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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論述競爭法可如何妥適規範市場交

易所出現的「資訊不對等」（ 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藉由資訊經濟學

（Information Economics）理論的基本概念，本文嘗試建立一項更具一致性之分析

架構，得將傳統上看似分屬公平法不同規範體系處理的二個案例，以相同的檢測要

件，建構出公平法在處理市場經濟行為時，有別於其他經濟管制法規的分析角度及

政策啟示。本文認為，在「競爭法」下審查律師「倫理規範」限制律師執業行為，

或公平會制定「資訊揭露處理原則」，要求加盟總部應事先向加盟店揭露預定加盟

事項，分析的重心應置於相關之規定，對解決交易相對人掌握重要交易訊息能力落

差的功能。過於強調法原則的形式分析，對釐清問題本質及評估法制度設計缺失之

助益有限。從此一角度觀之，於公平法下思索禁止律師參與網路及通信法律諮詢服

務，是否違反市場自由競爭原則與精神，以及加盟總部未以書面事先告知加盟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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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需額外自行負擔，但相對於加盟權利金而言比例甚低的設備費用，是否足以影

響當事人之交易決定判斷等問題，也應從相關議題與「資訊不對等」問題之關連性

出發，探討「資訊不對等」存在之現實性與相關性問題，並進一步從成效分析的角

度，選擇最符合比例原則要求之規範手段。過於依賴法形式原則邏輯推演的法適用

方法，除了將誘發加盟市場出現規範無效率與事後「投機行為」的問題外，也可能

讓專門職業市場中原本已處於資訊弱勢的消費者，因事前全面或大幅禁止律師運用

更便利管道散佈交易訊息予一般消費者，而更無從拉近其與專業人士間之資訊落

差，並持續曝露在受不肖法律從業人員詐騙之潛在風險中。 

關鍵詞：資訊不對等、資訊揭露、競爭法、加盟、不公平競爭、聯合行為、倫理規

範、網路法律服務、信任財 



 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 49 
 

一、前言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9 年，以違反該會所制頒之「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

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之規定為由，處分著名咖啡連鎖店丹堤咖啡（Dante Coffee）

新台幣 50 萬元1。該案檢舉人為丹堤咖啡之加盟店，其向公平會表示，丹堤咖啡未

依「處理原則」之規定，事先以書面告知加盟相關資訊，除加盟店所使用智慧財產

權及營業區域內加盟店數目外，特別是未明確告知加盟後「新開幕自行購買項目清

單」之費用，導致其於加盟後，才發現另需負擔約新台幣 10 萬元之設備費用。檢

舉人認為，丹堤咖啡的疏失或刻意隱匿，誤導其作出錯誤之加盟決定，已違反「處

理原則」第 4 點第 3 款中要求加盟業主應於「簽立加盟契約前與加盟契約存續期間

所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之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與返還條件」之

規定，構成公平法第 24 條所禁止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而「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行為。相對的，丹堤咖啡則辯稱，締約前已以口頭向檢舉人詳細說明開店後

的餐盤、器皿等準備項目，故檢舉人可自行預估此部分費用，且各該項目均屬餐廳

營業之必備用品，符合社會之合理期待，絕無片面隱匿檢舉人所無法預估之項目。 

公平會於處分書中表示，加盟店自行購買項目清單費用是事後所增加，並未包

括在加盟簡章所記載的「投資金額約 450 萬元」資訊內。而由於加盟業主與加盟店

間屬繼續性之交易關係，除初始投資費用外，於契約存續期間，仍須向加盟業主購

買商品或服務且支付一定費用。被處分人未事先揭露此類資訊，將「不利於交易相

對人於締結加盟關係前，預估其實際必須負擔之投資金額，亦難據以合理評估該項

投資是否超出其負擔能力，而決定是否締結加盟關係，即陷處於相對弱勢之交易相

對人於不利地位」，已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2。然而本案經被處分人上訴後，高

等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其理由大致認為，作為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之主管機關，公

                                                      
1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080 號處分書。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則於 2011 年及 2012

年經公平會大幅調整後公佈實施之新名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7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壹字第 1001260594 號令；101 年 3 月 12 日公

平交易委員會公服字第 1011260185 號令。) 
2 同上註處分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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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應適度於處分個案中納入實際經濟利弊影響分析或公共政策考量，以避免「直

覺式」評價，讓公平會不當地介入原屬私權糾紛之爭議中3。故公平會不能單以被處

分人未揭露處理原則之要求事項，直接推論出必然有顯失公平之市場效果，而應參

酌資訊誤導既存與潛在交易當事人之可能程度，以及行為人之市場占有率與市場力

高低等市場結構因素，以求得行為之「交易秩序衝擊度」4。高院法官認為「衡諸常

情，擬投資約 450 萬元之交易相對人通常不會因約 10 萬元之價差，影響其加盟決

策」5，而公平會以被處分人於咖啡連鎖加盟市場市占率頗高，行為會影響交易秩序

作為依據，法院也認為除市占率外，尚應考量造成損害的量及程度、市場集中度。

交易習慣與產業特色等資料也應調查分析6。 

本案在公平會上訴後，最高行政法院廢棄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而維持公平會

之原處分7。綜觀其判決理由，主要以公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中對「顯失公

平」行為類型之列舉規定為據。最高法院認為顯失公平行為包括具「相對市場力或

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在資訊或其他交易上之「相對弱勢」，

而進行不公平交易，或是因資訊不透明所生之顯失公平行為（「處理原則」第 5

點）。基於此一「相對優勢地位」理論，最高法院法官主張，受加盟業主未依規定

揭露相關資訊影響者，不限於個案處於相對弱勢之單一當事人，尚包括未來可以與

加盟業主交易之不特定潛在多數交易相對人，難謂其不會對市場公平交易秩序產生

影響。再者，交易秩序是否受到影響，並不以行為是否產生實害為前提，亦與當事

人能否自行推估相關資訊內容或有無自其他公開管道取得的可能性無涉。 

至於「法易通」案，檢舉人法易通股份有限公司，與電信業與律師合作提供法

律服務，並對外招收一般會員。民眾若有法律問題，可透過行動電話或網路即時諮

詢合作律師。檢舉人與律師訂有「律師服務通路整合計劃合作契約」，依「電信」

或「網路」服務，雙方再按一定比例收取費用8。被處分人（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31。 
4 同上註，32。 
5 同上註，36。 
6 同上註，38。 
7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56 號判決。 
8 例如，在網路服務部分，律師諮詢費用為民眾使用服務總費用之 60%，檢舉人數位匯流服務

費用則為 40%。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60 號，2。 



 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 51 
 

於 2009 年第 8 屆第 3 次常務理事會決議，法易通的經營模式已涉及抽佣之情形，

而律師執行業務所得報酬，由律師與檢舉人按比例分配，已違反當時律師倫理規範

第 12 條：「律師不得以誇大不實之宣傳支付介紹人報酬、聘雇業務人員或其他不

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的規定，故函請各地方律師公會轉知所屬會員知悉，已加入

者應儘速退出，以免有應受懲戒之事由9。受此決議的影響，開始有加入律師退出，

致使原先之諮詢服務使用量大幅減少，法易通也於 2009 年 8 月停止提供服務。 

於處分書中，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發函行為，約束了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市

場供需，故違反了公平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之規定，而處被處分人新台幣 50 萬元

罰鍰。公平會的主要處分理由，乃律師法既未就律師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的管道設有

相關規定，是律師透過與網路業者合作推出即時諮詢服務，是一項基於網路科技發

達與電信技術進步情況下，因應消費者需求所生的新型態法律服務，可減少交易成

本，並增加消費者選擇機會，進而促進經濟效益。由於被處分人有嚴謹的懲戒制

度，退出服務律師於公平會調查時也表示，須待此一爭議釐清，確定無違反倫理規

範之虞後，才會再考量是否加入網路法律服務，故處分人之決議與發函行為，確實

已產生了約束會員的效果。有鑑於涉案律師公會會員人數占全國執業律師之比例達

70%以上，故前述約束效果已達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程度。至於被處分人以

「倫理規範」是律師公會依律師法第 15 條規定授權訂定，公會並有解釋之權限為

由，主張不受公平法規範，公平會認為，「倫理規範」並非行政機關訂定之法律、

法規或命令，故不得豁免公平法之規範。如上所述，被處分人依「倫理規範」所為

之行為，對於市場已產生明顯的限制競爭風險，依公平法第 46 條之規定：「事業

關於競爭之行為，另有其他法律規定者，於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

用該其他法律之規定」，仍難認行為得以排除公平法的適用10。 

被處分人不服提出訴願，雖然公平會與律師公會雙方均提出詳細理由以支持自

已的論點，行政院訴願委員會以僅約一頁的篇幅，撤銷了公平會的處分。其理由乃

依律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的授權以及法務部之函釋，律師公會本即有制定及解釋倫

                                                      
9 同上註，5。「倫理規範」第 12 條已經律師公會於 2009 年 9 月 19 日修正為：「律師不得以

下列方式推展業務：一、作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宣傳；二、支付介紹人報酬；三、利用司法人

員或聘僱業務人員為之；四、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10 同上註，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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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範的權限，而公平會也不否認此一權限的存在。訴願委員會認為本件處分，

「未慮及訴願人所為決議及發函行為具有適用律師倫理規範及公平交易法之衝突情

形時，究否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不無斟酌餘地11。」案經發回公平會重新

審理後，公平會仍認定律師全聯會之行為違法，作出第二次處分12。不過，案經公

會再次提出訴願後，訴願委員會以訴願人之決議及發函行為，係屬依法令之行為，

具有阻卻違法之正當理由，自未符公平交易法所欲規範之聯合行為，原處分機關未

審及訴願人對會員之規制行為，既未逾越律師倫理規範之範疇，仍認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難謂符合行政罰法第 11 條規定意旨，故將原處分撤銷13。 

本文以此二案件為例，探討競爭法在解決市場「資訊不對等」問題上所應扮演

的角色，並進一步嘗試建構一項以經濟分析為基礎之分析架構，重新檢視二案的處

理方式及政策啟示。本文第貳節首先歸納介紹「丹堤加盟」與「法易通」二案在傳

統公平法下之法律分析思維。第參節從學理檢視典型公平法分析方法之侷限性。在

第肆與第伍節中，本文嘗試從「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意識出發，建構一項以資訊經

濟學基本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架構，並運用此一分析架構重新檢視二案可能的處理方

式。本文認為，過於依賴立法體例之法形式邏輯分析，雖可節省主管機關及法院之

執法成本，但卻往往讓其等怠於思索其他更妥適與更有效率的可能規範手段，甚至

於出現因誤解法規而作出錯誤判決。「法易通」與「丹堤加盟」是例示此一問題的

二個個案。相對的，本文所建議之以確認「問題本質」及其解決優先順序為導向的

執法思維，較有可能具體掌握規範手段與所欲解決問題間之關聯性與必要性，並協

助主管機關及法院評估當事人所提抗辯事由在競爭法下之合理性。 

二、公平法中的二條分叉道路：「丹堤加盟」與 

「法易通」案之典型分析觀點 

從典型的公平法分析方法來看，「丹堤加盟」與「法易通」二案，除了同屬公

                                                      
11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臺訴字第 0990106262 號。 
12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1053 號。 
13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臺訴字第 101014455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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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得加以規範的案件類型外，並無實質共同之處。法律學者可能會從「立法體

例」的角度出發，將二者區隔為一屬「不公平競爭」（「丹堤加盟」），另一則屬

「限制競爭」（「法易通」）的行為類型，並基此定性前提，推導出不同的規範原

則與分析架構。本節以下謹歸納說明傳統公平法處理這二個個案之分析路徑。 

(一) 「不公平競爭」規範下之加盟業主資訊揭露義務 

雖然現行公平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所規範的行為類型頗多，但除第 19 條

部分規定（如第 2 款和第 6 款）外，本章相關條文的執法原則，大致可歸納為以下

幾點：1.涉案「行為本身」對市場競爭「公平性」的破壞及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

性，往往是公平會在此類型案件中認定違法與否的論述主軸；2.也由於強調以行為

本身作為評價的主要對象，行為對競爭出現之潛在「危險」取代了「實害」是否存

在的判斷，成為相關條文中「效果」構成要件是否該當的主要審理依據；3.在前述

二項執法原則下，不公平競爭行為所出現之市場結構及產業或交易特徵等，對於違

法行為是否有牽制的功能，並不影響行為最終違法性之認定。 

以「丹堤加盟案」為例，「處理原則」所明列要求加盟業主事先揭露者，係公

平會認為對所有或絕大多數加盟店均屬重要，若不揭露，加盟店將因此而無法與加

盟業主立於平等地位進行交易的資訊，而構成公平法第 24 條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故「遺漏」「處理原則」所列應事先揭露事項本身，往往即被視為是必

然對市場公平競爭會產生不利影響之行為。至於公平法第 24 條關於行為應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的「效果」要件，則以未來尚有潛在不確定的交易相對人會因加盟業主

