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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俾供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

執法之參考。首先，分析事業間由於繼續性交易關係所生優勢地位濫用之背景及型態，對

於不當的強迫他方當事人接受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致壓迫該當事人從事交易之自主判斷

者，論述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其次，從防止事業濫用其對消費者之資訊優勢地位之觀點，

爰分別介紹不當表示之禁止、資訊揭露義務及公平競爭規約制度等規範。末者，基於以上

之探討，對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相關之規範理念及實務運作，提出若干建言。 

 

關鍵字：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不當表示、資訊揭露、公平競爭規約 

壹、前言 

國內由於流通事業向供貨廠商收取附加費用之爭議，引發學界及實務對於所謂「相對

優勢地位濫用」規範問題之關切1。究其問題之核心，在於相關濫用行為之不當性，倘僅

                                                      
1
 針對此規範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先後於八十八年度及八十九年度，即委託學者作有相

關之研究報告，參照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優勢地位—以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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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於交易條件本身之不對等或不合理，而尚未涉及拒絕交易、搭售、差別待遇等限制競

爭行為，則有無競爭法主管機關介入規範之餘地？就此問題，觀察外國競爭法規範，日本

法制呈現之積極態度，與德、法等國法制顯示之消極立場，各有相異其趣之規範意旨2。

至於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之實務運作方式，依其歷來之處分案

例及訂定之相關處理原則以觀，顯然深受日本競爭法制積極規範之影響3；惟採擇如此之

規範理念，因而揭示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違法性見解，其究與市場競爭之維護具有如何之

關聯性，學者對之有提出強烈之質疑者4。因此，基於繼受法考察之觀點，本文擬藉由日

                                                                                                                                                      
法立場之研析適用』，八十八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六（1999年）；鄭

優、羅昌發、黃營杉、黃銘傑，『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收取

行為為中心—』，八十九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五（2000年）。 
2
 德國法部分，德國營業限制競爭防止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雖明文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濫

用其對中小企業之相對優勢地位，惟該規定係屬同條第一項差別待遇禁制規定之擴大適

用，參照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收錄於氏著，『競爭法制之發

軔與展開』，頁 435-452，元照出版（2004 年）；法國法部分，依據法國「一九八六年十

二月一日八六～一二四三號價格與競爭之自由命令」第八條規定，不僅於同條第一項第

二款明定禁止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主體資格，且於同條第二項揭示禁制之濫用行為為拒

賣、搭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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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交

易關係等，參照何之邁，「法國競爭法新探—八六～一二四三號命令之研究」，收錄於氏

著，『公平交易法專論』，頁 546-554，自版（1993年）。 
3
 「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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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揭示之 7

款不當收取附加費用之行為類型，各款濫用行為之不當性，皆僅著眼於各該交易條件之

不對等或不合理性，即不以該流通事業尚有實施拒絕交易、搭售、差別待遇等行為為違

法構成要件，此之規範理念，顯然仿效後述日本競爭法制之「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流通、

交易習慣之指導方針」。 
4
 何之邁教授認為，公平會處理有關大型流通事業涉及優勢地位濫用之案例，多偏重附加

費用收取之行為，此類案件，公平會應擺脫事業間大小壓抑之角度，而從市場競爭影響

之層面審究始為正途，參照何之邁，「買方優勢地位濫用—從若干公平會大型流通業收取

附加費用案例觀察」，收錄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誕辰祝壽

論文集』，頁 1066-1086，元照出版（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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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競爭法制對此濫用規範之探討，或有助於公平會執法疑義之釐清。 

另應予說明者，日本競爭法制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理念，固係源於事業間交

易地位不對等之濫用型態，惟為有效防範不當表示之消費者被害問題，其規範理念實已擴

及事業與消費者間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濫用型態5。是以本文涵蓋此產業市場及消費市場之

