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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定位，以及各種「相對優勢地位濫

用行為規範」之介紹，俾供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修正或立法之參考。首先，著

重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具體濫用行為類型來加以說明，並介紹日本獨占禁止法對於

適用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相關案例。其次，分析「相對優勢地位」規範於主要競爭

法國家產生之原因，如德國、法國、韓國之法制，並對其規範內容進行比較說明。

最後從我國規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觀點，分析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處理原則

在規範與操作「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概念之問題，其中分別介紹大型流通事業

之購買力濫用、連鎖加盟業之資訊揭露義務，以及金融事業濫用相對經濟力之行

為。在修法建議方面，參考日本於 2010 年 11 月頒訂之「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優勢地

位濫用之處理原則」，及參酌相關學說與實務見解，提供法條修正草案，冀能提升

我國競爭法制之完善。 

關鍵詞：日本獨占禁止法、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資訊揭露、大型流通事業、連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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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運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概念已十

餘載，從早期何之邁教授、吳秀明教授分別引進法國、德國的「經濟上從屬關係、

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依賴性理論」等概念後，近年則有黃銘傑教授、顏廷棟教授，

分別介紹日本獨占禁止法在運用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之相關具體內容。我國公平

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在實務方面亦已採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概

念，並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規

定：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內容為「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

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

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市場機能失靈供需

失衡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

式，從事交易之行為。2.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以此作為原則

性規定，其另有各相關處理原則分別針對不同產業類型，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作補充性的規範，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

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價金給付案件之處理原則」等，故在特殊的交易情形或產業

類型時，應由補充規定優先適用。因此，有學者將上述公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定

位成諸多處理原則中之「基礎處理原則」，對本條之概念、要件、行為類型與適用

原則等基本事項加以闡明，具有法律適用時總則性規範之實質意義1 。 

我國公平會最早適用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案例情形，例如流通事業不當向

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問題；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交易過程中，涉有隱匿或遲延

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於天災或非常狀態，導致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之

際，事業趁機囤積相關民生物資或哄抬其價格之情事，均屬公平會處罰過之案例，

但其中法律適用上確有諸多疑義，違法行為如何認定，亦遭到許多學者批判且見解

相當不一致。縱使頒訂公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之規定，但仍未解決「濫用

                                                      
1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30-3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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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地位」定義之問題，亦即如何形成相對優勢地位、具體濫用行為手段等作

出明確規範。故本文嘗試釐清我國各該處理原則對於「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問

題，以及實務操作上的不一致之處，並介紹日本公平會頒訂之「獨占禁止法上有關

優勢地位濫用之處理原則」所採用的判斷內容，提出若干修正建議，以供公平會參

酌。 

二、日本獨占禁止法 

有關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在國內已有學者對此進行

相關介紹2，故本文在條文要件及規範定性上僅作簡單之說明，其內容將著重於日本

公平會於 2010 年公布之「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優勢地位濫用之處理原則」相關內容

加以介紹。 

(一) 日本獨占禁止法規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現狀 

1. 規範定位與體系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2 條 9 項對不公平交易方法設有定義規定，而定義方法有兩

種，第一種是在第 2 條 9 款直接定義下，從 1 款到 5 款規定五種行為，稱之為法定

的不公平交易方法，其中包含共同的拒絕交易、差別定價、不當廉售、限制轉售價

格、優勢地位的濫用；第二種是在第 6 款所定義之行為下，該當於第 6 款第 1 目至

第 6 目的行為，且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由日本公平會所指定者。其所謂「有阻礙

公平競爭之虞」係對應於私的獨占、不當的交易限制及企業結合規範的「競爭的實

質上限制」之實體性規範基準，並稱為公平競爭阻礙性3。而做為該同條項的一般指

定，修正前第 14 項所規範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於立法之初，執法實務對於該濫

                                                      
2 可參考，顏廷棟、余朝權，「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公平交易季

刊，第 14 卷第 4 期 (2006)；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
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9卷 2期 (2011)。 

3 川濵昇等著，べーシック経済法－独占禁止法入門，3版，有斐閣，162-16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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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禁止規定，僅係將其定位為補充規範之性質，僅在不成立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方法

違法類型之時，始有適用本規定之餘地4。2009 年獨占禁止法修正後，現行法第 2

條 9 項 5 款之內容，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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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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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規範內容部份，可看出係完整的從舊的一般指定移植到現行法，另就同法第

2 條 9 項 6 款 5 目另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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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日本公平會指定之行為類

型者。」，鑒於新型態的濫用類型不斷產生，此概括規定保留一定的執法空間作為

因應。 

2. 公平競爭阻礙性 

現行獨占禁止法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體系，由該法第 2 條第 9 項各款觀

之，包含前 4 款的「不當的競爭手段」及第 5 款的「不當的利用交易地位」兩種相

異性格之違法態樣，惟於同法該條項之同一規範架構下，不論係何者均須具備「公

平競爭阻礙性」之實質要件5。向來多數學說係基於「競爭不完全性」之觀點進行說

明，近年學說則出現基於市場失靈之一種的「資訊不完全性」觀點來說明優勢地位

的濫用規制，於經濟學者中亦可看到採取同樣之立場。對於「競爭不完全性」部

分，根岸哲教授認為，基於 1982 年（昭和 57 年）的獨占禁止法研究會報告指出之

「自由競爭之狀態、競爭手段的公平性、自由競爭的基礎」三要點來掌握，就交易

                                                      
4 顏廷棟，前揭註 2，108。 
5 顏廷棟、余朝權，前揭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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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關於交易的承諾與否及交易條件，透過自由且自主上的判斷來進行交易，此部

分就是侵害自由競爭的基礎。換言之，優勢地位濫用規定的意義在於，具優勢地位

者壓抑相對人的自主性，進行強制對方接受不當且不利益條件的濫用行為，其加以

規制之理由在於若不把各當事者自主性交易作為基礎，則形成公正且自由競爭秩序

之目的將難以達成6。另外，在「資訊不完全性」的學說觀點上，大錄英一教授指出

關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係進行特殊關係投資情形的契約不完備性（契約失敗）之問

題，把契約不完備性之原因作為資訊不完全性的見解，則資訊不完全性係市場失靈

的一種類型。所謂資訊不完全性並非僅指資訊的不對稱性，亦指因為缺乏將來的資

訊，而無法順利作成契約的不完備性原因。在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制上，於進行特

殊關係投資造成「鎖住」或稱「陷入」（Lock-In）的情形，定位成規範默示契約違

反的「箝制問題」（Hold-Up Problem）7。對於不完備契約的問題，有認為可利用

「商譽」及「人質」（Hostage）之方法，前者係繼續性交易關係之當事人間，若一

方違反契約內容，可能造成其自身交易信賴關係的減損，之後欲轉向與其他人交易

時，勢必產生相當的困難；後者係在具有轉作它用較為困難的機器設備或持有之股

份，由交易雙方平均分擔，當在勢均力敵的狀態下，若有一方為了短期利益而採取

投機行為時，將造成人質無法回收的損失。因此，「商譽」及「人質」可以提供雙

方在採取投機行為時，將失去原本契約利益，由此作為默示契約的交易原因8。因

此，當交出「人質」的只有一方當事人時，即發生投機行為的危險性，而相對優勢

地位乃油然而生，惟對此種要求雙方當事人出示「人質」的作法，有學者認為在經

濟資源分配效率上並不可行9。 

                                                      
6 中里和浩，「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の現状及び今後の課題─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の

問題を中心として」，経済科学論究，第 8 号，144 (2011)。 
7 黃銘傑教授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一不同意見書，註 17 提到，「Hold-Up」在經濟

學上稱此一從經濟效率上理應投資而實際上未行投資的現象，學林出版，189 (2002)。另「所謂經
濟學上「人質」 (Hostage) 之觀點，係指當事人從事「關係特殊性投資」 (Relationship-
Specificinvestment) 之結果，其長期以來累積之市場資訊、產銷技術，通常未能適用於其他交易相
對人，因此形成之「人質」效果。參照顏廷棟教授、余朝權教授合著之「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

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 14卷第 4期，4 (2006)。 
8 中里和浩，前揭註 6，145。 
9 黃銘傑，「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與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

書，學林出版，19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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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違法構成要件 

關於違法構成要件上須判斷「優勢地位、正常的交易習慣、濫用行為」，其中

優勢地位之判斷，參酌日本公平會於 2010 年 11 月公布的「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優勢

地位濫用之處理原則」，其內容係綜合實務與學者之意見所作成，此就優勢地位之

認定提出若干判斷方式，且不限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大企業之間或中小企業之間

若有濫用優勢地位之情形者亦同，以下簡單說明之10： 

(1) 交易依存度 

交易依存度係指交易或經濟上的依賴關係，計算上只要以依賴事業的全部營業

額扣除依賴事業對被依賴事業的營業額，若具有高度依賴性之情形，因為具有較高

的交易上必要性，則依賴事業若與被依賴事業產生繼續上交易困難之時，容易造成

事業經營上較大的障礙。 

(2) 市場地位‧交易順序 

有關優勢事業的市場地位，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或交易順位的情形，依賴事

業能期待與被依賴事業交易，進而增加交易數量及交易額，此同樣因為具有較高的

交易上之必要性，則依賴事業若與被依賴事業產生繼續上交易困難時，容易造成事

業經營上較大的障礙。 

(3) 交易相對人變更之可能性 

對於依賴事業的交易相對人變更之可能性，須考慮和其他事業的交易開始及交

易擴大的可能性，以及與被依賴事業有關聯的投資等。若和其他事業的交易開始或

交易擴大是困難的情形，亦或進行和被依賴者交易有關聯的多額投資之情形，因為

和被依賴者進行交易的必要性高，則依賴事業若與被依賴事業產生繼續上交易困難

時，容易造成事業經營上較大的障礙。 

(4) 其他交易必要性的具體事實 

其他與被依賴事業交易必要性的具體事實，係考慮與被依賴事業的交易額、被

                                                      
10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hourei.files/yuuetsutekichii.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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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事業今後成長的可能性、成為交易對象所經營的商品或勞務之重要性、確保依

