定事實

之拘束與影響。惟系爭處分及訴願決定、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就加盟者有無選擇加盟

對象之自由、丹堤公司與加盟者間有何資訊不對等之關係、加盟者對丹堤公司何以

                                                      
147 吳秀明，「公平交易法民事責任基本問題概說」，收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社，

327-328 (2010)。 
148 性質上公平交易法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保護他人之法律。參閱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

與實務，植根出版社，520 (1993)。又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與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之規定，極為相

似，重要差別在於主觀要件的規定，前者雖未設主觀要件，但一般認為仍採過失責任原則；後者

則明定為推定過失責任。從保護被害人利益之角度，這二者的適用關係，應可認為構成請求權競

合。參閱吳秀明，同上註，355-359。 



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丹堤咖啡加盟案  53 

處於交易上依賴之弱勢地位、丹堤公司未揭露之系爭加盟資訊是否屬於重大交易資

訊、如何影響加盟之交易秩序及將來有潛在多數受害人等項之判斷，尚有未明。而

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斟酌全辯論意旨，認定丹堤公司並無違反締約前 10 日交

易資訊提供期、締約前 5 日契約審閱期之規定，縱令丹堤公司未揭露完整之加盟資

訊，然並無以欺罔或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利用加盟者之高度依賴致無選擇其他業者

加盟之餘地，而誤為加盟之情事，且無影響加盟者加盟之交易決定，更無將來潛在

多數受害人，難認有隱匿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對加盟者並無顯失公平可言，亦不足

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 

(二) 不同的司法審查重點 

基於不同的保護功能，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對於違法行為之構成要件，可以有

不同的解讀。同一案例事實，卻有不同的適用結果，除有可能是因為不同訴訟程序

與不同舉證責任分配之結果外，兩個法院的審查重點也不相同，行政法院審查行政

處分的法律要件有無違法之處149，民事法院審查請求權基礎之構成要件是否該當。

在法律適用下，也有可能是因不同法院的不同重點任務產生差異，如行政機關與行

政法院對於違法構成要件的適用，偏重於公益的維護，如正當競爭秩序的維持、加

盟產業的正常發展等等，因此，在欺罔或顯失公平，以及影響交易秩序的判斷上，

可能就比較會偏向一般性的公益考量，強調應揭露資訊的客觀重要性；而民事法院

職司私益的維護，在違法構成要件的適用上，會偏重於被害人私益的維護，如個別

當事人的意思自由決定與因果關係之有無，因此，在欺罔或顯失公平，以及影響交

易秩序的判斷上，可能就比較會偏向個案性的私益考量，強調應揭露資訊的主觀重

要性，如個別加盟者在締約時對於某些資訊的特別重視或忽視，從而對某甲是應揭

露的重要資訊，對某乙則不然，使得資訊的重要性具有個案差異性，而無一般通用

性。是故，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既然是基於不盡相同的價值評價，即有可能得出不

同的判決結果。不過，基於競爭法保護目的，將正當競爭秩序之公益與交易相對人

決定自由之保護，等同視之，而且，競爭法的價值判斷，也可投射在民事法之中，

                                                      
149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 7 版，自版，59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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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者的適用關係，非屬全然陌生，競爭法重視的客觀重要交易資訊，係以一

般交易相對人的合理期待為基礎，反應出一種交易觀點，此種一般人重視的資訊，

在多數情況之下，當然也可能同時會是個案當事人重視的資訊，故基於競爭法對於

民事法的投射，其法律判斷應可產生某種「事實上之推定」效果150，而由加盟業主

另為相反事實之證明151。 

又縱使民事法院認定事業之行為確實違反公平交易法，是否會成立民事責任，

仍須視該違法行為是否侵害被害人的權利或利益、被害人是否受有損害、以及因果

關係之有無而定152。從而，事業之行為雖違反公平交易法，但不一定皆會成立損害

賠償責任，與行政責任重在糾正違法行為以回復正當交易秩序，仍有不同。 

六、處理原則的功能 

(一) 具體化功能的解釋性行政規則 

公平交易法的規範客體為市場上的競爭行為與交易行為，而經濟事務複雜多

變，市場行為也富有動態性之變化，使得不公平競爭之行為難以在立法中一一列

舉，需要有較為彈性之規定，以適應時變，故以概括規定方式，予以補遺，以便能

夠更周延地掌握多樣性的客體，避免規範漏洞的產生，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便是居

於這樣的思考而生，立法理由揭示：「本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蓋本

法初創，而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無法一一列舉，除本法已規定者外，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亦禁止之，以免百密一疏，予不法者可乘