未揭露資訊，而有受到不公平交易結果的風險，作為認定其成立的理由。因此，不

論實際受害人之人數多寡（在本案檢舉人只有一人）、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約 11%

之市占率所能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程度有多高、行為發生的頻率與規模、或是市場

集中度等問題，均被「不確定交易相對人」將受到不確定的「潛在風險」等主觀與

模糊的概念所及吸納與取代。 

此外，「處理原則」開宗明義的指出，公平法在處理關於市場競爭公平性問

題，與民法或消保法在個案交易當事人間進行權利義務關係微調，以確保交易公平

性，二者分析的切入點不同。故除了一方面強調公平法第 24 條是處於「補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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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位，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要件，是公平法篩選案件之門檻（「處理原

則」第 2 點）外，在交易當事人間若存在有資訊不對等的情形而行為人未具有顯著

市場力量時，則以「相對優勢」理論來和民法以因詐欺而為意思表示之規定相區

隔，期能在公平法區分「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的立法體例下，仍可維持競

爭法以「競爭」而非「競爭者」為規範對象的基本精神。關於「相對優勢地位」理

論的問題，筆者已於他處有深入的分析，在此不贅14。簡言之，只要「優勢地位」

的判斷，是植基於存在於當事人之一方相對於「他方交易當事人」間之特殊交易特

性，其所得出之關於資訊「強者」與「弱者」的結論，即很難讓公平法第 24 條之

適用擺脫「個案」審查的色彩，而與公平法第二章關於「限制競爭」的行為之研析

邏輯產生法內部的衝突。 

(二) 「限制競爭」規範下之律師自律 

相對於「丹堤加盟案」，「法易通」案所涉及之聯合行為問題，乃典型的「限

制競爭」案件類型，故公平會於處分書中即應對與市場結構相關的事實認定有所著

墨，如相關市場的界定（本案的產品市場為「法律服務」市場，「地理市場」則以

全國為範圍），以及被處分人於相關市場中之市場力量等。另外，在公平法第 7 條

關於「聯合行為」的定義下，公平會也進一步闡述了何以發函行為，具有足以影響

商品的生產或服務供需的風險存在的「效果」要件，故行為該當於第 14 條所禁止

的聯合行為。 

至於在被處分人部分，在現行公平法的規範架構下，其得以提出之排除公平法

責任之依據主要有二： 

其一，依公平法第 14 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主張其行為得降低服務提供成

本，或有助於提昇法律服務市場之競爭效率等例外事由。此一主張應事先以書面向

公平會申請並取得其許可後方得實施。綜觀被處分人之訴願理由中，確曾論及律師

倫理規範，並非在限制而是維護市場的公平與效能競爭15，例如，被處分人於理由

                                                      
14 可參考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27 期，47，67-69 (2011)；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

伸觀點」，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51-54 (2011)。 
15 參閱行政院訴願委員會院臺訴字第 0990106262 號訴願決定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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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法易通利用手機提供服務，並無確認當事人身分以查核有無違反利益衝突

的情況，亦無保障當事人機密不外洩之機制，似可在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的例外規

定下，就禁止法易通提供服務，是否對確保服務品質及促進效能競爭有正面之助益

來進行分析。不過，由於律師全聯會認為涉案行為係經法律授權之權限內行為，故

當然無法期待其會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其二、依公平法第 2 條及 46 條之規定，主張「律師」非公平法下之「事

業」，故不受公平法之規範，或是其行為乃依據不違反公平法立法意旨之其他法律

所為者。這部分也是本案被處分人於訴願理由中論述較多者。律師全聯會的理由大

致可歸納如下16： 

1. 法律形式邏輯與原則的運用與抗辯 

被處分人認為，法易通與合作律師間按比例抽取費用的約定，已與倫理規範第

12 條之構成要件該當，而我國採律師自治，其內涵包括不受法院、檢察機關或行政

機關之監督。另依釋字第 378 號解釋，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屬於法院

之終審裁判，為準司法機關。再者，律師法第 15 條第 2 項要求並授權律師公會制

定倫理規範，並享有對規範的專屬解釋權，故公會也是準行政機關。按此邏輯，被

處分人主張倫理規範之制定、解釋及移送懲戒等，均屬公權力之行使，與公平法所

規範之私經濟行為有別，不構成該法所規定之「事業」主體。另外，全聯會也認

為，公平法第 7 條規定之聯合行為係以「合意」存在為其前提要件，不包括單純之

「建議」與「遵循建議」，本件受建議之律師有能力就訴願人及所屬公會所為法律

適用之建議自為判斷，故未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另律師執業活動與司法權之運作

相輔相成，具高度公益性，律師懲戒之決議及複審具相當於終審裁判之確定效力，

其制訂並以之規範律師執業活動、方式與型態，且為律師懲戒法源之律師倫理規

範，自屬具公法性質之自治規範及裁判規範。 

2. 律師業之特殊性考量 

律師全聯會認為：「律師業與一般商業行為不同，肩負重大之公益目的，並非

                                                      
16 同上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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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營利為目的之行業所成立之同業公會所得相提並論…律師之職務執行活動既帶有

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即不能以單純之競爭原理規制，如律師之強制入會亦有限制競

爭之效果，惟未聞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或限制律師執業自由之議論」17。此外，國外

的立法例對於類似法易通公司轉介案件之情形，亦給予相當的限制。 

3. 「律師倫理規範」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相符 

律師全聯會認為，律師倫理規範第 12 條禁止支付律師支付介紹人報酬以拓展

業務，非屬公平法上之聯合行為，而是與公平法禁止聯合行為的立法意旨相符之行

為。其具體理由仍是以律師業與其他商業有別為其前提，認為參考其他先進國家基

於律師專業倫理之要求，均禁止以支付介紹人報酬或與他人分享案件利潤之方式拓

展業務，其目的非在限制競爭，而係為促進合理且符合律師業之職業環境，故符合

公平法第 1 條關於保護消費者利益與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之精神。 

對於律師全聯會上述第 2、3 點抗辯，公平會在處分書中，已從公平法的角

度，就行為對競爭之實質影響，有一定程度的反駁；不過，相關理由仍有進一步補

充的空間，也是本文後續章節之論述重點。就全聯會法形式邏輯及原則的抗辯部

分，公平會亦回應認為，訴願人非行政機關，且律師倫理規範未如行政命令係依一

定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非屬行政命令，亦與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所稱法規命令

之要件不符，尚難據以認定係屬法規命令，是訴願人因不具行政機關之地位，且律

師倫理規範亦非屬法規命令，實難謂屬行政罰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依法令之

行為。 

三、典型分析方法之侷限性 

作為維持市場競爭秩序以確保自由經濟體制提昇社會整體福利效果得以實現的

一項經濟法規，如何排除因「市場失靈」所導致之無效率資源配置，以及消費者剩

餘的減損，進而「回復」（Restore）市場之自我調整功能，應是貫穿公平法之核心

                                                      
17 同上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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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公平法「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立法例，與其說二

者的差別在於一個以「市場結構」之相關變數，另一個則是以「行為」本身在商業

倫理上的可責性為審視重點，毋寧將其視為是在追求自由與充分「競爭」此一共同

目標下，二項具有不同管制啟動門檻之規範機制。簡言之，不論是「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爭」，應以個案行為人是否存在著足以束縛市場那一雙「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s）發揮其引導資源配置功能的經濟實力，作為法規介入干預的起

點。不同的是，在「不公平競爭」部分，國家對部分特定的行為類型，適用較低之

市場經濟力量門檻，讓主管機關有較高的可能性可以進入管制這一類違反市場競爭

行為。惟此乃立法政策的考量，不應被解讀為「不公平競爭」不需探討「相關市

場」或「市場力量」等問題18。遺憾的是，實務上的走向，似乎是過於強調「不公

平競爭」中行為本身的「不公平性」，而逐漸忽略了「競爭」的要素。在「丹堤咖

啡」案中，公平會所制定之「處理原則」，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對該原則適用與解釋

方法，反映了不論是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經常在關於公平法第 24 條的案件中，

展現了試圖「取代」（Replace）而非僅在於「回復」市場競爭的企圖。 

上述以「回復」自由競爭機制之執法原則，在「限制競爭」（「反托拉斯」）

部分，理應是一普遍被接受與理解的概念。但「法易通」一案，突顯了實情並非如

此。合先說明者，乃依公平法第 46 條處理涉案行為是否「不牴觸公平交易法立法

意旨」，其過程與本質是「競爭」與「競爭法」的評估與適用問題，而非只在發現

涉案行業有何「特殊性」，蓋單從行業的「特殊性」，執法者依然無從得知涉案行

                                                      
18 支持「不公平競爭」行為不需進行市場結構面分析的論點，可參閱楊宏暉，「從民法與公平

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丹堤咖啡加盟案」，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34-36 (2013)。該文並以德國及歐盟立法例，支持此一法律定性分類之價值。對此論點不妥之

處，可參考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前註 14，79-83。另

外，姑且不論他國實證法架構的引入是否當然包括他國「立法者原意」的繼受，從另一個角度反

思，立法者何以不將行為公平性問題，委由其他同樣在處理交易關係不對等之其他法規 (如民法

或消費法) 來規範，而需於競爭法中另立條文來管制，顯然競爭法在處理這類型案件，有不同於

其他較具「個案」色彩法規在法律構成要件及執法制度設計上之功能。舉例言之，透過公平會公

部門的執法，可解決個案個別當事人因起訴利益低於起訴成本，而缺乏追究對影響市場競爭及消

費者權益具明顯「集體」負面效果行為之誘因。故有無必要以公權力及公部門執法資源介入市場

個案交易行為，仍取決於涉案行為對市場影響程度深淺，而此一前提要件與界定「相關市場」與

「市場結構」，確定受影響消費者之範圍，以及行為人相較於市場中其他競爭者之市場力量為何

等因素，無法也不應被彼此切割。將公平法的「不公平競爭」解讀為是著重在「行為面不法」，

除可能產生法規範間界線間的逐漸模糊外，也剝奪了公平法在法規分工下原可實現之「比較利

益」(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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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否與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相符。故任何以產業特殊性排除競爭法規範之理由，均

應被轉化成對競爭法有意義之評估指標，且只有在依這些指標評估涉案行為，得出

其對市場具有正的淨競爭影響（Net Competitive Impacts）效果後，才有排除競爭法

適用的可能。綜觀律師全聯會的抗辯理由，其大部分的論點似仍在呈現「自由競

爭」的功能與價值，在律師業中是無法被等同期待的，或至少應大幅度限縮該價值

在律師業中被實現的必要性與範圍。對此，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8 年的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v. U.S.19一案中所言，不論是採「當然違

法」或「合理原則」，法院在反托拉斯法下檢視相關行為的目的，乃在判斷相關限

制行為對市場競爭之重要性（促進競爭或壓抑競爭），而非在決定一項偏好競爭的

政策，是否與公共利益或產業成員的利益相符。該項判斷在國會制定競爭法時，即

已確定20。故專門職業團體以競爭將對公共安全及專業倫理造成威脅作為抗辯理

由，實質上是對修曼法基本政策之直接挑戰。修曼法的制定反映了一項立法判斷，

也即「競爭」不僅可降低市場價格，也可引導較佳產品或服務的出現。另外，將

「競爭」視為是最佳之資源配置手段，其本身即隱含有交易協商（Bargain）所涉及

之除成本外的所有要素，如品質、服務、安全、及耐久性等，都與市場中消費者自

由選擇其他交易對象機會的多寡有正向的關係。即使偶有例外情形出現，但立法政

策排除了法院或當事人評價「競爭」是好是壞的權限。簡言之，「合理原則」下的

抗辯，不能建立在「競爭」是不合理的前提上21,22。 

                                                      
19 435 U.S. 679 (1978). 
20 435 U.S. 694.  
21 435 U.S. 695.   
22 對此見解，可預見地必會引來競爭主管機關過於強調本身主管法規之優位性和「本位主

義」，甚至於競爭法「帝國主義」(Imperialism) 之批評。畢竟，競爭政策只是國家總體政策的一

環，不應有必然優先於其他管制政策及法規之先入為主的立場。對此，本文提出二點回應意見：

其一、作為一個依循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公平法本身即在彰顯市場經濟之核心價值－「自由

化」與「競爭」。在政府制定與落實涉及利用市場進行財貨分配之「經濟」或「非經濟」管制措

施過程中，公平法應扮演著類似「路標」(Guidepost) 的角色，指引政策決定者選擇實現生產與資

源配置效率的一項最適途徑。另外，當政策決定者認為「另闢蹊徑」一樣可達「殊途同歸」之效

時，競爭「路標」則提供政策制定者一項用以判定偏離最適途徑必要性與代價之標準。從此一角

度來看，將公平法定位為類似「經濟憲法」的地位，要求相關管制政策法規，非在符合「法律保

留」及「比例原則」要求下，不得悖離公平法在自由競爭精神下所建構之基本原則，並非那麼的

不合理與難以想像。其二、即使認為公平會作為國家機關之一員，有義務重視管制產業主管機關

對「競爭」之不同意見，但這也不等同於當競爭主管機關從「競爭」的觀點，否定管制產業排除

競爭法適用之主張時，即屬「本位主義」。對公平會而言，「競爭政策」本即是其最優先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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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說明，律師全聯會訴願理由中，單以鋪陳職業之「特殊性」、其對「公

