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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代交易活動過程中，廣告成為消費者接收資訊的主要來源，因此，在實際

的締約協商過程前，消費者的交易決定即已受到影響，廣告內容常是締約決定的直

接誘因，倘若廣告中有扭曲資訊或隱匿資訊的情事，連帶的也會影響到後續所締結

契約的正確性。因此，對於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行為，成為競爭法上的重要規範課

題。近年來，競爭法的發展，在歐盟指令的影響下，日益強調資訊義務的要求，並

且從消極禁止不實資訊的提供，轉而積極強化特定資訊的揭露。在競爭法上強化資

訊義務的保護，一方面可提早將妨害自主決定的危險因素，及早加以排除，另一方

面也可促成契約在事實上決定自由的情形下締結，避免契約因意思表示瑕疵而處於

效力不確定的狀態。是故，競爭法對於契約法，實具有補充功能。本文從這兩者的

關係作為論述起點，從消費者指導形象及消費者主權的觀點，探討資訊對於自主決

定保護的重要性，觀察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和歐盟指令的相關規定，從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的規範中，找尋競爭法上資訊揭露義務的決定考量因素，並對於我國公平交

易法上的相關實例略作析論。基本上，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係屬一般性的保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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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市場透明化目標的客觀因素作為考量，與契約法的個別保護觀點，並不相

同，但同屬對於契約實質自由的維護，具有功能上的互補關係。 

關鍵詞： 資訊義務、說明義務、不實廣告、引人錯誤、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自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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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代交易活動過程中，廣告成為消費者接收資訊的主要來源，因此，在實際

的締約協商過程前，消費者的交易決定即已受到影響，廣告內容常是締約決定的直

接誘因，倘若廣告中有扭曲資訊或隱匿資訊的情事，連帶的也會影響到後續所締結

契約的正確性，從而動搖「契約嚴守原則」（pacta sunt seranda）。因此，契約準備

（Vertragsanbahnung）階段的資訊行為，成為法律上的重要規範課題。德國學者

Lehmann教授早於 1981 年即以專論探討廣告對於契約準備的影響，並以當時實務發

展已然成熟的「締約上過失」（culpa in contrahendo）理論，使個別當事人對於廣告

的不當資訊行為能在民法上有所救濟途徑，藉由私法責任來強化廣告規範，降低不

實廣告的誘因 1。相較之下，我國民法上締約上過失責任的發展與法典化係屬近年

來之事，相關規定仍尚未完備或仍有未盡充足之處 2，例如：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有關資訊義務的規定，其適用類型倘依立法原意，係指「契約不成立」之

情形 3，如此一來，因不實廣告而成立契約者，可能即無從適用該條文，通常只能

適用故意詐欺之規定，從而該條文之適用範圍過狹；其次，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資訊義務，在客觀構成要件上，限以詢問為前提，始有說明義務，倘未

先為詢問，是否違反本條規定，不無疑義 4，故該適用條件過嚴；再者，民法第 245

條之 1 的各款規定，「惡意」、「故意」、「顯然」等語，均表示出主觀構成要件

上應限於「故意」者 5，是故在此主觀要件的要求之下，受害人通常不易證明，責

任成立不易。因此，民法現行規定或許尚難在私法層次上提供充分的規範，但是，

                                                      
1 Vgl. Michael Lehmann, Vertragsanbahnung durch Werbung, C.H. Beck (1981). 
2 參閱王澤鑑，債法原理，282-284，三民（2001）。 
3 參見委員會第 767、768、782 次會議，收於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實錄─債編部分(四)，425-

426、443、514、515（2000）。劉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186-187，三民（2001）；孫森
焱，民法債編總論（下），684，三民（2001）。但亦有學者認為應係指該行為發生於契約未成立
之前而言，而非僅適用於契約不成立之情形。參閱王澤鑑，前揭註 2，269-270。 

4 學者認為主動向他方故意為不實說明者，可符合該條第 3 款「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
法」之規定。參閱王澤鑑，前揭註 2，273。 

5 學者間對此有不同意見。參見黃立，民法債編總論，45，元照（2002）；劉春堂，前揭註 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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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廣告行為的規範與實證，均非常積極，亦有損害賠償責任與行

政責任之適用，因此，競爭法在這方面的責任強化，或可彌補私法上的不足。 

在產品複雜化與專業分工的經濟生活裡，資訊不對稱的情形日益普遍，資訊的

不對

                                                     

稱甚至可能會導致市場失靈，故市場透明化的促進，為市場交易的重要前提，

市場透明一方面可以減少資訊成本和交易成本，促進給付交換活動的效率，另一方

面也可使消費者能在資訊充足的情形下，作出理智的交易決定，發揮其在競爭過程

中的裁判功能。近年來，競爭法（Wettbewerbsrecht）的發展，在歐盟 6指令的影響

下，日益強調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en）的要求，並且從消極禁止不實資訊

的提供，轉而積極強化特定資訊的揭露，此一發展趨勢一方面可呼應競爭法的自由

化，另一方面也可與消費者指導形象的理解相符合。在市場交易涉及三面關係的情

況下，競爭階段的影響因素，也會間接地影響個別交易關係的形成，因此，競爭法

上的規範，其實也會間接地影響契約關係的形成。在競爭法上強化資訊義務的保

護，一方面可提早將妨害自主決定的危險因素，及早加以排除，另一方面也可促成

契約在事實上決定自由的情形下締結，避免契約因意思表示瑕疵而處於效力不確定

的狀態，亦即當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規制功能愈強，事業愈不易在個別締約階段中

為不實表示或隱瞞，可減少契約事後以主張詐欺為由被撤銷的機會；反之，則事業

可有誘因在個別交易中為不實表示或隱瞞，個別交易之相對人唯有頻頻訴諸詐欺意

思表示之撤銷（民法第 92 條），或者仰賴自己須無過失的撤銷錯誤意思表示規定

（民法第 88 條），而這些主張在訴訟上都有不少的難度要克服。是故，競爭法上

的資訊義務及其功能，在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中，實扮演著積極的重要角色，可在市

場秩序中回應資訊不對稱下的交易保護需求。 

 
6 里斯本（Lissabon）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之後，已用「歐盟」（Europäische Union）

取代「歐體」（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參見 Art. 1 III EUV），故本文中均統一使用「歐
盟」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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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與競爭 

(一) 競爭為契約自由的前提條件 

在分工經濟的社會裡，市場是給付交換的重要平台，在市場機制下，給付要怎

麼 交 換 或 是 要 交 換 什 麼 ， 基 本 上 存 在 許 多 的 選 擇 可 能 性 ， 因 此 ， 交 換 契 約

（Austauschvertrag）與競爭有著密切的關係，理想的契約狀態以當事人的均等或對

等為理想條件，競爭均衡（Konkurrenzgleichgewicht）是跟契約自由原則相容的 7。

但在現實中，私法自治常因不對等的力量分配而陷入困境，因此，市場力量濫用的

控制與締約地位不對等的平衡，便成了民事法實質化（Materialisierung）的重要任

務，獨占力量的濫用被視為違反公序良俗或誠信原則，而市場競爭的強化也有助於

解決這樣的私法自治困境 8。蓋契約自由的範圍係跟競爭程度與潛在締約相對人的

市場力分配有關，因此，私法自治與競爭是密切相關的，其功能均在於提供經濟主

體的自主決定，同為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 9。一方面，惟有競爭自由提

供個人有不同的決定選項，才能讓個人得為私法自治的自由形成並實現個人自主決

定；另一方面，只有個人在市場上得自治地形成其法律關係時，競爭才有可能存

在，故兩者實為互補條件 10。 

(二) 競爭法作為契約法實質化的輔助工具 

在契約法的實質化過程中，競爭自由的維護，可相當程度地促進市場參與者事

實上決定自由的行使，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私法層面上權力不均的問題，因此，其

也是實質化中重要的制度上輔助工具。例如：德國自 1952 年引進限制競爭防止法

（ GWB ） 後 ， 對 於 早 先 的 民 法 ， 產 生 了 基 本 上 的 變 遷 跟 典 範 移 轉

                                                      
7 Claus Ott/Hans-Bernd Schäfer, “Die ökonomische Analyse des Rechts-Irrweg oder Chance 

wissenschaftlicher Rechtserkenntnis?” JZ 1998, 213, S.220 (1998). 
8 Fritz Rittn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Vertrag und Wettbewerb,” AcP 188, 101, S.107f (1988). 
9 Emmerich, Kartellrecht, 10.Aufl., C.H. Beck, S.3f (2006). 
10 Rittner, a.a.O., S.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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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enwechsel），競爭是確保實質契約自由的有效工具，競爭可以消除私法

上權分配力不平等的問題，而讓市場參與者有替代跟選擇的可能性，因此，可相當

程度地促進市場參與者事實上決定自由的行使，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私法層面上權

力不均的問題。從契約正義的觀點，競爭是程序正義概念的範例，對於市場經濟秩

序而言，競爭建立起一道程序，而程序正義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與框架條件上，故

競爭的允許跟確保，也是屬於程序契約正義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與補充條件，因為一

方面法律秩序本身原則上並不使當事人逕自受契約內容的拘束規制，而是讓當事人

自行選擇，另一方面，契約拘束力只有在當事人具有選擇可能性，如同有效競爭所

給予的，才有說服力，由於交換正義是建立在市場上給付交換公平程序上，所以，

市場經濟跟競爭也間接有助於實質分配正義的實現 11。 

(三) 競爭法作為秩序政策手段 

競爭失靈（Wettbewerbsversagen）或市場失靈（Marktsversagen）與契約失靈是

連帶的，私法自治的維護，可先從確保競爭的環境因素著手，而當環境因素的無法

確 保 自 主 決 定 時 ， 才 須 介 入 個 別 交 易 關 係 ， 採 取 個 案 式 的 補 救 性 措 施

（kompensatorische Maßnahmen），以資因應。故於失靈情況發生而需要法律措施

的介入矯正時，基於憲法比例原則的要求，在手段目的之選擇上，首先必須考慮，

是否有秩序政策上的手段（ordnungspolitische Mittel），得用以回復私法自治或競爭

的功能，例如：確保競爭秩序的限制競爭防止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蓋這類的措施

有助於確保經濟自主決定的環境因素（konstitutive Elemente）─競爭，而不必直接

介入個別的給付交換關係。因此，在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間存在限制轉售價格約定

時，因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已禁止垂直約價行為，此時，即可不必在經銷商與客戶

之個別交易關係中，再為直接的介入干預。又市場競爭機制有時也可產生矯正作

用，例如某一事業為不實廣告者，其他競爭者可能會趁機向交易相對人提供真實資

訊或指正廣告內容的錯誤，或者以比較廣告的方式，提醒交易相對人要多加注意，

藉以爭取交易機會，從而也可減少事業為不實資訊提供的投機。不過，秩序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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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 29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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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有時並不容易跟競爭法上的補救措施（kompensatorische Mittel）有所區

分，例如：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關於獨占事業不當決定交易價格之榨取濫用

（Ausbeutungsmisbrauch）的管制，即具有補救措施的性質，同理，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於不實廣告的管制也屬補救性質，因為，它可以使個別消費者的資訊地位獲