賴事業的信用，兩者事業規模的不同等。 

至於是否符合正常的商業習慣，應從各個事件個別地判斷，目前日本法院的審

決‧判例或日本公平會的處理原則在判斷上有下列幾點考慮事項：(一)就該交易條

件給予相對人不利益之程度；(二)該交易條件是否廣泛的使用；(三)該交易條件是否

明確可預見；(四)請求交易相對人該交易條件的情形‧過程；(五)和交易相對人之合

意或同意之有無等11。 

4. 違法行為之導正 

對於違反獨占禁止法之行為，主要的法律效果可區分為刑事上、行政上以及民

事上之法律效果，本文礙於篇幅僅介紹行政上的法律效果。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上違

反行政上的法律效果主要分為「排除措施命令」的行政處分及「課徵金」的計算繳

納，而在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方面，於 2009 年修法後亦加入課徵金之行列，分述

如下： 

(1) 排除措施命令 

排除措施命令係日本公平會對於具有違反行為之事業者或團體等，為了命令停

止該行為或排除違法狀態的必要措施，而作的行政處分，目的在於回復競爭秩序，

防止該行為再次發生。而受該命令之事業者，只需客觀上具有該等違反行為，不問

故意、過失、期待可能性及對於違法行為認識之有無。此外，排除措施命令之內容

縱係命令刪除契約條項，其本身並不直接的影響私法上的契約關係12。 

該命令應以文書為之。而該排除措施命令書，應揭示違法行為之排除或排除該

違法行為之必要措施、日本公平會認定之事實及法令之適用，最後於該排除措施命

令書之謄本送達至應受送達名義人時，發生效力。另外，日本公平會為排除措施命

令之處分前，應賦予被處分人陳述意見及提出證據之機會（同法第 49 條），此項

規定為 2005 年修正時增加的「排除措施命令的事前通知」，此種事前行政程序於

                                                      
11 金井貴嗣等著，独占禁止法，3版，弘文堂，335 (2010)。 
12  金井貴嗣等著，前揭註 11，473-474。根岸哲編，注釈独占禁止法，有斐閣，125-12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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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規定有「意見聽取」及「辨明機會」等二類型，前者屬較正式之程序，

後者屬非正式程序，故 2005 年修正之排除措置命令的事前通知程序，其定位屬二

者之間13。 

(2) 課徵金制度之導入 

所謂課徵金係從違反獨占禁止法一定行為的事業者，國家徵收一定之金額的制

度，於獨占禁止法第 7 條之 2 設有明文規定，該制度係於 1977 年（昭和 52 年）修

法之際被導入，因為當時卡特爾事件層出不窮，以審決命令的排除措施僅能讓卡特

爾行為向將來廢除，因此透過卡特爾之實行所得利益仍殘留於卡特爾參加者之手

中，成為允許卡特爾「做即有得」之狀態。為回應這個批判，課徵金制度因而被創

設14。宇賀克也教授指出「此制度，被定位為具有剝奪不當得利之性格，日本公平

會對課徵與否並無裁量權，必須命令繳納依法定計算方式所算出之課徵金數額。具

體而言，係以卡特爾實施期間中，對象商品販賣所得金額乘以以經常利益率為基礎

之一定比率，將其得出數額之二分之一擬制為起因於卡特爾之不當得利。據此，使

日本公平會具有執行法之重要手段。但，此不意謂獨占禁止法之抑制力就一躍千

丈」15。 

另外，針對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部分，於 2009 年修正時，課徵金適用範圍更加

擴大。排除型私的獨佔（計算比率原則為 6％）、不當廉售、差別對價、拒絕共同

交易及維持轉售價格之強制，重複同一違犯類型時（三者計算比率之原則為 3

％）、為濫用優勢地位中之一定類型（強迫販賣、給付遲延等）情形者（計算比率

為 1％），均為課徵金對象16。 

                                                      
13 宇賀克也 (范姜真媺 翻譯)，「日本獨占禁止法法執行之變遷」，2010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學術研討會系列之一，10 (2010)，參見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網站，http://www.iias.sinica.edu.tw/ 
upload/conferences/20100522/temp/20100522-0b.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8/14。 

14 久保成史・田中裕明，独占禁止法講義，2版，中央經濟社，45 (2010)。 
15 宇賀克也 (范姜真媺 翻譯)，前揭註 13，2。 
16 宇賀克也 (范姜真媺 翻譯)，前揭註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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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圖一、課徵金計算率17 

關於濫用優勢地位之課徵金計算，相當於以違反行為期間中的營業額及採購

額，換言之，不只是濫用行為的對象商品，違反事業者和受到濫用行為的交易相對

人間的交易額，對違反事業者而言，即是營業額及採購額的合計金額。故參照同法

第 20條之 6規定：「事業為違反第 19條規定之行為（以符合第 2條第 9項第 5款

且繼續者為限）時，日本公平會須依第八章第二節規定之程序，命令該事業向國庫

繳納，依政令規定之方法18，計算在行為日起至行為終止日止之期間（如期間超過

三年時，則為自行為終止日回溯之三年期間），與行為對象間之營業額（如行為係

對接受商品或勞務供給之對象為之時，則為與行為對象間，依政令規定方法計算之

採購額；行為對象有複數時，則為與各行為對象間，依政令規定方法計算之營業額

或採購額的總額）乘以百分之一後的課徵金。但金額不滿一百萬日圓時，不得命令

繳納之」19。 

                                                      
17 參見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dk/seido/katyokin.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3/7/18。 
18 政令，指內閣所制定公布之命令，有的規定憲法及法律之實施所必要之細則，有的則是基於

法律之委任而制定。參見李純如，「有關國定假日之日本立法例」，月旦法學教室，第 76 期，
123 (2009)。 

19  條文中譯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 
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3，最後瀏覽日期：201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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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二、排除措施命令與課徵金20 

(二) 相對優勢地位常見濫用行為類型 

在濫用行為類型的歸納上，雖然不脫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所例示的

各種行為態樣，惟此規定應如何適用到社會廣泛之經濟行為類型，換言之，在產業

具有多樣化的情況之下，法規適用之體系與性格均有所不同，是否套用同一標準即

有疑問，不過在實證上，優勢地位濫用之情形卻是越來越多，足見規範優勢地位濫

用在實務上的重要性，故可藉由實務累積之案例一窺目前法規的適用情形。本節將

常見的濫用行為類型做整理，並對於相關內容進行說明21。 

                                                      
20 金井貴嗣等著，前揭註 11，472。 
21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hourei.files/yuuetsutekichii.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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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制購買 

規範優勢地位濫用的強制購買類型係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第

1 目，除學者廣泛介紹之三越百貨事件及三井住友銀行事件的代表案例之外，在近

年實務上則有「山陽マルナカ事件」22，山陽マルナカ係經營食品、日用雜貨、服

飾的零售業者，大多數由供貨業者或製造業者直接提供，其營業額相較於週邊的百

貨業及超級市場係最大的零售業者，且就食品方面係該區域零售業中營業額所占比

例最高之事業，山陽マルナカ於販賣聖誕節相關商品時，事先就每個採購部門設定

聖誕節相關商品的目標販賣數量，由採購負責人對特定供貨業者要求：(1)發送訂購

單，要求訂購聖誕節相關商品的最低數量，(2)根據與零售業者的交易額，對每個特

定供貨業者表示聖誕節相關商品的採購數量，來請求購買。而受到此請求的特定供

貨業者，為了與山陽マルナカ進行繼續交易的處境上，不得不接受其要求，而購買

聖誕節相關商品，被日本公平會認定具有濫用優勢地位之情形；「カラカミ觀光事

件」23，此案例的觀光旅館連鎖業者─カラカミ觀光股份有限公司係北海道地區營業

額及住房量最大的觀光旅館，在其經營的六家觀光旅館，為確保淡季時的營業額，

對於供貨業者（包含提供食材、日常用品、衣物、廣告、人力派遣等）以書面要求

購買一定數量的「限期使用之住宿券」，並重申若不購買將影響長期的供貨交易等

方法，造成供貨業者不得不接受其要求，而被日本公平會認定具有濫用優勢地位之

情形。 

由此，日本公平會歸納出數種強制購買的利用手段供作參考，如：停止交易、

減少交易數量、請求有組織性或計劃性的購買、反覆的要求購買或逕自將商品送

達、要求對方介紹可購買的相對人等。 

2. 請求贊助金、派遣業務員或其他經濟上利益 

近年之實務案例有「ロイヤルホームセンター（Royal Home Center）事件」
24、「島忠事件」25，該案例係涉及獨占禁止法第 2條第 9項第 5款第 2目，對於請

                                                      
22 平成 23年 (措) 第 5號。 
23 平成 16年 (勧) 第 3號。 
24 平成 22年 (措) 第 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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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贊助金及強制派遣業務員之利用手段多數係發生於大規模零售業，另外尚應注意

