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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討之加盟關係議題，可從二層面加以觀察。在締約前之加盟招募過程，

由於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處於資訊不對稱之關係，是以加盟業主易於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以致引起交易相對人對於締約風險之錯誤評估。另一方面，在締約後之加

盟經營關係上，加盟業主若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將迫使加盟店接受不合理

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然而，我國公平會對於加盟案件之處理原則，僅止於締約前

課以加盟業主資訊揭露之義務，似有規範不足之缺失。有鑑於此，本文從比較法之

觀點，並藉由對實務案例之評析，釐清現行案件處理原則規範定位之疑義，進而檢

討公平交易法應否介入規範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期待本文提

出之若干建言，有助於公平會維護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並確保加盟市場之公平競

爭。 

關鍵詞：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連鎖加盟、交易資訊不對稱、資訊揭露、締約風險錯
誤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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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經濟部商業司主辦，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所作「2009 年提升連鎖加盟

總部競爭力計畫—連鎖加盟產業商業情報資料庫建置」（國內報告）之統計資料顯

示1︰西元（下同）2008 年台灣連鎖加盟行業之產值約新台幣 1.7 兆元，全國已有

1,624 家連鎖加盟企業總部（加盟業主），加盟店鋪數為 7 萬 9,422 店，橫跨超過

180 種業態，以國土面積與人口比例而言，密度高居世界之冠。然而，該報告同時

指出，隨著加盟產業之蓬勃發展，卻也衍生出多樣類型的加盟糾紛案件2。 

一般而言，相對於擁有多年加盟業務經驗之加盟業主而言，有意經營加盟店者

多為欠缺專業知識之初次創業或中途轉業者，是以二者間顯然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稱

之關係。針對此現象，為防止加盟業主有濫用資訊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致使交易

相對人蒙受締約錯誤之風險，各國法制大都要求加盟業主於招募過程負有充分揭露

交易資訊之義務3。另一方面，不容忽視者，乃係加盟契約通常具有定型化契約之性

質，有關加盟經營事項之權利義務條款皆由加盟業主單方擬定，是以在此締約地位

不對等之情況下，加盟業主若有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即有可能強迫加

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對於如此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

日本獨占禁止法賦予競爭法主管機關得以直接介入管制不合理且不利益交易條件之

權限，顯現出其相對於他國競爭法制立法例之特色4。 

                                                      
1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2009 年提升連鎖加盟總部競爭力計畫—連鎖加盟產業商業情報資

料庫建置（國內報告），經濟部商業司，10-11 (2009)。 
2 依據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之調查報告，國內常見之加盟糾紛案例，計有加盟金糾紛、廣

告不實、契約糾紛、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加盟店標示糾紛等類型，參見前揭註 1，38-43。 
3 公平會在 1999 年 9 月公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 4 點規範說明即表

示：各國對加盟事業規範之立法例中，美國、日本、法國、加拿大及墨西哥等國皆已立法要求加
盟業主應定期揭露相關資訊，藉此有助於加盟體系重要交易資訊之透明化。此外，公平會與學者
專家，針對美國、歐盟及德國等國競爭法制對於加盟關係規範，作出研究報告，請參陳志民、趙
義隆、吳瑾瑜，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契約適用之研究，行政院公平會 90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 2 
(2001)。 

4 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0 條第 2 項，雖明文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濫用其對中小企業之相
對優勢地位，惟該規定係屬同條第 1 項禁止差別待遇規定之擴大適用，並非介入交易條件是否合
理之規範，參見吳秀明，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元照出版公司，435-452 (2004)。另法國 1986
年 12 月 1 日「86–1243 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令」第 8 條第 2 項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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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 5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

會」）將加盟業主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定位為同法第 24 條所稱「顯失公平

行為」之概念下6，同會訂頒之案件處理原則，即明確規定加盟業主於締約前應當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事項。不過， 近公平會對此相關案件所作處分，高等行政法院認

定其在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有裁量權濫用之瑕疵，引起本文對此加盟關係

之研究動機。再者，公平會現行案件處理原則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僅止於締約前

課予資訊揭露之義務，並未介入規範締約後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如此有無規

範不足之缺失？實值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以下本文首先從比較法制之觀點出發，介紹日本獨占禁止

法有關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範、日本執法機關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

及運作狀況7。其次，針對我國公平會個案處分及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爭議點，提出

若干評析。基此評析意見，檢討公平會現行案件處理原則之規範定位是否妥適、資

訊揭露制度有無缺失、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範。

末，歸納本文研究心得，提供公平會增修規範及執法方向之建言。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一) 沿革 

日本在 1950 年代初期，由於韓戰結束引起之經濟蕭條，促使大型企業為轉嫁

                                                        
係指不當的拒賣、搭售、差別待遇或斷絕交易關係等行為，亦非本文所謂不當交易條件之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行為，參見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自版，546-554 (1993)。 

5 依據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之定義規定，本處理原則所稱加盟經
營關係，係指一事業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他事業使用，並協助或指導他事
業之經營，而他事業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繼續性關係。另該點規範說明表示，實務上將加盟型態
區分為自願加盟、特許加盟及委託加盟等類型，惟許多型式上類似加盟之經營型態，實際情形並
未附隨後續之協助或指導者，尚非本處理原則所稱加盟經營關係。 

6 參見「行政院公平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三）2。 
7 依據「行政院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4 點規範說明，公

平會制定本處理原則，有關加盟關係之定義及加盟業主應揭露資訊項目，乃係參考日本獨占禁止
法相關處理原則及日本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第 11 條規定。因此，從繼受法考察之觀點，本文即以
日本法制為比較檢討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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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業經營風險，遂強迫有業務往來關係之中小企業接受各項不合理的交易條件，

導致中小企業界普遍發生經營之危機。有鑑於此，基於保護中小企業政策之要求，

日本政府爰於 1953 年修改獨占禁止法，在同法第 19 條明定：「事業不得實施不公

平的交易方法」，並增列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不當的利用自己交易地位」之禁止

規定8。此外，依同條項規定之授權，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

一般指定第 14 項，揭示有 5 款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類型9。 

立法之初，執法實務對於該濫用禁止規定，僅係將其定位為補充規範之性質，

認為涉案行為在不成立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違法類型之際，始有適用本規定之餘

地。然而，由於日本市場普遍存在著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支配從屬關係之產業結構問

題，是以該濫用禁止規定之適用範圍，即由當初主要規範大企業與委外承攬事業、

大規模零售事業與供貨廠商之交易關係，逐漸擴及至金融機關與貸款客戶、寡占廠

商與一般零售商、專利技術授權及連鎖加盟體系等交易關係，迄今已形成相關產業

維護交易秩序之主要規範依據10。 

在上述產業背景下，為進一步強化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效果，日本政府在 2009

年修正獨占禁止法，重新調整一般指定第 14 項之違法構成要件，並將其分別改列

於同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第 6 款第 5 目，以提升其法律規範位階11。依此新修

正之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規定，所謂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係指：「利用自己在交

易上之優勢地位，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實施下列行為之一者： 

1.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包含新建立繼續性交易關係之相對人，以下同），

令其購買與該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8 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立法沿革，參見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独

占禁止政策 50 年史（上巻），69 (1997)。 
9 該一般指定第 14 項規定之 5 款濫用行為類型為：1.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令其購買與該

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2.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金錢、服務或其
他經濟上之利益；3.訂定或變更不利益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4.除前三款所列行為外，課予相對人
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或其他情事；5.對於事業組織為公司之交易相對人，要求該公司一定職務人員
之選任，應事前依其指示，或事後經其認可。 

10 歷來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運作及問題點，參見高橋岩和，「優越的
地位の濫用と独禁法」，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27 号・通巻 49 号，1-20 (2006)；根岸哲，
「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係る諸論点」，同刊，21-33。 

11 2009 年獨占禁止法修法後，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為強化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範，
已於 2010 年 11 月 30 日訂頒有關濫用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參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
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http://www.jftc.go.jp/dk/yuuetsutekichii.pdf， 後瀏覽日期：20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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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

之利益。 

3. 拒絕受領相對人提出與交易相關商品之給付，或令相對人取回已經受領給付之

交易相關商品，或對相對人減少、遲延支付價金，或實施、設定、變更不利益

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除上揭列舉之濫用行為類型外，同條項第 6 款第 5 目，另設有如是濫用行為之

概括定義規定：「不當利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與相對人為交易，而有阻礙公

平競爭之虞，且符合公正取引委員會指定之行為類型者。」12。 

(二) 違法構成要件之分析 

上揭濫用行為之定義規定，存在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是以適用本規定之違法

判斷標準何在﹖歷來即為學界與實務討論之焦點。相關論點，以下分別就形式與實質

構成要件說明之13。 

1. 形式構成要件 

(1) 優勢地位：依據通說見解，本規定所稱之優勢地位，僅需交易當事人之一方

對於他方具有相對優勢性即已足，並不以該當事人擁有壓倒性之市場占有率

或類似獨占、寡占之絕對市場力為必要14。至於實務認定標準，則係從經濟依

賴性之觀點，認為當事人之一方倘未能與他方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

                                                      
12 目前公正取引委員會針對特定產業訂頒有關濫用行為之特殊指定者，計有「報紙業特定之不

公平的交易方法」、「特定運送人對於運送或受託保管物品特定之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大規模
零售業對於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的交易方法」，http://www.jftc.go.jp/sosiki/houreiindex.html，
後瀏覽日期：2010/6/24。 

13 日本學者解釋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有關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定義規定，通常將其區分成
形式構成要件與實質構成要件。形式構成要件，在於判斷涉案行為外觀是否合致同項各款所列不
當差別待遇、不當對價交易、不當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不當附拘束條件交易、
不當利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優勢地位與相對人交易、不當妨礙與自己在國內有競爭關係公司之業務
經營等行為類型。至於實質構成要件，則在於判斷涉案行為效果是否達到同項本文規定「具有阻
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抽象危險程度。有關該等構成要件之區別說明，參見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
止法，有斐閣，339-524 (2009)。 

14 田中寿，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新一般指定の解説，商事法務研究会，89 (1982)；池田幸司，
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院，240 (2000)。 

http://www.jftc.go.jp/sosiki/houre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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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經營之困難，因此對於他方當事人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

不得不接受之情況下，此當事人間即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15。 

(2) 正常的商業習慣：交易行為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習慣，一般認為應從維

護或促進公平競爭秩序之立場加以判斷；凡不符合此概念之交易行為，縱然

該行為普遍存在於商業界，亦未能獲得正當性之評價16。如此正常商業習慣之

概念，學者有從「經濟的公序良俗」觀點加以理解，認為競爭法禁止濫用優

勢地位行為之規定，可謂與民事法上禁止暴利行為、維護當事人雙方給付均

衡、確保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公平合理等法理相通17。 

(3) 濫用：有無「濫用」優勢地位之評價要素，學界主要從經濟合理性之觀點，

衡量當事人對待給付之交易條件，是否存在利益與負擔過度不均衡之現象、

有無令相對人負擔無法預測之經營風險，或課予相對人「顯然」不利益之交

易條件18。至於實務相關處理準則，通常例示有各項不合理交易條件之濫用行

為類型，以供執法認定之標準19。 

2. 實質構成要件 

獨占禁止法修法前，依舊法第 2 條第 9 項本文規定，濫用優勢地位行為構成不

公平的交易方法，以該行為具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即學理所稱「公平競爭阻礙

性」），始足當之。所謂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不以該濫用行為已經發生限制競

爭之效果為必要，僅相當程度具備限制競爭之抽象危險性即已足。如此抽象危險之

概念，顯然欠缺客觀判斷標準。針對此問題，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於 2009 年修