得加強 12。 

在契約締結階段，當事人自主決定（Selbstbestimmung）的維護，對於契約與競

爭的有效運作具有重要影響，對此，行為能力、錯誤、詐欺、脅迫、強制、公序良

俗和誠信原則，以及競爭法（包括限制競爭防止法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市場力濫

用和欺罔等規定，均屬確保自主決定的規範。雖然，私法的契約理論於討論契約制

度的前提條件時，常對於競爭的論述，保持距離，但在經濟事務關連性上，競爭實

際上是契約的前提條件（Voraussetzung），在私法面向上，競爭作為市場形式，可

以 確 保 契 約 自 由 ， 而 在 經 濟 法 面 向 上 ， 競 爭 作 為 法 律 上 的 秩 序 原 則

（Ordnungsprinzip），則以法律主體平等自由型塑其法律關係作為基礎，儘可能地

確保由此而生之整體秩序的正確形成 13。 

由於市場力量或資訊不對稱不僅會損及交易相對人的經濟地位，同時也會產生

無效率的結果，市場力量或資訊不對稱會導致產品價格超過競爭價格，形成錯誤價

格（falsche Preise），損及配置效率的實現 14 。因此，需要法律作某種程序的介

入，競爭法是影響契約制度達成 適配置作用的重要工具，契約締結能否產生 適

配置效率的基礎前提條件為自由競爭（freier Wettbewerb），確保經濟活動自由、防

止市場力量濫用的競爭法，對於契約締結前階段之自主決定的確保，可以減少國家

對於契約內容的直接干預，限制競爭防止法可以防止市場力濫用，而不正競爭防止

法可以防止競爭的扭曲，刺激效能競爭及增進消費者福祉 15 。對於市場力量的濫

用，必要時亦得以締約強制（Kontrahierungszwang）16 或內容控制的方式 17，予以

                                                      
12 Josef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Mohr Siebeck, S.450 (1998). 
13 Rittner, a.a.O., S.126. 
14 Otto/Schäfer, a.a.O., S.220. 
15 Michael Kittner, Schuldrecht, 3. Aufl., Franz Vahlen, Rn. 1096 (2003). 
16 如事業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時，對被歧視之交易相對人所產生的供應義務，或是樞紐設施

的強制介接。參閱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 
17 參閱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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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而對於因資訊不對稱所導致之決定自由的妨害，亦得經由欺罔、不實廣告、

隱匿重要資訊、交易突襲等規定，加以防止。 

                                                     

三、效能競爭與消費者利益 

(一) 效能競爭 

競爭法的保護法益（Schutzgut）為正當之效能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

（參閱公平交易法第 1 條規定）18，此一效能競爭，就保護主體而言，並非僅有利

於個別競爭者的個別保護，而是應從社會法理解（sozialrechtliches Verständnis）的

觀點，競爭法係保護所有市場參與者對於競爭之利益，蓋效能競爭只有當市場參與

者就競爭中產品之判斷，未受干擾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因此，效能競爭和市場參

與者的保護，實為一體兩面，市場參與者的決定過程，實為競爭過程的一部分，故

除競爭者之個別利益受到保護之外，其他市場參與者與一般公眾也在保護之列，是

故，隨著競爭法的功能變遷（Wandel der Funktion），競爭法的功能已從 初的競

爭者保護規範 19，轉變為社會法的競爭法（sozialrechtliches Wettbewerbsrecht），其

功能不只在保護競爭者利益、也保護消費者及其他市場參與者、以及公共利益，不

正競爭行為的特徵並非侵犯主觀權利（subjektives Recht）或法益（Rechtsgut），而

是違反客觀的行為規範，因此，競爭法的功能為市場的客觀行為規範 20，所有的市

場參與者均受保護 21，包括競爭者、消費者及公眾利益。對此，我國公平交易法除

保護事業的競爭者之外，也於第 1 條中揭示消費者利益及交易秩序也是保護目的之

 
18 BVerfGE GRUR 72, 358 (1972); 79, 773 (1979); 01, 170 (2001). 
19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的 初目的在於保護競爭者（Mitbewerber），1896 年的不正競爭防止法

主要規範不實廣告（unwahrer Reklame）及其他特定形式的不正競爭行為，其立法理由中明白揭
示：保護消費大眾不受欺瞞（Übervorteilung），並非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直接目的。關於競爭法保
護目的之變遷，可參閱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6-10 (1997)。 

20 Fezer, Modern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chts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auf der Grundlage 
eine Europäisierung des Wettbewerbsrechts, Gutachten für BMJ, S.26f. (2001). Schricker/Henning-
Bodewig, Elemente einer Harmonisierung des Rechts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Gutachten für BMJ, S.5 (2001). 

21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7. Aufl., C.H. Beck, S.2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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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一三面性保護目的（Schutzzwecktrias），也見於歐盟關於不實廣告及比較廣

告的指令規範 22 及德國現行的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 條之中 23，而且德國在 2008 年

歲末的修法中，更將原「競爭行為」（Wettbewerbshandlung）的概念，以「交易行

為」（geschäftliche Handlung）24  代之，此概念的轉變，更擴張了不正競爭防止法

的適用範圍，除締約前的行為外，更將締約時及締約後的行為，縱使無關競爭，亦

納入規範 25。 

                                                     

(二) 消費者利益 

1. 決定自由 

競爭法對於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主要是在事業與消費者的垂直關係，保護其免

於不正競爭，並強化消費者在競爭過程中的地位 26。其中， 重要的就是消費者之

決定自由（Entscheidungsfreiheit）的保護 27，競爭自由所保護的不只是競爭者對於

自由形成其營業活動的利益，也保護消費者對於不同事業商品要約間的決定自由，

在此一消費者主權（Konsumentensouveränität）概念下，消費者作為市場過程的參與

者，對於事業商品要約成功或失敗，執行裁判功能 28。消費者主權的實現，一方面

消費者對於符合其偏好的商品，在價格及品質的替代選擇可能上，須有所知悉，亦

即要市場透明（Markttransparenz）；另一方面消費者也要有能力作出合乎其市場需

 
22 歐盟 84/450/EWG 不實廣告指令，經 97/55/EG 比較廣告指令修改之後，第 1 條揭示指令的保

護目的包括保護消費者、競爭者及一般公眾，免於不實廣告的影響。惟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定
（Richtlinie 2005/29/EG）通過後，對於消費者之保護，已從上開廣告指令中抽離，故新的廣告指
令（Richtlinie 2006/114/EG）於第 1 條中宣示以保護企業經營者為立法目的。 

23 現行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1 條規定：「本法係為防止競爭者、消費者及其他市場參與者受
到不正當交易行為。本法同時也保護公眾免於扭曲競爭之利益。」 

24 交易行為係指個人在交易締結前、交易締結時或交易締結後，所為有利於自己事業或他人事
業之行為，而該行為可促進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或購買，或是與商品或服務的契約締結或履行具有
客觀關連性。（vgl. § 2 Abs. 1 Satz 1 UWG） 

25 BT-Drucks. 16/10145, S.20. 
26 此一立場，亦與歐盟主要法律與次階法律，強化消費者的市場地位及透過更多資訊強化決定

自由的基礎，相符合。Vgl. EuGH GRUR Int 93, 763 (1993); 95, 804 (1995); 354 (2000). 
27 BT-Drucks 15/1487, S.13. 
28 Piper/Ohly, UWG, 4. Aufl., C.H. Beck, § 1 Rn.1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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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消費決定，亦即須具備個別理性（individuelle Rationalität）29。 

因此，消費者的法律行為決定自由，不應被不正當的影響。不過，對於消費者

的不正影響，並不完全是當然違法（per se unlauter）的，而是須於個案中檢驗消費

者之購買決定的理性（Rationalität der Kaufentscheidung）是否被不合理的擠壓，亦

即若依情事，對於消費者而言，正當的意思形成係屬不可能時，則構成違法 30。而

在個案判斷中，此一消費者的決定能力，係以消費者指導形象作為標準，即以市場

上一般消費者的能力水準作為判斷基準，而不是在個案中依個別消費者之不同而適

用不同的能力水準，蓋競爭法乃是規範市場上交易活動的法律，較關切的是集體性

的利益，以市場上的平均數作為重視對象，因此，有些時候，某些個案甚至會特別

去進行市場問卷調查，即是為了找出這一個平均值，故僅涉及單一消費者而未涉及

相當多數消費者之案件，其利益即非競爭法所要關注的。 

理性的決定，一方面需要充足的資訊，另一方面也需要自由的意思形成，相對

於契約法對於意思形成的不當影響，以撤銷權或解除權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事後個

別救濟的保護方式，競爭法主要是提供消費者一般性及預防性的保護 31。而其保護

也可間接促進競爭者保護，故消費者主權及消費者自由決定，也是屬於競爭自由的

一部分。 

(1) 資訊利益 

消費者只有在具體正確資訊的情形下，才能作出正當的締約決定，因此，事業

是否對消費者提供足夠資訊，便成為問題。競爭法一方面應提供免受市場資訊誤導

的保護，另一方也應確保對消費者提供足夠的資訊。一般而言，事業可認為消費者

基於自身生活經驗或自己取得的資訊，具備充足決定之資訊基礎，因此，一般性地

公開事業商品的所有不利事項，並不被事業所期待32，因此，事業除應確保資訊揭

露的客觀真實之外，基本上，事業所負的是針對特定重要事項的特別說明義務 33，

                                                      
29 Kessler, “UWG und Verbraucherschutz-Wege und Umwege zum Recht der Marktkommunikation,” 

WRP 2005, 264, S.268 (2005). 
30 BT-Drucks 15/1487, S.17; BGH GRUR 2006, 75, 76; 582, 584 (2006). 
3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Wettbewerbsrecht, 24. Aufl., C.H. Beck, § 1 Rn.14 (2006). 
32 BT-Drucks 15/1487, S.19. 
33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15. Piper/Ohly, § 1 Rn.21. 



 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 51 

而該重要事項是指消費者缺乏之，即無法作出正當決定者，惟有這類義務的違反，

才會產生競爭法的規範意義 34。 

(2) 意思自由形成利益 

廣告基本上係在影響消費者的意思形成，除了提供事業商品之資訊外，也在藉

由誘發購買動機，影響消費者的意思形成，有些廣告訴諸情感而無關商品本身，以

便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及博得好感，這類情形不一定都是不當的影響 35，而應於個

案中檢視決定的理性是否被排除 36。 

2. 私領域及其他權利的保護 

消 費 者 利 益 的 保 護 ， 除 維 護 消 費 者 主 權 之 外 ， 也 保 護 消 費 者 的 私 領 域

（Privatsphäre）不被騷擾（Belästigung），消費者的其他人格權及財產權，也受競

爭法保護 37。例如：消費者的個人生活不會被不願接受的電話廣告、傳真廣告、電

郵廣告或銷售人員登門拜訪所騷擾，而騷擾情節嚴重者，如使用身體暴力或脅迫手

段 38，甚至可構成自由權的侵害，而消費者自有的電話或傳真設備被不願接受的廣

告所撥進並占線，則會涉及所有權和占有的保護，或者是讓消費者額外負擔費用，

如回撥電話而支出電信資費，亦會涉及財產保護之問題 39。 

(三) 保護程度 

一般而言，競爭法為消費者所提供的是一種集體法（Kollektivrecht）層面的保

護 40，競爭法並不是消費者保護法 41，所謂的消費者利益，主要是指「一般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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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35 BT-Drucks 15/1487, S.17. 
3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16. 
37 參見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7 條規定。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17. Piper/Ohly, § 

1 Rn.22. 
38 參見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2 款。 
39 Tobias Lettl, Das neue UWG, C.H. Beck, Rn. 43 (2004). 
40 以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為例，該法對個別消費者僅提供間接性之集體層面的保護，而沒有規

定直接性之個別的消費者保護，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3 條的概括規定並非保護他人之法律，而且消
費者因不實廣告所生的契約解除權也已廢除，僅有消費者團體及特定團體，對於違法之不正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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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或「消費者整體利益」，係屬跟公平競爭有關，而非個別消費者於個案中的

個別保護 42。 

在以「消費者整體利益」為保護導向的情形下，消費者個體之事實上的個別差

異與特殊性，只能隱而不論，個別消費者對於資訊的吸收與加工能力的個別差異，

只好在法律上透過一般化方式予以處理，從而在保護程度上必然地將以一定之「消

費者指導形象」（Verbraucherleitbild）為基礎，此一指導形象的高低，事涉法律規

範程度的寬嚴，即消費者指導形象的標準愈高，事業行為構成不法的可能性就會愈

低，如此一來，低於此指導形象之消費者的保護，便需要個案中仰賴其他法律規定

的保護及補救 43。 

另外，競爭法對於水平關係之競爭者的保護，也會間接地反射在垂直關係中，

而對消費者提供間接的保護 44。同樣地，保護公眾對於競爭的制度保護及不受扭曲

之競爭的利益，亦復如是。 

(四) 消費者指導形象 

1. 意義 

競爭行為（如廣告）的競爭法上評價，是取決於其訴求對象的如何理解，因

此，消費者指導形象的功能，便是為交易觀點提供判斷基礎。此一形象，通常無法

明確加以規定，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是在執法時藉由「一般大眾的認知」及「普通注

意力」予以說明 45。 

在比較法上，對於消費者指導形象的認知，歐盟所採標準，是一種「規範上」

                                                        
行為享有不作為請求權（第 8 條）及利益沒入（Gewinnabschöpfung）請求權（第 10 條），受害
之個別消費者，並無損害賠償請求權，其立法理由在於認為個別消費者訴權的承認，恐會引發企
業面臨無數訴訟的風險，而對經濟造成負擔，故為減低訴訟風險，只好降低保護水平以作平衡。
Vgl. BT-Drucks 15/1487, S.22.  