相對優勢地位濫用型態，分別予以論敘，期待對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

於市場競爭之維護與消費者保護之功能上，皆有可得參酌之處。 

貳、立法背景與沿革 

一、背景說明 

日本產業組織之特徵，在介於外部市場與企業內部組織間，普遍存在有「生產系

列」6、「流通系列」等中間組織型態。此等系列之組成目的，通常為具有獨立法人格之複

數企業，彼此藉由契約、股份持有、職員派遣或融資等垂直統合方式，用以維持特定企業

                                                      
5
 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公正取引委員会）於平成十四（2002）年招開之消費者問題研究

會，即以事業與消費者間處於資訊及交涉力不對等為議題，檢討如何強化對不當表示之

規範效果。該研究會報告書，揭示於網址 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2.november/ 

021113.pdf。 
6
 針對此「生產系列」衍生出大企業（中心廠商）對中小企業（衛星廠商）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問題，日本於一九五六年制定「下請代金支払遅延等防止法」（防止承攬價金給付遲

延等行為法），作為獨占禁止法之補充立法，用以規範製造業委託加工交易條件之公平對

等；嗣於二○○四年修法，將其適用範圍擴及勞務委託之交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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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繼續性交易關係7。一般而言，在此系列下進行繼續性交易關係，對於雙方當事人具

有穩定供需、節省管銷成本等共同之利益；然而，在當事人之一方過度依賴此交易關係，

致他方當事人取得相對優勢地位之情況下，他方當事人為轉嫁其交易上之風險負擔，即可

能強迫相對人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件。尤其是，當事人間基於長久以來繼續性交易產生之

信賴關係（更貼切言之，乃係基於對系列之信賴關係），因此有關交易條件內容並未事先

以契約明訂之，而係在實際發生問題後，始由當事人以協商之方式解決。如此交易環境下，

更係造就優勢地位濫用發生之原因。 

對於上述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競爭法應否介入管制？就此問題，倘貫徹以下學理觀

點，無疑的將持否定立場。首先，基於對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原則之尊重，即使雙方

當事人在交易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發生所得分配不均衡之現象，此亦屬一般交易之常

態。蓋當事人一方，倘判斷相關交易條件不利於己，自得拒絕從事交易。其次，從競爭法

之目的在於確保市場自由競爭以達成效率資源分配之觀點，任何基於「所得公平之再分

配」、「追求資源分配結果之平等」等理念所為行政介入之調整，均係損及資源分配之效率

性8。 

                                                      
7
 有關日本之產業結構，參照根岸哲，「企業系列の法構造」，收錄於『企業系列と法・現

代経済法講座 4』，頁 3以下，三省堂（1990年）。 
8
 基此論點，日本經濟學者三輪芳郎，主張獨占禁止法無庸對此優勢地位濫用行為制定規

範，參照氏著『日本の取引慣行 流通と消費者の利益』，頁 264，有斐閣（1991年）。 



 
6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惟另從以下之論點，就此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容有介入規範之必要。首先，就交易

之現實面觀之，對於依賴該繼續性交易之當事人而言，其實質上並未享有如學理上所謂不

為交易之選擇自由。蓋繼續性交易之當事人一方，於蒙受不合理交易條件之際，即使曾有

停止現在之繼續性交易，另轉向他事業建立交易關係之評估，惟通常基於更換交易對象可

能造成重大利益損失（appropriable quasirent）之考量，最終僅得勉強接受該不合理之交易

條件，即放棄更換交易對象之念頭。至於造成該重大利益損失之原因有二：其一，當事人

之一方，倘為獲得短期利益，因而停止現行之繼續性交易關係，此種破壞當事人間信賴關

係之舉動，在講求高度忠誠之日本社會，將促使該當事人之信譽（reputation）受損，因而

難以覓得替代之交易相對人；再者，從經濟學上「人質」（hostage）之觀點，當事人從事

「關係特殊性投資」（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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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該當事

人不得任意更換交易對象之重要因素9。 

其次，吾人得由獨占禁止法之立法目的，進一步觀察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理念。依獨