法，爰刪除同項本文規定之「公平競爭阻礙性」要件，另於同項第 5 款列舉具備實

質違法性之濫用行為類型，凡符合該等類型之行為，即同時充足公平競爭阻礙性要

                                                      
15 山田昭雄、大熊まさよ、楢崎憲安，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商

事法務研究会，207 (1991)。 
16 田中寿，前揭註 14，60。 
17 渡部晃，「独占禁止法違反と公序良俗」，自由と正義，第 147 巻第 5 号，65 (1996)。 
18 白石忠志，独占禁止法，有斐閣，208-209 (2006)。 
19 例如「大規模零售業對於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特殊指定，即列舉有不當

要求退貨、不當要求貨款折扣、不當要求以低廉價格提供特賣商品、強迫購買無關的商品、不當
拒絕受領特別訂購之商品、不當使用供貨廠商派遣之員工、不當收受經濟利益、對於不配合或向
公正取引委員會提出檢舉之供貨廠商施以報復措施等濫用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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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0。至於同項第 6 款第 5 目之濫用行為概括規定，則仍然保留該「公平競爭阻礙

性」要件，待有新生濫用行為類型，嗣由公正取引委員會實質認定其違法性。 

事實上，如何理解此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內涵，歷來即為適用本規定 大爭議之

所在21。就此問題，今村成和教授認為22：濫用優勢地位之行為，僅係當事人在個

別交易關係發生對待給付不均衡之問題，並未直接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是以其公平

競爭阻礙性，應從間接侵害自由競爭的觀點，著眼於該濫用行為同時具有減損弱勢相

對人、強化優勢地位當事人於市場競爭地位之效果。相對此說，正田彬教授認為23：

維護公平競爭之重要因素，在於確保事業擁有參與市場競爭之營業自主權，是以濫

用優勢地位行為與限制轉售價格、附排他或拘束條件等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其公平

競爭阻礙性同樣在於侵害事業活動之自由競爭機能。 

                                                     

在上述主要學說見解之對立下，公正取引委員會於 1982 年公告「有關不公平

的交易方法之處理準則」24，則係採取折衷說之立場。該處理準則首先揭示確保公

平競爭之必備三條件 25 ：(1)事業相互得為自由競爭，未妨礙他事業參與市場競爭

（自由競爭狀態的條件）；(2)事業依照價格、品質及服務之效能競爭手段，建立市

場競爭秩序（公平競爭手段的條件）；(3)交易主體對於是否交易及交易條件，擁有

自主的決定權（自由競爭基礎的條件）。 

該處理準則進而強調，凡侵害此公平競爭三條件之一者，該行為即具備公平競

爭阻礙性。例如，限制商品轉售價格、限制銷售對象或區域，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在

於侵害自由競爭狀態的條件。又如，以欺瞞或強迫方式奪取顧客之行為，其公平競

爭阻礙性則在侵害公平競爭手段的條件。至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限制相對人交易

自由之行為，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即為侵害自由競爭基礎的條件。如此見解，普遍受

到學界支持，迄今仍然居於通說之地位26。 

 
20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第 4「優越

的地位の濫用となる行為類型」，前揭註 11。 
21 有關日本學界對於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論說，參見山部俊文，「公正競争阻害性・再論」，日

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30 号・通巻 50 号，19-36 (2009)。 
22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新版），有斐閣，146 (1978)。 
23 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日本評論社，409 (1980)。 
24 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に関する基本的考え方」，経済力の濫用と独

占禁止政策―独占禁止懇話会資料集Ⅸ―，329 (1984)。 
25 同處理準則，第 1 部二の(2)，前揭註 24。 
26 山部俊文，前揭註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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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應予說明者，依據上揭處理準則有關違法行為之分類，實務上對於各類型違

法行為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認定方式，即呈現出相異的操作手法。具體言之，對於限

制銷售對象、區域等附排他或拘束條件之行為，應審酌涉案商品之市場狀況（市場

集中度、商品特性、商品差別化程度、行銷通路、參進市場難易）、行為人之市場

地位（市場占有率、規模順位、品牌信譽）、交易對象之事業家數及市場地位、對

於交易對象事業活動之影響（限制之程度、態樣）等因素，始得論斷其違法性27。

另對於以欺瞞方式奪取顧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等行為，立法上已經內定該等行為

屬於不公平的競爭手段或侵害自由競爭基礎的條件，是以涉案行為符合法條規定之

形式要件者，毋庸實質判斷其對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即當然推論其具備公平競爭

阻礙性28。 

(三) 經濟觀點之分析 

從產業經濟學之觀點，廠商相互間若能建立長期的繼續性交易關係，對於雙方

當事人應可獲得穩定供需、節省產銷成本及達成外部規模經濟（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等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此繼續性交易關係，若存在有契約不完全

性 （ Incompleteness of Contract ） 或 特 殊 投 資 關 係 （ 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因此可能衍生的負面經濟效益，得由以下三方面觀察之。 

1. 箝制問題 

通常，廠商之間為建立諸如委外承攬、大型流通業商品供應、連鎖加盟等繼續

性交易關係，當事人一方之廠商必須進行特定生產設備、零件製造、原料取得或專

門技術（Know-How）開發等特殊投資。由於該等生產設備、零件原料或專門技術

屬於沉沒成本（Sunk Cost），一旦進行投資即未能移為他用， 終將促使該投資廠

商形成經濟學上所謂「人質」（Hostage）或「陷入」（Lock-In）效果。在此情況

                                                      
27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第 2 部二の

3，http://www.jftc.go.jp/dk/ryutsutorihiki.html， 後瀏覽日期：2010/6/24。 
28 金井貴嗣，「不公正な取引方法をめぐる諸課題」，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30 号・通巻

50 号，10 (2009)；根岸哲，前揭註 10，26。 

http://www.jftc.go.jp/dk/ryutsutorihik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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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為該投資廠商所擔憂的箝制問題（Hold-Up Problem），即是締約之他方廠商事

後若有設定或變更對其不利益的交易條件，其將被迫處於不得不接受之狀態29。 

2. 減少投資誘因 

理論上而言，投資廠商得事前要求締結明確的契約條款，以避免事後箝制問題

的發生。然而，實際狀況，卻令當事人頗難建立如此的完全契約（Complete 

Contract）。蓋締約之際，通常存在著雙方當事人無法預見的突發事故（Unforeseen 

Contingencies），或記載該突發事故之契約成本、執行成本過高；加之交易者具有

投機行為（Opportunism）的傾向，往往意圖謀利而隱匿資訊，以致不完全契約

（Incomplete Contract）成為此類繼續性交易之常態。考慮此契約不完全性的問題，

對於原本有意從事特殊投資關係之廠商，即可能望而止步或減低投資規模，導致投

資效益遠低於廠商相互合作下的 適水準30。 

3. 排他效果 

依據經濟學者的分析，特殊投資關係形成之箝制問題，不僅直接影響投資廠商

之利益，且間接對於其他廠商（潛在交易相對人）具有排他效果（Exclusionary 

Effect）31。蓋受到此投資關係箝制之廠商，由於未能轉換交易對象，以致喪失與其

他廠商建立交易關係之機會。尤其是，繼續性交易契約通常附有違約金條款，更是

助長此類交易行為之排他效果。舉例言之，甲廠商（供給者）與乙廠商（需求者）

締結長期的繼續性交易契約，並且約定乙廠商若向其他廠商進貨，必須支付甲廠商

違約金。因此，在乙廠商長期依賴甲廠商供應關係，且考慮違約金因素之情況下，

                                                      
29 有關箝制問題之經濟分析，英文文獻，See William P. Rogerson, “Contract Solutions To The 

Hold-Up Problem,” 59(4)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77-793 (1992). Vladimir Smirnov & 
Andrew Wait, “Hold-up and sequential specific investments,” 35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86-
400 (2004).  Vladimir Smirnov & Andrew Wait, “Timing of Investment, Holdup and Total Welfare,” 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413-425 (2006). 日文文獻，參見大録英一，「ホー
ルドアップ問題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4・終）」，公正取引，第 492 号，39-45 (1991)；松村敏
弘「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の経済分析」，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第 27 号・通巻 49 号，21-33 
(2006)。 

30 O.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ree Press (1985). 
31 P. Aghion & P. Bolton, “Contract as a Barrier to Entry,” 7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8-401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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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廠商即未敢貿然向其他廠商購買商品，以致其他廠商勢必採行低價策略（其他廠

商價格＜甲廠商價格－違約金），始有可能爭取到出售商品給乙廠商之機會；但其

他廠商往往基於利潤考量，終將放棄與乙廠商建立交易關係，如此乃對其他廠商形

成參進市場障礙（Barriers to Entry）32。 

三、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 

(一) 背景概述 

日本早於 1950 年代，藥品市場即已出現連鎖加盟體系，且發生有大正製藥公

司加盟業主違反獨占禁止法之案例。嗣後零售業、外食業，陸續出現加盟體系之銷

售組織型態，致使加盟糾紛問題呈現多樣化趨勢。有鑑於此，公正取引委員會爰於

1983 年 9 月 20 日訂頒「有關加盟體系之獨占禁止法處理準則」（下稱「加盟體系

處理準則」），俾防範加盟業主發生違法行為。至 1990 年代，日本社會雖然歷經

泡沫經濟之衝擊，但連鎖加盟產業卻是呈現逆向成長趨勢，加盟體系從 初開始發

展之零售業、外食業，逐漸擴及幼教業、才藝補教業及資源回收業等產業。在此同

時，隨著各產業連鎖加盟體系的推廣，如何強化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此議題普遍

受到日本社會各界高度之關注33。 

基上所述，公正取引委員會爰於 2001 年選定便利超商加盟產業為代表，針對

14 大便利超商加盟體系（年度營業額合計約 6.2 兆日圓，合計加盟店約 3.5 萬家、

市場占有率共達 90% 以上），隨機抽取所屬 3,000 家加盟店實施問卷調查，並於同

年 10 月 31 日公布「有關便利超商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交易情況調查報告書」34。依

據該調查報告書，顯示出在加盟契約之締約前及締約後，分別存在諸多問題點。在

締約前之加盟業主招募加盟過程中，有關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有無提供加盟店經

                                                      
32 岡室博之、林秀弥，独占禁止法の経済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76 (2009)。 
33 有關日本加盟產業之發展過程及相關經濟、法律議題，參見川越憲治，「フランチャイジン