41 Piper/Ohly, §1 Rn.10. 
42 廖義男/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 1 條，51 (2003)。 
43 Drexl, Die wirtschaftliche Selbstbestimmung des Verbrauchers, Mohr Siebeck, S.418 (1998). 
44 Piper/Ohly, § 1 Rn.13. 
45 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6 點、

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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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 46，所謂的消費者指導形象，是指「具有一般資訊、一般注意及一般理智的

一 般 消 費 者 」 （ durchschnittlich informierter, aufmerksamer und verständiger 

Durchschnittsverbraucher）47，規範上的形象，可以對決定自由的空間及責任領域，

作適當的界定，其角色係屬主動的。此一標準，也影響到德國法，在德國 1990 年

代前的判決，對於交易觀點的探求，是建立在廣告對象的事實上理解之上，依其經

驗及知識程度而定，而此一形象中的消費者，通常是習慣性的、膚淺的、不精確、

不 完 整及 不仔 細 的判 斷能 力 ，是 容易 被 誤導 之輕 率 的一 般消 費 者（ flüchtiger 

Durchschnittsverbraucher）48，對此一形象，即有學者認為對於消費者過度保護，視

消費者幾近於輕度白癡（Debilität）及未成年的（unmündig），致需要高度的照

顧，此與歐盟所要求之獨立、資訊充足且理性之消費者形象，並不符合，故需要變

更，以使與歐盟法調和 49。德國法院現也採取歐盟的標準，以「依情事具有一般注

意、一般資訊及一般理智之消費者」（situationsadäquat durchschnittlich aufmerksame, 

informierten und verständigen Verbraucher）作為判斷 50，而且這樣的一般消費者指導

形象，也被立法者接受，於 2008 年歲末的修法時，明定於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中。 

不過，此一規範上的消費者指導形象概念，不易具體化，其標準 後往往取決

於個案中法官的知識、經驗與觀點，操作上也得依靠消費者與事業間的利益衡量，

考量個案中的消費者保護、資訊流通的需求、資訊努力程度及競爭所帶來的公共利

益 51。 

此外，不管標準的高低，都會把一些平均值以下的群體，加以忽視，其結果可

能會依被忽視群體的範圍跟重要性，而導致競爭法保護密度的降低 52。 

                                                      
46 相對於此，「事實上的消費者形象」則會因實際上個別之消費者，其經驗及能力係屬有差別

的，難以透過一般化方式，予以定義，若依個案中個別消費者能力之高低，而決定保護與否，可
能會出現相同情事僅因涉案消費者的不同，即可能得出不同的處理結果。因此，透過「規範上的
消費者形象」，藉由平均消費者的概念，將個案中適用的判斷標準，予以一般化而非差異化，依
一般消費者之注意及能力，決定法律的適用，以避免相同情事出現歧異處理結果的情況。 

47 EuGH GRUR Int. 1998, 795, 797; 345, 348 (1998); EuGH GRUR Int. 2000, 354, 356 (2000). 
48 Piper/Ohly, § 2 Rn.92. 
49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4. Aufl., C.H. Beck, S.230 (1995). 
50 BT-Drucks 15/1847, S.19. BGH GRUR 2000, 820, 821 (2000); BGH GRUR 2001, 1061, 1063 

(2001); BGH GRUR 2002, 81, 83 (2002); BGH GRUR 2003, 626, 627 (2003); BGH GRUR 2004, 162, 
163 (2004); BGH GRUR 2005, 877, 879 (2005). Piper/Ohly, § 2 Rn.94. 

5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18. 
52 Piper/Ohly, § 2 Rn.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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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準 

消費者指導形象的具體化，其判斷跟競爭行為所訴求的交易對象（一般人或特

定群體）及產品有關，並應考慮個案情況及社會、文化、語言的特性，及消費者所

面對的情境 53。 

(1) 一般資訊 

消費者應具備如何的資訊及知識，係事業為廣告及競爭行為時，所可設想及依

賴的前提，因個人的差異，故事業係以認為消費者具有一般資訊能力，作為從事競

爭行為的出發點。例如：草莓果醬標榜為「純天然」（naturrein）者，一般消費者

通常不會認為其意指完全不含鎘鉛殘留物，因這些物質因空氣及水的污染而存於自

然環境中，故「純天然」的標榜，不足以構成誤導 54。又標榜門號搭配○元或１元

的手機，則一般消費者通常可知道，手機並非無償贈送，而是透過門號綁約而被補

貼的 55。 

但廣告及競爭行為所訴求的對象，針對一般大眾所為之廣告與針對特定群體

（如青少年、婦女、專業人士）所為之廣告，其交易相對人的資訊水平係屬不同

的，對於專業人士顯而易懂的訊息，對於外行人可能就屬完全陌生，使用外語者，

通常即是以相對人有較高的知識水準作為出發點，對於一般人所為的廣告，通常即

是以其具有基本知識為設想前提，對於兒童及青少年所為之廣告，所設想之知識程

度通常亦較成人為低 56。 

(2) 一般注意 

消費者的注意，涉及事業可以期待消費者，如何察覺其所提供的資訊，並為處

理及納入決定之中，其設想亦是以依情事所應有的一般注意為前提，若消費者可以

輕易認知或藉由其他方式處於可得知狀態者，縱使用外語，亦屬無礙。至於消費者

是否真的認知到所提供的資訊，則屬消費者應自行承擔的風險。例如：在草莓果醬

                                                      
53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20. 
54 EuGH WRP 2000, 489, 492 (2000).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 1 Rn.21. 
55 BGH GRUR 1999, 261, 263 (1999). 參閱楊宏暉，競爭法對於搭售行為之規範，政大法研所碩

士論文，198 (2001)。 
56 Piper/Ohly, § 2 Rn.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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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標示上列出果膠凝結劑，通常可期待消費者閱讀成分標示，並納入其購買決

定的考量，故果醬標榜純天然者，並不會因含凝結劑而被視為是誤導 57。 

消費者的注意，也會因交易情狀而有不同，對於個別的買賣招攬言詞，可期待

消費者有較高的注意，而在報紙及電視廣告的情形，消費者的注意力通常較低。商

品的種類及價格，也會有影響，高價產品應有較高的通常注意 58 ，對於搜尋財

（Suchgüter）及信任財（Vertrauensgüter），消費者對於廣告表示，應可期待有較

高的注意，而對於經驗財（Erfahrungsgüter），消費者對於廣告表示的注意，通常

就會較低 59。 

(3) 一般理智 

消費者的理智，涉及消費者對於所提供的資訊如何仔細地看待，並以之作出決

定判斷，消費者的年齡、職業、健康狀態、專業知識、教育程度、商品性質等，均

會影響到判斷能力。例如：巧克力條上標示「+10%」，則其並不會因面積大過數量

的增加，而被視為引人錯誤，蓋理智的消費者，通常可以知道尺寸雖可代表數量增

加的結果，但其與增加的數量，並無必然關係 60。 

3. 公平交易法上之消費者形象 

對於消費者指導形象高低的界定，事涉競爭法的保護密度，也跟經濟、文化、

教育、社會環境及法律保護功能有關，在消費者保護法功能僅限於產品責任、定型

化契約條款控制、特定特種買賣及廣告的契約責任等情形下，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平會」）也經由公平交易法對於消費者網捕了相當多的保護，並以

不實廣告之管制為重點，甚至部分介入個案的消費爭執，形成另類的消費者保護法
61。鑑於消費者保護的不足，故有學者認為我國的消費者指導形象可能比較接近德

國法院早期所採的見解，即未成年的消費者（unmündige Verbraucher），認為在充

                                                      
57 EuGH WRP 2000, 489, 491 (2000).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1 Rn.22. 
58 Piper/Ohly, § 2 Rn.100. 
59 Emmerich, a.a.O., S.267. 
60 EuGH Slg 1995, I-1923 Rn.24.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1 Rn.23. 
61 其分析檢討，可參閱蘇永欽，「私法自治與公平交易法的管制─公平交易法第 24 的功用與濫

用」，收於氏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193-195，元照（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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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大量虛偽跨大廣告與各種媒體傳播的消費市場上，消費者很難具有經濟理性所需

之資訊、冷靜與客觀性，因此，門檻不宜太高 62。 

目前，因不實廣告所生之糾紛仍占公平會執法的大宗，顯示消費者的保護需求

仍然很高，雖然，消保法也對廣告問題提供個案的保護，但其方向與公平交易法並

不相同，而且在競爭秩序的維護上，行政機關的介入有其管制效率，其效果也會影

響到個別消費者的保護，鑑於現行消保法及民法之規定，對於消費者所提供的個別

保護，實效性仍不是很周密，消費者對於公平交易法的執行仍有依賴與期待，而且

公平交易法也設有私人訴訟的管道，為適當保護消費者利益，現階段的保護門檻不

宜設得太高。惟消費者形象的高低，與市場自治功能的發揮有關，當市場自治或市

場上其他利益團體可以發揮適當的規制作用，或者大多數消費者可以辨識資訊的真

實性而不會被輕易蒙蔽時，消費者形象的管制門檻即可調高一些，而無需太多行政

管制成本的介入，因此，消費者形象仍應配合相關法律保護的加強、執法的導正成

效、經濟社會環境及消費者教育和知識水準的提升，而為適當的調整。 

四、廣告的資訊功能與投機 

(一) 廣告作為契約準備的開展 

現代經濟社會情勢的變遷，促使契約準備（Vertragsanbahnung）的內容及意義

產生變化，特別是契約準備的發動，隨著工業化，其重心由需求方轉向供給方，在

分工經濟與競爭的條件下，市場傾向轉向買方市場，賣方須爭求交易相對人，以達

成產品的銷售，故在契約準備過程中，賣方便占居積極的主動地位，如何將產品銷

售出去，便成為競爭行為的重心 63。 

在賣方居契約準備主導地位的情形，過去認為消費者經由消費者主權的行使，

透過訂購行為，間接地向供給方傳遞需求的訊息，以間接調控經濟過程及需求滿足

的運作過程，實際上應被反轉過來，由賣方向消費者傳遞訊息，藉由廣告及其他促

                                                      
62 劉孔中，「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

9（2000）。 
63 Lehmann, Vertragsanbahnung durch Werbung, C.H. Beck, S.64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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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行為，傳達消費資訊，結合行銷研究、市場調查與消費心理分析，以誘發消費者

的購買決定，將消費者招攬進契約過程之中。因此，在現代經濟中，廣告的規範，

便成為競爭法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64。此外，廣告的發送，即足以建立起交易接觸關