                                                      
9
 當事人在成立繼續性交易關係之基礎上，進行所謂「關係特殊性投資」，倘其間存在著資

訊不對等或不對稱問題，致事前未能訂定完備契約（complete contract），或事後違反信

賴關係所建立之默示契約（implicit contract），且由於該投資關係之「人質」機制，在當

事人一方無法任意變更交易相對人之情況下（即所謂「lock- in」），他方當事人即可藉此

而濫用其交易上之優勢地位。以上，參照大録英一，「ホールドアップ問題と優越的地位

の濫用（4・終），公正取引，492号，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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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禁止法第一條規定所示，同法之直接目的為「促進公平且自由的競爭」，終極目的則係

「確保一般消費者之利益，並促進國民經濟民主的健全發展」。學者分析指出10，前者屬

於競爭政策之領域，藉此宣示同法維護事業活動自由，俾達成動態的效率資源分配；至於

後者，顯示同法含有社會法之性格，為保障一般消費者、中小企業等經濟弱者之對等交易

地位，必要時得限制事業者之事業活動自由，用以實現靜態的效率資源分配。如此在同一

法制上，對於效率資源之分配同時含有動態的及靜態的雙重意義，雖不免於體質上有扞格

之處；然而，倘吾人不得不承認市場機制有其功能外在之極限，此時即應正視動態的效率

性與靜態的效率之功能分擔問題。換言之，當效率之資源分配無從期待藉由市場機能予以

達成，甚至該結果所得分配不平等之現象廣泛及於市場構成員之際，為顧及社會整體之健

全發展，此時獨占禁止法在運用上即應側重於靜態的效率資源分配11。 

二、立法沿革12
 

                                                      
10
 參照来生新，「産業政策・経済政策と独占禁止法」，收錄於丹宗暁信、来生新、畠山武

道、稗貫俊文、向田直範、和田建夫著，『論争独占禁止法』，頁 14 以下，風行社（1994

年）。 
11

 日本學者認為，解決日本產業上之相對優勢地位濫用現象，並非競爭法之法理解釋問題，

而係其執法政策或立法政策之問題，參照稗貫俊文，「優越的地位の濫用」，收錄於前揭

註 9 書，頁 253。另今村成和教授，基於經濟民主主義之立法政策，亦主張相對優勢地

位濫用之規範，係屬獨占禁止法上之必要規制，該濫用規制於競爭政策上，具有獨特之

規範定位，參照氏著『独占禁止法入門〔改訂版〕』，頁 148，有斐閣（1988年）。 
12

 有關此立法沿革，參照公正取引委員会，『独占禁止政策 50年史 上巻』，頁 69以下，公

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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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獨占禁止法於昭和二十二（1947）年制定之際，即參照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法第五

條及克萊頓法第二條、第三條等規定，針對事業實施不當競爭手段之行為，設有第五章「不

公平競爭方法」以資規範。相關違法類型，依當時法第二條第六項定義規定，計有：拒絕

交易、差別對價、不當廉售、不當引誘或強制顧客、不當附排他條件交易、不當附拘束條

件交易等行為態樣。 

惟如上所述，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非難性，在於強迫弱勢企業接受不合理之交易條

件，其行為並未涉及競爭手段之層面，故相關問題未能依據「不公平競爭方法」之規範以

獲得有效解決。尤其，在昭和二十八（1953）年韓戰結束後，由於日本經濟陷入不景氣，

深化「系列」之大規模企業與中小企業的支配、從屬關係，相對的導致優勢地位濫用之問

題日趨嚴重，甚至普遍引發中小企業經營之危機。職是，日本政府為求因應，旋於同年修

改獨占禁止法，將第五章更名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並於同法第十九條規定：「事業人不

得實施不公平交易方法」，顯示其規範層級由水平競爭關係擴展及於全面的商業交易活

動。至於不公平交易方法之定義規定，則由同法第二條第六項改列為同條第九項，並於同

項第五款增列「不當的利用交易地位」之違法類型13。其不法行為之內涵，依據同項本文

                                                      
13

 亦即，依現行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規定，所謂不公平交易方法，係指符合下列 6款

行為纇型之一，且其行為具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並合致日本公平會指定之違法態樣者

而言：不當的差別待遇（第一款）、以不當的對價為交易（第二款）、不當的引誘或強制

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易（第三款）、不當的以拘束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之交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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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該款規定，即為：不當的利用自己交易上之地位與對方為交易，且其行為具有阻礙公平