クの経済政策と法政策」，白鴎法学，第 20 号，159-204 (2002)。 
34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における本部と加盟者との取引の実態調

査」，http://www.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g30529b04j.pdf， 後瀏覽日期：20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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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輔導、有無限制營業區域或開店數目、預估營業金額或營收利潤之事實根據及合

理計算方式等事項，頗多仍未記載於契約書或未有充分說明。至於締約後之加盟經

營關係，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之採購對象、進貨數量、商品售價、更改契約內容、

契約終止後之競業禁止等事項，可否加以限制？欠缺明確規範標準。 

公正取引委員會在實施上述產業調查後，隨即進行相關問題之改善檢討作業，

嗣於 2002 年 4 月 24 日公布新修訂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35，藉以強化獨占禁止法對

於加盟產業之規範效果。以下，依據該處理準則，分別從締約前之加盟招募過程、

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等二階段層面，並配合相關實務案例，說明相關規範事宜。 

(二) 加盟招募過程之規範 

1. 規範理念 

加盟業主為擴展其事業規模，莫不藉由廣告、說明會等招募活動，積極勸誘他

人與其締結加盟契約。在此加盟招募過程中，加盟業主基於事前的投機行為，可能

實施不當的勸誘手段為36：(1)提供不實或欠缺根據之資訊，例如過度強調加盟店的

低廉營業成本或高額營收利益；(2)隱匿影響締結契約之負面資訊，例如隱匿前加盟

店在該營業據點發生嚴重虧損、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訴訟案件或倒店解約等資訊；

(3)未充分說明契約內容，例如未給予相對人合理的契約審閱期間，卻片面記載「完

全同意約定事項」之契約條款。 

為防範加盟業主實施上述不當的勸誘手段，即有強化其交易資訊揭露義務之必

要性。如此規範理念，得由以下幾點說明之37。 

(1) 契約內容明確化 

加盟契約涉及當事人之權利義務事項頗為繁複，是以藉由加盟資訊揭露制度，

                                                      
35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につい

て」，http://www.jftc.go.jp/dk/franchise.htm， 後瀏覽日期：2010/6/24。 
36 有馬奈菜，「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締結過程における情報提供義務一経験・情報量格差の考

慮一（上）」，一橋法学第 2 巻，第 2 号，683-709 (2003)。 
37 川越憲治，「フランチャズ・システムにおける開示制度」，白鴎法学，第 14 号，60-62 

(2000)。 

http://www.jftc.go.jp/dk/lawd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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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避免交易相對人陷於締約錯誤之情事發生。另對加盟業主而言，資訊揭露之效

果，得以減少交易糾紛，亦有助於其加盟事業之順利推展。 

(2) 防止交易相對人權益遭受侵害 

資訊揭露制度，提供交易相對人有效的被害救濟措施。蓋加盟業主締約後，若

有違反資訊揭露之規定事項，交易相對人得以依據債務不履行、締約過失或違反保

護義務等民事規定，請求解除契約或損害賠償。 

(3) 確保加盟產業市場之公平競爭 

加盟業主實施不當的勸誘行為，不僅干擾相對人作出是否締結加盟契約之正確

判斷，且剝奪競爭者爭取與該相對人交易之機會，是以獨占禁止法從維護公平競爭

手段之觀點，設有禁止事業實施欺瞞的引誘顧客行為之規定。所謂欺瞞的引誘顧客

行為，依據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告之一般指定第 8 項定義，係指事業對其提供之商

品、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為虛偽或誇大之表示，致使顧客產生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

良或有利之誤認，藉此奪取競爭者之顧客。 

基於上述規範理念，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即課予加盟業

主負有下列一般揭露事項、特定揭露事項之義務。 

2. 一般揭露事項 

下列事項，屬於一般加盟契約之權利義務事項，加盟業主應當將其記載於書

面，並給予相對人合理的審閱期間，否則將構成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行為38： 

(1) 商品等供應條件（採購對象之推薦制度等）。 

(2) 提供加盟店經營輔導之內容、方法、次數、費用負擔。 

(3) 收費項目之性質、金額、有無退還或退還條件。 

(4) 使用商標、商號或接受經營輔導等定期支付之金額（即所謂「加盟權利

金」），及其計算方式、收取時期、收取方法。 

(5) 加盟業主提供融資之清償方法、條件、利率等。 

(6) 有無提供營業損失補償或援助、提供補償或援助之內容。 

                                                      
38 本處理準則 2・(2)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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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契約期間、契約更新及解除之條件與程序。 

(8) 週遭地區得否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其他加盟店、有無預定計畫及其內容。 

此外，實務運作上，亦會參考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之相關規定，據以判斷加盟

業主是否充分揭露相關重要事項39。例如：收費項目性質，係屬加盟金、保證金或

材料費；提供加盟店經營輔導事項，有無舉辦研習會或訓練課程及其內容、次數；

使用商標、商號或其他表徵之條件；解除契約之損害賠償金額，及其金額計算方

法；加盟業主 近三年所屬加盟店增減之數目等事項（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 

另值注意者，社團法人日本連鎖加盟協會（Japan Franchise Association）實施產

業自律公約，推行加盟業主登記制度，對於落實加盟資訊揭露制度，頗多助益。依

據該協會訂定之倫理綱領第 2 條規定﹕「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活動過程中，應提供正

確的加盟資訊，不得為誇大廣告或其他不當表示。加盟業主提供之加盟資訊，宜應

包含契約內容、加盟店歷年業績紀錄、必要投資金額、預估營收利益等事項，以利

相對人充分判斷是否締結加盟契約。」據此規定，為進一步將加盟揭露事項予以具

體化，該協會訂定自律準則，除上揭一般揭露事項外，並要求申請登記之加盟業主

應公開其加盟經營理念、事業概要、訴訟糾紛件數、加盟體系會計制度、加盟店營

業時間等 30 項資訊事項。凡有意願締結加盟契約者，均可向該加盟協會提出閱覽

及複印資料之請求40。 

3. 特定揭露事項 

加盟業主在加盟招募過程中，若有預估營收利益或強調優於其他加盟體系之表

示者，應當提出客觀數據。此外，涉及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解約條件等重要事

項，除記載於書面外，並應充分說明。加盟業主倘未充分揭露該等特定資訊，致交

易相對人產生誤認之效果，即構成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行為41。其中，預估營收

利益及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更係攸關當事人權利義務之重要事項，以下分別説明

之。 

                                                      
39 本處理準則 2・(2)イ（註 1）。 
40 有關日本連鎖加盟協會之登錄制度，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 37，53-56。 
41 本處理準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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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估營收利益 

加盟業主為預估營收利益之表示，對於相對人可謂是決定締結加盟契約與否的

關鍵因素；尤其是，預估得以獲得高額的營收利益，更是吸引相對人加入加盟體系

之 大誘因。因此，為避免發生欺瞞的引誘行為，加盟業主對於預估營收利益之表

示，即應提出客觀數據，例如已開業加盟店在類似經營環境之營收業績、合理的營

收利益計算方式等資訊42。 

事實上，加盟業主預估之營收利益，難免與締約後之實際營運狀況有所落差，

是以歷來日本發生多起加盟店對加盟業主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之案例，主要原因即在

於加盟店營業績效未能達到當初加盟業主預估之利潤或營業金額43。例如﹕1991 年之

乳品皇后（Dairy Queen）冰淇淋加盟案44，實際營業額僅達預估金額之 20%~25%；

同年之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45，預估每日營業額為 10 萬日圓，實際每日營業額未

達 6 萬日圓；1993 年之ファンタスティックサム（Fantastic Sams）髮廊加盟案46，

預估每月營業額為 380 萬日圓、利潤可達 80 萬 3,000 日圓，但加盟店開業後每月虧

損， 後被迫結束營業；1998 年之飯蔵便當加盟案 47 ，預估每日營業額為 13 萬

9,461 日圓，但實際每日營業額未達 3 萬日圓。 

如上所述，由於加盟事業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類別之差異，以及加盟店個人資

質、經營努力程度有別，加之各加盟產業規模大小不一，因此難以訂出預估金額與

實際狀況之合理誤差範圍。此外，有關預估營收利益金額，牽涉頗為複雜之因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及多樣的統計分析方法，

是以實務上尚無一套得以適用於所有加盟產業之計算方式。換言之，當前日本法院

對於此類加盟訴訟案件，皆係個案審查其預估營收利益計算方式是否具備合理性。 

以上揭案件為例，在乳品皇后冰淇淋加盟案，預估營業金額之計算方式為：先

預估每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店前通行人數×各商圈平均市場占有率×商品發展商數

                                                      
42 本處理準則 2・(3)1。 
43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川越憲治，「フランチャズ・システムにおける売上と利益の予測」，

白鴎法学，第 13 号，74-84 (1999)。 
44 東京地判平成 3 年 4 月 23 日，判例タイムズ，769 号，195 (1991)。 
45 京都地判平成 3 年 10 月 1 日，判例時報，1413 号，102 (1991)。 
46 東京地判平成 5 年 11 月 30 日，判例時報，1521 号，91 (1993)。 
47 名古屋地判平成 10 年 3 月 18 日，判例タイムズ，976 号，18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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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Developmental Quotient）×類似營業據點吸引顧客指數，然後推定營業金額

＝每日交易之顧客人數×商品單價×營業日數。至於ファンタスティックサム髮廊加

盟案，則係以美容業界平均損益等數據為基礎，並考察加盟店營業規模計畫及周圍

商圈環境後，增減調整推算營收利益。該等案件之預估營業金額，東京地方法院認

為，加盟業主皆已善盡積極調查義務並採用科學的計算方式，因此駁回加盟店損害

賠償之請求。 

另於進々堂咖啡簡餐加盟案，推算每月營業利潤＝附近住戶及商圈流動人口×

顧客上門交易機率×預估每位顧客消費金額×獲利率×營業日數。此外，在飯蔵便當

加盟案，則係以四項指數作為預估每日營業額之計算基礎︰a.人口營業額指數（半

徑 500 公尺至 1 公里範圍內之居住人口×人口指數 1.1%×商品單價 700 日圓）、b.戶

口營業額指數（同一範圍內之戶口數×戶口指數 2.6%×商品單價）、c.辦公處所營業

額指數（預估所在商圈之上班人口×辦公處所指數 1.9%×商品單價）、d.通行車輛營

業額指數（店前通行車輛總數×通行車輛指數 0.5%×商品單價）；依據以上指數計

算每日營業額＝經驗指數（依據實際狀況差異，指數範圍介於 0.5~0.8）×｛（a+b）

÷2+c+d｝。然而，對於該等案件預估營業額之計算方式，京都、名古屋等地方法認

為，加盟業主使用之顧客上門交易機率或營業額指數欠缺統計學根據，爰質疑其計

算方式之合理性。    

(2) 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 

概念上，加盟權利金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加盟權利金，包含中小零售商業振

興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規定所稱「加盟金」；狹義加盟權利金，則專指上揭加盟體

系處理準則規定之「使用商標、商號或接受經營輔導等定期支付之金額」48。一般

而言，加盟金（Franchise Fee）在締結加盟契約時即一次支付（又稱「加盟簽約

金」），是以不生金額計算之問題。因此，所謂加盟權利金計算方式，應僅限於狹

義概念之定期支付金額（通常採年繳、季繳或月繳等方式）。加盟店定期支付之加

盟權利金，乃係取得加盟業主授權其使用商標、商號或技術移轉（Know-How）之

對價，因此具有智慧財產權授權金（Royalty）之性質49。 

                                                      
48 本處理準則 2・(2)ア4。 
49 有關加盟授權金法律性質之探討，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 37，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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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正取引委員會於 2001 年針對便利超商加盟產業調查之結果，顯示絕大