益」的重要性、以及泛泛以公會管制作為可維持競爭的「公平性」等理由作為抗

辯，均未觸及公平法之核心問題。於公平法下審查本案，其重點應置於公會所提的

抗辯理由與競爭的關聯性為何，特別是：一、禁止類似「法易通」案以支付第三人

佣金引介客戶在解決何種市場競爭或「市場失靈」問題？二、該手段是否具有解決

該類競爭問題之功能？與其他可能的規範手段相較，其是否是對競爭限制較少的手

段？本文以下由學理觀點出發，檢討典型分析方法所面臨之侷限性，以及因過度依

賴法形式原則所出現之問題。 

(一) 「丹堤加盟」案 

從競爭關聯性的角度來看，公平會制定加盟業主資訊揭露「處理原則」的初

衷，很清楚地是在解決存在於加盟業主及加盟店之間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且是以單

方科以加盟業主資訊揭露義務，而不涉及加盟店自行搜尋相關資訊之行政規則。此

一規範立場，似也與一般人認為加盟業主較加盟店業者握有更多關於加盟事業資訊

之期待相符。不過，本文認為「處理原則」本身及公平會與最高行政法院在本案之

處分與判決理由，仍有值得深入檢討之必要。 

就「處理原則」本身而論，法律之明確性與可預見性，固然是執法者所應念茲

在茲之執法目標；而不可諱言的，一項以條文具體列舉應事先揭露資訊之「處理原

則」，的確具有提高交易與執法透明度的潛在功能。但「處理原則」試圖擺脫個案

審酌，改以類型化加盟資訊的方式，作為分配權利義務之準據，並通案式地要求所

有加盟事業遵守的作法，必須有足夠的先驗證據支撐其妥當性。面對加盟產業中產

品特性、市場結構、交易內容、與不同加盟當事人對加盟資訊不同的需求程度等差

異，公平會是否已累積了足夠的案例經驗，得讓「處理原則」能真實貼近並解決市

                                                        
之政策，如同「金融」或「通信」政策，對於金管會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而言，也是其等所應

最優先考量之政策相同。此乃國家於行政組織中分設各專業部會，透過彼此對不同國家政策議題

的專業能力，實現行政分工的效能。至於當管制政策與措施，不符合效能競爭之要求時，國家當

然得以立法或基於行政指揮命令，排除競爭政策而選擇支持管制政策措施。但此應是國家主政

者，依其政治上之權力，同時承擔後續政治責任之前提下所為之政策選擇。此一決定權，不宜也

不應下放至具獨立機關地位之公平會，要求其需兼容並蓄地考量非競爭之政策議題，事實上，這

往往也超出了公平會本身之專業範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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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因資訊地位落差所生的競爭問題，即是典型分析方法所必定會面對的分析侷

限。與本文觀點相較，在以「市場競爭」為導向之分析架構下，競爭主管機關理應

中性地先將「資訊不對等」視為是存在於市場中的一種市場失靈的「現象」，再進

一步分析該「現象」有無影響市場競爭之可能。若「現象」確將形成競爭上的「問

題」，則後續再進一步判斷加盟當事人間，誰得以最有效率或成本最低的方式，來

促使交易資訊能更加充分。相對的，「處理原則」的制定，除已先認定原則中所列

之特定類型資訊的漏未揭露，必然會對加盟市場中之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外，也

同時確立了法規範下之「權利者」與「義務者」。當權義關係因管制資訊不足出現

誤判，使得被錯誤定位之利害關係人雙方需在「法律的陰影下協商」（Negotiate in 

the Shadow of Law）時，「義務人」將很可能被迫提供過多「權利人」所不需之資

訊；而「權利人」也因法律錯誤的過度保護，而出現進行策略性投機行為的誘因。 

對上述偏離效率執法要求之結果，公平會本有機會利用公平法第 24 條「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市場效果要件規定，於處分書中引入較貼近市場競爭現實之功能

性分析，以緩和此一問題。可惜的是，公平會與最高行政法院仍以「處理原則」所

要求揭露的資訊，仍有誤導未來潛在且不確定加盟店的可能性，認定行為已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 

(二) 「法易通」案 

管制學理上對於國家規範律師業之理由相當多樣，但其中與競爭法最為相關

者，仍屬法律服務市場中，服務提供者與需求者間，對於服務內容、數量、及品質

等之高度資訊落差。對此，非但公平會於處分書中，未從此一角度回應公會所主張

的「自律」必要性抗辯，律師公會的訴願理由中，除了簡要提到使用網路諮詢服務

者，可能因律師未揭露利益衝突問題而受騙外，也幾無任何深入的論述。 

1. 法形式邏輯分析之侷限性 

綜觀律師公會主要訴願理由之一，乃強調公會制定「倫理規範」，係經律師法

授權，且公會對於倫理規範享有解釋權，其所為之處分具有準行政與司法之性質，

故從法的形式邏輯可推論出二項法律上之結論。其一、公會之行為乃行政罰法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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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所規定之「依法令之行為。」；其二、律師全聯會既經授權而享有準司法

與立法權，發函行為係公權力之行使，非私經濟行為，故不符合公平法第 2 條所擬

規範之「事業」主體。就第一項理由而言，按行政罰法第 11 條所稱之「法令」，

係指「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等一般性、抽象性之規範，亦即包括內部法、外

部法等有法拘束力者23。」誠如公平會所言，律師倫理規範未如行政命令係依一定

之法定方式及程序訂定，故非屬行政命令，亦與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所稱法規命令

之要件不符，尚難據以認定係屬法規命令，難謂屬行政罰法第 11 條第 1 項所稱

「依法令之行為」，未具備相當於阻卻違法之事由。故即使從法形式邏輯而論，公

會之見解，似有未盡周全之處。 

至於第二項論點，公平會從法形式原則的回應為，律師公會非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之行政機關，且其對於律師倫理規範違反與否之決定並未具有實

質效力，亦未因此取得行政訴訟上之被告當事人能力，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尚

難依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取得相當於行政機關之地位。事實上，依公平會所制

定之行政機關適用公平法之審度原則可知，即便將公會認定為準行政機關，依所為

之相關行為是否受公平法之規範，仍應取決於行為本質究為「高權」或「國庫」行

為，並非必然可排除公平法之規範24。不過，對旨在處複雜多面相的市場競爭議題

的公平法而言，定性「高權」與「國庫」行為所可能產生的爭議性將更高。在國家

任務類型千頭萬緒，而遂行任務的手段也有漸趨「公」「私」併行的走向下（國

營、BOT 或民營化），行政機關行為何者為「私法行為」，何者為「公權力行

為」，愈來愈難有明確的判斷依據。此一窘狀，從公平會過去以各種法形式標準，

定性個案行政機關行為，進而將其納入或排除公平法規範之嘗試不難看出。例如國

庫補貼生產包裝水，以接近成本價格供給民眾，以改善飲水，公平會認為「目的」

在製造、銷售飲水，故不論將來組織型態為何，皆屬公平法所稱之事業；財政部國

有財產局就其辦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讓售之行為，雖係「依國有財產法為國

家處理公務」之行為，但出租與讓售不動產行為，「本質」上與私法上的租賃或買

                                                      
23 陳愛娥，「行政罰的違法性與責任」，收錄於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元照出版公司，86 

(2007)。 
24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3 版，1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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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同，故屬公平法之「事業」25。然而，在公庫由台灣銀行委由汐止農會代理，數

億公款不計利息的行為，公平會以台灣銀行與公庫間之契約應經省政府核准，「核

准權」之「法律地位」應為公法行為；另代理公庫之契約，依法雙方當事人均應是

政府機關，故依「法規主體說」，其為行政或公法契約；至於行政院規定機關所屬

財產，應向公營保險機構投保之規定，則被公平會以「係屬行政機關內部間上級對

下級之職務命令」為由，認定非屬事業26。 

以上列舉案例中，全然不見有任何關於「市場競爭」的論述。公平會或許是認

為，「事業」是進入行為競爭效果評估的前提法律要件，可以從法規範之實質規範

目的與原則中抽離，獨立地依行政法之相關理論與學說來確定其射程範圍。但這除

了將引發行政裁量權欠缺明確行使標準之爭議外，更有可能讓公平法的執行結果出

現「錯殺」或「錯放」的結果。蓋從行為對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身為最大法定

「獨占」與「獨買」身分的國家與其機關，其不同政策決定與作為，很難想像會與

市場之供需全然無涉，而應只是其影響程度大小與遠近不同的差別而己。因此，若

擬於公平法下依「高權」與「國庫」行為的概念區分，判斷規範主體之界線，則所

謂的「高權行為」，應以行為是否是屬於因行政機關享有組織制度設計上所給予的

權力與優勢，使其與私部門事業單位相較，更有能力來監控或消弭行為後續之反市

場競爭效果的類型，來作為認定的標準。故縱使如律師公會所言，其具有「準行政

機關」的身分，但單以「經法律授權」或對於規範的「專屬解釋權」，並無法讓因

公會發函行為，所導致之法律服務市場供給量減少的效果，當然地轉換成非私經濟

的「公權力」行為。 

2. 律師業之特殊性考量 

律師業之特殊性，特別是其「公益」色彩27，是學理或實務上常見用以支持律

師業管制與自律的理由之一。不過，對於律師公會所言：「律師業與一般商業行為

                                                      
25 同上註，17-18。 
26 同上註，18-19。 
27 不僅是律師業，其實所有專門職業均普遍存在此一「行業特殊性」思維。舉例言之，依會計

師「職業道德規範公報」第 3 號第 8 條之規定：「各項廣告或宣傳，均應符合下列精神…3. 應維

持專業尊嚴及高尚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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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肩負重大的公益目的」，故與營利為目的所成立之同業公會不同，不受競爭

法理之規制一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77 年的 Bates v. State Bar of Arizona 案中

28，即已明確質疑此一立論的妥當性，頗值參考。該案涉及州律師公會禁止律師從

事收費價格廣告，被指控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州律師公會主張，價格廣告將「商

業化」律師之服務。以利潤為依歸之服務態度，也將降低律師對專業之堅持，以及

一般民眾對律師之信任29。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此一理由，隱含著律師應向

當事人隱匿律師也是依賴提供服務收取對價謀生的行業之一，而一般民眾更可合理

期待律師應免費提供服務等和現實有所出入的思維。再者，社會上其他類似銀行家

或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並無禁止價格廣告之規定，但也不影響其專業堅持與信任度

30。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認為，禁止律師價格廣告的規定，是同業間之「禮

儀」（Etiquette）而非「倫理」（Ethics）要求，係源自於早期英國律師自許為「公

共服務」（Public Services）的提供者，而非以法律謀生的執業者，進而嘗試區隔出

其與「商業」（Trade）行為不同的習慣與傳統（Habit and Tradition）。不過，習慣

與傳統無法充分回應法律或憲法上的挑戰31。時至今日，「我們不輕視一個人究竟

是靠臂力或是心智的能耐來謀生…認為律師從某方面來說是『超越』（Above）商

業的想法，已成為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32。 

對照美國判決，「法易通」案中律師公會的抗辯理由，突顯了國內長期以來，

對於產業法規和公平法產生衝突時，前者能否豁免於公平法外的一項論辯缺口。論

者多從「管制」的觀點，強調特別法之規範主體與規範事項之特殊性；至於該類特

殊性該如何從「競爭」與市場經濟的角度評估其法律地位，則少有系統與深入的論

述。律師公會之所以認為在外國法制上，未聞有就具限制競爭效果之律師自律規

範，有違反競爭法之議論，恐也係受上述過於偏「管制」面的觀察角度所誤導。事

                                                      
28 433 U.S. 350 (1977). 
29 Id., 369. 
30 Id., 369-370。 
31 Id., 372. 
32 Id., 372-373.判決原文如下：“In this day, we do not belittle the person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the 

strength of his arm or the force of his mind. Since the belief that lawyers are somehow ‘above’ trade has 
become an anachronism,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dvertising restraint crumbled.” 歐盟執委會也

採類似觀點，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paragraph 68,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 
do?uri=COM:2004:0083:FIN: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6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實上，專門職業之證照制度、應考資格要求、執行業務範圍、型態、強制入會要

求、業務推廣行為之限制、以及公會制定收費標準之規定等，早已是競爭法學者、

主要競爭法國家及競爭法國際組織多年來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33。 

3. 「律師倫理規範」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相符 

如前所述，律師公會對於運用「律師倫理規範」第 12 條規定，何以與公平法

禁止聯合行為之立法意旨相符，並未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公平會在處分書中，固

然正確的指出被處分人對倫理規範的解釋，不得與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相悖，但理由