之機會。」，然而，抽象的概括規定，為使涵攝範圍周全，必然地必須借助不確定

法律概念的運用，從而，使得法律適用上，較缺乏明確性與可預測性，難以被規範

對象所預見，而商機又是瞬息萬變，為避免事業動輒得咎，須適度增加法律的可預

期性。為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了諸多的處理原則或是規範說明，這類規定的主

                                                      
150 陳榮宗/林慶苗，民事訴訟法 (中)，7 版 2 刷，三民出版社，485 (2010)。 
151 德國法上即認為加盟業主違反締約前資訊義務之故意過失及因果關係的要件，係採推定方

式，由加盟業主負舉證免責。Vgl. Giesler, a.a.O.(Fn. 77), Rn. 23. 
152 汪渡村，前揭註 127，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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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即在表明執法立場，以較為具體明確之構成要件方式，詮釋概括規定的具

體適用。 

關於這類處理原則的適法性問題，一般認為係屬「解釋性行政規則」（行政程

序法第 159 條參照），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為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

釋示，以供行使職權時之依據153，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48 號解釋文，即肯認

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布之「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

原則」，用以處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行為，有無濫用權利，

致生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4 條等規定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

行為，該規定之程序要件的履行，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無

違法律保留原則，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並於解釋理由書中

表示：「公平交易法乃規範事業市場競爭行為之經濟法規，由於社會及經濟之變化

演進，各式交易行為及限制競爭、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態樣亦隨之日新月異，勢難針

對各類行為態樣一一規範。因此，立法者即在法律中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加以規

定，而主管機關基於執行法律之職權，就此等概念，自得訂定必要之解釋性行政規

則，以為行使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循此一看法，最高行政法院亦

於本案中肯認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的適法性，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確保加盟事

業之公平競爭，避免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影響連鎖加

盟之交易秩序，參酌美國、日本、法國、加拿大、墨西哥及澳洲等外國立法例，訂

定並迭次修正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期間並邀請經濟部、學者專家、相關產業團

體及加盟業主表示意見及召開公聽會），依大法官解釋理由書意旨，處理原則為解

釋性行政規則，可作為主管機關行使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154。 

(二) 處理原則的積極規範作用 

儘管處理原則具有規範效力，惟究竟該如何形成及適用其內容，則仍有爭議

155，以系爭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為例，具體化的是事業的行為，如隱匿或遲延揭

                                                      
153 吳庚，前揭註 149，46。 
154 同樣肯認系爭處理原則規定之適用性的見解，參閱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 686 號判決。 
155 例如關於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是否加諸事業過多的義務與責任，不乏有檢討之聲。參閱黃銘

傑，「『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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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重要交易資訊，至於該行為是否即是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是否即是足以影響

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並不明確。依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 6 點之法律效果，

「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

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虞」，雖主管機關認為

只要未依處理原則揭露重要加盟資訊者，即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但上揭規定使用「之虞」用語，意謂並非當然違反，故而，法院認為有無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4 條，仍須個案檢驗是否顯失公平、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定，此即

為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所持之立場，如此一來，處理原則的功能，僅是例示可能違

法的行為而已，至於行為的具體違法性，仍然必須依個案衡量，似仍舊無助於澄清

法律明確性。 

解釋法規的行政規則，係就法規原已規定之事項，闡明其意義，基於行政規則

的內部效力，主管機關應受其拘束156，但解釋及適用法律，本來就是法院的職權，

並不會受到行政規則的拘束157。我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如美國的聯邦交易委

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具有國會授權訂定與法律同等效力之行政規則及命

令的「準立法權」158，基於法律保留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制定之處理原則，只能

發生內部拘束力，為避免適用上的疑義，現行的加盟業主規範說明改採「安全港」

（Safe Harbor）的規則取向，只要符合規範說明所例示之加盟重要資訊揭露要求，

即屬當然合法（Legal Per Se），得認未隱匿重要資訊，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之違反，又縱使有違反規範說明所列之行為，亦不當然違法，仍須個案進行具體認

定，故其僅僅只是針對合法行為作出澄清，只部分發揮解釋性行政規則的作用，如

可更進一步明確化違法行為之類型者，將更具有規範的積極意義，對於不確定法律

概念的解釋適用，也將更能明確具體，有助於交易秩序的維護。固然，行政機關解

釋適用法律，本來就無法拘束法院，基於行政規則並不拘束法院的特性，在訴訟過

                                                        
則』之法理及規範邏輯疑義」，全國律師，第 15 卷 1 期，6 (2011)。 

156 陳敏，行政法總論，7 版，自版，546-547 (2011)。 
157 釋字第 137 號：「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