競爭之虞（下稱「公平競爭阻礙性」）者。 

由於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各款定義內容過於抽象，因此同條項授權日本公正取引

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另以公告一般指定之方式，進一步將各該不公平交易方法

之違法態樣予以具體化14。其中，一般指定第十四項，即係承受同條項第五款規定，將所

謂「不當的利用交易地位」之內涵具體化者。該項指定規定為：「利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優

勢地位，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實施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1.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令其購買與該交易無關之商品或服務。 

2. 對於繼續性交易之相對人，以利己之計算，令其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利

益。 

3. 訂定或變更為不利於相對人之交易條件。 

                                                                                                                                                      

四款）、不當的利用自己交易上之地位與對方為交易（第五款）、不當的妨礙競爭者與他

人為交易或干擾競爭者公司之內部決策（第六款）。 
14 日本公平會公告之 16項一般指定，依序對應於獨占禁止法第二條第九項各款規定之違法

態樣為：指定第一項至第五項之共同拒絕交易、單獨拒絕交易、不當差別對價、不當差

別交易條件、事業人團體的不當差別待遇等行為，屬於第一款之不當的差別待遇類型；

指定第六項、第七項之不當廉售、不當高價收購等行為，屬於第二款之以不當的對價為

交易之類型；指定第八項至第十項之欺瞞的引誘顧客、不當的利誘顧客、搭售，屬於第

三款之不當的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易之類型；指定第十一項至第十三項

之不當附排他條件交易、維持轉售價格、不當附限制條件交易，屬於第四款之不當的以

拘束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交易條件之類型；指定第十四項指定之交易上優勢地位濫用，

屬於第五款之不當的利用自己交易上之地位與對方為交易之類型；指定第十五項、第十

六項，則屬第六款之不當的妨礙競爭者與他人為交易或干擾競爭者公司之內部決策之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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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前三款所列行為外，有關交易之條件或其實施，有課予相對人不利益之情事者。 

5. 交易相對人為公司組織之事業型態者，要求該公司就其負責人之選任，應事前依其

指示，或事後經其認可。」 

參、規範定位與構成要件分析 

一、公平競爭阻礙性之認定 

依上述立法沿革所示，現行獨占禁止法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體系，實係包含「不

當的競爭手段」、「不當的利用交易地位」等二大相異性格之違法態樣；惟於同法第二條第

九項之同一規範架構下，兩者均須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之實質要件。因而就此立法體

例，如何詮釋其「公平競爭阻礙性」之不法內涵？如何界定該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屬性？

歷來即為學界議論之焦點15。相關代表性學說，分別說明如下： 

（一）異質規範說16：此說認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之公平競爭阻礙性，在於其對效能

競爭之侵害，具體情形包含下列二態樣：其一，行為本身具備不當競爭手段之非難性，倘

                                                      
15

 有關該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屬性，除本文所敘代表性學說外，尚有下列諸說：辻吉彥教

授認為，該濫用規範應屬經濟力一般集中規制之一環；金子晃教授之見解，認為該濫用

規範類似歐陸法係之市場支配地位濫用之規制；大禄英一及本城昇等教授，將該濫用規

制定位為資訊不完全所生市場失敗之規制；白石忠志教授，則從狹隘之市場界定觀點，

認為該濫用規制與私的獨占規制，均屬防止競爭抑制行為之規制。以上各說之簡介，參

照向田直範，「優越的地位の濫用（下請法含む）」，收錄於『独禁法の理論と展開〔2〕』，

経済法講座第 3卷，頁 168—169，日本経済法学会編，三省堂（2002年）。 
16
 參照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新版）』，頁 146以下，有斐閣（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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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為之，將有礙公平競爭秩序之維持；另一，則係藉由濟力集中或排除特定競爭者之手

段，導致市場自由競爭之停滯。基此觀點，優勢地位之濫用，僅是交易關係上強者對弱者

之壓迫行為，並不直接影響競爭秩序，相對於其他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違法類型，該優勢地