者，在贊助金及派遣業務員方面，前者強調負擔額、計算根據、用途之明確性；後

者亦以派遣情形、派遣條件之明確，並有無超出相對人可負擔之範圍或事前可否預

見，以及相對人能得到直接之利益，例如為了於廣告中刊登供貨者之商品，請求供

貨者贊助一部分金額，此對於供貨者之商品有促進販賣之功效，可謂直接之利益，

但不包含間接之利益，此等直接之利益若符合正常之商業習慣，則不認為構成優勢

地位濫用之問題，同樣地，於派遣業務員方面銷售供貨商之商品亦同。 

另所謂其他經濟上利益係贊助金及派遣業務員以外之情形，例如無償的使用著

作權、提供商品制作的模板，或轉嫁責任給供貨商（含製造商）等。 

3. 拒絕受領、不當退貨、給付遲延、減少價額 

此類型係規定於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第 3 目，具有四種例示行為態

樣，除此之外亦包含各種給予相對人不利益之行為。以下就相關重點分別說明之

26。 

(1) 拒絕受領 

在拒絕受領這種濫用行為類型上，應注意若係從交易相對人接受勞務提供之契

約，對於該勞務提供之全部或一部拒絕受領時，此屬於「給予交易相對人其它之不

利益」的這種實施或變更交易條件之類型，而非適用拒絕受領。此外，拒絕受領的

例外情形，依據日本公平會的處理原則列舉三種情形，a.商品有瑕疵、供貨之商品

與訂購之商品不同時、未依供貨期間而致販賣目的難以達成，且可歸責於供貨者

時；b.事前約定不受領情形之條件，而違反該條件時；c.事前得相對人同意且願負擔

拒絕受領時通常所生之損失。在這三種情形均不構成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而非濫

用優勢地位。 

(2) 不當退貨 

在不當退貨此種情形大致與上述拒絕受領相同，其例外情形上應注意從受領該

                                                        
25 平成 21年 (措) 第 7號。 
26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jftc.go.jp/hourei.files/yuuetsutekichii.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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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日的相當期間內，審酌該事由一般認為係相當的範圍內進行退貨，此處的相

當期間應從個案判斷，例如可以直接的發現瑕疵之商品及與訂購商品不符之情形，

其相當期間在判斷上亦分別處理。但是在相當期間退貨之情形，並非毫無限制，例

如同樣以瑕疵之商品及與訂購商品不符之情形，若與其他無瑕疵或符合訂購商品一

併退貨時，則仍構成不當之退貨。 

(3) 給付遲延 

給付遲延之類型除了不按契約所定之給付期間給付外，對於單方性的訂定較遲

的給付期日及恣意的推遲給付期日之情形，亦屬濫用優勢地位之情形。例如恣意的

不查收商品為由，而推遲給付貨款之情形。 

(4) 減少價額 

對於減少價額之情形，除給付商品有瑕疵或與訂購商品不符時可以請求減少價

額，此外對於減少價額之請求係對價額進行協商之一環，而一般認為係反映供需關

係之情形時，則不構成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非屬濫用優勢地位。 

(5) 設定其他不利益於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於不符前述「拒絕受領、不當退貨、給付遲延、減少價額」，這四種情形時始

有適用，在實務上之案例則有「單方的決定交易對價、不當的請求重新給付」這兩

種類型，前者除就判斷交易雙方是否有進行足夠之協議外，尚須審酌和其他交易相

對人之對價相比是否有差異性，是否是低於交易相對人的一般採購價格，和通常採

購價格或販賣價額的差別情形，交易對象之商品或勞務之供需關係等為綜合性的判

斷；後者則係商品或勞務給付之後，又請求重新給付之情形，惟商品或勞務給付前

若變更給付內容，與當初給付內容相異之情形時，亦屬優勢地位濫用之問題。 

近年代表案例則為「日本 Seven Eleven 便利超商加盟案」27，本案例中之加盟

店大多依賴加盟業主推薦之商品及供貨廠商並普遍接受加盟業主之經營輔導，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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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平成 21年 (措) 第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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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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對加盟者而言，若不能與日本 Seven Eleven 公司繼續交易將產生經

營上較大的障礙，而不得不遵從其要求之情形，可認定日本 Seven Eleven 公司對其

加盟店擁有相對優勢地位，並限制加盟店之營業自主權，影響其自身合理上的經營

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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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此該當舊一般指定第 14 項第 4 款，即現行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5 款第 3 目的「實施、設定、變更不利益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日本

公平會並依同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作出停止相關違法行為的排除措

施命令。 

三、主要國家競爭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主要國家競爭法在規範相對優勢地位的內容上略有差異，本文挑選德國、法

國、韓國為其代表，由於學者對於各國規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多已撰文介

紹，故本文僅簡單說明各國競爭法形成「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內容、原因，以及

規範定位為何，並就各國差異進行比較分析。 

(一)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1. 相對市場力量之管制原因 

由於買方市場力量（Nachfragemacht）崛起，1970 年代末期開始，德國在若干

產業市場結構由生產者主導，逐漸轉變為由強勢之買方事業支配市場與交易之條

件，並以銷售民生用品與食品之全國連鎖大型超商或百貨公司為典型代表。這些大

企業，因掌握銷售通路，左右契約條件，頻頻發生濫用其市場力量之情況，諸如收

                                                      
28 顏廷棟，前揭註 2，122。 
29 參考「獨占禁止法上有關優勢地位濫用之處理原則」第 4、3，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jftc.go.jp/hourei.files/yuuetsutekichii.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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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架費、要求特別折扣以及將許多原應由買方負擔之工作轉而由賣方承擔等等。

因此，立法者遂透過修法來加強對於買方市場力量之濫用控制30。 

2. 「差別待遇」規範下的「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對於規範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即市場強勢事業之管制，其規範定位屬於同法第 20 條之差別待

遇（Diskriminierungsverbot），除適用於「支配市場事業」之外（該條第 1 項），

亦適用於「市場強勢事業」（該條第 2 項）。後者係指該事業之交易相對人中具有

中小企業之規模者，就特定商品或服務「依賴」於該事業之程度，已達到該中小企

業無足夠且可期待之可能性，能夠轉而與其他事業從事交易之程度而言。嚴格而

言，於德國競爭法上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僅為構成差別待遇之其中一種類型；其所涉

及者亦僅為差別待遇之一部分構成要件31。 

其次，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係將差別待遇與競爭之阻礙（Behinderung）一併規

定，兩者在許多要件與判準上可互通，如行為主體、「同類事業通常可得進行之交

易」與「不公平」、「無正當理由」之判斷方法等，均甚為一致。原因係立法者認

為差別待遇和阻礙競爭通常是一體兩面，無法嚴格予以區分。蓋任何受不利差別待

遇之一方，相較於同業其競爭之機會通常也會遭受阻礙；而某一事業如特別受到競

爭之阻礙時，相對於其同類之事業，亦可謂受到差別之待遇。 

3. 依賴性理論 

市場力量之相對性如何表現，法律始有加以管制之必要，即為依賴性理論之核

心，當交易相對人「依賴於」與其交易之事業時，該事業遂成為市場強勢事業，其

在若干個別之交易關係中，對於與其交易之事業而言，具有甚為強大之影響力與地

位，相對於較弱勢之事業為維持生存與競爭力，必須仰賴與「市場強勢事業」之交

易關係不被斷絕。因此相對性與依賴性，實一體之兩面32。 

                                                      
30 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競爭法制之發軔與展開，初版，元照出

版公司，474 (2004)。 
31 吳秀明，前揭註 30，433-434。 
32 吳秀明，前揭註 3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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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性之有無，係以交易相對人是否具有所謂「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

作為判斷之依據。換言之，以事業就其交易相對人之中具有中小企業之規模者，就

特定種類商品或服務仰賴於該事業之程度，是否已達到該中小企業無足夠且可期待

之可能性，能夠轉而與其他事業從事交易之程度而定33。 

4. 違法行為之導正 

對於濫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事業，依據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81 條第 2 項

第 1 款及第 4 項規定，於計算罰鍰額時應同時考量違法行為之重大性及違法期間之

長短，並依據聯邦卡特爾署公布之處理原則（告示 38/2006 號）來計算罰鍰金額。

而罰鍰金額之計算依序為 1.基本額的計算、2.基本額的調整，於「基本額的計算」

係依該事業違反行為於德國境內營業額 30%為上限之金額加以決定；其次「基本額

的調整」係考量(1)以防止效果為目的之增額（最高可增加至 100%）；(2)審酌再違

犯之可能、妨礙調查、違反行為之首謀者等要件；(3)減額的要件得考慮違犯事業對

第三者支付之損害賠償、是否主動參與違反行為。依據上述內容計算出最後的罰鍰

金額34。 

(二) 法國商法典 

1. 規範背景與體例 

如同前述德國法管制相對市場力量之原因，法國亦因大規模零售業的購買力濫

用，而形成諸多社會問題，故法國法對於管制相對市場力量之規範，在理論上係繼

受德國法，早於 1985 年 12 月 30 日之 85~1408 號法案中，已見到經濟依賴狀態之

概念。並於 1986年 12月 1日 86~1243號關於價格及競爭自由命令之第 8條中，禁

止對於控制市場地位之濫用，其規範主體除在國內市場或其重要部分居於控制地位

之事業或事業團體外，另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如「其需求或供給企業處於無其他可

替代解決途徑而對其有經濟依賴狀態」者，亦屬之。而行為規範以不得為拒賣、搭

                                                      
33 吳秀明，前揭註 30，459。 
34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jftc.go.jp/kokusai/worldcom/kakkoku/abc/allabc/g/ 