多數加盟業主採行之權利金計算方式為：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金額－

銷售商品成本）×一定收取比率。此外，該加盟權利金之計算範圍，有無包含報廢

商品成本部分，加盟業主應有充分說明之必要。蓋諸如便當、生鮮食品等保存期限

極短之商品，倘未於保存期限內售出，加盟店往往必須大量報廢該等商品，此時加

盟業主若將該等報廢商品之成本列入銷售總利潤項目，則權利金計算方式即變為：

加盟權利金＝銷售總利潤｛總銷售金額－（銷售商品成本－報廢商品成本）｝×一

定收取比率。在此情況下，加盟業主若未事前提出說明，將使交易相對人產生權利

金計算方式之誤認，以致在締約後必須支付較為高昂的權利金金額，影響其對事業

經營風險之評估50。 

(三) 加盟經營關係之規範 

交易相對人在締約成為加盟店後，使用特定之商標或商號，並接受加盟業主經

營事業之輔導或管理，因而與整體加盟體系建立起密切營業關係。在如此經營一體

的關係下，從上述特殊投資關係經濟分析之觀點，公正取引委員會所關注者，即為

加盟業主有無藉機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或實施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當然，加盟業主為

確保營業秘密安全及維護整體加盟體系之信譽，因此對於經盟店課加必要的限制約

款，應無違法性可言。然而，加盟業主實施相關限制行為，倘若逾越管理加盟事業

必要之程度，致使加盟店蒙受不當的不利益或有侵害市場競爭之效果者，即應受到

獨占禁止法之規範。有鑑於此，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即針對

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揭示如下之違法行為判斷標準。 

1.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 

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是否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依加盟體系處理準則第 3 點(1)所

示：「加盟店倘未能與加盟業主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事業經營之困難，因

此對於加盟業主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情況下，應足認

                                                      
50 參見上揭註 34 調查報告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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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間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至於個案判斷上，尚應綜合審酌加盟店對於

加盟業主之依賴程度（有關接受經營輔導、商品或原料供應、接受推薦廠商供貨之

比重等）、加盟業主之市場地位、加盟店變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衡量初期投資金

額、有無解約權及其條件、應否支付違約金及其金額、契約期間等）、加盟業主與

加盟店事業規模大小差異等多項因素51。 

其次，加盟業主在取得相對優勢地位後，若有實施下列行為，且得以評價其違

反正常商業習慣，不當的使加盟店蒙受不利益者，即得認定其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之違法行為52。 

(1) 限制交易對象 

無正當理由的限制加盟店銷售之商品、所需原料或店面清潔及裝潢等事務，必

須由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廠商供應或承攬施工，致使加盟店未能接受其他廠商提供

較為物美價廉之給付；但僅係推薦提供廠商，並無強制拘束力者，應無違法之虞。  

(2) 強制採購數量 

加盟業主強制加盟店必須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或所需原料，而該採購數量超過

加盟店實際銷售量。如此強制約款，通常係搭配要求加盟店必須達到一定銷售業績

之義務；惟加盟業主倘無視於市場實際狀況，設定之銷售業績遠超過加盟店銷售能

力，以致強制其採購過多商品或原料之情況下，將使加盟店承擔龐大庫存或大量報

廢過期商品之成本損失。 

(3) 禁止折價促銷商品 

對於諸如便利超商等加盟店，加盟業主禁止其折價促銷即將超過保存期限之商

品，因而在加盟店有大量報廢過期商品之情況下，由於加盟業主通常將該報廢商品

成本亦列入計算權利金之項目，導致加盟店必須承擔報廢商品成本及支付較高額權

利金之雙重損失。 

實務上，2009 年之日本Seven Eleven便利超商加盟案53，即屬於此類違法行為

                                                      
51 本處理準則 3・(1)（註 3）。 
52 本處理準則 3・(1)アイ。 
53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平成 21 年（措）第 8 号排除措置命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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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例。本案被處分人日本Seven Eleven公司，旗下擁有 800 家直營店、1 萬 2,000

家加盟店，乃係全日本 大規模之便利超商加盟體系。日本Seven Eleven公司對其

加盟店販售之商品，幾乎全部訂有建議售價，加盟店則普遍自願遵守該建議售價販

售商品。其中，針對不易長期保存之生鮮商品，加盟契約訂有超過一定期限即應報

廢，並嚴禁折價促銷該等商品；否則對於違反規定者，將解除其加盟契約。此外，

有關加盟權利金之計算方式，加盟契約規定報廢商品成本亦列入銷售總利潤，一併

計算權利金。 

首先，公正取引委員會依據本案加盟體系之規模、加盟契約期間長達 15 年、

加盟店大多依賴加盟業主推薦之廠商供貨、加盟店普遍接受加盟業主之經營輔導等

要素，據以認定日本 Seven Eleven 公司對其加盟店擁有相對優勢地位。其次，對於本

案行為，同會認為日本 Seven Eleven 公司限制加盟店之營業自主權，妨礙其得以減輕

負擔報廢商品成本損失之機會（平均每家加盟店一年報廢商品成本之損失約為 530 萬

日圓），不當的使其加盟店蒙受不利益，爰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 

對於本案處分，日本Seven Eleven公司曾經提出如是辯解54︰「折價促銷商品，

短期內或有利益於加盟店；但如此將會導致顧客對於商品價格之不信任感，並損及

整體加盟體系之信譽，甚至可能引發其他零售業者相互削價競爭，中長期發展結果

將不利於加盟店。因此，本公司禁止加盟店折價促銷商品，應屬合理的經營管理措

施。」如此理由，未為公正取引委員會採納。學者則普遍支持本案處分，認為加盟

店折價促銷商品之目的，顯然不在於以低價奪取顧客，而係為減輕報廢商品成本之

損失；況且從珍惜資源、環境保護等觀點，亦應承認其折價促銷即將過期商品之合

理性55。據此說法，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本案禁止折價促銷商品之違法性，應非在

於限制加盟店商品價格的自由競爭，而係著眼於侵害加盟店決定事業活動之營業自

主權。 

(4) 任意變更契約內容 

加盟業主於締結加盟契約之際，並未言明其是否將在附近商圈另外成立直營店

                                                      
54 株式会社セブン‐イレブン・ジャパン，「公正取引委員会からの排除措置命令に関する弊社

見解について」，http://www.sej.co.jp/corp/news/2009/pdf， 後瀏覽日期：2010/6/24。 
55 平林英勝，「コンビニ・フランチャイズ本部による見切り販売の制限が優越的地位の濫用

に該当するとされた事例―公取委命令平成 21・6・22」，ジュリスト，No.1384，100 (2009)。 

http://www.sej.co.jp/corp/news/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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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加盟店；惟於締約後，強迫加盟店同意加盟業主得在其鄰近成立新店舖，甚

至於要求加盟店負擔成立新店舖之部分費用，否則日後經營事項將給予其不利益之

對待。如此情況下，加盟店由於其他新店舖之成立，可能遭受營業額銳減之損失。 

(5) 每日營業額送金制 

加盟契約規定，加盟店必須將每日營業額，當日匯入加盟業主指定之銀行帳

戶，此於業界稱為「每日營業額送金制」。加盟業主收受匯款達到相當數額後，扣

除代替加盟店支付給供貨廠商之貨款、加盟權利金或加盟店向其融資應償還之借款

等款項，若有結餘款，經過一定期間，再返還給加盟店。如此送金制，不僅剝奪加

盟店對其營業金額之自由處分權，且令其損失該筆金額所生利息之可得利益56。 

此外，加盟業主藉此送金制，利用集體採購取得購買力之機會，亦有可能發生

對供貨廠商不利益之濫用行為。例如，1998 年之Lawson便利超商案57，當時擁有全

日本第二大規模便利超商加盟體系之Lawson公司（旗下 6,649 家加盟店，年營業額

合計約 1 兆 1,000 億日圓），利用其對供貨廠商購買力之相對優勢地位，要求供貨

廠商分擔 13 億日圓之庫存品處理費用，並強迫日用品供貨商以 1 日圓之進貨價提

供統一上架商品等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定其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

為。 

(6) 高額解約金 

一般而言，加盟契約附帶解約條款，計有開業前解約、中途解約、合意解約、

催告解約、即時解約等多種型式。其中 常發生爭議者，即屬中途解約條款。中途

解約條款，允許當事人在契約期間屆滿前解除契約之情形，得大別為特別解約（例

如約定有經營績效不佳、未能改善之特別事由）及任意解約等事由；惟不論何種解

約事由，加盟店皆應向加盟業主支付解約金。至於解約金金額高低，依據加盟產業

類別、開業期間長短等不同因素而有差異。以便利超商加盟契約為例，在開業未滿

三年而解約者，通常特別解約之解約金額約在 500 萬~600 萬、任意解約之解約金額

                                                      
56 山本晃正，「フランチャイズ取引と法規制―コンビニ契約を素材として」，日本経済法学

会年報，第 23 号・通巻 45 号，178 (2002)。 
57 平成 10 年 7 月 30 日勧告審決，審決集，第 45 巻，136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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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 900 萬~1,300 萬日圓之間 58 。對於加盟店而言，倘若加盟業主要求高額違約

金，將相對加深加盟店之「陷入」（Lock-In）經濟效果，如此在無心經營卻未能解

除契約之情況下，勢必造成加盟店營業績效的每下愈況。 

(7) 競業禁止條款 

加盟業主基於維護加盟體系商標、防止營業秘密遭受洩漏、避免顧客發生混淆

誤認等目的，一般都會在加盟契約訂定加盟店不得經營相同或類似業務之競業禁止

約款。如此條款，存在於加盟契約期間內，得以確保整體加盟體系之正常運作，固

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除契約後，倘加盟業主仍然要求相對人

遵守競業禁止規定，是否具備合理性？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認為，應視其競業禁止

之區域、期間及內容，有無逾越保護加盟體系營業秘密等權利之必要範圍而定59。 

觀察歷來日本法院有關競業禁止約款效力之判決，其在審酌保護加盟業主權利

範圍之際，同時會從憲法保障營業自由的觀點，兼顧相關約款對於加盟店是否具有

合理性60。例如，2002 年之京章魚燒加盟案61，本案加盟契約規定：「加盟店在契

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一年內，不得在其店鋪半徑 5 公里範圍內，經營章魚燒店或類