固未可逕行排斥而不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 
158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第 1 款雖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有擬定法規之職掌，但這種母法授權訂定

子法之情形，在我國法上極為常見，不能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此具有準立法權。參閱謝杞森，

「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與程序」，收於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2 版，元照出版社，15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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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當然可能面臨來自法官的質疑，這一問題，即使是在直接適用法律時，也還是

會同樣發生，因此，如果要更能發揮競爭秩序維護與導正的積極功能，應可明確規

定具體的違法行為類型，如同本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所指，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

和第 24 條處理原則之規定，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得援

引而為適用。當然，如要強化處理原則和規範說明的正當性，可在行政規則之制定

內容與制定程序上，予以強化。不過，即使詳列違法行為態樣，倘若個案中，事業

雖揭露資訊或未給予審閱期間，係出於交易對人的棄權或要求時，雖有未符合處理

原則所要求之行為，仍應不認為有違法之處，故亦不致於過於僵化，事業仍可舉證

免責。 

(三) 制訂程序的嚴謹性 

在規制內容上，將某一行為界定為違法者，即會影響事業原有的行為空間，特

別是要求事業應積極為特定行為（如揭露重要資訊）者，依據比例原則（Grundsatz 

der Verhältnismässigkeit），必須該行為確能有助於交易秩序的正當發展，同時對事

業也不會造成不利益或過度的負擔，該特定作為要求，才具備合理性159。特定重要

資訊的揭露，有助於市場資訊的流通與透明，增加市場比較，有助於市場機制的運

作與交易相對人決定自由之保護，符合公平交易法的立法意旨與保護目的，同時也

不會超越法律規定之「欺罔行為」的概念，至於哪些資訊是重要的，應指產品的價

格與重要特徵，如加盟之費用與加盟包裹的重要特徵，而且這些資訊的取得與揭

露，不可對事業造成額外的成本負擔，故必須以事業的既有資訊，或是事業只要以

些微成本即可取得之資訊者為限。準此以言，現行加盟業主規範說明中，關於加盟

存續期間內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事項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之資訊揭露規定，似乎有點超過契約比較所需資訊，而跟契約締結相關事項較為有

關，比較接近屬於契約法上資訊義務的範疇，因此，如果要嚴格區分競爭法與民法

的適用關係時，這部分是否會超出競爭法的規範目的，不無疑問。如果將不正競爭

法從競爭關係規範中超越，轉變為交易關係之規範時，則其可涵蓋的範圍，則可更

                                                      
159 關於比例原則之適用，可參閱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4 版，元照出版社，63-6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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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及於交易公平性，資訊揭露的要求，也可更多160。如果往此方面發展的話，民

法與競爭法的適用關係，在實際界定上，便很難予以明確切割。 

在制定程序上，除了累積司法案例之外，聽證或程序參與的擴大，也可確保規

制內容的妥當性，如本案中最高行政法院即肯認外國立法例的參考，相關主管機關

（如經濟部）、學者專家、相關產業團體及加盟業主的意見表示機會及公聽會的召

開，也可強化其規則的正當性。  

七、結語 

資訊揭露義務在強化決定自由之保障，同為契約法與競爭法近年來重視的法律

課題，二法在契約締結前階段的關係非常密切，常常會發生重疊，因此，是否會產

生重覆規範的問題，便會引發討論，到底某一資訊的未揭露，是公平交易法上要處

理的，還是民法要處理的，即有不同看法，從本文所舉法院案例觀之，不難看出問

題的複雜性。基本上，民法與公平交易法各有其不同的規範任務，民法著重個別契

約的正確性，避免不符期待的契約締結，因此，其應揭露之重要事項，以契約締結

相關資訊為範圍，具有主觀性，會因每位締約當事人所追求之契約目的而有差異

性，其判斷標準，應依各當事人主觀上的資訊需求程度而定，但是，客觀的資訊需

求仍可作為判斷的基本因素，因涉及契約締結有關的資訊，故會有較多的資訊內容

要求，也因重在保護個人的權益，故因果關係的有無，具體損害的發生，也會是個

案中的重點；相對於此，公平交易法重在保護交易秩序與競爭秩序，具有公益性，

基於促進競爭之目的，也會課予事業一定的行為義務，形成合理的市場行為規範，

重視行為規制而不以實害發生為前提，為此，競爭法上重要資訊的揭露義務，應具

有市場競爭的相關性，從而具有客觀性，即以一般交易相對人所重視之資訊為範

圍，目的在促進市場資訊透明，以利於產品的比較跟選擇，故其重要資訊以契約比

較相關資訊為主，主要是產品的價格跟重要特徵的基本資訊。儘管二法各有其不同

的任務與規範內容，但仍會有發生競合或相互影響的情形，因此，要明確區分二法

                                                      
160 這方面的發展趨勢，可參閱楊宏暉，前揭註 2，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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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並非易事。 