111030germany.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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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交易條件之歧視或因交易相對人拒絕接受不當交易條件而斷絕與其既有之交易

關係等濫用行為35。法國法對於所謂「經濟依賴狀態」之定義，係指依賴事業如被

斷絕供給，則無足夠與合理之選擇性，可以在市場上找到其它可替代之供給管道而

言，在類型上大致與德國法相同36。 

另一方面，法國法類似日本獨占禁止法的優勢地位濫用規範的「經濟上從屬關

係的濫用（L’abus de Dependence Economique）」，作為支配地位濫用規範之延

長，透過前述價格及競爭自由命令第 8條第 2項作為最初法律的明文化，並於 2000

年 9 月納入商法典時，完全繼受該命令之內容。現行法國商法典第 4 部「價格之自

由及競爭（De la Liberte de Prix et de la Concurrence）」之第 2編係規定反競爭之行

為，而該編被禁止之反競爭行為主要有「反競爭上的協定、支配性地位之濫用、經

濟上從屬狀態之濫用、透過生產者等的不當廉售」，並對違反事業可賦課制裁金，

而其中前三種反競爭行為之自然人另有刑事處罰，可處以 4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及 7

萬 5千歐元以下之罰金（第 420條之 6第 1項）37。 

2. 規範內容 

法國商法典規範類似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概念的「經濟上從屬關係的濫

用」，係規定在同法第 420 條之 2，而該條文又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支配

性地位之濫用」，此部分與多數國家規範相同，第二部分才是「經濟上從屬狀態之

濫用」，其內容為單獨之企業或事業團體，被禁止對處於經濟上從屬狀態之交易相

對事業者濫用其地位，而於有影響競爭之機能或構造之情形者。「經濟上從屬狀

態」與「支配上地位」不同，此處係著重於企業間之相對力量關係的概念。尚且，

本條文作為得構成經濟上從屬狀態之行為例如拒絕販賣、搭售、差別待遇38。此經

濟上從屬關係濫用的違法性成立要件有「經濟上從屬關係之存在、濫用其地位、對

                                                      
35 吳秀明，前揭註 30，467-468。 
36 吳秀明，前揭註 30，467-468。 
37 馬場文，「フランス競争法における経済的従属関後係濫用規制」，公正取引，第 626 號，

45 (2002)。 
38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jftc.go.jp/kokusai/worldcom/kakkoku/abc/allabc/f/ 

france20101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3/7/18。 



13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競爭之影響」，以下依序說明之39： 

(1) 存在經濟上從屬關係 

1986 年的價格及競爭自由命令，對於經濟上從屬狀態舉出「無同等的對抗手

段」作為要件，此於現行商法典已刪除，因為該命令被立法化未經過太長的時間，

所以具體案例也較少，且由於商法典繼受該命令時未有太大的差異，因此可從該命

令對違法性判斷基準開始說明。在判斷是否存在經濟上從屬關係的時候，被要求具

備繼續性的交易關係存在和同等對抗手段的不存在，換言之，即進行所謂兩階段的

檢驗，處於現在的交易關係，其繼續交易關係的當事者存在強烈期望特別的事由，

對於濫用行為的被濫用者方面不能採取變更交易相對人等的對策。 

關於「經濟上從屬關係」，其優勢地位以對於交易相對人可能帶來足夠的影響

程度為已足，不要求所謂獨占市場的絕對性支配地位。此外，關於「同等的對抗手

段」係重視轉換可能性，即「交易相對人變更的可能性」，作為交易相對事業者的

變更相對人，被考慮的不僅在法國國內，歐盟境內作為有無開始交易可能性的全部

外國事業者或是關於交易商品同樣程度的有名商標，及有無代替商品等均須被考

慮。 

在該命令之下，有關所謂「同等的對抗手段」的第二個階段檢驗，係被要求嚴

格的證明，然而，透過 2001 年 5 月的商法典修正，該規定已被刪除，在審查的時

候，雖然被要求大致上的證明（自由證明），但其作為違法性的成立要件上逐漸變

得不太被重視。 

(2) 濫用其地位 

作為濫用其地位，在前述該命令中具有例示性的規定，把拒絕交易、附條件交

易、差別待遇及相對人拒絕不利的交易條件作為現存交易關係的廢棄的唯一理由。

商法典第 420 條之 2 也承襲了這基本性的規定，且這些作為限制上慣行於同法第

442 條之 6 也成為規範的對象。這些行為係規範反競爭行為的第 420 條之 2 條和規

範限制上慣行的第 442 條之 6 條，於這兩個條文具有重複規範的對象，根據不同情

況或許有相異之處，把各個規範作為主要負責的競爭當局增加個別的組織，前者對

                                                      
39 馬場文，前揭註 37，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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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行政處分的對象，評價對市場的影響，後者係作為刑事制裁的對象，評價行為

的惡性。 

(3) 對競爭之影響 

經濟上從屬關係濫用是透過市場力的濫用，支配交易相對事業者且強化自身地

位，其濫用行為之違法性係指扭曲市場之機能和構造，關於這點與聯合行為和狹義

的支配性地位濫用（獨占地位濫用）相同，且因為經濟上從屬關係濫用係作為支配

性地位濫用的補充性地位，故在價格及競爭自由命令時的判例與學說對此之解釋並

無爭議。關於對此競爭之影響於 2001年 5月修正商法典時已明文化。 

另一方面，具市場規模者和兩當事者之絕對性及相對性地位等提出作為在何種

情形對市場產生不好的影響的事件，委由專門的競爭評議會裁量，而不存在處理原

則等。向來作為基準的「具有反競爭性之目的或效果」，論及評議會係重視主觀上

的「目的」，而法院傾向重視客觀上的「效果」，因此，關於「同等的對抗要件」

和「從屬上關係」要件上之認定係相輔相成，逐一進行評價，關於行為的違法性，

在評議會和法院也有提出相反結論之案例。 

3. 違法行為之導正 

法國競爭法之執行機關係競爭評議會（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對於違法

行為有排除措施及制裁金（第 464 條之 2 第 1 項），命令中止違法行為及回復原狀

的保全措施（第 464 條之 1），另也可能作為民法上不法行為藉由私人請求損害賠

償。惟在實際運用上對於「同等的對抗手段不存在」之要件，在證明上有一定的困

難度，因此很少被運用，特別是課徵金的案例幾乎不存在。所以對於被害者之事

業，在現存的交易關係之下，對於不法行為或違反契約的強制終止或不利條件，傾

向請求民事上的救濟。 

(三) 韓國競爭法 

1. 規範背景與體例 

韓國與日本同樣是市場結構問題，即在所謂的二重結構論上，大企業對於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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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容易基於其買方市場力，而給予中小企業經濟上的不利益，故在立法上均認此

等相對經濟市場力有加以管制之必要40。 

韓國競爭法（正式名稱為「有關獨占規範與公平交易的法律」）係制訂於 1980

年並於 1981 年 4 月施行，其有關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規範係規定於該法第五章

「禁止不公平交易行為」之中，與日本獨占禁止法相較下，相當於不公平交易方法

中的一種行為類型而被禁止。關於韓國法的不公平交易行為與日本不公平交易方法

具有極為類似的規範內容，於實質要件上同樣以公平競爭阻礙性（韓國競爭法稱為

公平交易阻害性）為判斷41。 

2. 規範內容 

有關優勢地位濫用的規定，韓國競爭法第 23 條 1 項 4 款規定「不當地利用自

己的交易上地位和相對人為交易行為」，而此內容更於其施行令（「不公平交易行

為之類型及基準」）定有詳細的內容（施行令 36 條 1 項），此可說是類似於日本

法的一般指定，該施行令第六款規定中，列舉出若干行為類型：「交易上地位之濫

用：a 強制購入、b 強迫提供利益、c 強制販賣的對象、d 不利益之提供、e 干涉營

業」。 

3. 違法行為之導正 

對於第 23 條 1 項的禁止規定，違反者係命以改正措施（同法第 24 條），其中

包含改正命令與改正勸告，而本條規定屬於改正命令，內容包含：停止該行為、刪

除契約之條款、受到改正命令之事實的宣告、其他改正上的必要措施。另對於違反

之事業者得處以課徵金（第 24 條之 2），其上限額以營業額的百分之二以內或無營

                                                      
40 韓國之產業結構，因 1962~1996 年政府規劃七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由政府規劃產業發展方

向，給予財團大力支援，依賴大財團發展經濟，重要集團包括三星集團、現代集團、樂金集團、

SK 集團，幾乎跨足各行各業。惟經濟兩極化 (包括重化工業與輕工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製造
業與服務業等之發展、城鄉落差及所得分配惡化) 的經濟問題亦逐漸浮現。參見吳家興、陳美
菊、謝學如，「日、韓產業發展之回顧與前瞻」，經濟研究，第 8期，237 (2008)。 

41 中山武憲，「韓国独占禁止法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濫用規制の理論と運用」，公正取引，第

626號，30-31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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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之情形最高處以 5 億韓圓的課徵金42。日本獨占禁止法於 2009 年（平成 21