係，並進而進入締約前階段，而交易接觸的成立，當事人即可期待他方當事人為符

合一般誠正期待的行為，負一定的行為義務，並於義務違反時承擔法律責任 65。 

廣告主通常也是 小成本避險者，基於其對產品的知識，有能力就對於消費者

消費決定所必要之資訊，以 小成本方式提供，雖然，消費者也有可能經由市場上

其他資訊管道（如測試報告）獲取其所需要的產品資訊，但通常還是會伴隨部分的

成本，因此，經由資訊義務的建立以改善市場的資訊結構，從經濟觀點，亦可合理

化對於事業市場行為的干預 66。 

(二) 廣告的訊息傳遞功能 

1. 傳統觀點 

傳統觀點認為大部分的廣告並未對消費者傳達資訊、或僅傳達少數資訊。大部

分的電視廣告利用明星和運動員代言，其目的在於建立品牌形象，而不是提供消費

者價格資訊和品質資訊，因此，廣告的功能在於進行商品的差異化，使相同功用的

商品在消費者眼中產生差異化，藉由推薦的影響以建立品牌忠誠 67。 

大多數不具資訊提供性質之廣告的存在，係因企業缺乏向消費者提供資訊的利

益，縱使在已經差異化的商品上，企業通常也只會盡說商品的優點，而對商品的缺

點隱而不談，而在具同質性的商品上，廣告也可透過人為的去同質化（künstliche 

Enthomogenisierung），影響消費者決定。 

是故，廣告的主要功能在於促進人為的產品差異化、減少替代產品的選擇空

間、創造品牌忠誠、及降低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形成市場參進的障礙。 

                                                      
64 Lehmann, a.a.O., S.89ff. 
65 Lehmann, a.a.O., S.342ff. 
66 Kessler, a.a.O., S.270. 
67 Robert McAuliffe, Advertising, Competition, and Public Policy, 7, 34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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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代觀點 

現代觀點則認為廣告的功能，主要在於向消費者傳達資訊，諸如產品價格、產

品特點、產品來源等的說明。即使是傳統觀點認為不具資訊提供之推薦廣告或明星

代言，現代觀點亦認為其具有資訊傳達的性質，這類廣告的資訊價值在於透過代

言，間接地傳達產品的品質訊息及認同感 68。 

而以廣告向消費者傳達資訊，對於企業亦有利益，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的不確

性，形成資訊不對稱，而產生資訊上的需求，此一資訊需求的滿足，除自力搜尋

外，也可經由企業的提供，獲得實現，當然這跟資訊的成本效益關係有關，若企業

可以比消費者更低廉地提供資訊者，則其有誘因去提供資訊，蓋消費者的購買決

定，並非取決於「名目價格」（nominal price），而是取決於包括資訊成本在內的

「完整價格」（full price）69。向消費者傳達資訊的廣告，則可降低產品之完整價格

中的資訊成本因素，不符合消費者資訊需求的廣告將會被忽視，而且在行銷上亦屬

無效率，因此，追求利益的企業，會透過廣告，傳達消費者所需的資訊，降低資訊

成本，以降低產品的完整價格。 

廣告中對於產品價格、產品特點、產品來源等的說明，固屬資訊的提供，縱使

廣告內容未包含這些訊息，廣告行為的本身，其實也間接地傳達了資訊，對於特定

產品進行廣告的事實，即足以構成該產品的品質信號，使消費者得以間接地對其產

品作出結論 70。蓋廣告的支出是一種沉沒成本（sunk cost），當所廣告的特定產品

退出市場時，該廣告花費即石沉大海，無法回收或轉作他用，因此，當特定產品作

密集廣告時，即可隱含供給者對該產品品質的默示保證，產品的生產品質會符合需

求的滿足，若非如此，則供給者支出的廣告費用將無法經由消費者的持續購買商品

而被回收。因此，廣告本身可向消費者傳達訊息，表示供給者不會遂行投機行為，

不會有誘因去偷斤減兩地降低商品品質 71。 

                                                      
68 Menke, “Die moderne, informations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Werbung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as 

Wettbewerbsrech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GRUR 1993, 718, S.718 (1993). 
69 Isaac Ehrlich/Lawrence Fisher, “The Derived Demand for Advertis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72 Am. Econ. Rev. 366, 367 (1982).  
70 Phillip Nelson, “Advertising as Information,” 82 J. Pol. Econ. 729, 732 (1974). 
71 Benjamin Klein/Keith B. Leffler, “The Role of Market Forces in Assuring Contractual 

Performance,” 89 J. Pol. Econ. 615, 630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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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實廣告的投機 

市場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可能促進企業提供可信資訊的廣告、增加市場透明

度，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企業為不實廣告，以誤導消費者。當企業為不實廣告的預

期成本（如私底下降低品質所產生的銷售量減少）小於預期收益（如私底下降低品

質所產生的生產成本減少）時，或是信賴租小於機會租時，即有誘因遂行不實廣

告。因此，相關的影響因素包括 72： 

(1)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辨別的難易度。若消費者可以輕易地判斷產品品質程度

時，企業即無不實廣告的空間。而產品品質判斷的難易度，會因某一產品是否被歸

類搜尋財、經驗財、信任財，而有從簡到難的程度差異。搜尋財比較不易有不實廣

告的空間，因消費者在購買前即可輕易檢驗出來。 

(2)消費者間資訊交換的強度。若消費者間的資訊交換活動很頻繁，則不實廣告

的空間也會較小，蓋壞消息總是跑得 快。 

(3)預期重複購買的數量。若重複購買的機會很小時，消費者即無法藉由拒絕下

次購買的方式來懲罰不實廣告行為，故一次性消費的商品，不實廣告的可能性就

高。因此，產品重複購買的機會愈高時，不實廣告的機會就愈小。 

(4)廣告花費的程度及其他資源投入的可轉換性。蓋廣告通常是特定產品的沉沒

成本，因此，個別廣告的花費支出愈多時，通常即代表該廣告對該特定產品所提供

的資訊，可信度愈高。同樣地，企業投入的資源只能用於該特定產品而缺乏轉換可

能性時，可信度也較高，因為若該特定產品使消費者失望而退出市場時，企業先前

的資源投入即因無法回收或轉換他用而遭受損失。 

(5)企業商譽的價值。若企業所銷售的產品不只一種時，則對特定產品因不實廣

告所造成的不利益，除該特定產品的收益減少外，也會對於企業其他商品的銷售及

商譽價值，產生減損。因此，企業先前產品的銷售愈成功者，對於新產品不實廣告

的機會，就會愈小。因此，企業的商譽也是新產品品質的一種保證。 

廣告理論的現代觀點，雖然認為廣告是一種品質信號（Qualitätsingal），可直

接或間接地向消費者傳達訊息，而有增進市場透明的效果。不過，此一訊息效果，

                                                      
72 Menke, a.a.O., S.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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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機行為的誘因之下，也不能完全排除不實廣告的出現，因為只要企業不實廣告

的預期成本小於預期收益時，不實廣告行為仍舊可能會發生。 

(四) 廣告規制基礎 

在商品大量生產製造與銷售的現今經濟活動型態上，廣告是事業傳達資訊的主

要方法，是消費者獲悉商品資訊的途徑，同時也是誘發消費決定及影響契約締結的

工具，影響層面從個別磋商的進行，提前至契約準備階段，因此，在締約前的競爭

階段，為維護潛在交易相對人的決定自由，廣告規制有其意義 73 ，不實廣告的禁

止，可防止市場的不透明，而說明義務的要求，可以促進市場透明 74。 

從資訊經濟的觀點，不實廣告的禁止，其出發點不是在於事業與消費者間的地

位差異，因力量均等的觀點尚無法完全說明競爭市場上因道德危險及逆選擇所導致

之產品品質惡化的問題，而是應從避免資訊成本與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競爭法應

盡量經由法律規定，降低資訊取得及散佈的成本，從而，資訊提供義務應分配給能

以較小成本方式提供真實資訊的一方，而廣告是一項降低資訊成本的重要手段，故

法律規定一方面應促進真實資訊的散佈，另一方面，不實的廣告表示會增加資訊成

本，故應加以禁止，透過管制手段及法律效果的賦加，這樣才能提高事業從事不實

廣告的成本，減低其為不實廣告的誘因 75。 

五、廣告與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一) 隱匿資訊與不實廣告 

對於交易資訊的揭露，原則上，事業並無一般性的說明義務（allgemeine 

Aufklärungspflichten），無須將所有不利事項全部加以揭露，說明義務通常是經由

                                                      
73 Sack, “Die relevante Irreführung im Wettbewerbsrecht,” WRP 2004, 521, S.521 (2004). 
74 Fezer/Peifer, Lauterkeitsrecht, C.H. Beck, § 5 Rn.392 (2005). 
75 van den Bergh/Lehmann, “Informationsökonomie und Verbraucherschutz im Wettbewerbs-und 

Warenzeichenrecht,” GRUR Int. 1992, 588, S.596f.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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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契約約定或先前行為導出，因此，對於交易上重要事項的揭露義務，係

屬例外，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即於第 5a 條第 1 項中明定影響

交易決定之特定重要事實的揭露義務。 

雖然，單純的緘默，不能為不實廣告 76，然而，廣告必定是向公眾揭露一定訊

息，在廣告中對於不利事項的緘默（Verschweigen），導致揭露的資訊雖然正確但

並不完整，這類情況並不當然會構成誤導，廣告真實原則並不當然導致無條件的完

整揭露，交易上對於廣告表示正確性的信賴應受保護，但並無法期待廣告主自我抹

黑（Selbstanschwärzung）或為完整中立的敘述，因此，廣告表示的不完整並非總是

等同於虛偽不實，惟其仍有可能導致引人錯誤之情事，特別是當特定重要資訊的有

無，係交易決定的基礎時，為防止對交易相對人的誤導，事業應為適當的揭露，否

則，仍構成不實廣告 77。 

(二) 德國法的觀察 78 

1. 基本原則 

廣告中對於不利事項的隱瞞，在判斷上究歸於違反說明義務的不作為侵權、或

是表述上有缺陷的作為侵權，是有爭議的，但德國通說及實務還是將之看作是一種

不作為方式，蓋誤導的源由係來自於被緘默的部分 79。這樣的歸責方式，過去是依

傳統侵權行為的方式，即加害行為可由「作為」或「不作為」來達成，作為與不作

為具有同等評價，因此，即使在法律未明文規定不作為的行為方式時，仍然可以建

                                                      
76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423-425，植根（1993）。 
77 Loewenheim, “Aufklärungspflichten in Werbung-Eine Analyse der neueren Entscheidungspraxis,” 

GRUR 1980, 14, S.15 (1980). Piper/Ohly, § 5 Rn.184. 
78 美國法上對於「消極隱瞞」可否構成欺罔或不實，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關於欺罔行為的政

策 聲 明 （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 ） ， 重 要 資 訊 （ material information ） 的 隱 瞞
（omission），如銷售瑕疵商品而未適當揭露、未揭露多層次傳銷（pyrmid sales）的資訊，或是
綜合行為人積極行為所營造之整體廣告印象，依消費者合理觀點，具有誤導可能性，且具有足以
影響消費者關於商品或服務之選擇行為或決定的實質重要性（materiality）者，仍會構成欺罔。而
資訊涉及商品或服務之重要特性，推定具實質重要性，涉及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安全性、功效或
成本者，亦屬之，若屬涉及商品或服務之耐久性、效果、保證或品質者，亦可能具有實質重要
性。FTC,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 (1983), http://www.ftc.gov/bcp/policystmt/ad-decept.ht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09/12/14. 