中又提及，由於「倫理規範」性質「非屬行政機關所訂之法律、法規或命令，關於

事業競爭行為，自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此純屬多餘，且極易引發對公

平法 46 條規定之誤解與爭議。所謂的「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並非單純只在要

求被檢舉人指出是否存在有特別的「法律」，而在於其是否與公平法維持市場競爭

之目的產生無法融合的衝突。這與公平會處理事業濫發警告信函案件時，不會單以

發信行為是專利、著作、或商標法所明定得以實施之權利保護措施，而當然視其為

                                                      
33 有關律師應揚棄市場機制必會導致「專業性」喪失，以及專門職業應由「自律」來決定市場

所可取得之法律服務類型與內容的思維，可參考 Alan Peterson, Lawyers and the Public Good: 
Democracy in Action? 53-58 (2012)。另外，2011 年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ion) 出版了一本對美國律師公會 (ABA) 相關執業限制規定，以及美國政府因利益團體遊

說，透過立法擴大律師服務的市場需求，其對律師收入的影響，以及美國社會因此所付出的福利

損失的研究報告，在美國引發廣泛的討論。See Cliford Winston, Robert W. Crandal & Vikram 
Maheshri, First Thing We Do, Let’s Deregulate All the Lawyers, 14-23 (2011). 再者，英國在 2011 年修

訂「法律服務法」(Legal Services Act) 後，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律師亦可與業者合作，在銀

行或超級市場提供特定的法律服務。BBC News UK, “Supermarket 'law shops' to sell legal services,” 
http://www.bbc.co.uk/news/uk-15187154?print=tru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對於律師自律與市

場競爭之關係，可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競爭委員會 2007 年 6 月的「競爭政策圓

桌會議」。OECD,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in Legal Professions,” http://www.oecd.org/dataoecd/ 
12/38/4008034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另外，為促進歐洲服務業自由化，歐盟執委會於

2004 年開始要求各會員國對國內專門職業進行現代化的工作，以期服務內容能更多元化、增加消

費者選擇、降低收費、促進市場就業、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在一項執委會對各會員國的調查報

告中發現，各國政府或專業組織雖支持一定程度的市場進入管制，以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與專業

價值，但對於價格、廣告、及跨業合作等在內的限制及其管制程度則有不同的意見，多數傾向於

儘可能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See European Commission, “Invitation to Comment-Regulation in 
Liberal Professions and its Effects: Summary of Responses,” Paragraph 4, http://ec. 
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professional_services/studies/summary_of_consultation_respons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See also Tinne Hereman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252-34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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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智財權之「正當行為」的精神類似。 

四、探索「殊途同歸」的可能性：建構以「資訊不對

等」經濟理論為主軸之分析架構 

從上節說明可知，傳統分析方法，對於釐清二案在公平法體系下的關係助益有

限。本文認為，唯有回歸公平法以維持及回復市場競爭機制，不預設權利與義務人

之執法原則，運用經濟分析之方法，就涉案行為對競爭之限制程度，以及可行之回

復競爭手段，進行「效果」面的評估，始有可能中立客觀地呈現解決問題的輪廓。

就本質來看，二案所引發之競爭法問題，均源自於市場交易雙方之「資訊不對等」

問題，故可從此一特定「市場失靈」類型著手，嘗試建構一項得以整合「不公平競

爭」與「限制競爭」違法行為類型之分析架構。本節以下先確立優先考量「資訊不

對等」問題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再從歸納資訊不對等出現之原因，以及解決該問題

之市場及非市場規範機制等面相出發，探索建立此一整合性架構之可行性。 

(一) 「資訊不對等」問題於個案競爭分析考量中之優先性 

在建構以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作為二案共同分析基礎時，首需確立者，乃

何以該項市場失靈類型，應優先於其他管制因素被考量。此又可進一步細分為以下

二個子議題：1.「資訊不對等」問題與其他市場失靈類型之優先性比較；2.「資訊

不對等」問題與非經濟類型管制因素之優先性比較。 

1. 「資訊不對等」與其他市場失靈類型之優先性比較 

如同經濟學理論所言，政府介入市場進行人為管制的初衷，往往是出自於市場

中出現了如「資訊不對等」、「外部性」、「少數問題」（如市場之獨寡占化）、

「交易成本」等失靈問題，而使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其有效率資源配置之功能34。事

                                                      
34 有關「市場失靈」與法律規範之關聯，可參考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3rd ed., 4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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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在許多受管制產業中，均普遍存在著有數項失靈問題有待解決的現象。例

如，在加盟事業中，除了加盟業主及加盟店間對於加盟資訊間之落差外，另外也可

能出現加盟事業是相關市場中具市場地位之獨、寡占廠商，潛在或既存加盟店，並

無替代選擇締約或續約可能之「少數問題」現象。又如在專門職業市場中，除了資

訊不對等外，「外部性」問題也可能是另一項具扭曲市場機能傾向的現象。舉例言

之，一位盡責律師對提高司法公正性與民眾利用司法救濟途徑意願之貢獻，是一項

難以「專屬享有」之正面外部利益，因其同時會增加社會大眾對不盡責或意圖欺罔

委託當事人不肖律師的需求，等同後者搭盡責律師執業貢獻的便車。同理，不肖律

師因提供劣質法律服務，降低民眾對司法的信心，也連帶地會損及盡責律師之業

務。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外部性，若未能妥適規範，將導致社會對法律服務之整體

供給量偏離了最適水平。 

不過此一失靈類型並存的現象，往往誤導了執法者將管制議題過度複雜化，並

投入過多的執法資源思索該如何一次性地解決所有之失靈類型。當併存的不同失靈

類型解決手段間，就實現效率管制目的而言，不會出現過度管制或不具內在之衝突

關係時，此種「兼容並蓄」的管制思維固然是執法者理應遵循者。但當「不過度管

制」與「不具內在衝突」之前提條件不存在時，執法者無可避免地即必須判斷解決

各類失靈類型手段間之優先順序。其中較少被論及者，乃不同失靈類型間之內在連

動關係，以及其對判斷優先性問題之啟示。例如，當加盟市場中因獨、寡占而出現

「少數問題」及「資訊不對等」問題時，優先解決「少數問題」，讓市場中有機會

出現不同品牌加盟總部，並就攸關加盟決定之重要資訊進行「資訊」競爭，則加盟

契約中之「資訊不對等」問題，將可因此而獲得一定程度的控管。在「丹堤加盟」

案中，以被檢舉人於相關市場中之市占率（約 11%）來看，本案之最主要市場失靈

類型，應屬「資訊不對等」。再者，依本案相關市場結構觀之，執法者對「競爭」

本身在解決潛在濫用資訊優勢地位行為的能力，應持較為肯定的看法。至於專門職

業中之「外部性」問題，其本質仍在於「資訊不對等」問題。換言之，若當事人得

以在事前正確掌握所委託之專門職業人士屬性，即可透過市場價格機制及締約對象

之選擇自由，達到回饋鼓勵盡責律師，懲罰不肖律師的目的，進而緩和因「搭便

車」所生之利益或成本無法內部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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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不對等」問題與非經濟類型考量因素之優先性比較 

論者或許會質疑將「資訊不對等」作為優先考量因素，忽略了其他非經濟或非

市場失靈管制因素，故必有其不周全之處。此一觀點明顯地出現在「法易通」案中

關於律師行業的特殊性論辯過程中。支持專門職業肩負有廣泛的「公益」義務者，

往往認為不能單以經濟導向之政策思維來看待公會相關之管制規定，遑論將其列為

優先被考量之規範因素。對此，蘇永欽大法官在釋字第 682 號中之協同意見頗具代

表性。依其看法，專門職業至少有五個環環相扣的特徵，可與一般營業區隔： 

(1) 技術性：需要長期累積並系統化保存及傳承的特別技能 

(2) 公益性：所提供服務有高度的外部效益 

(3) 理想性：傳統上此類職業尚有實現特定社會理想的目的，抱著某種人文的關

懷，營利反而非其主要目的 

(4) 一身專屬的不可替代性，強調親力親為並對其服務親負其責 

(5) 高度自律性，其職業內容原則上不受國家干預。 

除了「高度自律性」是「結論式」（Conclusive）的陳述，而所謂的「不受國

家干預」與目前各國實務上規範律師執業行為的趨勢不盡相符外35，在蘇大法官的

分類架構下，第(1)與第(2)項特徵，乃「市場失靈」問題，前者乃起因於「服務品

質的優劣非一般消費者依生活經驗所能判斷，故有賴於國家以考試作進入市場的管

制」的「資訊不對等」問題，後者則是專門職業市場中之正反面「外部性」問題。

第(3)與(4)項特徵，則可視為是非經濟類型之特色。暫不論此一特徵定義是否真實

反應專門職業必然存在之行業本質，故得用以正當化相關的特別法律規定36，此五

項看似「環環相扣」之特徵，就檢視專門職業市場相關規範作為，實質上有相當不

同的政策啟示。以「法易通」案事實為例，禁止提供網路法律服務，或許可降低市

                                                      
35 如同本文以下所示，「自律」並非是專門職業必然存在的特色，而是一項應經過規範議題與

管制手段二者間合比例性與必要性檢視後，始能得出之結論。再者，律師公會雖可自擬「倫理規

範」約束會員之執業行為，但從主要國家的規範趨勢看來，這些規範有逐漸由外部立法與管制機

關所取代，實質上只具補充地位而已。關於美國法對於此一議題的探討，可參考 Fred C. Zacharias, 
“The Myth of Self-regulation,” 93 Minn. L. Rev.,1147, 1171 (2009).  

36 例如，在此一定義下，大學教授可能較律師或會計師等更符合所謂的「專門職業」，但少見

有要求大學教授必須通過國家考試，或是大學教授得以「團體自律」的方式，訂定最低薪資、可

講授課程類型，或授課方式與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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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出現具外部性行為的機率，而符合「公益」性的要求；但其同時也限縮了民眾

取得不同法律資訊的來源，剝奪了其等透過比較不同法律服務資訊的過程中，進行

自我教育，以縮小與專門職業人士間資訊落差之機會，讓「技術性」的問題更加惡

化。同理，專門職業公會制定「最低收費標準」，或可提高專業人士親力親為的誘

因，進一步體現「一身專屬不可替代性」的特色；但此顯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人文關懷」有所扞挌。此一政策啟示的差異性，也可能出現在單一的特徵類型分

析過程中。例如，在關於專門職業「技術性」特徵部分，蘇大法官顯然是將「需要

長期累積並系統化保存及傳承的特別技能」，當作是「服務品質的優劣非一般消費

者依生活經驗所能判斷」之充分條件，此顯有商榷的餘地。長期累積並系統化保存

特別之技能與經驗，對於造就一位頂級廚師，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但這並無法推導

出消費者無法判斷其所提供的最終產品品質的優劣，而出現資訊不對等的問題。本

文認為，能否以專業知識與技能需經長期訓練與系統化傳授始能取得，作為產業自

律與排除競爭法規適用之理由，取決於過程中的學習與訓練投入，屬於「固定」

（Fixed）與「沉沒」（Sunk）成本的比重高低，以及有無必要以類似對公用事業之

「投資報酬」（Rate Return）或區域獨占地位等手段，以確保業者有足夠的市場參

進誘因。37這與解決消費者的「資訊不對等」問題，就管制思維與手段選擇上而

言，並無邏輯上的必然關聯性。 

據上，設定「資訊不對等」與「非經濟」類型管制因素之考量優先順序，有助

於釐清競爭法應如何規範出現於專門職業市場中之競爭問題。首應檢討者，乃將

「理想性」、「一身專屬性」等「非經濟」類型因素，視為是專門職業的「特色」

之主張。其背後所隱含者，乃職業成員在取得執業資格後，必具有高於其他行業的

自我期許與要求，同儕間也必會相互約束並遵循共同制定對社會有益之行為規範的

前提設上。此一帶有「人治」色彩之管制思維，無可避免地將使職業「階級化」的

現象，更加的牢不可破，連帶誤導了競爭法評估相關職業公會自律規定的政策論

辯。蓋一旦將「理想性」、「非營利性」、或「一身專屬性」等視為是必然會存在

與出現於專門職業市場中，則所有的公會執業限制規範均可在此一前提下，主張其

                                                      
37 關於以管制參進以確保高固定成本產業之市場誘因，可參考 Sidney A. Shapiro & Joseph P. 