似業務。」對於如此約款之效力，名古屋地方法院判決，認為本案並非一律禁止加

盟店從事競業行為，其禁止之範圍僅限於特定「期間」、「地區」及「業種」，尚

未完全剝奪加盟店之營業自由權，爰應承認該約款限制手段及內容之合理性。 

另於 2009 年之JTEC技術人員派遣業務加盟案62，原告（加盟業主）基於「加

盟店在契約期間屆滿或解約後二年內，不得從事與加盟業主相同或類似業務」之競

業禁止條款，請求被告（原加盟店）停止現在經營之技術人員派遣業務。對於本案

請求，東京地方法院判決，認為系爭約款並未訂定競業禁止之區域範圍，如此等於

限制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均不得在任何地區從事相關業務；惟本案被告之營業範圍

僅在九州地區，原告並未於該地區設有營業據點，況且考量原告之加盟體系尚未具

                                                      
58 山本晃正，前揭註 56，180。 
59 本處理準則 3・(1)ア。 
60 相關案例介紹，參見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終了後の競業避止義務について:

再論」，人文社会論叢・社会科学篇，22 号，91-103 (2009)。 
61 名古屋地判平成 14 年 3 月 1 日（判例集未登載），參見長谷河亜希子，前揭註 60，94。 
62 東京地判平成 21 年 3 月 9 日（判例集未登載），參見長谷河亜希子，前揭註 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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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品牌知名度、相關業務於終止加盟關係即喪失專門技術之秘密性及實用性等因

素，比較衡量本案競業禁止約款對於原告權利之保護及被告蒙受之不利益，應當得

以認定該約款違背公序良俗而無效。 

2. 限制競爭條款 

上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倘同時具有阻礙其他廠商參與競爭之排他效果

者，亦可能構成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方法之違法行為。例如，在 1955 年之第二次大

正製藥加盟案63，大正製藥公司（加盟業主，旗下擁有 4,215 家加盟店）訂有加盟

體系管理規則，禁止加盟店藥局銷售其他藥廠之藥品，否則沒收其預繳之保證金。

如此行為，公正取引委員會認為，大正製藥公司任意訂定沒收保證金條款，係屬不

當課以加盟店藥局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應構成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違法行為；另外

禁止加盟店販售其他藥廠藥品之約款，致有妨礙其他藥廠公平參與藥品市場競爭之

虞，應構成不當的附排他條件交易之違法行為。 

公正取引委員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對於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

是否另構成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情形，揭示有下列違法判斷標準。 

(1) 搭售或附拘束條件交易之行為 

依據加盟契約，加盟店得以使用被授權之專門技術經營業務；但同時負有接受

加盟業主或其指定廠商供應商品、生產原料之義務。如此約款，倘逾越必要合理之

程度者，即有可能構成不當的搭售或附拘束條件交易之違法行為（一般指定第 10

項、第 12 項）。 

至於判斷相關行為是否構成違法？在實施搭售行為之情形，應考量加盟業主之

市場地位、搭售商品範圍、實施對象之加盟店家數及規模、強制力程度等要素；另

於附拘束條件交易之情形，則應審酌加盟業主之市場地位、影響加盟店及加盟業主

所處市場競爭之效果等要素64。 

(2) 限制商品銷售價格 

                                                      
63 昭和 30 年 12 月 10 日勧告審決，審決集，第 7 巻，99 (1955)。 
64 本處理準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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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業主為維護加盟體系之整體營業形象，並提供消費者明確的商品價格資

訊，因此非強制性的提示加盟店商品建議售價，應無違法之虞。但超出此建議程度

之價格限制行為，例如加盟業主對於自己供應之商品，要求加盟店必須遵守各地市

場行情訂定商品售價，或禁止對於滯銷商品折價促銷者，可能構成無正當理由的限

制轉售價格之違法行為（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 款）。另加盟業主若係針對

其他廠商供應之商品，限制加盟店商品轉售價格者，衡量其影響相關市場競爭、介

入價格限制之程度等因素，可能構成不當的附拘束條件交易之違法行為（一般指定

第 12 項）65。 

(四) 小結 

從經濟分析之觀點而言，由於交易當事人的投機行為傾向、契約不完全性及特

殊關係投資等因素，致使加盟業主在締約過程易於隱匿加盟契約之重要交易資訊，

締約後則可能發生對於加盟店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是以在法規範層面上，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加盟體系之處理準則，區分締約之前、後階段，分別訂定加

盟業主在加盟招募過程、加盟經營關係之相關規範事項。 

在締約前之加盟招募過程，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依據禁止欺瞞的引誘顧客規

定，課以加盟業主對於一般事項及特定事項之資訊揭露義務；此外，實務運作上，

藉助於中小零售商業振興法、日本連鎖加盟協會之加盟業主登記制度等輔助規定及

措施，俾充分確保資訊揭露事項之真實性及完整性。如此資訊揭露義務之規範功

能，不僅在於保障相對人避免締約之錯誤，並且得以維護加盟市場競爭手段的公平

性。另於締約後之加盟經營關係，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分別揭示有相對優勢地

位、濫用行為及可能構成其他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認定標準。如此對於加盟經營關

係之規範功能，主要在於防範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藉以確保加盟店之營業

自主權，並得以維護其他廠商得以自由參與市場競爭。 

歸納言之，公正取引委員會基於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立場，對於加盟關係之執法

重心，端在保障加盟店之營業自主權及加盟市場之公平自由競爭；相對於此，日本

                                                      
65 本處理準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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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介入預估營收利益、競業禁止條款等加盟糾紛之判決，則係從公序良俗或締約

過失等民事法之觀點，個案調整交易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二者規範理念及保護

法益，顯然有別。 

四、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與檢討 

(一) 規範定位與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屬於概括性、補充性條款，其不僅得以補充同法對於限制

競爭或不正競爭行為規範之不足，尚且在系爭行為具備「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

之前提下，公平會亦得依據本條介入處理民事或消費者權益爭議之案件66。因此，

在公平會 初決定受理有關加盟糾紛之案件，發現涉案行為似乎未能適用其他限制

競爭競爭或不正競爭行為之禁止規定時，自然地將其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

用範圍內。在此規範定位下，公平會藉由歷來實務案例之累積，訂頒本條案件處理

原則，揭示各種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類型，其中所謂「濫 用 市

場 相 對 優 勢 地 位 ， 從 事 不 公 平 交 易 行 為 」之類型，即包含加盟契約資訊未透明

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67。 

抑有進者，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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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訂頒「行政院公平會對於加

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本處理原則」），明確課以加盟業主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及契約審閱期間等義務68。 

(二) 實務案例及評析 

依據上揭處理原則，歷來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違反資訊揭露義務之處分案，大

多獲得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及行政法院之支持。然而， 近有關丹堤咖啡食品公司處

                                                      
66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一）。 
67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案件類型，參見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

公平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 2，443-489 (2003)。 
68 本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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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卻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引起產官學各界高度之

關注，頗值研究。以下，分別介紹本案處分及行政法院判決，並對此實務見解提出

若干評析。 

1. 公平會處分69 

本案檢舉人於 2007 年 2 月間與丹堤咖啡食品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簽訂加盟

連鎖店合約書，惟檢舉人懷疑被處分人未充分揭露加盟資訊，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爰向公平會提出檢舉。公平會受理本案並展開調查後，認定被處分人涉有下

列違法事實︰ 

(1) 被處分人加盟簡章揭載「一般店面 40 坪左右，投資金額約 450 萬元，內含加

盟金 30 萬元、保證金 30 萬元、人力支援費 15 萬元、機器設備、裝潢與硬體

設施等。不含房屋租金、押金、5% 營業稅。」等資訊。然被處分人簽約後另

行交付新開幕自行購買項目清單，卻與其揭示內容以「等」字結束之義涵有

所差異，顯見被處分人以列舉方式載明投資之其他費用項目，卻未盡完整揭

露前開重要交易資訊之義務。 

(2) 被處分人簽約前提供之相關資料，並未顯示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內容。雖被

處分人辯稱商標權取得時點、權利內容及有效期限，均屬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公開查詢可得資訊。然因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一般大眾倘無關鍵字或申請

字號尚難查悉相關資料；縱以加盟業主事業名稱查得商標名稱，亦難瞭解相

關商標權之差異，致交易相對人無從知悉智慧財產權取得之真實狀況，或權

利取得之合法性。 

(3) 被處分人就上一會計年度全國、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

資料，僅提供至 2005 年底之統計圖表，然檢舉人係於 2007 年加入加盟體

系，顯見被處分人就此項加盟店資訊並未予以更新，致交易相對人無從知悉

新資料；此外，被處分人提供之資料，亦未顯示終止加盟契約數目之統計

資料。 

依據上述調查結果，公平會認為︰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

                                                      
69 公平會（98）公處字第 08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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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性，是以本案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契約前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致使檢舉人

難以查核相關資訊之正確性及進行風險評估，即有陷於締約錯誤之風險。據此，本

案被處分人，顯係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之弱勢地位，為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70 

被處分人不服上揭公平會處分，爰向行政院訴願委員會提出訴願，嗣經該會審

議決定，認為本件訴願無理由，遂駁回其訴願71。惟被處分人仍不服訴願決定，因

此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經同法院審理後，於 2010 年 3 月 24 日

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其判決理由要旨如下： 

(1)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屬於概括補漏條款，故國家以本條介入管制時，宜嚴格遵

守實體要件門檻，亦即行為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為具體危險構成要

件，抽象危險尚有不足。而判斷影響交易秩序之一般考量因素有：受害人數

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公平會加盟業主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項），行為所採取之手段方法……市場結構因素，如市場集中度、行

為人之市場占有率與市場力大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以決定行為之

「交易秩序衝擊度」。 

(2) 依據被告（即公平會）制定之加盟業主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

定，顯然被告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加盟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將其定性

為破壞加盟業主所屬市場之競爭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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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被告就上開案例類型之定性，既著眼於加盟業主市場資訊揭露制度之保護，

則於涉案行為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際，如何判斷加盟業主所隱匿之資訊

為重要，對交易相對人何以顯失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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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必須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外，更有必要透過經濟分

                                                      
7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 
71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台訴字第 0980094082 號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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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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依據本案原告（即被處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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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房屋租金、押金、5% 營業稅。而本案有所爭

議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金額則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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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加盟之決定。

再者，原告授權加盟店使用之商標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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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 2007 年間擬參與原告連鎖

加盟者，其實尚無因原告未臚列商標權利內容等資訊而遭誤導錯判之虞。此

外，原告提出之歷年展店一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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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告並無於前一年度（2006 年度）

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縱未提供前一年度相關資料，亦難認此部分

未揭露之資訊為「重要」。綜上而言，原告所未揭露者，尚非足以影響一般

正常人對於加盟市場風險評估之判斷，而另為加盟、不加盟選擇之重要資

訊。 

(5) 被告認定原告上開行為足以影響市場秩序之憑據，則無非原告於咖啡連鎖加

盟市場中市占率「頗高」，高市占率而以不公平競爭之手段爭取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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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僅以原告市場占有率此單一市場結構因素，想當然爾地斷定其行為足以影響