位濫用之禁制規定應屬異質性規範。於此異質性規範之定位下，優勢地位濫用之公平競爭

阻礙性，僅得間接的由濫用行為人藉此強化其競爭地位，相對的減低交易相對人競爭地位

之觀點予以理解。 

（二）核心規範說17：此說認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之公平競爭阻礙性，包含有對事業

經營自主決定權之侵害、對自由競爭成立條件之侵害等二違法態樣。優勢地位之濫用，為

強勢企業壓迫弱勢企業接受不利益之交易條件，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即在於剝奪弱勢企業之

營業自主決定權。由於該自主決定權屬於事業競爭機能之基本條件，故於整體不公平交易

方法之規範體系上，該濫用行為之禁制規定應居於核心規範之地位。 

（三）折衷說：為闡明此公平競爭阻礙性之不法內涵，日本公平會於昭和五十七（1982）

年委託學者組成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於折衷上述學說意見後，其發表之研究報告見解18，

代表實務之基本執法立場。該研究報告認為，凡對於自由競爭的狀態、競爭手段的公平、

                                                      
17
 參照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頁 409以下，日本評論社（1980年）。 

18
 本報告書收錄於，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経済力の濫用と独占禁止政策―独占禁止

懇話会資料集Ⅸ―』，頁 329頁以下，大蔵省印刷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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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競爭的基礎等公平競爭等條件之一加以侵害者19，該行為即具備公平競爭阻礙性。以

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而言，即屬對自由競爭基礎條件之侵害類型，其因此所生之公平競爭

阻礙性，在於壓抑相對人就是否交易及交易條款內容之自主決定權20。 

對於該研究報告將確保自由競爭基礎之條件，建構於維護交易當事人自主決定權之見

解，民法學者從「契約自由」、「給付均衡」之觀點，認為獨占禁止法上之優勢地位濫用規

制，實屬私法上「暴利行為禁止」法理之延伸
21
。相對之，經濟法學者基於維護市場競爭

秩序之立場，認為該濫用規制不應流於私益保護之功能，因此於違法認定之際，除著眼於

對交易相對人之個別壓抑性外，包含交易相對人數目、系爭交易是否為組織性或制度性之

實施、涉案行為之波及程度等行為影響層面因素，亦應一併審酌22。 

二、構成要件之分析 

依據一般指定第十四項本文之規定，其優勢地位濫用之構成要件有三，即行為人利用

其交易上之「優勢地位」、「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的」課予相對人不利益之交易條

件。該等要件之內涵，分別析述如下： 

（一）優勢地位 

                                                      
19

 該公平競爭三條件之具體內涵為：確保自由競爭狀態之條件，係指事業間得互為自由之

競爭，未有干預或妨礙參與競爭之情事；確保競爭手段公平之條件，則為各事業在競爭

手段上，悉依價格、品質及服務之效能競爭方法從事自由競爭，以維繫市場之競爭秩序；

確保自由競爭基礎之條件，在於各交易主體就是否為交易及交易之條件，得依其自由且

自主的判斷為決定。 
20 就該研究會報告之見解，仍有學者提出如下之質疑；亦即，優勢地位濫用之非難性，在

於濫用行為，而非優勢地位本身，因此即使將濫用行為排除後，仍無法改善優勢地位存

在之狀況，從而無從期待自由競爭基礎條件得以獲得確保，參照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

入門（第 3版）』，頁 163，有斐閣（1993 年）。 
21 參照林幸司，「取引と公序良俗―暴利行為及び優越的地位濫用禁止の法理の位置づけ

―」，收錄於『現代取引法の基礎的課題―椿寿夫教授古希記念』，頁 240以下，有斐閣

（1999年）。 
22

 參照田中寿編，『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新一般指定の解説』，別冊 NBL9 号，頁 89；伊従

寬、矢部丈太郎編，『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頁 240，青林書院（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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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地位之概念，學說上存有絕對優勢說與相對優勢說之歧見。持絕對優勢說者，認