Tomain, Regulatory Law and Policy: Cases and Materials, 3rd ed., 171-172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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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與正當性。 

本文認為，「理想性」、「人文關懷」、及「一身專屬性」是我們對社會各行

各業的一項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的「期待」，非專門職業所專有。事實上，若從專

門職業公會需透過倫理規範與懲戒規定，確保會員定能符合一定執業品質要求來

看，正足以證明，「理想性」、「非營利性」、或「一身專屬性」絕非是專門職業

市場中之「必要」（Sin Qua Non）條件與「自動實踐」（Self-Executing）之價值。

若是如此，則何以當大多數產業從業人員，在其違背了這些非市場類型價值之期待

時，我們或乃依賴具普遍適用之法律規定，或是透過市場「適者生存，不適者淘

汰」法則，用以懲罰不願體現者，與獎勵身體力行者，但當同樣的悖離期待現象出

現於專門職業時，「自律」會成為是那麼不可或缺且優於法律或市場機制的規範手

段？答案或許有二。其一、「期待」之強度不同。相較於其他產業，專門職業違反

了上述非經濟類型價值的期待，其對社會整體的負面衝擊，可能較為立即與直接，

影響範圍也較為廣大。其二、專門職業的高度技術性，消費者難以一窺全貌，使得

市場機制的裁制與督促功能難以被期待。暫不論此二項回應之妥當性為何，但究其

本質，實屬上述「市場失靈」下所描述的「外部性」與「資訊不對等」問題，故得

以在相同的經濟分析架構下進行理解，並進而得出應以「資訊不對等」問題作為優

先考量因素之政策結論。 

(二) 「資訊不對等」與市場競爭之互動關係及其出現之原因 

在確立「資訊不對等」問題，乃「丹堤加盟」及「法易通」二案所應優先考量

之因素後，本文以下嘗試從基本的資訊經濟學理論出發，先由實證面檢視資訊不對

等所可能衍生之競爭法問題與成因，再從規範面的角度，分析競爭法解決資訊不對

等問題之可能手段選項。具體而言，本文認為，競爭主管機關至少應建構出一套完

整且涵蓋以下三項議題之分析架構：1.「資訊不對等」何以會衍生不利市場競爭之

效果？2.市場中出現「資訊不對等」問題之原因為何？3.於競爭法架構下，可用以

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之手段選項，以及其彼此間之利弊為何？本節將先就第一

與第二項議題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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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訊不對等與市場競爭問題 

建立在「自由放任」哲學上之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透過充分的競爭，讓社會資

源能作最符合效率之配置。但這些結果的實現，有賴於交易當事人能充分掌握與交

易內容相關的重要資訊。此外，資訊本身也是市場競爭之工具，廣告即屬最明顯的

例子。廠商藉由散佈關於產品或服務之訊息，提高交易之透明度，除有利於交易相

對人評估交易之效用，降低交易成本外，也是其用以比較不同產品優劣之重要依

據。 

弔詭的是，資訊也可能被利用作為反競爭之工具，特別是當同業事先將理應保

密的競爭資訊與競爭對手分享時，充分的訊息交換，反而將成為卡特爾成員間賴以

進行協商，形成價格、產量、規格標準合意，以及事後監督是否有成員悖離聯合行

為協議之利器。近年來，國內 LCD 廠商即是因涉及利用同業會議，進行產品價格

的討論，而被美國與歐盟競爭主管機關處罰。除聯合行為外，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調查 Google 是否涉及濫用其在網路搜尋入口網站上之高使用率，而在搜尋結果的排

序上，出現搜尋歧視（Search Bias），讓排序在後之業者處於競爭上之不利地位38，

或是廠商以看似商業不理性之低價掠奪行為，逐步於市場中建立並散佈其掠奪聲

譽，讓既存或潛在競爭者有所顧忌，而退出或放棄進入市場之意願等39，均是「資

訊」在理論上可如何被具市場地位之業者濫用於封鎖競爭之例子。「資訊」對於競

爭的此一「雙面刃」特色，也讓如何在訊息散佈的正反面競爭效果間取得平衡，成

為競爭法上一項重要但困難的議題。 

「資訊不對等」問題在競爭法下之規範必要性，可從其對個案交易當事人福利

效果的負面影響，以及其扭曲市場效率競爭之潛在風險來加以理解。從前者的角度

來看，市場交易過程中的資訊落差，可能使處於資訊弱勢之一方難以於締約前正確

評估財貨或勞務交換所可為其創造之額外效用，膨脹了對於財貨或勞務所願意支付

之對價，進而從事了和其所預期之交易利益有相當落差之交易行為。此一現象對競

                                                      
38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News Release, “Google Agrees to Change Its Business Practices to 

Resolve FTC Competition Concerns in the Markets for Devices like Smart Phones, Games and Tablets, 
and in Online Search,” http://www.ftc.gov/opa/2013/01/google.s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30.   

39 See e.g. Sung-Hwan Kim, “Predatory Reputation in US Airline Markets,” 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592-59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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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上的啟示在於，資訊弱勢之一方當事人可能會因此而喪失與其他具同等效率，

且願提供更詳盡資訊廠商交易之機會，使市場出現無效率競爭的情形。 

此外，「資訊不對等」將使市場出現 Akerlof 所描述之「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問題，減損市場整體之效率與福利效果40。以中古車之買賣為例，當買方

無法於購買前知悉車子是否有重大瑕疵，是屬於優質或劣質二手車時，買方將以買

到優質與劣質二手車之機率，以及其所願意支付之最高價格，求得一個購買中古車

之「期待值」，作為最終支付價格。但如此決定出來的價格，對於優質的中古車主

而言，可能低於其成本，但卻遠高於提供劣質中古車之成本。其結果將降低優質車

主出售中古車的意願，市場也將逐步充斥劣質的中古車。再者，若劣質車取代優質

車的現象被買方所查覺，其賦予買到劣質車的機率值將提高，而使最終支付價格進

一步下跌，讓「逆選擇」的問題更加惡化！此一邏輯，也有助於我們理解，若保險

公司不得以各類風險指標，向不同投保人收取差別保費，而只能以單一平均價格來

出售保險商品時，將出現購買保險商品者，絕大多數均是風險愛好者的問題。 

2. 市場出現「資訊不對等」之原因 

相較於學理上對市場相當理想化的描述，現實生活中，交易當事人間可能因生

長環境、教育程度、或交易產品之生產或使用經驗等因素，而永遠存在著資訊上優

勢與弱勢的關係，可被濫用以剝奪原本歸屬於資訊弱勢一方之利益。本文將導致資

訊落差之原因，歸納為「與產品屬性相關之原因」及「非產品屬性之原因」，以利

後續的分析說明。 

(1) 與產品屬性相關之原因 

現實生活中，交易雙方之所以存有資訊不對等問題，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來自於

對交易產品或服務屬性資訊之掌握與理解程度的不同。簡言之，產品屬性愈是新穎

及複雜，則存在與供給者與需求間資訊不對等問題將更趨明顯。對此，學理上最常

被引用之文獻，乃 Neilson 教授所提出之「搜尋財」（Search Goods）及「經驗財」

                                                      
40 See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48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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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Goods）分類41，以及 Darbi 和 Karni 二位教授對「信任財」（Credence 

Goods）的分析42。在 Neilson 的分類下，所謂的「搜尋財」，乃指消費者在已知可

提供產品或服務品質訊息管道的前提下，得在購買前透過檢驗（Inspection）各管道

所提供之選項，知悉其品質之產品或服務43。例如，一件合身之衣服即屬於搜尋

財。相對的，「經驗財」乃泛指財貨或服務的品質只能在購買並實際使用後，始能

得知其品質之產品或服務，罐頭食品口味的好壞即屬一例44。至於「信任財」，則

是指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無法在正常的使用過程中被確認，而需要其他高成本之配

套訊息才有可能得知財貨之最終價值者。Darbi 及 Karni 以部分電視機或汽車零件的

更換服務為例，說明消費者可能無法在短期內，比較零件更換前後的品質變動，來

確認該類服務之必要性及其品質45。 

(2) 非產品屬性之原因 

產品本身之特殊屬性固然是市場交易過程出現「資訊不對等」問題的主要原因

之一，但在某些情況下，交易成本與搜尋資訊之成本，也可能促成或惡化資訊落差

的問題。舉例言之，網路交易固然擴大消費者之交易選項與廠商之交易機會，但若

無適當規範悖離交易誠信行為之機制，如猶豫期間之規定，則虛擬的交易過程，實

質上將讓許多原本屬於「搜尋財」之財貨或服務，轉變成「經驗財」。同樣的情形

也可能出現在交易之供給方，以契約條款限制或剝奪需求方檢視財貨或服務品質之

機會或範圍。因此，「書籍」或「雜誌」就產品屬性上而言，或可被歸類為「搜尋

財」；但加了封套禁止試閱的書藉或雜誌，本質上即成為一項「經驗財」。 

此外，法規的限制，也往往是產品與服務品質資訊無法充分於市場中流通的原

因之一。舉例言之，在 2003 年 2 月立法院修正「氣象法」之前，氣象資訊的提

供，乃專屬於中央氣象局所有，個人或私部門企業組織或團體縱使具有提供專業氣

                                                      
41 Phillip Nelson,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78 J. Pol. Econ., 311, 312(1970). 
42 Michael R. Darby & Edi Karn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67,68 (1973). 
43 Nelson, supra note 41.  
44 Id.  
45 Darbi & Karni, supra note 42, 69. 另有行銷學學者從行銷的觀點提出對「搜尋財」、「經驗

財」、及「信任財」之不同定義，可參考牛曰正，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69-7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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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預測的技術能力，也不得對外提供相關之預測服務。此一限制提高了有特殊氣象

資訊需求之私人企業取得專門氣象資訊之成本46。事實上，即便在修法後，私部門

也只有在經氣象局許可後，始得發布氣象或海象之預報，但基於統一災害預防與救

助事權的考量，中央氣象局仍是災害性天氣預報，包括颱風，地震，豪雨或其他可

能引發災害的唯一發佈機關47。再者，在公平會處分不實廣告案例中，有部分涉及

廣告人引用學術研究或實驗報告，作為產品效能的佐證資料。對於此類案件，公平

會向以該類研究或實驗報告，若非屬特別針對廣告產品所為者，則縱使業者係將研

究或實驗的發現結論，衍生運用於具體可操作之產品，並於廣告中具體引述其理論

來源，且學術研究機構也並未否定業者所宣稱效能之可能性，但公平會均傾向於要

求刊登廣告者，應先就廣告中所摘錄的產品功能理論說明，證實確實可行後，方能

刊登48。從嚴格為消費者權益把關的角度來看，此一執法立場或許無可厚非；但不

可否認的，其同時也限制了具激勵後續研發創新之有價值訊息出現的機會。 

(3) 小結 

上述關於「資訊不對等」現象出現原因之說明，對競爭法規範政策有以下二點

啟示： 

a. 產品或服務提供過程所涉及之知識和技術的複雜度與專業性，與產品或服務對最

終交易市場中需求者而言，究屬「搜尋」、「經驗」、或「信任」財並無絕對必

然的關係。髮型設計師涉有一定程度的專業，且需取得證照，但其等所提供的服

務品質高低，需求者不難於消費完成後加以判斷。提供氣象預報服務所需之專業

與技術，非一般人所能掌握與理解，但其所提供之最終預報訊息的正確與否，卻

往往可以在相當短期內即可獲得驗證。固然，需求者或許不應單一偶發的預測失

準，推論供給方品質的良劣；但若供給方已出現預測失準的趨勢，且另有失準率

較低之氣象資訊來源可資比較時，則需求方以「經驗」作為判斷產品品質指標之

作法，難謂其乃非理性之判斷，而無需堅持因氣象預報有高度專業，故必然屬於

                                                      
46 例如對經營期貨交易之公司，更長期與詳細，或是更區域化的氣象資訊，有利其得更精準預

測國際原油與穀物價格變動之趨勢，但卻不一定是中央氣象局所可以提供或有意願提供之資訊。 
47 依氣象法第 18 條之規定：「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經中央氣象局許可者，得發布氣象或