市場交易秩序，對於被害人之多寡（依卷內資料所示，僅訴外人堤香坊檢舉

因原告行為而受害，並無其他交易相對人或加盟業主表示受害）……市場集

中度、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之調查及資料分析，則均付之闕如。其對本案

情節是否該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如此不確定概念之判斷，顯未充分斟酌

相關事項，而有判斷濫用之情事。 

3. 案例評析 

在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範架構下，本判決認為公平會介入管制加盟業

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案件，應從具體危險性、「交易秩序衝擊度」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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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點，判斷系爭行為是否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實體要件門檻，據以決定介入

管制之正當性。如此概念，適與同法第 26 條所謂「危害公共利益」之調查程序發

動要件門檻相互呼應，二者皆有防止公平會過度介入干預民事爭議案件之功能，俾

得以在一定程度內維護「契約自由」、「私法自治」之基本法治原則，是以本判決

對此管制原則定調之見解，可資贊同72。至於公平會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本案

違法性之認定原則為何？另有關交易資訊重要性之判斷是否妥適？以下分別探討

之。 

(1) 違法性認定原則 

a.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違法性認定 

從上揭公平會處分理由得知，同會對於本案違法性之判斷基準，顯然係採形式

違法性認定原則73。詳言之，在公平會處理原則已經預設加盟市場存在交易資訊不

對稱之產業情況下，如同本案行為，凡加盟業主未依處理原則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

訊者，即直接推論其濫用資訊之相對優勢地位，為足以影響連鎖加盟市場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至於被處分人是否擁有市場力

量？涉案行為如何影響加盟市場之交易秩序？公平會對此通常未予以實質審查。事

實上，觀察歷來公平會對於此類案件之處分，有關加盟業主市場力量之大小，並非

決定違法性之關鍵要素。例如，在第一名膜公司處分案74，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

露重要交易資訊，公平會考量「本案已加盟者為數不少」（處分當時約有 37 家，

多時期有 60 家加盟店），且有影響未來參與加盟之不特定多數人之可能性；另

於威柔行處分案75，對於被處分人相同之行為，處分理由卻認為「縱然其加盟者為

數甚少」（處分當時僅有 2 家加盟店），但仍有影響未來參與加盟之不特定多數人

之可能性，是以儘管二案加盟業主之市場力量大小有別，均無礙公平會對其涉案行

                                                      
72 關於此點，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一）後段規定﹕「……契約內容顯失公

平部分，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循民事途徑救濟解決；僅於合致前開要
件，考量公共利益時，始由本條介入規範之。」 

73 如此形式違法性認定原則，亦顯現於公平會訂頒之「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原則。
即該原則所謂︰競 爭 手 段 本 身 顯 已 失 公 平 性 者 ， 即 具 可 非 難 性 ， 構 成 「妨 礙 公 平 競 爭
之 虞 」的 適 用 要 件 ， 相 當 於 所 謂 「當 然 違 法 」。 

74 公平會（97）公處字第 093 號處分書。 
75 公平會（97）公處字第 15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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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違法性之認定。 

相對於上述公平會處分，本判決理由顯示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本案應採實

質違法性認定原則之基本立場。蓋本判決認為在公平交易法第 24 案件處理原則案

例分類之基礎上，加盟業主不為重要資訊揭露之行為，所破壞者為制度保護，因此

界定該行為屬性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基此規範理念，本判決進而

強調，公平會不得僅因交易相對人間「資訊不對稱」，即認為未揭露某類資訊與交

易相對人，皆係以「顯失公平」方式為商業交易。換言之，對於本案行為，本判決

認為公平會尚應衡量市場集中度、行為人之市場力量等市場結構因素，據以實質審

查其「市場不法」是否已達可予管制之程度，而非以「高市占率者之任何不正競爭

行為當然會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泛泛因果關係從事判斷76。 

分析本判決界定本案行為屬性為「市場不法」之立論基礎，乃係植基於涉案行

為破壞加盟業主資訊揭露制度保護之觀點上。然而，如此推論過程似有未盡嚴謹之

處。蓋如上所述，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範範圍相當廣泛，依據本條實務案例發

展出各種規範制度，其保護之法益即具多樣化。例如，同樣依據本條違法案例發展

而出對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件之處理原則，其破壞該保護制

度之違法行為即可能涉及「市場不法」（同法第 19 條第 1 款）或「行為不法」

（同法第 19 條第 3 款、第 21 條、第 22 條）等類型77；又如，以本條為規範基礎之

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案件處理原則，更含有消費者權益保護

制度之性質78。如此而言，本判決即未能僅以破壞制度保護為由，逕行推論本案行

為應屬「市場不法」之規範領域。 

b.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違法性認定 

本判決為強調本案行為屬於「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之類型，特別於判

決理由指出：「加盟業主此類行為之構成要件，與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之構成要件不無相類處，只是加盟業主所採用手段之對象，是『所有的、潛在的、

                                                      
76 參見判決書，34。 
77 參見「行政院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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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點第 2 項。 
78 依據該處理原則第 2 條規定﹕「本原則所稱房屋貸款，係指自然人向金融業者辦理之購置住宅

貸款」，顯示其具有濃厚的消費者保護規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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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競爭對手現實的交易相對人』，而非競爭對手『既有的』或至少『處於議約中

狀態』的對象；且加盟業主隱匿資訊行為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未達類似

『脅迫、利誘』之程度，當不能以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範之。」79惟本判決

如此法律適用之解釋，不無商榷之餘地。 

誠然，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所稱「交易相對人」是否限於與競爭者

有一定「關係」（包含「預期建立之交易關係」、「既存之交易關係」及「內部雇

傭關係」），抑或尚及於不特定之潛在交易相對人，學說固有爭議80。然而，本文

以為，本條款屬於典型不正競爭行為之違法類型，其違法性存在於行為本身競爭手

段的不當性，凡與競爭者間存在鬆散之潛在交易可能性者，均應受到本條款之規

範。再者，從實務操作之觀點而言，公平會依據本條款訂頒之對於贈品贈獎促銷額

度案件處理原則，顯然其適用對象多係一般不特定之消費顧客群81。另從比較法之

角度觀察，與本條款立法體例近似之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第 3 目禁

止「不當的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易」之規定，該國學說及執法實

務，均將本規定適用對象涵蓋及於不特定之一般消費者82。準此，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之規範範圍，似無將不特定的潛在交易關係予以排除適用之必要。 

其次，有關加盟業主隱匿資訊行為之非難性，尚未達到類似「脅迫、利誘」之

程度，是否即無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適用之餘地？就此問題，本文以

為，本判決似乎忽略尚應審酌其有無可能構成同款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類型之

違法評價。蓋一般以為，本款所謂「其他不正當方法」之概念頗為廣泛，僅需涉案

行為具有高度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非難性即為已足，無庸要求相對人意思決定「完

全」遭受扭曲或壓抑 83 。至於實務案例，構成本款「其他不正當方法」之違法類

型，則以涉及欺罔方式奪取競爭者顧客之行為 為常見 84 。若此，誠如本判決所

                                                      
79 參見判決書，33。 
80 學說爭議，參見范建得、陳丁章，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公平會 93 年

度委託研究報告 2，137-141 (2003)。 
81 公平會（95）公處字第 129 號、（91）公處字第 074 號、（88）公處字第 002 號、（84）公

處字第 166 號等處分書參照。 
82 加藤良三，注解経済法﹝上巻﹞，青林書院，206 (1985)。 
83 參見范建得、陳丁章，前揭註 80，146-147。 
84 惠普科技公司處分案，公平會（89）公處字第 056 號處分書；鴻瞬公司處分案，公平會

（89）公處字第 141 號處分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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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既然加盟業主隱匿資訊之行為與本款構成要件有相類處，是以縱認該行為未達

類似「脅迫、利誘」之程度，惟得否從欺罔交易相對人之觀點，研析其有無構成本

款「其他不正當方法」違法類型之可能，似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 

(2) 交易資訊重要性之判斷 

本判決認為，依據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必

須涉案行為未揭露之資訊係屬「重要」，始有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可

能。基此觀點，本案被處分人雖有未予充分揭露之資訊，惟本判決質疑該等資訊之

重要性，此亦為本案處分遭判決撤銷之主要原因。 

首先，有關未揭露之「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單」，本判決否定該資訊重要性

之理由，乃係衡諸常情，認為其因此產生僅約 10 萬元之價差，對於擬投資約 450 

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影響其加盟決定 85 。惟如此「衡諸常情」之判決理

由，似與同判決另稱「如何判斷加盟業主所隱匿之資訊為重要……更有必要透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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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之觀點，相互齟

齬。就此問題，本文以為，由於加盟產業別、經濟景氣、加盟店經營環境及規模大

小等因素之差異，實際上很難算出合理的投資價差範圍。因此，比較可行之實務操

作方式，應可參酌上揭日本法制處理預估加盟店營收利益誤差問題之規範原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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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以本案而言，本

案被處分人（即本判決原告）曾經抗辯：「原告提供予加盟者之『新開幕自行購買

項目清單』應屬原告咖啡加盟簡章所列機器設備（可歸類於設備）項目……亦屬依

一般商業習慣應由自願加盟之加盟店自行負擔。」88云云，是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本應針對此抗辯事由，調查同類咖啡食品加盟產業之經營狀況，判斷系爭購買項目

清單歸類於設備投資項目有無客觀依據，藉此認定其是否屬於加盟業主應予單獨列

出並特別說明之重要交易資訊。 

再者，本判決否定原告未予揭露之商標權內容、上一會計年度「加盟店數」及

「終止加盟契約數目」等交易資訊重要性之理由，乃係認為該商標權資訊可於智慧

                                                      
85 參見判決書，36。 
86 參見判決書，31。 
87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1。 
88 參見判決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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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另原告並無於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爰該

等資訊縱未揭露，亦不致促使交易相對人有誤導錯判之虞。如此判決理由，顯然誤

解該資訊揭露制度係以整體加盟市場之競爭機制、交易秩序為保護對象；至於個別

競爭者及交易相對人，僅係享受制度保護之反射性利益。換言之，公平交易法上制

度保護之概念，可謂係將反覆出現之商業活動，提升為「一種行為模式或準則」之

法規範制度，對於破壞此制度之妨礙競爭或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予以禁止、取締

與制裁89。準此，在公平會訂頒處理原則，業將加盟資訊揭露行為設定成「一種行

為模式或準則」之法規範制度下，判斷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是否「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除審視有無促使現有交易相對人誤導錯判之虞外，尚應考量其可能