年）修正後，對於濫用優勢地位亦採取課徵金制度。 

另外就韓國法與日本法之比較上，日本法的舊一般指定第 12 項係規定限制轉

售價格，而韓國法之一般指定並無此項規定，而係規範於其競爭法的第 29 條第 1

項，法位階上明顯不同，但作為不公平交易方法而禁止這點，兩國並無不同，惟日

本法在 2009 年修正一般指定後，已將限制轉售價格提升至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第 4款。 

在韓國競爭法的一般指定使用「無正當理由」、「不當地」、「違反正常的商

業習慣」的三種用語，其意義分述如下： 

(1) 「無正當理由」所規定之行為，認為係以侵害公平競爭之行為作為原則。因

此，若該當於這個要件之行為，先暫時視為違法，在認定有正當理由時，始

成為合法。把這樣類型之行為，稱作當然違法行為或原則禁止行為。 

(2) 「不當地」所規定之行為，其行為本身，基本上並非問題，而係有阻礙公平

競爭秩序之情形，換言之，只有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之情形，始認定為違

法。把這樣類型之行為，稱作論理上的違法行為。 

(3) 「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所規定之行為，和「不當地」所規定之內容上相

同，但判斷不當性之有無，以該業界的交易習慣為基準。因此，該規定於實

質上，亦能稱為論理上的違法行為。 

以上三者之用語與日本法上完全沒有不同。因此可說，韓國競爭法的不公平交

易行為，其公平競爭阻礙性與日本獨占禁止法的不公平交易方法秉持相同的內容與

基準。 

4. 公平競爭阻礙性 

韓國法的名稱上雖然使用「阻害公平交易之虞」，但實質上在學說與實務上均

認為與「公平競爭阻礙性」係同義詞，關於此，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有如下的敘述

「有關把何種行為當作當然違法又把何種行為依照合理原則為判斷，係關於公平交

                                                      
42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jftc.go.jp/kokusai/worldcom/kakkoku/abc/allabc/k/ 

korea.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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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之運用方向及如何設定。從重視社會正義之維持機能的立場，以滿足形式要

件並追求嚴格違法性的觀點採取當然違法；若重視從經濟效率提升之立場，則採取

合理原則。惟就採取當然違法或合理原則並沒有一定的基準，當然，若公平競爭阻

礙性是明顯的，競爭阻害之程度明顯較其他行為類型大的情況下，此傾向看作當然

違法。在韓國過去重視社會正義之維持機能，傾向嚴格的法律適用，但最近符合於

世界潮流，重視經濟效率的提升機能，根據合理原則轉換方向，競爭阻礙性僅在某

些情形始構成違法。」43。 

(四) 規範定性之差異 

在規範定性上係由形式與實質構成要件內涵做觀察，主要探討者即為形式上須

有「依賴性」，實質上有濫用行為的違法判斷，惟在後者之概念上即有明顯的不

同，以下分別說明之。 

1. 對依賴性概念之解釋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對於相對市場力量之定義係以「依賴性」之概念做為個別

化且較易掌握之要件，並以交易相對人是否具有所謂「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

性」作為判斷之依據，其內容於前文已作說明，此不贅述；另就日本獨占禁止法對

於形成優勢地位之判斷上分別就「交易依存度、市場地位及交易順序、交易相對人

變更之可能性、其他交易必要性的具體事實」為實務所提出之參考標準。對應兩者

之概念，德國的足夠偏離可能性之內涵實為「替代可能性」作為核心，與日本的

「交易相對人變更之可能性」之要件應屬相通之概念，兩者均著重在轉換交易相對

人之可能，並同樣須審酌市場劃定、經濟上成本等相關問題。 

2. 濫用行為違法判斷之定性 

對於濫用行為違法判斷之實質要件的定性上，德、日兩國明顯具有差異性，德

國學說於檢驗此等特定行為是否不法，有兩個特徵上之說明，分別為阻礙

                                                      
43 中山武憲，前揭註 4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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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inderung）與差別待遇（Diskriminierungsverbot），惟兩者在實質上卻無法嚴

格區分，依立法者之意思，阻礙所影響者，為同一產銷階段之競爭者；而差別待遇

所影響者，則為位於行為人前後產銷階段之事業。為了解釋適用上述規定，德國法

院發展出一項標準公式以為解決，此為民法上常用的「利益衡量」（Interessenab 

wägung），即應將市場強勢事業從事阻礙或差別待遇之利益，與被阻礙或差別待遇

事業之利益互相衡量，其次就參考立法目的上，額外以「對競爭者維持市場開放，

以提高市場上競爭之強度」作為衡量準則44，概念上屬於限制競爭行為之規範。反

觀日本方面就優勢地位濫用係屬不公平競爭行為，並在判斷公平競爭阻礙性時，以

「侵害自由競爭基礎」為核心，其意義在於交易主體對於是否交易及交易條件，擁

有自主的決定權，若不把各當事者自主性交易作為基礎，則公正且自由競爭秩序之

目的將難以達成，而「濫用」優勢地位行為之評價，在日本學界主要仍從經濟合理

性之觀點，衡量當事人對待給付之交易條件，此點近似於德國法的利益衡量。 

 
 德國 日本 

管制目的、理由 確立市場競爭機制，防止事業者以其
相對市場力量，對其他依賴事業進行

不當的經濟上剝削，建立市場力量的

層級劃分管制。 

因應二重產業結構之問題，對於大企

業對中小企業實施各種經濟力的濫用

行為有強烈的疑慮，故有管制之必

要。 

規範定性 形式要件均以「依賴性」概念為核心。 

實質要件，屬於「差別待遇」規定之

擴大適用，屬於比較上或差別上的不

利益。 

實質要件，屬於「不公平交易方法」

之類型，著眼於整體交易條件的不公

平，無差別性之問題，並得介入交易

條件是否合理。 

規範效果 僅處以行政罰鍰。 得介入交易條件是否合理之規範並課

徵行政制裁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三、競爭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之簡易比較 

3. 法律效果 

                                                      
44 吳秀明，前揭註 30，54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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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法律效果面的觀察，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將相對市場力量之濫用認為係

差別待遇之擴大適用，屬於比較上或差別上的不利益，並於違反時僅依同法第 81

條第 2、4 項規定處以行政罰鍰；而日本獨占禁止法的優勢地位濫用係著眼於整體

交易條件的不公平，並無差別性的問題，並對違反之事業得以行政處分，命令停止

該行為或排除違法狀態的必要措施，具有介入交易條件是否合理之規範功能45。 

四、我國公平法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探討 

我國公平法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現狀，並非如同日本獨占禁止法一樣，於

法條中單獨制定，從公平會處罰案例可發現，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情形係以公平

法第 24 條的概括規定作為適用依據。而在我國發生優勢地位濫用的產業類型，以

早期的大型零售事業（流通事業）為代表，近年則以連鎖加盟事業為大宗，故以下

先就我國公平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定位進行說明，次以大型零售業與

連鎖加盟業及金融業46，在適用相對優勢地位濫用概念時，所產生之問題進行說

明。 

(一) 公平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之定位 

1.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規範與公平法第 19條 

對於德國競爭法上探討依賴性理論與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其規範定性如前文所

述係屬於一種「差別待遇的擴大適用」，故對應至我國公平法是否同樣適用「差別

待遇」之概念，而落入公平法第 19 條第 2 款則有待釐清。學者吳秀明教授指出公

平法第 19 條各款的不法性，學理上可區分為「行為不法」與「市場不法」兩者，

在第 19 條第 2 款所規定之差別待遇係屬同時具有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性質，屬

                                                      
45 此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做之處分書內容可發現，對於命令違法事業者不得繼續為違法行

為之外，其改善方法均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回報並得其承認，始可認定已排除優勢地位濫用之行

為。 
46 由於大型零售業與連鎖加盟業之問題，學者已有相當多討論，故本文盡量將這二者內容從

簡，並以稍多篇幅介紹金融業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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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兩法域之交錯領域，故適用上若行為人之行為已具高度違反商業倫理，則優先

採用行為不法之概念及規定，若未達此程度，則最終應以市場不法之標準加以判

斷。其次，目前實務上對於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最低市場地位門檻為 10%的

市場占有率，故在超過此門檻時，其所為之差別待遇之行為，才會造成限制市場競

爭之結果，惟市場占有率低於 10%時，為求仍能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只

要符合相對優勢地位關係，則無須舉證市場占有率在 10%以上47。 

就以上見解，學者黃銘傑教授指出不同意見認為，若不符 10%市場占有率之門

檻，此時已無限制競爭之虞，而未滿足第 19 條的實質要件，縱使具有相對優勢地

位之關係，亦不會因此產生限制競爭之結果，如此將放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與

市場不法之關聯，而將之推向行為不法之類型，有違我國公平法之架構，故主張對

於公平法第 19 條實無須提出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必要性，僅在不滿足或不屬於第

19 條規範時，始有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必要，並運用俗稱「帝王條款」的第 24 條
48。 

本文見解認為，無論優勢地位之概念如何解釋，其重點在於若單純在相對人間

成立「相對優勢地位關係」並不是競爭法上欲處理之問題，事業的大小程度或多或

少都會有相對的優勢地位關係，而會發生問題者係在於產生「相對優勢地位關係」

後，進一步濫用其優勢地位而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才是規範之重點，此與絕

對優勢地位的管制於競爭法上之法理應屬相通。另一方面，差別待遇之內涵屬於比

較上的不利益，須由被差別待遇之事業與其他事業進行比較，始能得出差別性，反

觀優勢地位濫用情形則是對於所有事業普遍性的給予不利益，並未有差別性之問

題，因此在適用上既然沒有差別性，則與差別待遇所要保護之競爭利益已有明顯的

不同。故本文贊同黃銘傑教授之見解，對於已經滿足第 19 條之要件時，則直接適

用該條文之規定即可，若未滿足第 19 條之要件時，始須進一步探討有無濫用優勢

地位之問題，而導向適用公平法第 24條的概括規定。 

2.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規範與公平法第 24條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規範既然在我國公平法中找不到對應的規定，則無法