79 Fezer/Peifer, §5, Rn.182, 386. 

http://www.ftc.gov/bcp/policystmt/ad-decep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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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作為的責任基礎，並以「作為義務」（說明義務）的存在作為等價判斷的前提
80。 

現行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5a條第 1 項規定：「於判斷未揭露事實是否構成誤

導時，應依交易觀點，特別考量該事實對於交易決定是否重要，以及未揭露事實是

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該規定並不是要建立一般性的資訊提供義務 81，也沒有企

圖要求廣告主將所有關於其商品的不利事項，均加以揭露，而是認為廣告主只有在

保護消費者利益係屬必要，且考慮自身正當利益的情形下，才有資訊提供的義務
82 。 因 此 ， 資 訊 義 務 的 有 無 ， 需 要 依 個 案 情 況 而 為 「 利 益 衡 量 」

（Interessenabwägung），考量消費者對於廣泛資訊及商品不利情事的利益，將之與

廣告者對於提供商品有利情事及對於廣告標示簡潔有利的正當利益，加以衡量 83，

若對於締約重要事項的隱匿，會產生錯誤的整體印象（falscher Gesamteindruck）

者，即會構成引人錯誤 84。而消費者保護法上的資訊義務規定，時常也反映了立法

者的價值判斷，也應於衡量時，納入考慮 85。 

此一責任規定，也促使不正競爭法從消極禁止不實廣告的立場，轉移為積極建

立資訊義務的立場，強化市場透明（Markttransparenz），以使消費者能夠在資訊完

整的基礎上，發揮其市場調控的功能 86。在以「真實原則」（Wahrheitsgrundsatz）

防 止 資 訊 扭 曲 及 避 免 妨 害 資 訊 自 主 決 定 之 外 ， 更 以 「 資 訊 義 務 」

（Informationspflichten）來防止資訊不足及確保資訊自主決定。 

2. 重要交易資訊 

資訊是否涉及重要交易事實，須藉由競爭功能面向的觀察，考量足夠完整的資

                                                      
80 Fezer, “Das Informationsgebot der Lauterkeitsrichtlinie als subjektives Verbraucherrecht,” WRP 

2007, 1021, S. 1024 (2007). 
81 BGH GRUR 1996, 367 (1996). 
82 BGH GRUR 1989, 682 (1989); 1999, 757 (1999). 
83 BGH GRUR 1999, 1122 (1999). Fezer/Peifer, §5, Rn.392. Harte/Henning/Dreyer, UWG, C.H. Beck, 

§ 5 Rn.793 (2004). 
84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5 Rn. 2.46. 
85 Harte/Henning/Dreyer, §5 Rn.798. 
86 Emmerich, a.a.O., S.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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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供與摒除誤導資訊的促進競爭目的，而為決定 87。涉及產品重要性質之資訊、

涉及健康利益與安全利益之情事（特別是跟產品使用後果有關者）、或是涉及重要

經濟利益（如商品的新穎性、產品變更、給付取得之費用、偏離通常品質之情事或

使用限制等）或重大影響等價關係之訊息，依交易觀點，通常均屬影響交易決定之

重要資訊 88。對於重要事實的認定，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2005/29/EG）第 7 條

第 4 項明定了一些例示可供參考，諸如：產品的重要特徵、事業的身分及地址、價

格（包含稅捐）、價格與運費的計算方式、支付條件及申訴程序、解除權或解約權

等。對於隱匿交易資訊構成引人錯誤者，德國實務常見案例如下，可供參考。 

(1) 促銷措施 

這是對於以減價或贈品等促銷措施（Verkaufsförderungsmaßnahmen）為宣傳之

廣告的透明化要求（Transparenzgebot），屬於含值廣告（Wertreklame）跟誤導

（Irreführung）的下位類型。對於促銷措施，2004 年的不正競爭防止法在配合歐盟

法的調和下，對於過去促銷措施的限制已大為放寬 89 ，但因減價、贈品等促銷方

式，對於交易相對人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常常會有濫用風險的產生，為避免交易相

對人的決定自由受到不當影響 90，乃於第 4 條第 4 款規定，對於減價、贈品等促銷

措施，事業對於相關條件及資訊，應為清楚而明確（klar und eindeutig）的揭露 91。

對於表示或說明，以小字印刷或放置於讀者不會注意之位置者，並不符合該規定的

要求 92。 

(2) 懸賞或中獎之參加條件 

對於以懸賞（Preisausschreiben）或中獎（Gewinnspiele）方式為促銷者，法律

並不禁止，但對於參加條件（Teilnhamebedingungen）的限制，依第 4 條第 5 款必須

充分揭露  93 ，此規定可補充第 4 條第 4 款的透明化要求，同屬於含值廣告

                                                      
87 Fezer/Peifer, §5 Rn.392. 
88 Fezer/Peifer, §5 Rn.393ff. 
89 參閱楊宏暉，前揭註 55，199-212。 
90 Piper/Ohly, §4 Rn.4/1. 
91 §4 Nr.4 UWG：「於減價、贈品或贈送等促銷活動中，對於享用權益條件未為清楚而明確之

揭露者，構成不正當交易行為。」 
92 Piper/Ohly, ,§ 4 Rn.4/5. 
93 §4 Nr.5 UWG：「於懸賞或中獎活動中，對於參加條件未為清楚而明確之揭露者，構成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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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treklame）跟誤導（Irreführung）的下位類型 94，其目的係鑑於參加條件資訊

的不足，參加者在僥倖利誘心理的情形下，致消費決定被不當影響或誤導，故藉由

資訊揭露來降低濫用風險 95 。廣告主必須揭露哪些人可以參加活動，諸如：居住

地、年齡等限制條件，而且對於參加之方式，諸如：抽獎卷的郵寄、傳真或電郵，

收件截止日，舉辦者之姓名、地址，活動日，獎品，懸賞或中獎的決定方法及中獎

者的公布，參加可能產生的費用及領取獎賞所生之費用等等，如果參加必須跟商品

購買（合法）搭配在一起者，也應加以揭露 96。 

(3) 電信費用 

對於在平面媒體、廣播或網路上向大眾表示，對於廣告主商品的資訊，可以撥

打服務電話（01805-）詢問者，則必須在廣告上說明，撥打服務電話所產生的費

用，若廣告主未為說明者，即屬違反說明義務之誤導 97。 

(4) 停產型號 

出賣人對於所銷售商品係屬停產型號（Auslaufmodelle）一事為緘默者，若交易

上對於告知有所期待者，緘默將構成誤導 98。若購買人對於新型號商品重視時，不

管新型號商品較舊型商品有客觀上的利益，還是型號改變只是因為標誌、顏色或其

他設計的改變，出賣人均應負告知義務。當然，決定性的標準，還是在於交易期待

（Verkehrserwartung） 99 。不過，價格計算可以作為交易期待的一個指標，若停產

商品的售價明顯地比其他未停產商品有利時，則可認為對於告知存有交易期待 100。

明顯的價差也有可能即足以構成對型號停產的告知101，但若將停產型號標示為庫存

                                                        
當交易行為。」 

94 Piper/Ohly, §4 Rn.5/1. 
95 BT-Drucks 15/1487, S.18. 
96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4 Rn.5.10f. Piper/Ohly, §4 Rn.5/4. 不過，懸賞或中獎的參加與

商品購買之搭售，也可能為法所禁止。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6 款即明文規定：「對於消費者
參加懸賞或中獎活動與否，取決於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者，構成不正當交易行為。但懸賞或中獎
依其性質係與商品或服務合者，不在此限。」 

97 OLG Stuttgart NJWE-WettbR 00, 107, 108 (2000). 
98 BGH GRUR 1999, 757 (1999). 
99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5 Rn.2.48. 
100 BGH GRUR 1982, 374 (1982). 
101 Hefermehl/Köhler/Bornkamm, §5 Rn.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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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以低價方式出清者，尚不足以構成型號停產的告知 102。對於高價的家居電子產

品設備，消費者通常認為這類設備短時間內不會過時，若該型號為製造商已不再生

產或販賣、或已標示為停產型號者，則出賣人即負有告知義務 103。相對地，若某一

商品（如洗衣機、冰箱、洗碗機），製造商只是將標誌換新，而設備的構造及技術

均未改變時，出賣人即不可將該商品廣告為停產型號 104 。對於流行時尚衣服的廣

告，若商品係屬前幾年的式樣，而消費大眾的購買決定會因此而深受影響時，出賣

人即應在廣告中為告知 105。 

 

                                                     

(5) 平行輸入或再進口產品 

出賣人所售汽車係只在外國銷售者，則其須向購買人說明，該車並未在國內銷

售，因此，製造商所提供之國內車廠免費檢修的服務，購買人必須另外付費 106。同

樣的，出賣人在德國所販賣之汽車，若跟製造商專為德國市場所製造之型號同名

者，但配備顯有差異時，也應向購買人說明 107 。若出賣人將美國專用款之日製汽

車，從美國進口至德國時，若德國境內日本車商之經銷商所提供的保固條件並沒有

重大差異時，出賣人無須說明保固條件的差異 108。若再進口藥品的外包裝被進口商

任意（willkürlich）打開後，再重新包裝時，則進口商必須在包裝上加以說明，除非

包裝的打開係依內國法的要求或不違反誠正交易習慣 109。 

(6) 使用限制 

若廣告促銷某一在國內被禁止之通訊設備，但卻未清楚標示國內禁止使用者，

構成誤導，僅說明「出口專用」（nur f. Export），並不足夠 110。若廣告主可知某

一商品可能被一部分購買人加以改造並作違法使用時，則其必須在廣告上就該違法

使用方式的可刑罰性，為具體指示與說明 111。

 
102 BGH GRUR 1987, 45 (1987). 
103 BGH GRUR 2000, 616 (2000). 
104 BGH GRUR-RR 2004, 27 (2004). 
105 OLG Hamm GRUR 1983, 593 (1983). 
106 KG WRP 1984, 406 (1984). 
107 BGH GRUR 1992, 171 (1992). 
108 OLG Stuttgart NJW-RR 1994, 552 (1994). 
109 BGH GRUR 1982, 115 (1982). 
110 OLG München GRUR 1987, 181 (1987). 
111 KG GRUR 1991, 69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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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碼移除 

若經銷商將收錄音機售給零售商（Wiederverkäufer），而該機由製造商先前所

加之機器碼（Gerätenummer）或控制碼（Kontrollnummer）已移除時，因該機器碼

可表示製造地及製造年，且無機器碼將無製造商保固者，若零售商在購買時未獲告

知缺少機器碼時，則會造成誤導，蓋機器碼與物料控制、製造控制、機器辨識、維

修零件備料及保固有關，且零售商也因對其客戶的可能責任而會重視機器碼的有無

 112。同樣地，在特定商品的交易中，製造商編碼與保固條件及客戶服務攸關，購買

人對於通常應有及可期待之編碼的欠缺一事，未獲告知者，亦為誤導 113。 

(8) 差異性說明 

若家具郵購商在報紙廣告上提供新婚夫婦租屋者，不可隱匿租約締結係跟家具

搭售一事 114。若相當數量之購買人對於某一商品廣告，依經驗會認為同樣外觀的商

品，所使用的材料與先前一樣時，則廣告主應將現時使用不同材料一事為告知，例

如：先前家具是使用實木，而現在係使用塑木者，應為說明。若某一著名標誌的使

用，在交易上與商品產地預想有高度關聯時，則商品產地的改變，即應負說明，如

當Davidoff雪茄不再是產自古巴，而是產自多明尼加者 115。 

(9) 顯而易見事項 

對於顯而易見（selbstverständlich）的事項，並無說明義務。若出賣人表示所有

商品皆可分期付款時，則可明顯認為，出賣人對於顧客支付能力有疑慮的情形，並

沒有要無條件的提供分期付款 116。 

3. 歐盟指令的轉換 

為了配合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2005/29/EG）及其他相關指令的轉換，德國

不正競爭防止法於 2008 年底的修正中，將原本第 5 條第 2 項第 2 句關於隱匿資訊

                                                      
112 BGH GRUR 1988, 461 (1988). 
113 BGH GRUR 1989, 110 (1989). 
114 OLG Stuttgart GRUR 1972, 658 (1972). 
115 OLG Hamburg WRP 1992, 395 (1992). 
116 BGH GRUR 1988, 459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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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獨立出來，另行規定在第 5a 條，並且在內容上配合上開歐盟指令，作了更

詳細的規定。 

不正競爭防止法對 5a 條第 1 項規定係適用於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資訊揭露規定，