海象之預報。但不得發布警報或災害性天氣之預報。」 
48 參考公平會公處字 098067 號及公平會公處字 0980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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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財」。 

b. 產品屬性及其與資訊不對等問題的關聯性判斷，並非靜態的概念，其可能因個人

基於交易或取得訊息成本的考慮，或是私部門契約約款及公部門之立法與執法規

定等非產品屬性因素的介入，而產生屬性上的轉換。有認為非產品屬性之原因，

影響到資訊弱勢之一方能否在購買前檢視確認品質，故已被吸納於產品屬性考量

的過程中，無需另行強調其對產品屬性之影響49。據此，論者並進一步指出，無

須拘泥於涉案產品屬於何種財物之分類，而應從商品形態、成本及購買頻率高

低、均質性與穩定性等，判斷資訊不對等問題是否是「一般交易關係中之普遍情

形」，而非從個別消費者之角度著眼50。在依據相關因素判斷後，若認為需求者

有可能在交易前取得充分資訊，則公平法即可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反之，則應

以較嚴格的標準來處理之51。不過，此一看法的主要問題在於，其無法檢視當資

訊不對等的確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時，不同解決手段對解決問題的功能上差異。相

對的，先從產品屬性的複雜性以及需求者有無從不同供給管道取得確認產品品質

資訊之「可能性」，歸類其究屬三種財貨中之何種類型，再進一步觀察其屬性可

能會因為何種交易約定或法規之影響而改變，較有可能建構出一項相對明確的規

範架構，本文以下將引申論述此一論點及其對「丹堤加盟案」與「法易通」案的

啟示。 

(三) 競爭法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之手段選項 

經濟學理論於討論產品屬性與「資訊不對等」問題之關聯性時，仍多著墨於市

場之效果分析或是對消費者選擇行為之影響等較「實證」面的分析，較少有從「規

範」面的角度出發，提供政策因應之建議。例如 Neilson「搜尋財」與「經驗財」之

分類，主要在預測財貨屬性與市場集中度、消費者依賴他人推薦的需求、銷售店家

之群聚傾向、全國性零售廣告之頻率、以及對存貨之影響等52，並未論及是否有必

要由國家以管制措施或競爭法規來規範的議題。Darbi 和 Karni 雖於論文中以專節討

                                                      
49 牛曰正，前揭註 45，76。 
50 同上註，78。 
51 同上註，79-80。 
52 Nelson, supra note 41,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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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家干預解決「信任財」與「資訊不對等」問題的可能性，但所得到的結論卻

是，即便是在有普遍出現欺罔傾向的「信任財」市場中，政府干預並未有優於市場

之規範優勢。事業得以明確的品牌定位，或建立與客戶間之信賴關係等方式，來降

低信任財交易對當事人所可能產生之不利影響，因為類似「信任財」市場中之訊息

落差問題，同樣會因政府缺乏足夠之規範資訊而出現於管制市場中53。較晚近的經

濟學研究也指出，消費者若能理性處理交易前可得之市場條件資訊，推論賣方可能

之誘因，市場或市場競爭本身即可制約「信任財」之賣方進行誠實之交易行為54。 

本文認為尋找競爭法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最適手段，首應揚棄「搜尋

財」、「經驗財」、或「信任財」是既定不變的上位概念；相對的，應接受該分類

會受交易或取得訊息成本的考慮，或是私部門契約約款及公部門之立法與執法規定

而產生屬性上的轉換。現實生活中，「試吃」、「試譯」等行銷手段，均可能讓餐

飲或外文翻譯等本屬「經驗財」的財貨或服務轉換成「搜尋財」；同理，「勝訴酬

金」（Contingency Fee）制度，實質上已將看似「信任財」的法律服務轉化成「經

驗財」甚或「搜尋財」55。對競爭法而言，此一產品屬性動態改變的可能性，讓主

管機關於評估特定涉案行為之市場競爭效果時，不應僵化的將涉案產品先歸類為某

特定財貨類型後，再在該既定的前提拘束下，判斷涉案行為是否有反競爭之疑慮。

相反的，應更積極的思考行為安排是否具有將交易產品轉化為更有利於市場進行效

率競爭類型的功能，或只是讓「資訊不對等」的反競爭效果更加明顯。依此邏輯，

也才有可能讓執法者循具改變產品屬性相關因素之軌跡，比較不同解決機制之優

劣。 

因此，在完成依上述原則之評估前，「資訊不對等」只是一種「現象」，且不

應單以「現象」的存在，作為是競爭法必須立即介入解決的「問題」。簡言之，

「資訊不對等」與市場「失靈」不當然可立即劃上等號。即使「資訊不對等」現象

已成為競爭上的「問題」，也不代表由競爭法強制資訊優勢之一方作為解決問題的

                                                      
53 Darbi & Karni, supra note 42, 86-87.  
54 Winand Emons, “Credence Goods and Fraudulent Experts,” 28 Rand J. Econ., 107, 117 (1997).  
55 此乃因「勝訴酬金」讓律師有更強的誘因會基於委任當事人的最佳利益來進行相關的訴訟行

為，而當事人也無需投入時間資訊監督律師是否專注為其進行訴訟。Thomas J. Miceli & Kathleen 
Segerson, “Contingent Fees for Lawyers: The Impact on Litigation and Accident Prevention,” 20 J.    

Legal Stud., 381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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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會是唯一或最適的選擇，關鍵仍在於不同解決手段間之成效分析。 

1. 靜態產品屬性概念下選擇規範手段之原則 

如前所述，競爭法與管制法規雖均以解決市場失靈為出發點，但二者在選擇解

決手段上最大的差異在於，競爭法乃建立在對自由市場機制之「可療癒性」

（Curability）的信心下，以法規排除妨礙該機制運行之路障。相對的，雖然近來在

解除管制的聲浪下，不少管制法規均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之修正作為，但整體而

論，絕大多數之管制法規，仍建立對市場失靈對市場機制之「終極性」

（Terminality）效果的立法確信上。不過，即使我們接受「搜尋」、「經驗」、及

「信任」財是彼此不具互流關係的靜態屬性分類，各類型產品市場所可能出現的競

爭問題，實乃肇始於相關市場中出現了限制或剝奪交易當事人「搜尋」、「經驗」

相關產品，及創造對產品「信任感」機會的反競爭因素。就「搜尋財」市場而言，

競爭法應以降低搜尋成本及排除產品搜尋障礙，提供交易當事人得順利進行自我搜

尋的交易環境為其選擇規範手段之原則，而非逕自替交易當事人決定搜尋之態樣與

結果。於「經驗財」市場中，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所應關切者，仍是如何透過法

規的適用，鼓勵或維持「經驗」機會的普遍存在，降低「經驗」的成本，讓交易當

事人有機會透過多元的體驗，實現最適交易之結果。競爭主管機關及法院不宜預先

以競爭法匡架交易當事人所可「經驗」之產品供應對象、範圍或內容。同理，解決

「信任財」市場中因資訊不對等現象所生競爭問題之最適手段，可能不是由國家或

經法律授權之第三人或團體，就交易當事人所可信任之交易相對人或產品進行背書

與管制；相對的，應是運用公平法，鼓勵市場提供資訊弱勢者所可賴以評估財貨品

質優劣與建立交易信任關係的資訊，再由其決定最終所願信任之交易相對人及信任

範圍。 

2. 動態產品屬性概念下選擇規範手段之原則：「搜尋財」作為選擇規範
手段之依歸 

從產品屬性類型對市場結構的影響來看，在交易頻率固定的前提下，「經驗

財」市場的市場集中度通常要高於「搜尋財」，連帶的，「經驗財」市場出現獨占



 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 77 
 

的可能性也較高56。故從較動態的執法角度來看，如何透過競爭法的執行，將交易

財貨的性質逐漸推向「搜尋財」，應是在思索如何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的上位

規範概念。除可落實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利不被任意地以資訊不充分為由，遭不當的

剝奪或限制外，自主性之「搜尋」最終之交易相對人及交易條件，也是較「經驗」

及「信任」財交易，更能體現極大化消費者剩餘之目的。在此上位原則下，有以下

幾項衍生議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首先，不論是「搜尋財」市場本身內部的搜尋行為，或是嘗試以維持「經驗」

的管道與機會，讓資訊弱勢的一方得以累積每次經驗所獲取之資訊，進而將「經驗

財」逐步轉換為「搜尋財」的過程，均不代表消費者需窮盡所有可得之「搜尋」與

「經驗」管道後，其後續所為之交易決定始可能符合效率的要求。消費者最適的經

驗與搜尋程度，仍取決於其邊際成本是否等於其邊際利益57。從學理上來看，隨著

資訊弱勢者「搜尋」與「經驗」的次數與因此所累積資訊的增加，在達到一定次數

規模後，多一次「搜尋」與「經驗」機會所額外取得的資訊，其對資訊弱勢者實現

效率交易結果之價值則呈反向遞減。換言之，「地毯式搜尋」及「全方位體驗」後

所為之交易，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均不會是符合最適效率要求的結果58。 

再者、非全面性搜尋與體驗，也不等同於資訊弱勢者必會因捨棄了部分搜尋與

經驗的機會，而在不對等的資訊地位下，蒙受不利的交易結果。在對產品屬性分類

的動態理解架構下，資訊弱勢者的「搜尋」或「經驗」過程，皆可以不用是「隨

機」式的。每一次的搜尋與經驗結果、市場中對於搜尋產品使用經驗的口耳相傳、

搜尋或經驗產品的品牌聲譽、或產品競爭廠商所為之競爭廣告等，均可協助資訊弱

勢者作為下一次進行「經驗」或「搜尋」時，設定「搜尋」與「經驗」對象樣本

數，以及對各該廠商產品進行「搜尋」與「經驗」的優先順序及範圍。此一動態的

                                                      
56 Nelson, supra note 41, 320, 327.   
57 Id., 312.  
58 Nelson, supra note 41, 318. 現實生活中一項有趣的例子，乃消費者選購牛仔褲的經驗。消費

者看似可從逛尋為數不少的牛仔褲專賣店過程中，購得符合自已所最喜歡的牛仔褲。但心理學家

認為，過多的消費產品資訊，非但不能讓消費者的消費決定更加容易，反而是產生了混淆與不確

定感。以心理學家 Barry Schwarz 的用語：「…當可選擇的項目持續暴增，負面的效應也隨之而

生，而且可選擇的項目愈多，負面的效果也愈大…選擇已不會帶來自由，反而是剝奪了自由，甚

至是壓榨了自由。」參劉世南譯，貝瑞‧史瓦茲 (Barry Schwartz)，「只想買條牛仔褲－選擇的弔

詭」，天下雜誌，24 (2004)。在此情形下，消費者可能不再進行搜尋有利於選擇之資訊，而可能

是以先前之具體搜尋消費經驗作為下一次消費選擇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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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過程，不僅提高了資訊弱勢者可以在非全面性搜尋及經驗過程中，取得真正有

益其判斷交易利弊資訊的機率，也可降低因隨機的過度搜尋與經驗，取得全然無助

於評估交易利弊資訊的可能。此一觀察對法政策的啟示在於，解決資訊不對等問

題，不在於資訊弱勢者能否取得產品的「全部」資訊，而在於其能否取得與擬完成

的交易行為內容「相關」的資訊。 

以上所述，也適用於競爭法應如何選擇「信任財」規範手段的思辨過程中。論

者或許會主張，「信任財」既然無法藉由使用經驗來得知產品或服務品質的良劣，

則唯一解決的方法，勢必得透過較為強制的方式，預先決定市場中資訊取得管道及

資訊內容，始有可能落實保護資訊弱勢者的目的。本節以下將從動態產品屬性的概

念及據此所建立之分析架構出發，更詳細的闡述此一觀點之缺失及提出不同的判斷

標準。 

3. 具體規範手段類型之分析 

在對產品屬性的動態理解架構下，可將解決資訊不對等的具體規範手段歸納為

以下三大類型：因解決該問題之成本過高，讓選擇與資訊不對等共存成為最適的手

段選項。縱使有必要進行法規面的管制，相關的操作方法可進一步的區分為「市場

導向」與「非市場導向」的規範手段。 

(1) 「資訊不對等」與市場「失靈」？與「資訊不對等」共存 

當資訊「優勢」與「弱勢」、「對等」與「不對等」等字義被賦與過度的道德

與公平性的想像時，多數人均會認為，只要交易中出現了當事人一方利用他方所沒

有之交易訊息，以謀取自已更大的交易利益時，公平法當然得介入規範，以維持市

場之競爭的「公平性」。有趣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隨時隨地均在和「資

訊不對等」現象共存，而不會將其視為是法律應介入解決的問題，因為未被揭露的

資訊，與交易決定無關。例如，願意購買 iPad 2 的消費者，可能出自於其造型簡

約、攜帶方便、產品特定功能、向同儕炫燿、或單純只是基於對 Apple 公司創辦人

賈伯斯（Steve Jobs）的個人祟拜；至於 iPad 2 是否真的如業者所言較 iPad 1 增加了

多少項新功能，或在使用效能上高於同業之同類型產品多少個百分比等，並非其所

會考量之因素。這種資訊不對等存在的「現實性」（Reality），及其與交易「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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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Relevance）的差異，源自於現實生活中 ,當事人所搜尋者是「最適」

（Optimal），而非「最多」的資訊。誠如本節先前所述，當取得多一單位資訊的邊

際成本高於其所增加的邊際利益時，當事人應停止搜尋，選擇維持「理性的無知」

（Rational Ignorance），而非市場失靈的結果。 

資訊不足的「現實性」與「相關性」區分，也可作為我們思索資訊因「搭便

車」而出現供給不足的問題。這種將資訊視為一項「公共財」，而認為市場交易無

法實現最有效率配置的觀點，建立在「搭便車」行為影響不同資訊提供者供給意願

的程度均屬一致的前提假設上，但此顯然與現實不盡相符。簡言之，「搭便車」問

題不但對不同資訊提供者所產生之邊際成本不同，資訊提供者因提供資訊所為其帶

來的邊際利益也可能有極大的差距。在決定行為是否符合最適的過程中，必定存在

著邊際利益遠高於成本，或邊際成本極低，「搭便車」行為並不影響其提供資訊意

願的資訊提供者59。故縱使資訊具有享受上的「不可排他性」，但只要市場中仍有

當事人願意散佈相關資訊，即可對資訊可能供給不足的問題，產生相當的制衡作

用。 

(2) 「資訊不對等」問題與「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之手段選項 

當不對等資訊成為妨礙市場交易效率的問題時，其解決手段可分為二個主要類

型。其一，透過以「市場導向」思維為基礎的機制設計，來促使市場啟動其自我矯

正市場失靈的功能，並引導當事人主動揭露所需資訊。其二、「非市場導向」之手

段選項，即由法律或國家以取代市場的方式，來界定市場中應出現或不應存在之資

訊類型、其需求及供給量、以及出現的方式及型態。乍看之下，以「市場導向」手

段，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是一項概念矛盾的政策建議。但若與「非市場導向」

的手段相較，由於後者往往涉及管制者無法取得管制所需之大量資訊，潛在於該手

段中「過度管制」或「管制不足」的錯誤成本，可能仍遠高於運用「市場導向」方

法所生之社會損失。簡言之，「市場導向」手段，仍可能是不完美世界中的最佳政

策選擇60。 

                                                      
59 此一論點，乃引申自 Buchanan 和 Stubblebine 對於「外部效果」的理論分析。See James M. 