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90。

況且，依據上揭判決理由，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開始經營加盟業務日期及負責人

等資料，亦得於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網站查詢，是以未提供該等資料，是否同

樣不具可罰性？如此是否會導致此資訊揭露制度之空洞化？此外，本判決認為，倘

加盟業主未於前一年度有大量加盟店終止契約之情事者，即無庸揭露該資訊，惟所

謂「大量」終止加盟店契約之判斷標準何在？該等問題恐將引起實務運作更大之爭

議。 

(三) 現行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之檢討 

以上判決之評析，同時反映出公平會現行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

則，存在諸多法律適用之疑義。該等疑義，已經涉及如何理解此制度保護內涵之規

範核心問題，是以公平會因應之道，恐非僅係改變歷來對於違法構成要件之解釋即

為已足，而係應審慎檢討有無重新調整對於相關行為規範定位之必要性。此外，現

行處理原則有關揭露事項及揭露方式規定，有無應予改善之處，以下一併探討之。 

1. 規範定位之檢討 

依公平會現行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

                                                      
89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立法目的、事業、罰則，自版，5 (1994)。 
90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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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即有可能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然而，「顯失公平」之內涵為何？同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僅謂「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並列舉三種主要違法類型

說明之；其中「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違法類型，即包含加盟業主

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如此以違法類型解釋該違法行為本身之構成要

件，等於未就「顯失公平」之具體內涵提出說明，難怪上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

公平會處分對於涉案行為「顯失公平」之判斷基礎何在？實乏所據。 

究其實，從行為屬性之觀點而言，如此將加盟業主未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歸

類為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之違法類型，是否妥適？不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在

有線電視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締結頻道節目銷售契約，隱匿實際意願成交價格、剝

奪系統業者依其意願單獨購買頻道節目機會之相關處分案91，公平會係認定涉案行

為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則何以對於同屬事

業間締結繼續性交易契約之隱匿資訊行為，在加盟業主處分案例係屬「顯失公平」

行為類型，另於有線電視頻道業者處分案例卻屬「欺罔」行為類型，二者違法性認

定之分際何在？頗為令人費解。 

綜上所述，依據現行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之規範定位，公平會所作

相關處分之妥當性，難免遭受質疑；尤其是，在本案判決宣告後，可以預見日後相

關處分將接受外界更為嚴格之檢驗。因此，從下列觀點，本文以為，公平會應正本

清源的重新調整對於此類案件之規範定位。 

(1) 行為屬性 

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6 點規定，所謂「欺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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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如此欺罔行為之概念，毫無疑問的，當可完全包攝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

訊之違法性。再者，參考日本法制對於加盟招募過程之規範，即係將加盟業主提供

不實或消極隱匿交易資訊之行為，定位為欺瞞的引誘顧客行為之違法類型92；反觀

                                                      
91 木喬傳播公司處分案，公平會（89）公處字第 109 號處分書；和威傳播公司處分案，公平會

（89）公處字第 110 號處分書參照。 
92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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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將此類違法案件定位為對交易

相對人顯失公平之行為，不僅未能吻合其行為本質的屬性，且與競爭法之規範本旨

顯有扞格。蓋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致使交易相對人陷於締約錯誤，同時

亦有不當奪取競爭者顧客之效果，此時競爭法主管機關關注之焦點，應係在於維護

其他同類加盟事業競爭手段之公平性。至於對交易相對人而言，其因此陷於締約錯

誤，以致蒙受投資失利之損失，當依締約過失、違反保護義務等民事法規定請求損害

賠償93，較有實益。若此，則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宜

應著眼於加盟市場競爭手段之公平性，重新定位其違法性在於實施「欺罔」的交易

行為。 

(2) 法律適用 

對於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之行為，公平會倘將其定位為欺罔的交易行

為，繼之則應審慎思考如何妥適適用法律之問題。首先，令人直覺聯想到的是，似

可將其改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欺罔行為類型規範之。惟如此法律適用之結果，

在同條現行規範架構下，公平會仍須認定涉案行為是否具備「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構成要件，則該會同樣將面臨對此要件究應進行形式審查或實質審查之難題。是

以本文認為，就此法律適用問題，公平會若能跳脫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範之框

架，將此類案件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處理，應係較為合宜可行之管

制模式。其理由說明如下： 

a. 依據先前本案判決評析所述，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所謂「其他不正當方

法」之違法類型，應可涵蓋以欺罔方式奪取競爭者顧客之行為態樣，是以本條款

既然得以窮盡規範此類案件不法行為之內涵，自無適用同法第 24 條補充規範之

餘地94。 

b. 次從規範體系之觀點而言，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行為之非難性，主要在

                                                      
93 我國民法第 245 條之 1 有關締約過失責任規定之適用，是否以「契約終局未成立」為要件，

學說有不同見解。倘採否定說，加盟店自得依據本條規定，對加盟業主請求損害賠償；若採肯定
說，加盟店則須主張附隨義務（保護義務）之違反，依據同法第 227 條不為完全給付之規定，對
加盟業主請求損害賠償。有關締約過失法律問題之探討，參見蘇永欽，「締約過失責任的經濟分
析—從現代交易的階段化談起」，臺大法學論叢，第 33 卷第 1 期，183-218 (2004)。 

94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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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剝奪競爭者公平爭取顧客之交易機會，如此行為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管制規定，顯然較能貼近競爭法維護市場競爭手段公平性

之規範本旨。 

c. 另觀察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所列各款行為類型，學理上有將其區分成競爭手段

（行為不法）、競爭結果（市場不法）等二大違法類型。前者之違法性在於競爭

手段本身顯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相當於所謂「當然違法」；後者之違

法性，係指競爭手段之「不公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依「合理原則」進一步從

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其中第 3 款脅迫、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係屬競爭手段違法類型，故而僅須該行為實施後

「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的程度即可，並不以該行為

的實施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限制為必要95。準此，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

訊之欺罔行為，倘得以將其評價為本條第 3 款所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之違法類

型，則在個案適用本規定之際，公平會即得認定該行為本身存在不法性，滿足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構成要件。如此，不僅較能確保揭露資訊完整性及真實

性之規範效果，且得以避免應否進行實質違法審查之爭議。 

2. 揭露事項及揭露方式規定之檢討 

(1) 揭露事項規定 

誠如本文先前經濟分析所述，由於契約不完全性、事前投機行為傾向等因素，

經濟學者疑慮加盟業主於締約時，容易隱匿或提供不實的交易資訊，藉以獲取不當

的經濟利益。基此觀點，在法律規範層面上，凡與加盟權利義務相關之重要事項，

即應課以加盟業主提出完整且真實交易資訊之義務。其中，觀察日本相關實務案

例，得以發現在加盟招募過程中，加盟業主預估加盟店高額的營收利益， 有吸引

相對人加入加盟體系之效果，但其同時亦存在著引起高度締約錯誤之風險。有鑑於

此，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之加盟體系處理準則，對於有預估營收利益之加盟業

主，規定其負有提出客觀數據之義務96。 

                                                      
95 行政院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2 版，226-227 (2009)。 
96 參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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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加盟產業市場狀況，亦有若干案例出現加盟業主宣稱其加盟店得以獲

取高額營收利益之情節。例如，在南灣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處分案97，被處分人於加

盟招募廣告刊載「美國加州第一名中醫大學在台辦事處開放加盟」、「每月收入可

賺約 70 萬元以上」、「大陸簽證成功率 90% 以上」等訊息。又如，宅急修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處分案98，被處分人於加盟招募廣告宣稱：「其加盟店數高達 200 家、

全省擁有 200 個連鎖營業據點、加盟店每月平均獲利在 10 萬元以上」。對於該等

涉案行為，由於被處分人無法提出獲利業績之客觀佐證資料，公平會認定其對服務

之品質與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

同條第 1 項之規定。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上揭案列被處分人在刊登廣告之加盟招募過程中，均有

相對人與其洽談並簽訂加盟契約，當中亦有相對人檢舉被處分人未提供相關加盟資

訊及給予契約審閱期間，則何以公平會僅就涉案行為論以不實廣告之違法責任，對

於違反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部分，卻未同時作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處分？或許，公平會主要係針對被處分人宣稱加盟店高額營收利益之行

為，認為現行案件處理原則並未將其列為資訊揭露事項，是以僅得適用同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規定處分之。如此而言，則顯現出本案件處理原則尚有規範疏漏之

處。 

對於上揭問題，本文以為，為降低相對人遭受締約錯誤之風險，並事先防範加

盟糾紛之發生，公平會宜應增列交易資訊揭露事項規定，凡加盟業主有預估加盟店

營收利益之表示者，即負有提出客觀數據之義務。 

(2) 揭露方式規定 

在制度設計上，有關加盟業主揭露交易資訊之方式，主要有狹義及廣義等二種

揭露方式制度。前者係指加盟業主必須當面交付書面資料，並負有相關說明義務；

後者係由加盟業主向有關機關團體註冊登記，並由該機關團體公布該登記事項之交

易資訊。以日本法制而言，對於一定重要交易資訊，其加盟體系處理準則，係採狹

義揭露制度；另對其他交易資訊，則允許由業界團體實施之加盟業主登記制度補充

                                                      
97 公平會（98）公處字第 083 號處分書。 
98 公平會（99）公處字第 04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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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99。至於我國公平會之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對於該原則第 4 點第

1 項各款所列事項，係採狹義揭露制度；但就其中第 7 款有關加盟店營業區域內之

其他加盟店資料，則允許以電子文件提供之（同點第 2 項）。 

                                                     

值得注意的是，上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認為加盟業主雖未交付有關授權

加盟店使用之商標權書面資料，惟相關資訊均可於智慧財產局之網站上查詢，爰不

影響相對人對於締約風險之評估。如此判決理由，衍生出現行公平會資訊揭露案件

處理原則，有無引進如同日本加盟業主登記公示制度必要性之議題。關於此點，本

文以為，應先分析該登記公示制度之正負面效果，始能做出正確判斷100。 

a. 正面效果﹕ 

(a) 藉由登記公示效果，得以提昇揭露資訊之真實性，降低加盟糾紛發生之機

率。 

(b) 登記公示之交易條件，一體適用於同類加盟契約，避免加盟業主任意實施差

別待遇之締約行為。 

(c ) 相對人得以充分比較各加盟業主提供之交易條件，促使該加盟市場競爭機制

之發揮。 

b. 負面效果： 

(a) 交易資訊雖經登記公示，惟相對人在未經加盟業主當面說明之情況下，仍有

可能誤解相關資訊之內容。 

(b) 加盟交易條件經由登記公示之結果，有關加盟權利金、保證金、契約期間等

事項，可能引起其他加盟業主有意識的追隨行為，導致該加盟產業出現協調

化之現象。 

(c ) 執行登記公示業務之機關團體，倘若欠缺有效的內部審查機制，難免有不良

的加盟業主利用此制度，虛張其交易信用度。 

基上分析，如此制度之利弊得失為何？仍須取決於客觀實施環境及一定配套措

施，是以在確認我國加盟產業發展及相關業界團體組織自律功能已達一定成熟度之

前，對於是否引進此登記公示制度之議題，尚有待產官學各界充分討論並審慎評估。 

 
99 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 37，36-56。 
100 參見川越憲治，前揭註 37，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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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平交易法應否介入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規範之檢討 

交易相對人與加盟業主締約成為加盟店後，由於「特殊投資關係」、「陷入」

等經濟效果之作用，致使其對加盟業主形成經濟依賴關係之情況下，往往被迫接受

不利益且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有鑑於此，日本獨占禁止法制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