而且透過交易行為的概念，使其適用範圍可及於契約締結後的行為，至於資訊義務

的決定，則仍要透過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適用，亦即依交易觀點考量該隱匿事項

影響交易決定的重要性。 

但在第 2 項規定以下，則為了強化消費者保護，對於針對消費者的交易行為所

應負的資訊揭露義務，作了特別規定 117，對於現行法的資訊揭露要求，作了大大的

補充。這樣的規定方式在一體適用性的不正競爭防止法中顯得例外，但這樣的特

例，也是為了避免因規則的一般化，而使企業在一般商人間的交易中負擔過多的資

訊 揭 露 要 求 118 。 在 具 體 個 案 中 考 慮 全 部 情 況 ， 包 括 通 訊 工 具

（Kommunikationsmittel）的局限性或資訊傳遞的時空局限性，若隱匿對於影響消費

者決定具重要性的資訊者，構成不正當交易行為（§ 5a Abs. 2 UWG）。因通訊工具

的時空局限性，所產生的資訊傳遞限制，以及是否有其他措施可提供資訊管道，亦

應於個案情況中加以考量。 

第 3 項中參照歐盟不正當交易行為指令，針對「邀請購買」（Aufforderung 

zum Kauf）119的場合，特別例示了哪些是事業應主動揭露的重要資訊，包括：商品

或服務的重要特徵、事業的身分及地址、零售價格或價格及運費計算方式、支付條

件及申訴程序、解除權或悔約權。 

此外，於第 4 項規定中也預留了空間，將歐盟其他關於交易往來之相關法規中

就應揭露資訊所為的規定，加以轉介，將之視為重要資訊。不過，這項新增規定並

沒有改變現行法太多，因為類似的轉介規定，已存在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11

                                                      
117 BT-Drucks. 16/10145, S.25. §5aII：「對於第 3 條第 2 項之消費者的決定能力，以隱匿資訊方

式加以影響，而此等資訊在體個案中考慮全部情況，包括通訊工具之限制後具重要性者，構成不
當交易行為。」 

118 BT-Drucks. 16/10145, S.25. 
119 邀請購買（Aufforderung zum Kauf）是歐盟不當交易行為指令用語，係指使用與通訊工具適

當相符之方式，指示商品或服務的特徵跟價格，而為商品或服務的提供（anbieten），以使一般消
費者得締結交易者。依此，係指消費者可否基於該產品價格跟特徵的表示，而能發出購買商品或
服務的意思表示，因此，不管是要約引誘、有拘束力的契約要約、還是企業經營者任何可使消費
者決定為購買特定產品之表示，均包括在內，但若僅是形象廣告或吸引注意力的廣告，則不在其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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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的違法行為（Rechtsbruch）120，而且歐盟相關指令所列的資訊揭露，諸如：

遠距交易、套裝旅遊、分時共享、電子商務、遠距金融服務等等，也都已在民法中

轉換了。 

歐 盟 指 令 中 關 於 資 訊 揭 露 的 規 定 ， 其 目 的 在 於 經 由 市 場 透 明 度

（Markttransparenz）的提供或維持，使交易決定得以在充分的資訊下作成 121，在這

類情況中，資訊主要是涉及契約的重要內容，即「價格」跟「給付」。經由這類的

資訊，需求者得就市場上供給者所提供之產品，進行比較，因此，當產品的比較，

被銷售方式所阻隔（如遠距銷售）、或者因契約的複雜性，產品的比較需要掌握相

當多的資訊時（如套裝旅遊、分時享有、保險）、或立法者對於市場的透明度不信

任時（如消費信用、匯款），便需要對契約內容的資訊揭露作出規範 122。例如：在

遠距銷售中，顧客無法直接觀察作為契約客體之商品，而在涉及服務之契約，相較

於面對面的即時締約，也會因溝通的不足，致使顧客倉促決定而未能從事產品比

較，再者，在遠距交易中，訂購手續便利，加上利用信用卡的延後付款方式，會比

較容易誘發消費。是故，在溝通不足與誘引作用下，若應提供之資訊未能制式化，

恐將導致市場不透明（Marktintransparenz）123。因此，遠距銷售指令第 4 條第 1 項
124 和金融服務遠距銷售指令第 3 條 125 規定，對於契約決定之重要資訊，應提供給

                                                      
120 §4 Nr. 11：「違反基於市場參與者利益而規範市場行為之法律規定者，構成不當交易行

為」。§5aIV：「基於歐盟之規則，或依據為轉換歐盟對於商業通訊包括廣告與行銷之指定的法律
規定，而對於消費者不可隱匿之資訊，亦視為第 2 項之重要資訊。」 

121 Grundmann, “Privatautonomie im Binnenmarkt-Informationsregeln als Instrument,” JZ 2000, 1133, 
S.1135ff. (2000). 

122 Riesenhuber, Europäisches Vertragsrecht, Baden-Baden, S. 121f. (2003). 
123 Riesenhuber, .a.a.O., S. 122. 
124 遠距銷售指令(Richtlinie 97/7/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0. 03.1997 

über den Verbraucherschutz bei Vertragsabschlüssen im Fernabsatz, Fernabsatz-Richtlinie)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於遠距銷售契約締結前應及時被提供下列資訊：(a)供給者之身份和地址；(b)商品
或服務之重要特徵；(c)價格（含稅）；(d)運送費用；(e)付款和交貨或履行之細節；(f)撤回權的享
有；(g)使用遠距通訊工具之費用；(h)要約或價格的有效期限；(i)契約 低期間。 

125 金融服務遠距銷售指令(Richtlinie 2002/65/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3.09.2002 über den Fernabsatz von Finanzdienstleistungen an Verbraucher und zur Änderung der 
Richtlinie 90/619/EWG des Rates und der Richtlinien 97/7/EG und 98/27/EG, Finanzfernabsatz-
Richtlinie)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消費者於契約締結前，就提供者（如：身份地址、代理人之身份
地址、商業登記號碼、營業許可之主管機關等）、金融服務（如：金融服務之重要特徵、總價
（含佣金、費用、稅捐）、金融工具之特徵和風險或價格變動、過去績效並不表示將來績效、提
供資訊之有效期、付款和履行之細節、使用遠距通訊工具之額外成本等）、遠距銷售契約（如：
撤回權之有無、期限、行使方式和地址及不行使之效果、契約 低期間、提前終止之權利及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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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在套裝旅遊中，因為給付內容包含多數，使得產品比較變得困難，因此，

套裝旅遊指令規定，旅行社對於套裝旅遊之描述、價格和契約條件，不得為誤導之

說明，若發行廣告傳單（Prospekt）時，必須載明一定之內容，其資訊涉及重要的

旅 遊 給 付 和 付 款 條 件 （ 第 3 條 ） 126 。 在 分 時 享 有 中 ， 因 為 分 時 使 用 權

（Teilzeitnutzungsrecht）與傳統之所有權不同，係一權利產品，其內容依出賣人之

設計而有不同形式之內容，因此，市場具有不透明性。分時享有指令基本上面尊重

契約內容的形成自由，而只規定出賣人應對買受人關於權利、使用條件、價格、費

用等為詳細說明（第 3 條）127，由於應提供之資訊包括重要的給付要素與成本要

素，故可使產品條件產生標準化而具比較可能性。在消費者信用中，實效年息

（effektiver Jahreszins）128  為重要的契約條件，實效年息的透明，對於有效運作的

市場和消費者的決定具有重要性，經由年息資訊的提供（消費者信用指令第 3 條
129），可促相競爭產品的比較可能性。 

                                                        
擔、準據法和管轄法院、契約所用語言等）、權利救濟（如：訴訟外救濟途徑之有無及利用條
件、保證金或其他賠償規定）等方面，應及時被提供相關資訊。 

126 套 裝 旅 遊 指 令 （ Richtlinie 90/314/EWG des Rates vom 13.06.1990 über Pauschalreisen, 
Pauschalreise-Richtlinie）第 3 條規定：旅行社對於套裝旅遊之描述、價格和契約條件，不得為誤
導之說明，若提供消費者廣告傳單時，須以清楚、明確、易讀、精確地對價格及下列資訊為說
明，包括：(a)目的地、交通工具（特徵、等級）；(b)住宿（種類、地點、類別或舒適度、主要特
徵，許可及觀光等級）；(c)膳食；(d)行程；(e)護照及簽證要求、旅遊與居留上必要之衛生督察手
續；(f)應預付之金額及剩餘款項支付期限；(g)成行之 低人數、及 遲何時應通知旅客因人數不
足而取消之說明。 

127 分時享有指令（Richtlinie 94/47/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6.10.1994 
zum Schutz der Erwerber im Hinblick auf bestimmte Aspekte von Verträgen über den Erwerb von 
Teilzeitnutzungsrechten an Immobilien, Timesharing-Richtline）第 3 條規定出賣人應提供下列資訊：
(a)契約當事人之姓名和地址、出賣人之法律地位、所有人之姓名和地址(b)使用權種類之詳細描
述，及依不動產所在地法律，對於行使使用權所須符合之要件；(c)不動產及其使用權源之精確描
述； (d)涉及建造中之不動產者，其建造狀態、預期的完工期限、建造許可及許可機關之名稱和
地址、建造許可登記號、水電、瓦斯、電話等供應設施的狀態、依期完工之保證、及未完工時，
應返還已付價款之保證、保證之實行條件；(e)水電、維護和垃圾處理等服務及其利用條件；(f)泳
池或桑拿等共同設施及其利用條件；(g)不動產之維護、修繕、管理、經營所應遵守之原則；(h)使
用權得行使之期間及其始期；(i)行使使用權所應支付之費用，使用相關設施和服務之費用估計、
使用個別不動產之費用計算基礎、稅捐、管理費等；(j)買受人不受契約規定以外其他費用、負
擔、債務之拘束的條款；(k)使用權轉讓或交換之可能及所生費用（如出賣人或第三人中介交換或
轉讓）；(l)契約解除權及通知對象、通知條件、行使解除權之額外費用及種類等；(m)契約簽訂之
時間、地點。 

128 實效年息係指貸款所生之全部費用，其標示係以每年為貸款額度之百分比。 
129 消費者信用指令（Richtlinie 87/102/EWG des Rates vom 22.12.1986 zur Angleichung der Rechts- 

und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der Mitgliedstaaten über den Verbraucherkredit, Verbraucherk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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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指令為保護消費者免於誤導，除了一般性的廣告規範之外，對於特

定契約類型，透過真實義務（Wahrheitspflicht），除了在不正競爭防止法層面上，

促進集體的消費者保護（kollektiver Verbraucherschutz）外，也在個別的消費者保護

（individueller Verbraucherschutz）層次上，提供補充性的保護 130。例如：在消費物

買賣中，表示者（製造商或經銷商）於廣告中作出保證（Garantie）者，應受其表示

的拘束 131。其目的在防止對消費者具有誤導作用之保證廣告（Garantiewerbung）僅

被當作是單純的廣告媒介。在套裝旅遊指令和消費者信用指令中，對於防止因說明

不完整所產生的誤導，也設有條件式的保護規定，即若義務人使用廣告工具時，則

關於先契約資訊的規定便可適用，如：旅行社應於廣告傳單中揭露一定 低程度的

訊息、銀行應於廣告中標明實效年息 132。這類資訊義務的理由在於，不完整的說明

跟不實說明一樣，會產生誤導效果。 

對於這類特殊銷售方式的詳細資訊揭露規定，德國除於民法第 312 條以下定有

明文外，亦於 2002 年公布「民法資訊義務與證明義務細則」（Verordnung über 

Informations- und Nachweispflichten nach bürgerlichen Recht）133，將歐盟相關指令之

規定予以涵蓋。基本上，這些資訊義務的規定，亦為市場行為規範的一部分，保護

作為市場參與者的消費者，及保護其免於不當競爭，故該資訊義務的違反，亦為不

正競爭防止法第 4 條第 11 款之違反法令的不正競爭行為 134。 

(三) 我國法的規定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資訊的隱匿是否落入條

文字義範圍內，也許不是很明確，但對於廣告中未明示條件、負擔、期間或其他限

                                                        
Richtlinie）第 3 條規定，以廣告方式或在營業場所展示之貸款產品或為中介者，應對貸款所產生
之利息或其他費用為說明（必要時舉例），並說明實效年息。 

130 Riesenhuber, a.a.O., S.126. 
131 消費物買賣指令（Richtline 1999/44/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5.05.1999 zu bestimmten Aspekten des Verbrauchersgüterkaufs und der Garantien für Verbrauchsgüter,  
Verbrauchsgüterkauf-Richtlinie）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提供保證之人，須受其在保證表示
（Garantieerklärung）和相關廣告中所述條件的拘束。」 

132 參閱套裝旅遊指令第 3 條第 2 項和消費者信用指令第 3 條。 
133 關於此資訊義務細則的簡介，可參閱黃立，民法債編總論，138-144，元照（2006）。 
134 Piper/Ohly, UWG, 4. Aufl., C.H. Beck, §4 Rn. 11/21. (2006). 