Buchanan & Wm. Craig Stubbline, “Externality,” 29 Econometrica, 371 (1962). 
60 Emons, supra note 5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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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口耳相傳」以及其所伴隨之「聲譽效果」（Reputational 

Effect），是常見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的一項市場自我矯正機制。除非事業把市

場交易視為是「一次賽局」（One-Shot Game），全然不在乎詐騙對長期經營的負

面效果，否則，事業於當期的濫用資訊行為，經由被害人將受害經驗散佈於市場，

讓未來的潛在交易人不願意與濫用資訊優勢者進行交易，將成為資訊濫用者之市場

競爭成本。在網路經濟的時代，此一功能可能要較以往來得顯著。而即便交易產品

或服務屬性複雜，購買人難以在締約前充分了解其品質資訊，當事人也往往可以在

締約的協商過程中，從相對人對交易條件的接受與否，間接掌握品質之資訊。例

如，我們應可合理推定，願意接受試用期及免費延長保固期限的中古車商，其所出

售之車輛性能，應高於拒絕的車商。事實上，台灣的中古車市場，已出現車商間紛

紛以國際品質認證或較長保固期等方式，來吸引更多消費者的青睞。此時，法律上

只需要徹底落實關於契約履行與瑕疵擔保責任規定，即可避免「資訊不對等」之問

題。 

當然，上述自我矯正功能可以發揮至何種程度，與市場競爭的狀況息息相關。

當中古車市場是屬於獨占市場，或是車商間正在進行聯合行為時，則買方將喪失替

代選擇與制裁濫用資訊地位廠商的機會。本文認為，此即是競爭法處理市場「資訊

不對等」問題，所應扮演的主要角色。從公平法的立法目的與執法機制的設計來

看，公平法所應優先考慮的，不應是個案當事人對具體資訊與交易結果最終公平性

的爭議。反之，公平會應先研析未被揭露或不實與欺罔的資訊，是否有可能透過競

爭的力量，來促使其出現或是獲得澄清。公平法也應以排除「結構面」障礙，輔助

市場回復其自我矯正的機能，作為主要的執法原則。 

(3) 「資訊不對等」問題與「非市場導向」之手段選項 

就「非市場導向」之法律手段而言，可進一步分為「消極禁止不實訊息」與

「積極要求揭露訊息」二類規定。如本節以上所述，不論是消極禁止或是積極要

求，均會對非交易當事人及和交易結果無利害關係的仲裁者（主管機關或法院），

產生不可忽略之管制資訊取得成本。 

競爭法中關於「消極禁止」手段最明顯的例子，乃公平法第 21 條關於「不實

廣告」之規定。雖然公平會在關於第 21 條的「處理原則」中，會以不實訊息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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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作為認定違法的要件之一61，但實務

上，公平會在個案中考量可以避免錯誤決定之市場結構面因素，如市場力或競爭事

業多寡等之案例並不多見。在大部分的案件中，廣告內容的「不實」實質上即等同

「不法」。或有認為，相較於市場結構的評估，訊息真實性的判斷，對於主管機關

之執法成本負擔相對較低，特別是當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得藉由法規、科學證據、

或專業鑑定機構等來加以確認時，「不實」等於「不法」的執法原則，除可提供法

律的明確性外，也不致於產生過高的錯誤成本。惟當不實廣告內容涉及本文以上所

提及之「既非真、亦非偽」的資訊，且廣告整體展現相當之行銷創意時，公平會仍

有必要在資訊真實與創意間，尋求其最適的平衡點。特別是當此類廣告以「比較廣

告」之形態出現時，公平會若仍傾向於「從偽認定」，則很可能會因此降低了競爭

者使用「比較廣告」進行資訊競爭的誘因，讓成本較低之市場自我矯正機制難以發

揮其功能。 

至於「積極要求揭露訊息」手段，其優點在於有明確的遵循依據，以及可降低

當事人間之協商與交易成本。但此一手段最大的限制在於，主管機關需承擔更高的

資訊取得與執法錯誤成本，來處理資訊不對等關係中的「現實性」與「相關性」的

問題。有鑑於不同產業中重要交易資訊類型之多元，這恐怕是競爭主管機關所難以

克服的執法侷限。而也正因為如此，讓「產業自律」被許多人視為是最佳的替代管

制手段。畢竟，產業的「圈內人」應比其他業外人士更了解何種資訊是交易所不可

或缺，應於交易前揭露，何種資訊對交易有礙，故應預先全然禁止之。在減輕競爭

主管機關管制資訊取得成本的同時，「產業自律」亦同時實現了法明確性與降低交

易成本的利益，可謂二全其美的作法62。但如同「資訊」的「雙面刃」性格，在缺

乏競爭法監督機制的情況下，「產業自律」同時也可能是同業間形成產業共識，制

定市場產品或服務規格，延緩創新競爭，以保障同業利益的平台63。實務及學理上

也發現，自律組織在許多情況下，並不會揭發或制裁組織成員違反自律規定之詐騙

或不當執行業務行為，特別是當揭發將使自律組織在消費者心目中形象大創時；相

                                                      
61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4-5 點。 
62 行業自律較公部門的管制可能更有彈性，也比較不會影響行業創新和消費者的選擇。另外，

行業自律的管制成本大部分由被管制市場內部來加以承擔。James C. Miller III, “The FTC and 
Voluntary Standards: Maximizing the Net Benefits of Self-regulation,” 4 Cato J., 897-898 (1985).  

63 Id., 900.; Anthony Ogus, “Rethinking Self-Regulation,”  15 Oxford J. Legal Stud., 97, 99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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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組織成員則有較強的動機，收買組織不揭發其行為或改變自律規則64。 

五、「資訊不對等」為中心之分析架構運用：「法易

通」與「丹堤加盟」案的再檢視 

(一) 「丹堤加盟案」 

從以上之學理分析架構來看，本案明顯屬於「資訊不對等」問題，除了加盟店

可能因不充分的資訊，作出錯誤的加盟決定，無法實現市場交易效率外，對整體市

場競爭而言，加盟店也將因此而被迫以單一之期待值，作為其所願意支付的權利金

上限，出現加盟市場中的「逆選擇」現象，讓體質不佳的加盟系統，逐漸取代了體

質良好的加盟店。故後續要判斷的，即是不同解決手段選項的評估。首先，不對等

的資訊，是否是決定加盟與否的「相關」資訊，還是單純只是存在於現實中，而加

盟店會選擇與其共存的資訊落差，故並無市場失靈的問題存在？固然，資訊是否

「相關」，於實務上可能有很高的判斷成本；但如同前所描述的，交易過程中之相

關事證或行為，通常具有顯示隱藏資訊的功能。故本案高院法官以未事先揭露的費

用金額，遠低於加盟權利金，故認定不可能影響檢舉人之加盟決定，實係一項值得

作為判斷訊息相關性的合理「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 

若資訊屬於與交易「相關」者，則須進一步判斷的是，有無「市場導向」的手

段選項存在？誠如本文以上所言，一個重視品牌形象的加盟企業，均會重視隱匿訊

息所帶來的負面反噬效果。再從市場參與者所追求者乃「最適」資訊的角度來看，

不同訊息搜尋者，基於不同搜尋資訊之邊際成本與利益所取得的資訊量必然不同。

換言之，市場上資訊弱勢者「弱勢」的程度，彼此間可能存有相當的差異，而非完

全相同。此一現實，創造了市場「有經驗」與「無經驗」加盟者間，進行無償的資

                                                      
64 Javier Núnez, “A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74 Econ. Letters, 91, 95 (2001); Núnez, “Can Self-

regulation Work?: A Story of Corruption, Impunity and Cover-up,” 31 J. of Regulatory Econ., 209, 229 

(2007); Ogus, id. (“[I]rrespective of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SRAs are claimed to have a poor record of 
enforcing their standards against recalcitrant members.”) (citation o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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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散佈或有償的資訊交易行為，讓「無經驗」者得以利用類似「資訊套利」的方

式，來緩合或消弭加盟資訊不對等所生的衝擊。公平會與最高行政法院於本案中認

為，縱使未揭露的費用資訊對本案檢舉人不相關，但因未來仍有「不特定潛在多數

交易相對人」，會因此而受害的看法，顯然未將此一市場自我矯正的可能性列入考

量。 

另外，競爭法的功能，在於判斷同一加盟產業中，是否存在一定數量不同的加

盟系統，而讓與加盟相關之交易資訊，得以透過系統間的競爭出現於市場中。以

「處理原則」的方式來處理資訊不對等問題，固然可以實現「積極要求」手段下，

法明確性提高及交易成本降低之利益，但從本文的分析架構來看，其仍有以下幾項

問題有待克服。 

其一、「處理原則」中所列的必要揭露事項，是否對所有或多數加盟產業中之

當事人均屬「相關」資訊？有無可能不同的事項，對不同產業加盟當事人的「相關

性」不同？其二、當「相關性」問題被忽略，「處理原則」提供了當事人，就實質

上對其「不相關」的資訊，進行事後「投機行為」（Opportunistic Behavior）的誘

因。例如，本案於審理過程中，被處分人即曾舉證主張，檢舉人締約考量重點在於

是否開放加盟、加盟店數是否太少、以及是否收取權利金等問題，自行購買清單及

費用，均非足以影響其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65。被處分人認為，檢舉人之動機在於

利用「處理原則」之規定，為不符合其預期之加盟關係解套。公平會不調查此一主

張合理性的結果，將間接鼓勵事後投機行為。其三，當「處理原則」不考慮相關性

問題時，其實質的效果，類似於政府（公平會）在未能確認不同買方屬性的前提

下，強制賣方（加盟總部）出售經政府所規格化後，具最低產品品質之一項資訊產

品。假設該產品價格（加盟權利金）因公平法禁止差別取價而一律相同時，則對於

具加盟經驗的加盟店而言，「處理原則」限制了這類買方，以較低價格取得訊息較

少（剔除揭露事項中其早已知悉者）產品的機會；相對的，無經驗的加盟店，則可

以以低於在無「處理原則」揭露義務時，其所願意支付取得相關資訊之價格，取得

其所需之加盟資訊，使得長期下來，無經驗加盟店將成為加盟體系中的多數。就最

終產品或服務的品質維護和促銷而言，無經驗加盟店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與訓練，

                                                      
65 98 年度訴字第 2637 號判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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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和有經驗加盟店同等水準。故從加盟總部和消費者的角度而言，這也可能

是一種無效率的「逆選擇」現象。 

或有認為本節之分析，較屬於對法政策面的分析與批評，公平會的處分，則是

依既定實體法規，依循以往之執法原則所為之法律判斷，故不應以前者來否定後

者。此一看法，並不正確。因為本文以上所提，均可納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效果要件判斷過程中。只是公平會過去一直以加盟資訊揭露係