為在繼續性交易所形成之依賴關係下，由於當事人一方未能任意更換交易對象，此無異於

在雙方當事人間形成一特定市場，他方當事人因此所擁有之優勢地位，即具備市場支配力

或接近此程度之狀態23。相對之，持相對優勢說者，認為優勢地位濫用之違法性，僅具備

侵害公平競爭之「虞」的程度即已足，故所謂優勢地位，僅須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具有

相對優勢性，並不以該當事人擁有壓倒性之市場占有率或類似獨占、寡占等絕對市場力為

必要24。 

絕對優勢說之見解，不僅其市場界定過於狹隘，況且與本項指定僅屬「私的獨占」之

預防措施有所不符，故未為多數學者所採。因此，實務及通說對於優勢地位之認定，主要

係從相對優勢之觀點，考量交易對象之更換可能性，並衡酌當事人所屬市場狀況、交易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當事人經濟地位差異等因素25。 

（二）違反正常的商業習慣 

一般以為，「正常的」商業習慣之認定，未必以現實存在的商業習慣為準，凡符合公

                                                      
23
 白石忠志，「『取引上の地位の不当利用』規制と『市場』概念―独禁法をめぐる一大論

議の一断面―」，法学(東北大学)，57巻 3号，頁 5以下。 
24
 田中寿編，前揭註 22，頁 89。 

25
 山田昭雄編，『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頁 207，商事法務

研究会（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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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理念之交易習慣，不論其現實是否存在，均應加以審酌26。近來學說，亦有擴張傳

統民法上公序良俗之概念者，提出所謂「經濟的公序」論點，認為正常的商業習慣，至少

應包含交易的公平性及經濟弱者的保護等基本理念。因此，對於濫用優勢地位之交易行

為，即使相關交易條件廣泛的為商業界所採，惟從保護弱勢當事人交易自由之觀點，仍應

將其評價為違反市場交易公序，即未能承認該商業習慣之正常化27。 

（三）不當的不利益 

在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交易當事人各自基於追求最大利潤之動機，相互處於利害

對立之立場下，對於當事人一方有利之交易條件，相對的將不利於他方當事人，此結果並

不當然具有非難性。因此，有關交易條件是否具備不當性之判斷，即屬區別一般事業活動

與優勢地位濫用之重要關鍵。 

學說上，對於交易條是否具備不當性之判斷基準，有主張應以相對人之自由決定權有

無受侵害為準28；有認為應以當事人在交易地位對等下，所成立之交易條件為比較基準29；

亦有認為應以具備競爭機能之市場上，有無存在類似不利益交易條件之可能性為準30；另

                                                      
26

 正田彬，前揭註 17，頁 417。 
27 參照渡部晃，「独占禁止法違反と公序良俗」，自由と正義，147巻 5号，65頁以下。 
28
 戸塚登，「取引上の地位の不当利用」，收錄於経済法学会編『独占禁止法講座Ⅴ』，頁 277，

商事法務研究会（1985年）。 
29
 正田彬，前揭註 17，頁 417。 

30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入門（第 4版）』，頁 168，有斐閣（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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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張應以該不利益之交易條件，與當事人間之依賴性有無因果關係為準31。 

上述各說見解，或著重於交易相對人之自主性，或關注於當事人間之從屬關係，惟此

應屬實際現象一體之兩面，因此在具體個案之認定上，仍應依其交易態樣、壓抑程度及內

容等因素而定。 

肆、濫用行為之違法案例類型 

如上所述，由於日本產業市場普遍存在著大小企業間的支配、從屬關係，因此在實務

採行交易自主決定權受壓迫之違法認定基準下，促使一般指定第十四項規定廣泛適用於各

產業之交易型態，並形成諸多之違法案例類型，對之日本公平會亦分別訂有相關處理原

則，茲歸納說明如下。 

一、大規模零售業者對供貨廠商之濫用行為類型 

此類型之違法態樣，屬於買方優勢地位之濫用，其代表性案例，為昭和五十七（1982）

年之三越百貨事件32，及平成十（1998）年之 Lawson 事件33。該等案例之行為人，分別為

零售業界市場占有率之首位及第二位業者，並享有高度之營業信譽，因此各供貨廠商在極

                                                      
31
 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第 4版）』，頁 359，有斐閣（1998年）。 