 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 71 

制者 135，實務上也認為足以該當引人錯誤 136。例如：實務案例上對於電信業者的

資費計算方式，認為係消費者據以選擇電信業服務提供者之重要資訊，屬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應於廣告中確實完整載明，固然廣告表習於廣告中強調己身

產品或服務優異之處，惟倘該等優實之處係基於諸多限制條件，廣告卻未揭露該等

限制條件 137、或雖有揭露該等限制條件，然揭露方式不當，致有誤導消費者產生錯

誤認知或決定者；又如利率為申貸者選擇貸款以為交易之重要訊息，倘優惠利率設

有期間限制，自應於廣告中揭露 138；又事業為達促銷目的所提供之贈品、贈獎等活

動，具有極大之吸引力，贈品、贈獎之優惠內容、參加辦法諸如人數、期間、數

量、方式等限制及其他負擔等，均為影響該廣告招徠效果之重要訊息，倘贈品之使

用設有限制者，事業應將該限制條件予以揭露，若有未載明部分訊息，而有致消費

者誤認之虞者，其廣告縱非不實，亦屬引人錯誤 139 ：又或事業未揭露系爭商品係

「整理品」之事實，致消費者誤認為新品者 140，均可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135 如：被處分人於廣告中稱「 低價格保證」、「保證日用品 便宜」，然其保證與事實不

符，且未充分揭露「發現更便宜，退你 2 倍差價」之條件與限制等重要訊息，就商品價格與條件
及限制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參閱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63 號處分書）。 

136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案件類型例示表第 21 項
及第 29 項。 

137 如：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僅表示「整合負債利率 1.68%起」，並未揭露系爭優惠利率設有期間
之限制，與銀行貸款實務顯有不符，按銀行貸款期間不等，甚至高於 1 年，而優惠期間過後之利
率與優惠利率相較，明顯有距，利率為申貸者選擇貸款以為交易之重要訊息，被處分人自有揭露
之義務，以使申貸者選擇合乎自己需之貸款方案，被處分人於廣告上未揭露其優惠利率設有期間
限制，亦未載明「整合負債利率 1.68%起」之意義及非優惠期間適用之利率，申貸者尚無足夠訊
息以查證，將致申貸者就案關廣告所提供服務內容產生錯誤之認知及決定。參閱公處字第 095124
號處分書。 

138 參閱公處字第 096005 號處分書。本案中被處分人於報紙及電視廣告中以不當方式呈現，致
一般大眾產生無論網內／網外／市話，均可立即享有「每分鐘 3 元」、「國內 低」之籠統錯誤
印象，惟實際上消費者須每月累計超過 13 小時 20 分鐘後，始有該費率的適用，此一限制條件於
報紙及電視廣告中，字體大小及位置，明顯偏離一般大眾正常閱覽習慣，極易忽略。類似案例亦
見於公處字第 096026 號處分書，本案中事業為達促銷目的所提供之優惠方案，對消費者具有極大
吸引力，尤以費用得否減免，實屬交易上重要訊息，故事業就重要資訊事項於廣告上應具體明確
標示，倘有未載明限制條件等重要訊息之情事，而有致消費者誤認之虞者，即屬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而被處分人對具招徠效果之「終身 0 月租費」優惠方案廣告，然實際上被處分人所
提供之電信服務，每期月租費為 88 元，申辦優惠專案者，可享 12 個月或 24 個月月租費減免，合
約期滿後倘每年國內通信費達 1200 元，方可終身享免月租，是被處分人未充分揭露關於取得費用
減免之重要限制條件，有致消費者誤認之虞。 

139 參閱公處字第 95025 號處分書。 
140 參閱 89 公處字第 047 號處分書表示：被處分人早知系爭相機商品為 REFURBISHED（整理

品），而且在出口商出口前，要求出口商先將原有標示「整理品」之標籤撕去，被處分人未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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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反。 

這類隱匿重要交易訊息致構成引人錯誤廣告者，目前案例多係指對於產品價格

之附隨條件的未揭露，特別是指優惠或贈獎折扣的期間、條件或限制。其情形常涉

及資訊的不完整揭露，致使廣告在整體判斷上，有引人錯誤之虞，究應歸類為「作

為」所導致的誤導，還是因單純「不作為」所生的引人錯誤，並非易事。但畢竟二

者在法律評價上仍有差別，「不作為」所生的誤導，必須先建立起揭露義務的存

在，同時也以重要資訊為限，而「作為」導致的引人錯誤，並無這兩個要求。 

是故，有認為倘非積極以資訊不完整的表示，而是單純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者，應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的「欺罔」行為 141。蓋該條規範的「欺罔」行

為，也包括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

為。至於何謂「重要交易資訊」，則是取決於是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此一簡

單公式，仍須於具體個案中，考慮全部情事，以得出事業是否負有揭露義務，當

然，其他法令若就交易相關事項規定特定資訊的揭露義務者，自可作為認定事業有

無說明義務的依據，若無，則只能利用誠信原則或交易觀點這類的不確定法律概念

來建構。然而本條的適用，還涉及這類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的行為，其不法內涵是否

已被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窮盡，倘廣告中的資訊隱匿構成引人錯誤者，即無第 24

條補充規範的餘地。 

至於，廣告以外的資訊行為，當然即只能適用第 24 條處理。在契約準備階

段，適用欺罔行為的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案例，包括 142：房屋仲介業者隱匿內政部版

要約書資訊 143、隱匿代工相關重要資訊 144、隱匿服務提供之價格 145、刻意隱瞞事

                                                        
揭露資訊，甚或隱匿資訊，導致消費者無法將系爭商品與「整理品」做聯想，而將之認定是新品
無疑。在消費者不知實情情況下，消費者以新品的價格買到了二手品，對消費者而言非屬公平之
事。若廠商以二手品矇混為新品出售，除對消費者不公外，對正當營業之廠商而言，即極有可能
喪失與其他交易相對人交易之機會，易造成市場秩序之混亂，此種行為，基於維護交易秩序與消
費者利益，宜即時予以匡正。 

141 廖義男/石世豪，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21 條，289，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2004）。 

142 廖義男/吳秀明，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24 條，450-45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2004）。 

143 這類案例係房屋仲介業者未主動告知購買人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
屬隱匿重大交易資訊之行為，或提供名為「不動產買賣要約／承諾書」之斡旋金契約而未詳說其
與要約書之區別。參閱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96 號、89 公處字第 084 號、公處字第 092049 號處分
書、87 公處字第 081 號處分書、 高行政法院 91 年度判字第 145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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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自身資格 146、未充分揭露贈獎活動之相關資格條件 147、於預售屋契約書上隱匿

公設項目及持分比例分攤計算方式 148、美容產品及儀器使用收費 149、建物用地係

高鐵路線預定地 150、社區道路為都市計畫道路之徵收用地 151、渡假村會員權利義

務事項 152 等其他重要交易資訊。 

此外，對於交易相對人雖知悉資訊需求的存在，但其內容均掌握在事業手中，

致在交易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而被事業為不當壓抑之情事，則屬濫用地位之顯失

                                                        
144 這類案例係事業未事先告知相對人工作之高度技術性、耗時性、高失敗率等資訊，而意在販

售代工材料獲利，或雖允相對人向他人購買原料，但卻未充明說明原料成分、品名、單價及調配
比例等資訊。參閱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143 號、86 公處字第 163 號、公處字第 091020、091083、 
091205 號處分書。對此，亦制訂有「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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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按事業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之價格，向為一般人是否作成決定交易之重要依據，而債務協商
之目的，主要係為減輕債務人之還債壓力，取得債務協商服務所需額外支付之價金，應係債務人
決定是否債務協商之重要交易資訊。查被處分人提供之債務協商服務，依個別協商之筆數，於受
理債務人委託時，就債務人委託協商債務之筆數收取會員費，另於協商完成後依協商成功之債務
種類每筆收取服務費，然「銀行公會協商機制」所提供債務協商並無收取費用。案關廣告未揭示
該等債務協商費用之資訊，將致債務人無法客觀選擇對自己較有利之債務協商方式，而為錯誤之
交易決定，被處分人於廣告中隱匿渠所提供協商機制須收費而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免收費之重要交
易資訊，足令債務人錯誤認知銀行公會協商機制與被處分人同屬收費機制之錯誤認知，進而增加
對被處分人交易之選擇，被處分人所為顯對交易相對人為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有悖商業倫理及
效能競爭，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參閱公處字第 95042 號處分書。 

146 這類案例係被處分人選購知名公司已停用之電話號碼，提供相關產品之維修營業，致消費者
誤信被處分人為知名公司之特約維修站。參閱公平會 82 公處字第 029 號、83 公處字第 067 號處
分書。 

147 如：未充分揭露獎品內容（83 公處字第 094 號）、未揭露贈獎活動期間（85 公處字第 025
號）、未告知獎品使用限制（87 公處字第 073 號）、未充分揭露贈獎活動參加條件（85 公處字第
097 號、85 公處字第 103 號）、未揭露領獎辦法或期限限制（83 公處字第 113 號、86 公處字第
073 號）、未揭露配獎結果（83 公處字第 112 號）。 

148 按預售屋公共設施之分配涉及房地交易標的面積之計算，為購屋人決定交易與否之重大交易
資訊，且由於預售屋尚未辦理產權登記，購屋人無從藉由地政機關查得相關資料，倘建築投資業
者未於契約中將公共設施資訊完整揭露，顯有對交易相對人欺罔之情事，是建築投資業者應於房
地產買賣契約書中，列舉各共有人分配之公共設施所含項目、持分面積或比例分攤之計算方式，
建築投資業者倘未為前揭資訊揭露，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虞。參閱公處字第 97075 號
處分書。類似案例如公處字第 97145 號、85 公處字第 175 號、86 公處字第 081 號、87 公處字第
124 號處分書。 

149 參閱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82 號、89 公處字第 151 號處分書。 
150 參閱公平會 84 公處字第 147 號處分書。 
151 參閱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138 號處分書。 
152 如：被處分人於產品介紹時，對於渡假權轉售及出租的現實困難及渡假權交換之條件限制、

渡假村位置、設備、服務內容、會員所享之權利義務等重要資訊均未充分告知（88 公處字第 035
號處分書，類似案例公處字第 97169 號處分書）。對這類案例，公平會制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7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公平之行為。如：加盟業主於加盟過程中恃其相對優勢地位，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以

獲取利益之行為 153；未充分揭露借貸利率 154、限制契約書審閱或審閱期間不充分
155、隱匿個別頻道價格資訊 156、未提供房貸選項 157 等等。 

(四) 資訊揭露義務的決定 

對於資訊揭露的決定，相關的考慮因素包括：(1)交易上的重要性：如商品效用

功能、技術素質等客觀之交易上重要資訊；(2)消費者指導形象的高低，事涉交易相

對人自主取得資訊的範圍，對於符合該形象之一般消費者應具備的資訊，無須揭

露；(3)廣告接受方係何種對象為何，如消費者、青少年或其他市場參與者，此涉及

資 訊 能 力 的 差 異 而 影 響 到 標 準 的 嚴 鬆 ； (4) 當 事 人 相 關 的 資 訊 成 本

（Informationskosten），以決定何種資訊的取得及散佈應歸事業負擔，何種資訊應

由交易相對人自行負擔 158。因此，揭露義務的範圍會因個案情況而產生差異。 

是故，於個案中應就當事人雙方的資訊取得能力而為適當的利益衡量，如事業

係屬專業一方，負有蒐集相關重大資訊之能力與義務 159，而相關資訊係交易相對人

                                                      
153 如：未告知解除加盟時應負擔之履約準備費用（公處字第 092173 號）、未充分揭露權利金

等相關費用之付款時間及方式（公處字第 092004 號）、未揭露加盟業主對加盟之經營方案（公處
字第 091100 號）、未提供契約審閱期間（公處字第 096068、096090、095114、095115 號處分
書）。對這類案例，公平會制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之處理原
則」。 

154 參閱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158 號、公處字第 092175 號、公處字第 092185 號處分書。 
155 如預售屋建商要求須先付定金才提供契約書供審閱。參閱公處字第 093005 號、092147 號、

092154 號處分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訴字第 155 號判決。 
156 如有線電視頻道業者隱匿實際意願成交價格、剝奪系統業者單獨購買頻道機會（89 公處字

第 110 號處分書）、或要求系統業者先提供收視戶資料，才決定是否提供個別頻道價格資訊（87
公處字第 014 號處分書）。 

157 公平會為處理金融業者憑恃優勢地位，向房貸借款人不當收取提供清償違約金，以維護交易
秩序，訂有「房貸違約金處理原則」，揭示金融業者應充分揭露提前清償違約金之相關約定及貸
款條件等資訊、提供「得隨時清償」之貸款條件供借款人自由選擇等等，倘金融業者無法舉證簽
約時確有提供兩種貸款方案，以書面向借款人說明兩種貸款之利率計算方式與相關貸款條件，而
未確實提供「得隨時清償」貸款條件供借款人自由選擇者，即屬憑恃優勢地位之顯失公平行為。
參閱公處字第 096103 號處分書。 

158 Heermann, “Lauterkeitsrechtliche Informationspflichten bei Verkaufsförderungsmaßnahmen,” WRP 
2005, 141, S.146ff. (2005). Köhler, “Kopplungsangebote (einschließlich Zugaben) im geltenden und 
künftigen Wettbewerbsrecht,” GRUR 2003, 729, S.734 (2003). 