                                                      
47 吳秀明，前揭註 30，525-528。 
48 黃銘傑，前揭註 7，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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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充分評價而窮盡不法內涵。因此，最後只能借由公平法第 24 條的概括條款進

行補充，另從該條處理原則第 2 點可知『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故此處的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如何解釋？關於這前提

要件，首先，從我國公平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之規定可知，第 19 條所列各款違法

行為之成立，必須具備同條本文規定「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之前提

要件。如此立法體系，乃參照日本獨占禁止法制之「公平競爭阻礙性」而來；即對

於自由競爭的狀態、競爭手段的公平、自由競爭的基礎等公平競爭條件之一加以侵

害者，該行為即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而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既在補充不公平

競爭之範疇，故適用上同樣須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要件。其次，參酌日本學界之

通說，就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的公平競爭阻礙性係侵害自由競爭之基礎。換言

之，交易主體對於是否為交易行為及交易之內容為何，應使其能夠自由且自主的進

行判斷，而非讓具有優勢地位之事業者濫用其優勢地位，強迫交易相對人接受不利

之交易條件，進而不利其競爭地位。同此見解，顏廷棟教授亦認為「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既屬補充性、概括性條款，其得規範之違法類型即具多樣化，因此解釋

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構成要件之內涵，除涉及與市場競爭秩序直接相關之效能

競爭概念外，尚應涵蓋作為自由競爭基礎條件之交易自主權的保障49。」故在此解

釋之下，即滿足公平法第 24 條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要件。若採取吳秀明教

授的三階門檻理論，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係在補充限制競爭之案件，由於個別規

定未窮盡規範行為之不法內涵，故原則上應有本條之補充適用，結論上並無不同。 

最後在違法行為類型上，公平法第 24 條區分為「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而該條處理原則第 7 點係將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劃歸「顯失公平之行為」，惟並未針

對「顯失公平」之內涵作出具體解釋，故就此部分應針對不同的交易型態提供具體

的認定標準，避免執法上之爭議。參酌公平會訂頒的「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

業之規範說明」第 6 點之規範方式，將常見的違法行為類型以列舉之方式展現，似

乎是較為可行之作法，並在各交易型態中歸納出共通之違法行為類型放入第 24 條

處理原則，作為通則性的規定。另外在「欺罔」之部分，該條處理原則第 6、7 點

分別出現「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對此

                                                      
49 顏廷棟、余朝權，前揭註 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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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說明的是，學說上將「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當作一種相對優勢地位濫用，

也是就具有資訊上的優勢地位，惟前述處理原則將資訊不對稱之問題分列於欺罔與

顯失公平之行為，看似有重複規範之問題，但思考上若從締約前與締約後來觀察即

可發現，締約前的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屬於成立欺罔之要件；而締約後，由於前面的

欺罔行為延伸到交易相對人被此契約鎖住（Lock-In），而造成地位上的不利，不得

不接受不利的交易條件，此部分才是典型的優勢地位濫用之情形。 

(二) 公平法規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實務現況 

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規定，其具體的行為內容均多以「處理原則」或「規範

說明」來呈現，並無統一的在本文採用列舉之方式對行為類型作規範，故須累積實

務處理案例之經驗，不斷具體化與類型化後，才能發展對具體個案之處理有明確指

導作用之行為規範，故以下分別舉出實務上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的相關案例進行

檢討，並說明問題所在。 

1. 流通事業之實務分析 

從公平會歷來相關之處分案例觀之，流通事業對供貨廠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

案件，顯然為我國產業市場上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典型，由於早期受德國學說

之影響，對於交易當事人間是否存在「相對經濟依賴關係」之判斷，即為爭議之所

在。就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

雖訂有：「流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應審酌流通事業相對於供貨廠

商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供貨廠商對事業於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廠商變更

商品販售通路之可能性、以及該特定商品之供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斷。」之

認定基準，惟實務操作上卻存有不確定性，其案例如下50。 

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公平會處分「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不當

收取附加費用，涉有違反公平交易乙案」，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駁回公平會上訴等

判決理由觀之51，公平會在進行有關優勢地位之認定，其舉證不足之處在於：「完

                                                      
50 顏廷棟、余朝權，前揭註 2，22。 
5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4144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01668 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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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未就涉案流通事業之於何供貨業者、如何居於『相對優勢地位』為查證及說明，

是原處分如何斟酌考量供貨業者對涉案流通事業交易上之依賴程度、供貨業者變更

其交易相對人之可能性，乃至於各該商品的供需關係等各項要素，予以綜合性判

斷，是原處分逕以涉案流通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地位推論其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已

有可議。」，故該判決揭示一認定相對優勢地位之關鍵因素，即：「『依賴者』及

『被依賴者』二者間，達於依賴者面對被依賴者，主客觀處於無足夠及合理之途徑

以解決其供給或需求之困境始屬之」52。就此見解類似於日本「有關獨占禁止法對

於流通、交易習慣之指導方針」所示「該供貨廠商倘未能與該零售商維持繼續性交

易關係，該供貨廠商將會陷於事業經營困難之窘境，因此即使該零售商提出顯著不

利益之要求，該供貨廠商亦處於不得不接受之程度」的認定原則。因此顏廷棟教授

建議「本件原處分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理由，除強調系爭附加費用之收取未具

合理性外，倘能補強說明系爭附加費用之給付與供貨業者營業之維持具有經濟依賴

之關聯性者，或可博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本案存在『相對經濟依賴關係』之採信，

公平會對此相關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日後似有更加注意之必要53」。另就家福股

份有限公司收取附加費用乙案5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即肯認公平會所作的處分，足

見公平會在掌握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時，仍有積極提出就交易相對人基於經濟依賴

關係而無法輕易轉換交易相對人之證據的可能。 

2. 連鎖加盟業之實務分析 

歷來公平會對於連鎖加盟業主違法之處分案，以違反資訊揭露義務之案例為典

型，多數情況均能獲得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及行政法院之支持。惟近年則出現「丹堤

咖啡食品公司處分案」55，遭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56，進

而引起各界關注。而丹堤咖啡食品公司處分案又經上訴後，被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

                                                        
決。 

52 行政法院採相同見解之判決尚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625 號判決、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2485號判決。顏廷棟、余朝權，前揭註 2，22。 

53 顏廷棟、余朝權，前揭註 2，22-23。 
5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訴字第 4606號判決。 
55 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80號處分書。 
5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 263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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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57，等同維持了公平會所作的處分內容。 

就丹堤咖啡食品公司處分乙案，公平會認定被處分人所涉違法事實有：加盟簡

章揭載之投資資訊（如店面、投資金額、加盟金、保證金等），與簽約後有所不

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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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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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就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

（市）加盟店資料未提供至加盟者加入時點之資料，顯見此項加盟店資訊並未予以

更新，致交易相對人無從知悉最新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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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理由，公平會認為︰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

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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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則認為加盟業主資訊揭露制度，其破壞者為制度保護，所強

調者為「市場不法」，而非「行為不法」，偏屬於以顯失公平之方法為限制競爭

者。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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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充

分斟酌相關之事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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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價行為人「市場不法」情狀是否已達到可予管制之程度。

另就「加盟店數」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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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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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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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學者顏廷棟教授質疑有未盡嚴謹之處，就

違法性認定方面，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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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45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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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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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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而言，行政法院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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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另外就交易資訊重要性之認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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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實務操作方式，應以加盟業主事前有無提供客觀的投資金額

計算方式為判斷原則。其次就商標權資訊問題，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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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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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3. 金融業之實務分析 

金融業者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類型，近年實務案例如「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案60、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案61」，而前者亦已遭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廢棄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由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公平會之上訴確定，以下

就兩案例之處分內容分別介紹之。 

                                                      
58 顏廷棟，前揭註 2，131-132。 
59 顏廷棟，前揭註 2，134-135。 
60 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42號處分書。 
61 公平會 (96) 公處字第 050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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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案 

經公平會受理調查後，認定被處分人涉有下列違法事實︰ 

A.公平會為導正金融業者向房屋貸款借款人不當收取提前清償違約金，將有減

損房屋貸款市場競爭之虞，爰於 91 年 9 月 4 日發布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處理原

則，其第 4、5、6 點規定，金融業者提供借款人「限制清償期間」之房屋貸款時，

應提供「得隨時清償」之貸款條件供借款人自由選擇，且「限制清償期間」之貸款

方式所議定之違約金，應考量清償時間或貸款餘額等因素採遞減方式計收；第 7 點

又規定：「金融業者對於本原則發布日存續之房屋貸款，於借款人請求時，應參照

本原則相關規定適當調整。未於借款人請求後 3 個月內調整者，本會得就個案調查

處理。」是金融業者未依前開規定計收違約金，即屬憑恃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條規定。 