屬「不公平競爭」的議題，及強調「行為不法」不需考慮市場結構問題等考量，使

得這些實質市場效果的評估並未受到該有的重視。 

(二) 「法易通」案 

從本文的論述可知，律師業管制及自律之競爭法問題，應從律師與當事人間之

資訊地位落差，以及因「資訊」之「公共財」色彩，而產生之從業誘因不足的問

題，來加以思考。就後者而言，傳統的看法認為，好的律師，除了能保障當事人的

權益外，也有利於建立更優質之法律原則與制度，成為國家的無形資本財，但由於

這類利益通常無法排除委任當事人外之第三人免費享有，基於不被搭便車的考量，

對社會有利之律師服務供給量，將可能因此而低於最適水平66。傳統論點認為，必

須有市場機制外的管制措施，以確保法律服務提供能符合社會整體的需求水準。 

作為一項專門職業，不可否認的，律師與當事人間有高度的資訊不對等問題，

而學理上也常將其視為是一種「信任財」67。特別是「信任財」的生產過程，若高

固定成本的投入所占比重很高，更會讓市場因「搭便車」而產生之「公共財」問題

更加明顯。律師的養成過程，從接受法學教育到通過證照考試等，其所涉及固定成

本的投入比重，可能均高於取得資格後，因執業行為所生之邊際成本。故在「公共

財」的理論下，若未能妥適控制律師服務市場中之「搭便車」問題，競爭的結果，

將使市場之律師收費偏低，無法回收此一部分之成本投入，而讓優秀法律人不願投

入律師工作，造成國家之福利損失。 

                                                      
66 See W. M. Landes & Richard A. Posner, “Legal Preceden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19 J. L. & Econ., 249 (1976).  
67 Darby & Karni, supra note 42,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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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財」理論所關切者，若是律師個案服務所提供之資訊，將會被他案未付

費之當事人利用在訴訟中，則以個案事實與所涉爭點的高度差異性，筆者懷疑問題

出現的機率與嚴重程度有多高。若是指律師將因為所提供之法律服務，及其對國家

建立更公平法治社會的利益，他人均得無償享有，而降低提供法律服務的意願，則

筆者更加懷疑，會有多少法律人把這種「公益」享受的無法排他，提高至其決定是

否從事律師行業的考量過程中。故本文認為，「法易通」案最關鍵的競爭法爭點，

仍在於律師市場中之競爭，將因「資訊不對等」問題，而影響律師回收固定成本投

入及從業意願的程度，以及公會自律規約和此一問題的關係上。 

首先，由於律師服務「信任財」的特色，讓多數人認為「產業自律」是其中最

適當的管制選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信任財」特色所代表的意涵，也是當律

師公會基於會員集體利益，而選擇悖離自律精神的作為時，一般大眾也很難或無從

察覺其對自身權益的影響為何。這也是何以本文之前於探討「高權行為」時，強調

不能以組織之特殊或非商業性等特質，「由上而下」式的認定後續之相關作為，必

與市場競爭無關，而應以組織之作為，若有限制競爭之虞時，有無足夠之制度與法

規設計得以維持市場的競爭作為判斷標準。 

其次，律師公會雖具有法律的專業，但當倫理規範產生與市場競爭間之衝突

時，卻看不出就「競爭法」部分，有具說服力的論述。由本文之架構來看律師公會

的訴願理由，由於所有法律服務提供管道，均存在著律師違反利益衝突與保密規定

的可能性，而違反的律師，通常也會因此而接受其他法律嚴格的制裁。公會若擬以

此一理由，禁止律師提供網路法律服務，則應進一步說明，何以網路及電信的法律

諮詢，會讓利益衝突或洩密問題嚴重惡化，達到須以「事前」的全面管制來取代

「事後」的個案制裁？ 

由於律師公會已將本案定位是自律範疇內之事項，故並未考量手段選項的問

題。但從競爭法的角度來看，解決「資訊不對等」問題，應優先考量市場競爭是否

能讓市場資訊更充分與對等。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Bates 案所言，即使市場中

有少數不肖律師，「但市場尚有成千上百坦率與誠實的律師…基於已身之利益…將

協助揪出違反當事人信賴的律師68。」另外，律師與委託當事人間亦可透過委任契

                                                      
68 433 U.S.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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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約定，來達到間接揭露資訊，以及在二造間分配資訊不對等風險之目的。「勝

訴酬金」（Contingency Fee）約款，即是其中一項例子。再者，誠如上述關於「丹

堤加盟」案中的分析，以「信任財」一語作為管制之依據，忽略了之前所提之資訊

不對等程度差異性，以及可能發生在法律訊息較多與不足者間，透過市場進行訊息

分享與交換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網路或電信的法律服務，具有提供更多元

取得法律資訊管道，以降低資訊落差的顯著功能。而不少的實證研究也支持網路廣

告不僅具有降低市場專業服務使用者比價的成本，最終亦將促進市場價格的下降

69。對律師而言，網路廣告競爭雖有可能降低市場收費的效果，但其也讓律師提供

更多元化的法律服務的管道，使律師更有可能依不同類型的服務需求者，收取不同

的律師費用，增加客戶數，壓低執業的平均成本，進而擴大執業利潤，而更有機會

保障會員回收固定成本，維持或提昇律師的從業意願。 

六、結論 

有感於傳統典型的分析方法在說理上的侷限性，以及過度強調管制之必要性，

而未能同時顧及市場本身回復競爭的功能，本文以「丹堤加盟」及「法易通」二案

為例，嘗試從經濟學對「資訊不對等」理論的討論，建構出一項不同的分析架構，

期能更清楚的呈現「競爭法」在處理涉及「資訊不對等」問題時，所應聚焦的議

題。綜言之，筆者期待本文能提供以下二項貢獻： 

(一) 以「資訊不對等」的經濟分析作為二案共同的分析架構，本文例示了只要能確

立公平法的立法目的在於排除市場競爭障礙，讓市場重拾其自我矯正之機能，

公平法是可以建立更具內部一致性之執法標準，讓公平會避免陷入「限制」v.

「不公平」競爭，「行為」v.「結構」管制的爭議與糾葛中。本文所建議之分

析架構，對於爭議之定性與解決手段之選項，抱持較為開放的態度，並主張競

                                                      
69 See Jeffrey R. Brown & Austan Goolsbee, “Does the Internet Make Markets More Competitive? 

Evidence from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110 J. Pol. Econ., 481(2002); Erik Brynjolfsson & Michael 
D. Smith, “Frictionless Commerce? A Comparison of Internet and Conventional Retailers,” 46 
Management Science, 563 (2000); James C. Cooper, “Price Levels and Dispersion in Online and Offline 
Markets for Contact Lenses,” http://www.ftc.gov/be/workpapers/wp283revised.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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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主管機關，應從「效果」與「功能」的角度，來決定最後的法律判斷結論與

規範手段。與典型分析方法之以形式立法例的不同為據，預定資訊揭露之權利

與義務人，以及規格化應行揭露訊息的類型相較，本文架構較能貼近競爭法在

保護市場「競爭」而非「競爭者」的基本精神。 

(二) 本文架構將「法易通」案拉回「競爭」的評析光譜中，除突顯律師公會過於依

賴「產業特殊性」與「公益」等「管制」論證，卻無法客觀中立的說明，何以

限制法律服務的類型，是與公平法立法意旨相符的問題外，以市場效果為基礎

的分析架構，也可避免該案論證所隱含之職業價值不對等及社會階級化之爭

議。從本文的架構看待專門職業自律規範在競爭法下的定位，更可以讓政策制

定者有機會評估「專業」背後的成因與必要性。如果資訊的競爭有利於改善一

般民眾與律師間之資訊落差，避免律師濫用資訊優勢，則現行嚴格限制律師考

試的通過率，其理由何在？讓法律成為一項繁雜，且非投入相當資源學習將不

得其門而入的學問，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與提昇整體社會福利所「相關」？換

言之，存在於律師及當事人間之委任「不對等」的法規資訊中，有多少是國會

在利益團體的遊說下，「政府誘引」（Government-Induced）的立法產物？

「產業特殊性」或「公益」等論證理由，並無法對這些引申之政策議題，提供

具體可操作的評估指標。 



8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牛曰正，資訊揭露與公平交易法，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 13 版 (2011)。 

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濟法，

第 27 期 (2011)。 

陳志民，「To Sylvania and Beyond!：一項分水嶺判決之理論建構及延伸觀點」，公

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 (2011)。 

陳愛娥，「行政罰的違法性與責任」，收錄於廖義男主編，行政罰法，元照出版公

司 (2007)。 

楊宏暉，「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前資訊揭露義務－兼論丹堤咖啡加

盟案」，公平交易季刊，第 21 卷第 3 期 (2013)。 

劉世南譯，貝瑞•史瓦茲（Barry Schwartz）著，只想買條牛仔褲－選擇的弔詭，天

下雜誌出版 (2004)。 

外文部分 

Akerlof, George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 J. Econ. (1970). 

BBC News UK, “Supermarket “lawshops” to sell legal services,” http://www.bbc.co.uk/ 

news/uk-15187154?print=tru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Brown, Jeffrey R. & Goolsbee, Austan, “Does the Internet Make Markets More 

Competitive? Evidence from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110 J. Pol. Econ. (2002). 

Brynjolfsson, Erik & Smith, Michael D., “Frictionless Commerce? A Comparison of 

Internet and Conventional Retailers,” 46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Buchanan, James M. & Stubbline, Wm. Craig, “Externality,” 29 Econometrica (1962). 

Cooper, James C., “Price Levels and Dispersion in Online and Offline Markets for Contact 



 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 89 
 

Lenses,” http://www.ftc.gov/be/workpapers/wp283revised.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 10/3. 

Cooter, Robert & Ulen, Thomas, Law and Economics, 3rd ed. (2000). 

Darby, Michael R. & Karni, Edi, “Free Competition and the Optimal Amount of Fraud,” 

16 J. L. & Econ. (1973). 

Emons, Winand, “Credence Goods and Fraudulent Experts,” 28 RAND and J. Econ. 

(1997). 

European Commission, “Invitation to Comment-Regulation in Liberal Professions and Its 

Effects: Summary of Responses,”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ectors/professional_ 

services/studies/summary_of_consultation_responses.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 

10/4. 

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 

2004:0083:FIN: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Google Agrees to Change Its Business Practices to Resolve 

FTC Competition Concerns in the Markets for Devices like Smart Phones, Games and 

Tablets, and in Online Search,” http://www.ftc.gov/opa/2013/01/google.s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9/30. 

Heremans, Tinne,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EU Internal Marke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2012). 

Kim, Sung-Hwan, “ Predatory Reputation in US Airline Markets,” 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9). 

Landes, W. M. & Posner, Richard A., “Legal Precedent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19 J. L. & Econ. (1976). 

Miceli, Thomas J. & Segerson, Kathleen, “Contingent Fees for Lawyers: The Impact on 

Litigation and Accident Prevention,” 20 J. Legal Stud. (1991). 

Miller III, James C., “The FTC and Voluntary Standards: Maximizing the Net Benefits of 

Self-regulation,” 4 Cato J. (1985). 

Nelson, Philli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78 J. Pol. Econ. (1970). 



9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Núnez, Javier, “A Model of Self-regulation,” 74 Econ. Letters (2001). 

Núnez, Javier, “Can Self-regulation Work?: A Story of Corruption, Impunity and Cover-

up,” 31 J. of Regulatory Econ. (2007). 

OECD, “Competitive Restrictions in Legal Professions,” http://www.oecd.org/dataoecd/ 

12/38/40080343.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3/10/4. 

Ogus, Anthony, “Rethinking Self-Regulation,” 15 Oxford J. Legal Stud. (1995). 

Peterson, Alan, Lawyers and the Public Good: Democracy in Action? (2012). 

Shapiro, Sidney A. & Tomain, Joseph P., Regulatory Law and Policy: Cases and 

Materials, 3rd ed. (2003). 

Winston, Clifford, Crandall, Robert W., & Maheshri, Vikram, First Thing We Do, Let’s 

Deregulate All the Lawyers (2011). 

Zacharias, Fred C., “The Myth of Self-Regulation,” 93 Minn. L. Rev. (2009). 



 競爭法下之「資訊不對等」問題－以「法易通」及「丹堤加盟」案為例之分析架構 91 
 

 

Information-asymmetry Problems under Competition Law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Studies of Life Law and Dante Coffee 

Chen, Andy C.M 

Abstract 

Using LifeLaw and Dante Coffee as examples, we discuss and analyze how 

competition law could be properly applied to address the anticompetitive problems in 

industries color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lying on the insights from information 

economics, we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analysis of those problems under a more coherent 

framework that is equally applicable to both antitrust and unfair-competition case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ationale underlying the lawyer’s ethical codes and 

the franchisor’s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re in essence a response to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 existing in both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arious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competition law in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should be evaluated 

by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could narrow the informational gap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competition agency and the courts should approach the information-asymmetry 

problems in Dante Coffee by first determining the “relevance” of the concealed 

information to the franchisees’ business decisions. Regarding LifeLaw, the cost and 

benefits from various regulatory means, self-regulation included, should be compared to 

establish an optimal regulatory regime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A framework focusing excessively on legal formality and logical 

correctness could induce inefficient regulations and opportunistic activities in franchise 

markets. In addition, inappropriately prohibiting or restraining lawyers from using more 

efficient channels to disseminate their service information could leav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problem unimproved or exacerbated. Consumers would thereby continu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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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ed to the risk of being defrauded by unethical lawyers. 

Keywords: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mpetition Law, Franchise, 

Unfair Competition, Concerted Actions, Ethical Codes, Online Legal Services, 

Credence Goo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