即從招募過程之資訊揭露義務，延伸至締約後禁止其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對

照之下，我國公平會現行處理原則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程度，僅止於締約前資訊揭

露義務之階段，尚未及於締約後加盟經營關係之層面。當然，並非日本獨占禁止法

有此規範機制，即謂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即應一昧的跟從仿效；惟若我國加盟產業

同樣存在有締約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且公平會已有介入規範其他產業類似

濫用行為之前提下，此時即有研議應否介入規範加盟產業濫用行為之必要性。以

下，本文即從「實存」與「當為」之觀點，分別探討之。 

1. 實存觀點 

我國相關市場是否存在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現象？就此問題，只要查閱

「行政院公平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之相關規定101，即可

獲得肯定之答案。抑有進者，將該處理原則第 7 點列舉「就促進商品販售無直接關

係之費用，要求供貨廠商負擔該項費用」等 7 款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濫用行為類

型，對照於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訂頒「大規模零售業對於供貨廠商實施特定不公平

的交易方法之運用基準」告示第 8 項所列各款「收受不當經濟利益」之違法行為類

型102，即可發現二者幾乎如出一轍，由此足見公平會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深受日

本獨占禁止法法制之影響103。 

此外，為本文所關切者，乃係觀察公平會若干對於加盟業主所作處分案例，得

以發現我國加盟市場亦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跡象。例如，福客多商店股份有

                                                      
101 該處理原則第 1 點規定：「為避免流通事業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向供貨廠商不當收取附加費

用，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102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大規模小売業者による納入業者との取引における特定の不公正な

取引方法」の運用基準，http://www.jftc.go.jp/dk/daikibokouri.htm， 後瀏覽日期：2010/6/24。 
103 有關我國公平交易法與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之比較，參見江口公典、

顔廷棟，「独占禁止法制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濫用禁止の日台比較」，慶應法学，第 14 号，155-
170 (2009)。 

http://www.jftc.go.jp/dk/daikibokour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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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處分案104，被處分人涉及以提昇門市業績為由，多次強迫加盟店訂購超過其

門市銷實績之進貨量，致使大量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須由加盟店吸收。再如，鮮果

多事業有限公司處分案105，系爭加盟合約書約定加盟總費用為 89 萬元；惟於締約

後，被處分人竟開立「開店追加減表」，據以追加超過店面設計標準之燈組、牆面

噴畫坪數等費用。又如，休閒國聯股份有限公司處分案106，被處分人於系爭加盟契

約書附件二「訂貨單」，僅列載各項原物料之名稱及規格，並無價格資訊，且大多

數原物料限制必須向被處分人採購；另開店前首批進貨商品費用共 35 萬 1,474 元，

禁止加盟店退換。 

上揭涉案行為，公平會胥皆認定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惟本文以為，該等行

為之非難性，應已超過有無引起交易相對人締約錯誤之違法性程度，而係進入締約

後加盟業主有無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違法評價範圍。準此，該等強制採購數

量、強迫加盟店吸收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任意追加店面設計費用金額等涉案

行為，顯然屬於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足認加盟業主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

為之情事。另涉及限制原物料之採購對象、禁止退換首批進貨商品等行為，則應審

酌該等交易條件有無具備維護加盟體系商譽、確保商品規格等商業經營之合理性，

始得認定其是否存在濫用行為之違法性107。 

2. 當為觀點 

承上所述，在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之規範架構下，對於流通事業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之行為，公平會業已訂頒案件處理原則；相較於此，就同樣藉由繼續性交易關

係所生之加盟事業濫用行為，公平會相關案件處理原則僅課以其揭露交易資訊之義

務，顯有規範不足之缺失。若此，則公平會應有必要在現行加盟案件處理原則之規

範基礎上，重新訂頒「行政院公平會對於加盟事業之規範說明」，增訂締約後禁止濫

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之規定事項。具體言之，新增規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104 公平會（94）公處字第 101 號處分書。 
105 公平會（96）公處字第 090 號處分書。 
106 公平會（99）公處字第 031 號處分書。 
107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處理準則 3・(1)ア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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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定位 

所謂「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

（三）規定：「具相對市場力之事業，利用相對人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

平交易之行為。」據此定義，公平會對於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應可將其納入同條之規範體系內。 

在此規範定位下，如何認定加盟業主是否具有「相對優勢地位」，無疑的將是

公平會實務運作之首要問題。有關此點，參考同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

之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之意旨，即應審酌加盟業主相對於加盟店之營業規模及市場

占有率、加盟店對加盟業主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加盟店變更加盟體系之可能性、

以及加盟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至於在個案具體認定之際，公平

會亦可參酌上揭日本加盟體系處理準則揭示之標準，即加盟店倘未能與加盟業主維

持繼續性交易關係，將招致事業經營之困難，因此對於加盟業主提出顯然不利益之交

易條件，即陷於不得不接受之情況下，應足認當事人間存在有相對優勢地位關係108。 

(2) 濫用行為類型 

上揭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係將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行為，歸

類為「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類型，惟同處理原則並未針對「顯失公平」之內涵作

出具體解釋，是以公平會在重新訂頒加盟業主規範說明之際，應有必要揭示對於加

盟業主濫用行為構成「顯失公平」要件之認定標準，避免執法實務發生爭議。關於

此點，較為可行之作法，公平會宜應歸納整理歷來之違法行為案例，並選定幾類代

表性加盟產業，針對其加盟店展開問卷調查或舉辦座談會、公聽會等活動，藉以具

體列舉加盟業主實際或可能實施之濫用行為類型，俾發揮規範明確性及防範違法之

效果。 

以前揭公平會所作處分案為例，涉案加盟業主實施強制採購數量、強迫加盟店

吸收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任意追加營業費用金額、無正當理由的限制原物料

之採購對象或禁止退換進貨商品等行為，應可將其列為濫用行為類型。另參酌日本

實務之經驗，有關高額解約金、不當的競業禁止等約款，有鑑於其同樣可能發生於

我國加盟產業市場，故亦得考慮將其列為濫用行為類型，一併禁止之。此外，觀察

                                                      
108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加盟體系處理準則」3・(1)（註 3）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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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對於康兒喜、臺鹽實業、得利影視等公司所作處分案109，顯示各該加盟契約

書分別附加有維持轉售價格、搭售等限制競爭約款，是以同會在重新訂頒之規範說

明中，亦應揭示加盟契約若有附加限制競爭之約款者，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或第 19 條各款相關規定。 

(3)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 

在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範架構下，將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定位為同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則對於涉案行為是否「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判斷，即為違法認定關鍵之所在。就此問題，本文以為，首先

應理解競爭法制對此濫用行為之規範核心何在，始得期待實務作出違法與否之適切

判斷。詳言之，依據本文先前之分析，事業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其公

平競爭阻礙性主要在於限制交易相對人之營業自主權，以致侵害其參與市場競爭的

基礎條件。反面觀之，競爭法介入規範此類濫用行為之本旨，除確保相對人擁有交

易自由之決定權，同時亦係維護其公平參與市場競爭之地位。若此，則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禁止此類濫用行為，期以建構一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之交

易秩序內涵，即係防範相對人交易自由之意思決定遭受壓抑，並一體兩面的維護其

保有得以從事效能競爭之營業自主權110。 

基上所述，凡加盟業主濫用交易上相對優勢地位，強迫加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

利益之交易條件，從其行為本身即存在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觀點而言，應可認定其足

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當然，如此說法乃係建立在涉案濫用行為廣泛的實施

於各加盟店（包含將來可能締結加盟契約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經營關係之前提上；否

則，若係僅針對單一、特定之加盟店實施濫用行為者，由於欠缺公共利益之要件，該

受害之加盟店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自無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餘地111。 

                                                      
109 公平會（94）公處字第 021 號處分書、（96）公處字第 010 號處分書、（96）公處字第 117

號處分書參照。 
110 學者認為，將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適用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範架構下，依據同條案

件處理原則之解釋，所謂「不當壓抑」，即構成「顯失公平」的行為，則「顯失公平」與「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不過是一事之兩面，是以公平會執法之重心應鎖定在相對優勢事業「強迫交易相
對人接受不公平交易條款」一事上。以上，參見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學林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 (2002)。 

111 參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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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文藉由比較法制、實務案例評析等研究方法，指出公平會現行對於加盟業主

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存在著規範定位不清之疑義，導致相關處分案件之妥適

性，遭受高等行政法院質疑。再者，本處理原則僅止於招募過程課予加盟業主資訊

揭露之義務，對於締約後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顯有規範不足之缺失。針對以

上問題，公平會解決之道，宜應重新訂頒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說明，並區分締約

前、締約後之階段，增修相關規定事項。 

在締約前之招募活動過程中，加盟業主未充分揭露交易資訊，致有促使相對人

引起締約錯誤之虞者，規範說明應從行為不法之觀點，明確定位其屬於不當的欺罔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另有關交易資訊揭露事項，除現行處

理原則規定之事項外，對於加盟業主有預估加盟店營收利益之表示者，應當增列其

負有提出客觀數據義務之規定。 

至於締約後加盟業主有強迫加盟店接受不合理且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者，規範說

明宜應將其定位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稱顯失公平之違法行為，並揭示有關「相

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類型」及「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等判斷標

準。其中，基於規範明確性之要求，公平會宜應整理歷來違法案例，並參考日本實

務執法經驗，列舉實施強制採購數量、強迫加盟店吸收大量報廢商品之成本損失、

任意追加營業費用金額、無正當理由的限制原物料之採購對象或禁止退換進貨商

品、高額解約金、不當的競業禁止約款等禁止濫用行為類型。此外，對於有附加維

持轉售價格、限制商品採購對象或搭售等約款之加盟契約，規範說明亦應一併揭示

其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或第 19 條各款相關規定。 

總之，公平會若能正視現行案件處理原則缺失之處，並參考以上建議事項，全

面訂頒對於加盟業主之規範說明，相信應可徹底發揮維護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確

保加盟市場公平競爭之規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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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Franchise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Competition Law from 

the Aspect of Abuse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Yen, Ting-Tu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bject of franchise relationships, may be observ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one, as the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made the trading counterparts 

to be in an inferior position, the franchisors are likely to omit material trading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ecruitment of franchising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 trading counterparts are 

under the risk of mistakenly entering into a franchise agreement. Another one,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 franchisor and the franchisee after the franchis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the franchisor may force the franchisee to accept unreasonable disadvantages 

by making abuse of his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However, “the FTC Guidelines on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Franchisers” had no more than stipulated the obligation 

that franchisor should provide written information prior to entry into agreement with 

trading counterpart, and thus guidelines are obviously inadequate for the regulations of 

franchise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from a comparative law viewpoint and using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normative orientation on current 

guidelines and to discuss the issue that should the Fair Trade Act intervene in the 

regulations against abuse conducts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by the franchisor after 

the franchise agreement has been signed.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hat can 

help the TFTC to maintain trading order and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in franchising. 

Keywords: Abuse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Franchise System,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Risk of Mistakenly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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