B.檢舉人於 91 年 3 月 2 日與被處分人簽訂額度 880 萬元之房屋抵押貸款契約

書，系爭 880 萬元房貸契約所約定之違約金條款於 94 年 3 月 2 日因 3 年之限制清

償期間屆至而失效，檢舉人復於 96 年 12 月 18 日與被處分人簽訂之增補契約書並

約定：「本人同意本條款為優惠利率並同意自變更日起 24 個月期間內，不得將借

款全數清償並領取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或債務清償證明書），倘有違反且未獲貴行

同意者，本人與貴行磋商後同意給付原立約額度百分之壹作為違約金。」揆諸上開

提前清償違約金約定，並未考量借款人之清償時間、貸款餘額等因素採遞減之方式

計收，不符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處理原則第 6 點規範內容，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條之規定。 

C.被處分人主張系爭增補契約之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條款文字雖不符遞減原

則，然其實際仍以遞減方式計收乙節，按金融業者與借款人如約定不符合遞減原則

之提前清償違約金條款，則借款人形式上即受此條款所拘束，業已造成借款人不利

之法律地位，此與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處理原則之規範意旨顯有牴觸，是被處分人

所稱尚不得作為阻卻其違法行為之理由。 

基於上述理由，公平會認定：被處分人與檢舉人於 96 年 12 月 18 日簽訂之提

前清償違約金條款，未符房貸提前清償違約金處理原則第 6 點規定之遞減原則，核

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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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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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經公平會受理調查後，認定被處分人涉有下列違法事實︰ 

A.本案系爭「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第 21 條第 7 款約定：「本契約債務未

完全清償之前，甲方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乙方得以合理期間通知或催告後，隨時

對甲方收回貸款或要求甲方增提擔保品，乙方並得依第 22 條之規定占有、拍賣標

的物：(7)因其他重大情事，經乙方認定，甲方債務有不履行之虞者。」按加速條款

之約定攸關借款人期限利益，倘金融業者於定型化契約約定概括條款作為債信不足

事由，因其文義內涵抽象，且金融業者對於借款人具有市場相對優勢地位，無論係

透過個別議定或事前通知方式為之，金融業者透過片面解釋或適用系爭概括約款，

仍將使交易相對人隨時陷於義務不明確之狀態，衡諸締約雙方當事人間之權益顯有

失衡之虞。 

B.被處分人現仍有 106 位借款人適用「貸款暨動產抵押契約書」，足見該契約

之訂定非僅為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易，被處分人倘於定型化借貸契約書內不當約

定加速條款，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之弱勢地位，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

公平行為。又被處分人雖主張其從未行使系爭條款，然契約條款乃借貸雙方權利義

務之行使依據，不論有無行使，對借款人已具拘束力，尚不得藉此卸責。 

基於上述理由，公平會認定：被處分人利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於貸款暨動產

抵押契約書不當約定行使加速債務期限到期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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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內容 

遠東商業銀行不服公平會處分及訴願決定，遂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經審理後，於 2010 年 3 月 18 日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其判決理由指出
62： 

A.原處分主文第一項為：「被處分人（即原告）與借款人簽訂之房屋貸款提前

清償違約金條款，未符合遞減原則，係憑恃其優勢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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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被告應係認原告憑恃其優勢地

                                                      
6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年度訴字第 238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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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檢舉人訂定系爭條款，屬顯失公平之行為，惟由原處分理由，並無法清楚得

知被告所認原告之「優勢地位」，究係指原告有資訊不對等之優勢，抑或指檢舉人

居於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由於本件牽涉之提前清償違約金條款，係載明於前開增

補契約中，並以個別議商條款呈現，須由立約人簽名同意確認，故條款文義及內涵

並無不明，亦無交易相對人所不知之資訊隱藏其內，是本件所指優勢地位，似非指

資訊不對等之優勢。 

B.公平會既仍認原告有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為交易行為，而屬顯

失公平，自應說明其判斷基礎，僅泛以交易主體經濟實力作為顯失公平之判斷標

準，而未考量其餘市場結構、供需現狀及替代性高低，即有違反公平會以其專業一

貫遵循之行政處理原則。 

C.公平會所訂房貸提前清償違約金處理原則，並非經公平交易法授權制定之法

規命令，故並非法規範基礎。是以被告就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行為，自

不得僅以行為是否違反其制定之處理原則為據，仍應就具體個案是否「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而為判斷，否則即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公平會就判斷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亦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揭示應考量之事項，俾作為執

法一致性之參考，既以此處理原則作為執法參考，就具體個案如有不適用處理原則

之理由，即有必要說明其斟酌之事項，及判斷形成之依據。公平會既未能就原告如

何「居於相對優勢地位」、及其行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為充

分查證及說明，除違反其自訂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亦未充分綜合

考量相關事證，是其就本案裁處之判斷，即有判斷濫用之違法，應可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方面則以本案係屬事實認定之範疇63，上訴意旨無非執其個人主

觀之法律見解，就原審所為論斷、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職權之行使為指摘，難謂為

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故駁回公平會之上訴而告確定。 

(4) 公平會處分與行政法院判決之評析 

以下分別就兩案例之相關重點進行說明： 

A.相對優勢地位概念之適用範圍及認定 

對於金融業者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問題，從上述兩案例之介紹可知，係多涉及

                                                      
63 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1195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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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關係之交易，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

金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之規定，其房屋貸款，係指自然人向金融業者辦理之購

置住宅貸款，故此稱之自然人是否包含個人從事反覆經營事業之自然人，應屬肯

定。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及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

整體意旨觀之，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問題，本屬事業與事業間的規範問題，但

鑒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規定的特殊性質，且由學者及實務見解上之共

識，並參酌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係包含保護消費者利益，惟此亦有

多數學者認為，對於消費者應屬間接的保護利益，始符合公平交易法對於維護市場

競爭之立法本意。因此在適用金融業者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問題，即與日本獨占禁

止法所規範金融業者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情形，其適用範圍更加廣泛，而不限於事

業間之交易保護。 

另在相對優勢地位概念的認定上，從比較法之觀點來看，參酌日本「獨占禁止

法上有關優勢地位濫用之處理原則」中，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提出若干判斷標

準，如「交易依存度、市場地位‧交易順序、交易相對人變更之可能性、其他交易

必要性的具體事實」64，惟此判斷標準多建立在事業者間的交易關係，對於事業者

與消費者間是否能採取同樣的判斷標準似有疑問。就此問題，若斟酌我國公平交易

法第 24 條的適用解釋範圍，在擴及消費者保護之情形下，對於上述判斷標準亦有

擴張解釋的可能，例如交易依存度的判斷上，便有學者指出，消費者之交易行為具

有其特殊性，對於事業者所提供之交易資訊有全面性的依賴，而不得不從這些訊息

中去選擇商品，因而具有壓倒性之優勢地位65。而在其他判斷標準方面，亦可從個

案上進行較為廣泛的解釋，其中就交易相對人變更之可能性，對於消費者而言係與

金融業者簽訂如本案中的貸款契約或其他契約，因存在繼續性的交易關係而形成鎖

住之情形，導致消費者遭契約限制而無法輕易轉換交易相對人，否則即須付出高額

的違約金，對此案例的公平競爭阻礙性亦可認為是限制自由競爭之基礎，對於契約

相對人給與不合理的交易條件，並剝奪選擇交易之自主性。 

B.締約後僅有交易上優勢地位之問題 

                                                      
64 參見本文前述頁 4至 5之介紹。 
65 內田耕作，「消費者取引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 (2)」，根彥論叢，第 347 號，29-3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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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優勢地位規範，雖從學說上區分為資訊上優勢地位與交易上優勢地位，惟

實際上應屬於締約前與締約後的優勢地位判斷問題，且對於競爭法之一的立法本意

在於防止經濟力的濫用，故應強調其濫用行為為何，並確認其違法性之所在，比較

日本獨占禁止法的優勢地位濫用問題，主要之規範均屬締約後的優勢地位問題，即

交易上優勢地位；而締約前的優勢地位不論係何種交易行為均有某種程度上的資訊

上不對稱，故規範資訊上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即著重在資訊的揭露，除事業者積

極的欺罔外，亦包含消極的隱匿不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主要在保護且防止締約後產

生優勢地位濫用問題，但是隨著契約行為的階段發展，在締約後又具備交易上優勢

地位濫用行為時，則締約前後兩種優勢地位濫用階段行為，因已成立後者違法性較

高的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則無庸再論以資訊上的優勢地位，此資訊上的隱匿或欺

罔只不過是達成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手段而已。 

本案行政法院對於優勢地位判斷究屬何種情形即點出重點，對於消極隱匿交易

資訊於締約後的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其資訊未揭露只是原因，而締約後的交易上優

勢地位濫用行為才是本案例須處理之問題，因此在締約前後兩種優勢地位濫用的排

列狀況下可分為： 

(a)締約前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締約後無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b)締約前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締約後有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c)締約前已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締約後有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d)締約前已揭露重要交易資訊，締約後無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對於(c)、(d)，屬於較容易判斷，故無爭議。而(a)(b)之部分均屬締約前未揭露

重要交易資訊，差別僅在於締約後有無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故(a)之情形就單

純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之問題，又區分為事業者與消費者，在前者應優先適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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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加以規範。最後在(b)的情形則直接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方能釐清優勢地位濫用規範的體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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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競爭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在於經濟力量的管制並防止其濫用，具相對市場力量之