159 如：公平會認為市地重劃相關規定事宜，係依平均地權條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相關法規
辦理，該等法規已行之有年，土地所有權人除承受土地重劃之限制外，尚須繳納重劃費用，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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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易掌握者 160，應課與揭露義務，或者是在與消費者的交易過程中，資訊揭露義

務的要求，都會被強化。 

對於購買人於締約時可知悉該重要資訊的情形，雖可能無揭露義務的必要 
161。不過，競爭法上的規定，除保護交易相對人外，競爭者利益與公共利益亦同受

保護，雖購買人 後在締約時因處於可知悉重要資訊地位，致其於契約締結後的個

別保護，喪失必要性，但是，也可能會有部分的交易相對人，因遲至締約前始察覺

真實資訊而未予締約，但實際上仍有時間浪費或其他準備成本的支出，這類情形若

已在締約前的準備階段，造成相當數量的誤導者，基於維護正當競爭秩序及避免扭

                                                        
交易相對人財產權益之具體內容，屬建築交易重要資訊，該內容除登載於重劃計畫書中，亦得依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八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查閱，在買賣過程中，建商為交易地位較專業之一
方，且房地交易金額龐大，影響市場交易秩序甚鉅，一般消費者終其一生甚或僅有一次交易機
會，故事業本應負有蒐集相關重大資訊之義務及能力，並充分告知買受人，俾保障過戶後房地之
權益，不能主張其人員對業務不熟悉，因此降低或免除其注意義務，而致交易相對人於不利益。
故被處分人於銷售房地締約時未將該交易資訊告知買受人，致買受人承受土地重劃之限制及負擔
重劃費用，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參閱 84 公處字第 179 號處分
書、85 公訴決字第 077 號訴願決定書、87 公處字第 226 號處分書。 

160 如：頻道節目交易過程中，頻道節目價格資訊乃決定交易條件之關鍵，透過價格資訊之掌
握，系統業者得衡量財務能力及市場狀況，決定購買頻道種類及數量；反之，系統業者倘無法掌
握價格資訊，不僅無從確定並為購買決策，所面對之交易條件亦相對處於高度不確定。所以，價
格資訊之明確揭示，當為頻道節目交易過程中必須踐履之事項。而被處分人將其頻道節目之個別
價格資訊以機密處理，並視個別與系統業者談判情形再決定是否揭示，顯然刻意隱匿其頻道節目
價格等重要交易資訊，而除被處分人願意揭露其頻道節目之價格資訊外，系統業者別無其他掌握
此一重要資訊之途徑，是被處分人於銷售頻道節目過程中，對交易相對人隱匿頻道節目之價格資
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參閱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14 號處分書。 

161 如：事業刊登廣告除刻意隱匿足以影響消費者決定之重要事項應受非難外，其消極未刊登部
分，如消費者有相當機會於事前知悉該項內容，亦難認其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本案
既於相關銷售廣告已有地下室出入口之標示，且銷售現場之區域模型亦有明顯白色門框標明地下
室出入口，另他份廣告海報亦可明確查知地下停車場之存在，核准圖說亦皆有地下停車場之記
載，故交易相對人於簽約前既有相當之機會得知該項訊息，即難謂事業有隱匿系爭地下停車場之
意圖，從而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參閱 85 公訴決定第 057 號訴願決定書）。又
如：成屋買賣中，房屋的權利狀態一般人均可查閱得知，故被處分人接受屋主委託售屋時既已進
行權利狀態調查，當時系爭房並無查封情事，應已盡其必要注意義務，故無隱匿重大交易資訊之
情事（參閱 87 公處字第 239 號）。又如廣告雖刊載「地坪 29 坪」及「建坪 54 坪」，惟成屋買
賣，消費者前往參觀選購時，可就屋況為各種條件之考量，並作為決策標準，查案關建案之承購
戶，計有 8 戶之地坪約 29 坪，餘約為 28 坪，又建坪部分僅 2 戶為 54 坪，餘約為 51～53 坪。案
關廣告所載地坪與建坪雖與事實有不盡相符情事，惟按房地面積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必載事項，
且為房地不動產買賣計價之標的，消費者簽約前施以普通注意，應可知悉所購物件之面積大小，
尚不致因案關廣告為錯誤之交易決定，尚難認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參閱公處字第
09606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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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濫用的立場，仍可能有規制之必要 162。 

七、結語 

在競爭法（Wettbewerbsrecht）自由化（Liberalisierung）的趨勢下，以資訊義務

（Informtationspflicten）取代禁止原則的情形日漸普遍，從歐盟指令及德國不正競

爭防止法近年來的發展，可以得到印證，歐盟諸多指令都特別強調特定資訊的揭露

義 務 ， 因 而 形 成 一 種 「 競 爭 法 上 的 資 訊 模 式 」 （ wettbewerbsrechtliches 

Informationsmodell） 163 ， 藉 由 資 訊 來 充 實 市 場 的 透 明 度 ， 以 維 護 消 費者 主權

（Konsumentensouveränität）。這樣的資訊模式係從兩個基本論點出發 164，即：(1)

競爭確保市場以消費者利益為導向，與(2)消費者原則上具備利用市場機會的能力。

競爭使消費者得以選擇對其 有利的要約，消費者作決定，供給者作回應，市場由

消費者主權支配，因此，消費者主權可謂是資訊模式的指導形象，依此，商品及服

務 的 需 求 者 ， 對 於 供 給 者 的 成 功 與 失 敗 ， 具 有 終 決 定 權

（Letztentscheidungsrecht），消費選擇自由與不受他人權力影響的獨立決定個體，

是重要的價值。因此，資訊模式係將消費者視為有能力自我負責的個體，信任其能

夠在理性基礎上作出經濟決定，在此模式之下，資訊義務便成為補救當事人或消費

者資訊欠缺的手段，此一模式也反映了具有「一般資訊、一般注意及一般理智的一

般 消 費 者 」 （ durchschnittlich informierter, aufmerksamer und verständiger 

Durchschnittsverbraucher）的消費者指導形象。 

現代經濟生活中，在交易決定常是被動地被生產者操縱影響的情況下，交易資

訊或廣告內容的誤導與不實，會在交易動機誘發之初，即不當地影響市場參與者的

交易決定，而且其影響亦會持續延伸至契約締結之後，並對個別的交易關係產生負

                                                      
162 例如：在統一超商國民便當不實廣告促銷一案中，消費者在結帳前都還有機會知悉搭配飲料

才有折價的條件，而仍有不購買的機會。此一限制條件雖未在電視廣告中詳加揭露，但在報紙廣
告、門市廣告及網路廣告上均有揭露，但公平會仍認為系爭電視廣告表示之內容足以引起相當數
量之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對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之效果，而論處不實廣
告。參閱公處字 98086 號處分書。 

163 Fezer, a.a.O., S. 1023. 
164 Simitis, Verbraucherschutz, Baden-Baden, S.107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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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用。因此， 低必要程度的市場資訊公開與資訊揭露或廣告的正確充分，是維

持有效競爭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避免交易誤導，所針對的是一般普遍抽象的消

費者利益保護，但是，經由競爭機制的運作，也可間接反饋在個別交易關係的具體

保護上，是故，市場面的資訊義務規範和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實具有互補作用。 

基本上，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與契約法上的資訊義務，具有共通性，即都在保

護當事人的「自主決定」（Selbstbestimmung），而且也同樣將資訊義務的範圍限定

在「重要事項」上。但是，二者間也有區別，契約法關切的是契約的正確性，重視

的是個別當事人間的個別契約關係，偏重於個別保護的觀點；競爭法關切的是市場

透明，其資訊義務則是建立在一定之消費者指導形象之上，非從個別觀點，而是從

一定多數相對人的立場作觀察，因此，重視的是一般性的保護，而競爭法的保護，

可以在更早的契約準備階段中排除自主決定的妨害，將諸多影響契約締結之意思表

示瑕疵，提前予以減少，以提高契約的正確性、減少契約動輒被撤銷的機會，故競

爭法的資訊義務也會間接地強化契約嚴守原則。在資訊義務對於決定自由的保護功

能上，競爭法跟契約法就像同心圓的雙層保護牆（zwei konzentrische Schutzwälle）
165 ，內層由契約法提供保護，外層由競爭法提供保護，具功能上的互補關係

（Komplementärverhältnis）。雖然，違反競爭的說明義務比違反契約的說明義務，

更不容易建構，不過，競爭法上資訊義務，並不是以競爭上的地位均等理論為出發

點，而仍是以保護締約當事人之實質意思為出發點，並以市場整體作為觀察點 
166。當然，對於應在契約法層次解決的爭議，也不宜由競爭法承擔過多的功能，此

一緊張關係的緩和，不能單靠競爭法，也要依靠私法相關規定的發展，對於廣告表

示的規範，除了在競爭法領域加強規範之外，民法也須強化締約前的資訊責任，締

約上過失責任的繼續發展，應可以補強這部分的規範 167。 

                                                      
165 Christoph Busch, Informationspflichten im Wettbewerbs- und Vertragsrecht-Parallelen in UWG 

und BGB, Mohr Siebeck, S. 165ff (2008). 
166 Schwarze, Vorvertragliche Verständigungspflichten, Mohr Siebeck, S.70 (2001). 
167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閱楊宏暉， 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 ，政大法研所博士論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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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uty to Inform in Contract Initiation and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Focusing on Taiwanese and German Laws 

Yang, Hung-Hui* 

Abstract 

Advertisemen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in modern transac-

tions.  As a result, the content of advertisements constitutes a major incentive for custom-

ers to make transaction-related decisions.  Even before entering into the phase of contract 

negotiation, consumers are already deeply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If important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or concealed in the advertisement, the fairness of the contract will 

be negatively affected.  Accordingly, in the area of unfair competition law, the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 contract initi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Recent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C Directives, the Act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duty to disclose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  Moreover, the Act has been emphasizing more on the disclosure of specific 

information than merely prohibiting incorrect inform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gulation re-garding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 the Act is expected to eliminate the barrier 

of self-determination at an early stag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expected to ensure that a 

contract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both parties’ free will.  In this respect, the Act can be 

seen as a sup-plement to the general contract law.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oregoing two laws,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o protect self-determinatio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consumer 

model and consumer sovereignty.  By comparing the duties of disclosing essential 

information specified in the German Act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nd EC Directives, 

this article then elaborates the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scope of such 

duties.  Cases and provisions in Taiwan Fair Trade Law are also considered in this article. 

                                                      
Date submitted: November 3, 2009 Date accepted: March 29, 2010 
* Yang, Hung-Hui, Ph. D. in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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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uty to disclose in the unfair competition 

law provides general protection, which pursues the goal of market transparency and takes 

ob-jective elements into consider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 general contract law aims at 

protecting individual contacting parties.  These two laws, nevertheless, share the same 

mission-protecting the freedom of contract-and, therefore, complement to each other.  

Keywords: Duty to Inform, Misleading Advertising, Self-Determination, Omission of Ma-

terial Information, Fair Trade Pract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