在加盟關係裡，因加盟者的鉅額投資與對加盟業主的依賴，以及其對加盟相關

資訊的搜集難度，使加盟者具有特殊的資訊保護需求，需要加盟業主提供特定的資

訊，以避免投資損失，故加盟資訊的揭露，一方面涉及加盟者的私益保護，另一方

面也涉及加盟產業競爭秩序與交易資訊的維護，具有公益因素。其交易糾紛的發

生，即涉及民法與競爭法的適用問題，對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資訊的應揭

露事項，訂定處理原則或規範說明，從客觀的市場行為規範角度出發，這類規則可

有助於法律規範的明確性，促進加盟產業的正常發展。然而，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

中，並不是都會支持這樣的規則，以本文所舉丹堤咖啡加盟案為例，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與台灣高等法院，均不支持加盟資訊揭露處理原則所定資訊的重要性，難免會

產生規範期待落空的問題。 

對此，本文認為加盟重要資訊的隱匿，與積極的不實陳述，性質相同，應依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欺罔行為論處，而不應論斷為顯失公平行為。再者，隱匿重要

交易資訊係屬行為不法的不正競爭行為類型，其不法性，應從行為本身是否違反商

業倫理而定，無需分析市場占有率和經濟分析等市場不法的判斷因素。 

在競爭法上應予揭露之重要加盟資訊，應以「契約比較」的相關資訊為限，係

指加盟的投資費用與加盟方案的重要特徵，如：加盟金、資本設備與裝潢等初期投

資的金額、授權標的之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的基本資料或特徵、經營協助及訓練指

導的一般資料、加盟體系的整體經營方案規劃、以及加盟體系的統計資料等相關資

訊，為一般有意加盟者據以進行比較與判斷是否加入的重要資訊，至於個案中的個

別加盟者是否視之為其締約的重要考慮事項，則屬民事案件的判斷因素，與促進交

易秩序之客觀市場行為規範的違反，尚無必然關聯，但仍可有一定的推定效力。 

民法上的資訊揭露則以「契約締結」相關資訊為限，包括：加盟經營關係之限

制事項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之條件及處理方式之資訊揭露規定、授權標的之商標

權等智慧財產權的具體內容（如詳細的權利內容、有效期限、使用限制）、經營協

助及訓練指導的具體詳細資料、加盟體系的詳細經營方案（如各地區的詳細商圈規

劃）、甚至於是加盟經營過程中之營運費用，這類項目在搜集資訊以便對不同之加

盟體系進行比較的準備階段，比較不會成為關注的首要焦點，而是跟個別加盟者的

契約目的實現比較有關，可列為締約磋商時應揭露之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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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應區分「資訊的存在」與「資訊的內容」，確保契約比較相關資訊的存

在，以讓交易相對人有據以判斷的基本資訊基礎，是競爭法上的行為規範要求，而

且這樣的行為要求，非屬苛求，對加盟業主並未造成額外的資訊負擔與商業利益的

減損，但另一方面，卻可確實促進加盟市場的資訊透明，應可從公益角度合理化該

義務的要求，至於，資訊的內容，個案中的加盟者是否認為重要，則是個案中民事

法院應判斷的問題，此涉及民事責任是否成立的判斷。綜上，從二法的不同規範任

務，應可合理化這樣的差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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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contractual Duty to Inform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Regulatory Gravities 

in the Civil Law and Fair Trade Act－Supplementary Comment on Dante Coffee 

Cases 

Yang, Hung-Hui∗ 

Abstract 

The duty to inform, as a way to improve freedom of decision, has been a major issue 

in both the Civil Law and the Fair Trade Act recently.  The overlap of regulations on this 

duty in the two laws has resulted in a meaningful division between them,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legal consequences.  The two laws als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their inner 

values can reflect on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Civil Law and the Fair 

Trade Act have their own regulatory missions.  The Civil Law lays emphasis on the 

contract justi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 the duty to inform focuses 

on the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and should be determined 

from a subjective viewpoint.  More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and a causal link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ir Trade Act places emphasis on the order of 

competition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so the disclosed 

information is determined from an objective viewpoint and is related to the market and to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a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offers.  Due to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th franchisor and franchisee, the franchisee should be 

protected through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the franchisor.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paration and negoti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franchise contract, both the Civil Law and the 

Fair Trade Act will apply.  This article, through discussing judgments of the civil court 

and administrative court on Dante Coffee, reviews the different regulatory valu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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