事業，雖未達到傳統競爭法上所要規範的獨占、寡占之市場力量，但在經濟活動上

卻已實質的影響到市場競爭，在有市場力量即有濫用的可能下，即有管制之必要，

回顧本文所介紹之外國競爭法中，歐陸國家對於相對市場力量（買方力量）的崛

起，導致產業結構改變，故思考以立法之方式進行控管。在韓國、日本方面，因產

業二重結構之問題，亦即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呈現兩極化現象時，便出現相對市場力

量濫用之情形，而在台灣的產業結構上，亦有往兩極化發展之趨勢。這種普遍存在

的相對優勢市場力量，近年來逐漸在諸多產業上發生濫用經濟力之情形，而引起產

官學界高度之重視，在相關學術理論上，學界已引進德國、日本競爭法之立法例加

以研究介紹；在實務上，我國公平會亦已接受相對優勢地位之概念，並於執法上普

遍運用。惟此仍停留在解釋性行政規則之性質的相關處理原則中，而未如同外國立

法例上均已提升至母法之地位，且在相關處理原則之規範上顯得相當鬆散，亦在適

用上呈現出相當的不確定性，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類型無一個明確、具體，

且常見的例示行為規定，此種規範模式除了行之有年的常見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

類型可被相關產業預見之外，對於新型態產生的濫用行為，欠缺法律明確性原則，

亦容易造成執法上之爭議，故我國公平法對於相對優勢地位的規範走向，應朝著具

體立法前進。 

(一)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体系之建立 

相對優勢地位的交易相對人可能有三種類型：(1)上游的供貨商(2)下游的加盟店

(3)消費者。三者主要之異同，在(1)、(2)類型的非難性建立於優勢地位廠商（大規

模流通業、加盟總店）課加不合理交易條件，侵害弱勢交易相對人（供貨廠商、加

盟店）公平競爭地位；至於(2)、(3)類型的違法性評價，則為交易資訊優勢地位廠商

濫用交易資訊優勢地位，未盡充分資訊揭露義務，造成交易相對人（加盟店、消費

者）締約對象或內容的選擇錯誤。以下進一步從締約前、締約後的型態，分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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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締約前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 

締約前的優勢地位產生情形，係指藉由資訊不對稱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造成

交易相對人的誤判，而此種「單純」資訊上優勢地位濫用之問題，依現行公平會執

法實務係將其歸類為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但從

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補充規範性質，且在窮盡規範原則之下，仍須考慮對於「保

護法益及對象」為何，例如加盟業主對於加盟業者利用資訊上不對等之欺罔行為，

係造成其他競爭者無法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此著重在保護其他競爭者爭取交易

之機會，故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的管制規定，

因為該款的「其他不正當方法」於解釋上即可包含類似「欺罔」之行為，且係保護

其他競爭者在交易上的公平性，故對於資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已充分評價；若是對

於保護交易相對人之情形，始有適用公平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行為，例如對於消費者利用資訊不對等之欺罔行為而締結契約時，因為公平法第 24

條的保護範圍依照學界通說可涵蓋消費者保護，故實務上以此見解進行執法，屬於

可接受之範圍。 

須附帶說明者，公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中出現的「利用資訊不對等」

之行為，應屬前階段行為之說明而已，主要仍在於締約後產生鎖住或陷入效果後，

進一步的濫用行為才是本條主要規範之重點。故此處欲強調者在於，現行公平法對

於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執法情形，應審酌資訊上優勢地位與交易上優勢地位在締約

前後的正確釐清，一旦在締約後始實施的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係因為鎖住效果而造

成無法輕易轉換交易相對人，且對於交易相對人直接給予不利益的交易條件時，均

屬交易上的優勢地位濫用。僅在締約後未產生濫用行為時，因後階段行為尚未成

立，始有回到前階段行為判斷是否構成資訊上優勢地位濫用之必要。 

2. 締約後的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規範主要係指「締約後」的交易上優勢地位，故公平法

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的「顯失公平」行為僅能包含交易上優勢地位，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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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資訊上優勢地位問題。鑒於我國公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在適用優勢地位

濫用規範上的混亂，且藉由立法修正過於曠日費時，故當務之急的補救方式，即是

由公平會自行增定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的統一規定，其方式可藉由修正公平

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明確增訂相關濫用行為類型的例示規定，以符合公平

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作為諸多處理原則中的「基礎處理原則」之定位。而增定之方

式可參考日本獨占禁止法之內容，將常見的濫用行為類型，以例示方式進行規範，

其內容可歸納現有公平會訂頒之處理原則，抽出較為常見之行為類型，例如：強制

購買、強制提供金錢或勞務及經濟上之利益、拒絕受領、不當退貨、遲延給付價

金、不當變更交易條件等。此外對於較為特殊的濫用行為類型則保留於各該處理原

則中，以因應不同產業類型的交易形態。另一方面亦須將優勢地位的判斷標準，移

至該處理原則，明訂「市場占有率、交易依賴程度、變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特定

商品的市場供需」等判斷要件。 

而現行處理原則中有關資訊優勢地位規範之部分，如本文一再強調的，應以締

約後作為規範優勢地位濫用之重點，因此締約前的資訊優勢地位問題，若已延伸到

締約後的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則直接適用締約後之規定即可。為何要如此區分締

約前與締約後的不同？因兩者之差異在於，締約後的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係直

接對交易相對人給予不利益之行為，並讓交易相對人無法輕易轉換交易對象，目的

在於保護交易相對人；而締約前的資訊上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係對其他競爭者造成競

爭上之不利益，剝奪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或是欺罔交易相對人與其

締約，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者的公平競爭或直接受到侵害的交易相對人。 

(二) 修法建議 

鑒於事業者於競爭市場上，常藉由相對經濟力之優勢地位，對於交易相對人課

予不公平、不合理之交易條件，直接損害交易相對人之利益，其行為具有高度的反

競爭倫理性，為保護交易相對人，抑制層出不窮的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若僅修正公

平法第 24 條處理原則，實屬過渡階段措施，惟有修法增定才能正視此等問題，亦

才能符合法律保留及法律明確性之要求。由於我國公平法對於優勢地位濫用並無統

一之規範，反而將具體的違法濫用行為內容置於各該處理原則中，造成規範體系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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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混亂，亦有規範自相矛盾之情形，且欠缺預防功能，使事業者無法預見其違法行

為，因此有必要於本法中增定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具體規定。惟此種限制競爭行

為，應如何納入我國公平法體系，此由同法第 19 條觀之，其性質雖與同條第 2、3

款有類似之處，但不盡全然相同，且第 19 條本身之立法架構即存有爭議，亦有修

正之必要，故不宜放入第 19 條中，而現行公平法既然將優勢地位濫用置入第 24 條

的概括規定中，因此更為周全之方法應將濫用行為類型從概括條款中具體化，增定

第 24 條之 1。另一方面，在增訂內容上亦須包含相對優勢地位的判斷標準，明訂

「市場占有率、交易依賴程度、變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特定商品的市場供需」等

要件，並針對濫用行為類型，以例示方式規定「強制購買、強制提供金錢或勞務及

經濟上之利益、拒絕受領、不當退貨、遲延給付價金、不當變更交易條件」等常見

的違法行為類型，其餘不足之處則由處理原則進行補充。本文最後就增定公平法第

24條之 1具體各款規定部分，試擬相關濫用行為規範供作參考。 

 
現行條文 修正草案 修正理由 

第 24條之 1 事業不得利用自己在交易上優

勢地位，不當實施下列行為：

一、 對於繼續性交易相對人，
令其購買與該交易無關之

商品或服務。 
二、 對於繼續性交易相對人，

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

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

之利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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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交

易相對人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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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事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之情形日益頻繁，為符合法

律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

特增定三款優勢地位常見濫

用行為類型。第一款屬於強

制購買，此參考「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非法委託家庭式

代工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

明」第 5點，歸納制定。 
第二款屬於強制提供金錢或

經濟上利益，此參考「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

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 7 點、「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

明」第 6點，歸納制定。 
第三款屬於拒絕受領、強制

退貨、不當減少或遲延給付

價金、強置給予不利益之交

易條件，此參考「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百貨公司與專櫃

廠商間交易行為之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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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草案 修正理由 
則」第 4 點、「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

明」第 6 點、「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

規範說明」第 5 點、「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者收

取房屋貸款提前清償違約金

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企

業對中小企業價金給付案件

之處理原則」第 4 點，歸納
制定。 

 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

應審酌事業相對於交易相對人

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交

易上之依賴程度、變更交易對

象之可能性及就特定商品之供

需關係等因素，予以綜合判

斷。 

將優勢地位之判斷標準提升

至本法階層，以符合法律保

留及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

之處理原則」第 4 點、「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大企業對

中小企業價金給付案件之處

理原則」第 3點制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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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egulation on th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Chan, Hsiang-Y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under the Japanese Antimonopoly Act and to introduce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the Abuse of a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as 

the reference to the amendment to the Fair Trade Act in Taiwan.  To begin with, this 

article would illustrates the categories of acts that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n introduce the cases applying to the concept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in Japa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having the regulations 

regarding a “dominant position” in every country, for example, Germany, France, Korea 

and so on.  It also clarifies such a position by making a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ent.  

Finally, it analyzes the Fair Trade Act and the questions about guidelines in the categories 

of acts that constitute the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separately introduces large 

multiproduct retailers, the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regard to the proposed revision, it refers to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the 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 under the 

Antimonopoly Act under the Japanese Antimonopoly Act introduced in November 2010 in 

Japan in relation to theories and practical opinions. 

Keywords: Japanese Antimonopoly Act,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Large Multiproduct Retailers, Franchi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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