32 昭和 57年 6月 17 日，同意審決，審決集 29巻，頁 31。 
33 平成 10年７月 30 日，勧告審決，審決集 45巻，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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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爭取與其建立供貨之交易關係後，進而對各該大規模零售業者產生依賴關係。於此情況

下，各該大規模零售業者濫用其優勢地位之違法態樣為：在三越百貨事件，行為人藉由辦

理促銷活動，要求供貨廠商購買無關之促銷商品、提供無合理依據之贊助金及支援銷售人

員，該等行為分別合致一般指定第十四項第一款、第二款之違法類型；在 Lawson事件，

行為人片面依其銷售企劃，要求供貨廠商繳回部分已收取之貨款，並將處理庫存費用之

13 億日圓，轉嫁予供貨廠商負擔，要求其以 1 日圓之進貨價提供統一上架之陳列商品，

此合致同項指定第二款之違法類型。 

針對大型零售商之優勢地位濫用行為，日本公平會於平成三（1991）年訂頒「有關獨

占禁止法對於流通、交易習慣之指導方針」，揭示其執法準則34。首先，有關大型零售商

優勢地位之認定標準，該指導方針列有如下判斷要素：供貨廠商對大型零售商之交易依賴

程度、大型零售商之市場地位、銷售對象變更可能性、商品供需關係等。綜合該等要素，

該指導方針揭示其認定原則為：「該供貨廠商倘未能與該零售商維持繼續性交易關係，該

                                                      
34

 該指導方針揭示之執法準則，係指大型零售商適用一般指定第十四項之情形而言。此外，

依據平成十七（2004）年訂頒之「大規模零售業者與供貨廠商交易之不公平交易方法」

特殊指定，凡涉案之零售業者，其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在 100億日圓以上，或

在東京都及其他經指定都市之營業場所面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或該等都市以外之營

業場所面積超過 1,500 平方公尺者，則優先適用該特殊指定。該特殊指定之規範意旨，

在於經由保障供貨廠商之營業自主決定權，藉此將合理商業經營活動之市場效率成果，

反映回饋予一般消費者。惟應予注意者，並非符合該特殊指定適用要件之大型零售業者，

即可逕自認定其對供貨廠商具備優勢地位，而係仍應就供貨廠商之銷售額、供貨廠商對

該大型零售業者之交易依賴程度、商品供需關係等因素，具體認定之。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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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次，對於大型零售商優勢地位之濫用行為，該指導方針列有如下之違法態樣：強迫

供貨廠商購買無關的商品、不當要求退貨、不當要求贊助金等經濟利益、不當要求供貨商

為小量頻繁送貨等。至於該等濫用行為之不當性，主要係相關要求與商品販賣之銷售並無

直接關聯性，並且要求之負擔金額並無明確之計算標準，致供貨廠商蒙受無法預估之經濟

不利益或不必要之風險負擔。 

二、加盟業主對加盟店之濫用行為類型 

此類型之濫用行為，早於昭和三○（1955）年代，即出現在日本之藥品連鎖加盟系統

內。以同年之大正製藥事件36而言，大正製藥公司在其建立之藥品連鎖加盟系統內，對於

加盟店之各藥房擁有相對優勢地位，因而該公司以定型化加盟契約書，不當課予加盟店諸

多非必要之營業義務，並沒收違約者之交易保證金，致構成一般指定第十四項第三款規定

之違法。 

嗣後，隨著連鎖加盟系統廣泛於零售業、速食業及服務業發展之結果，在加盟經營關

係上，出現諸多型態之不公平交易方法，因而日本公平會隨之訂定相關處理原則，以資規

                                                      
35

 揭示於該指導方針第二部、第五、第二點。 
36 昭和 30年 12月 10日，勧告審決，審決集 7巻，頁 99。 



 
1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範。由該會於平成十四（2002）年新修訂之「有關獨占禁止法對於連鎖加盟系統之處理原

則」以觀，其規範架構，係區分加盟契約締結之前、後二階段，分別課予加盟業主資訊揭

露及不當交易條款之禁止等義務。 

首先，在加盟契約締結前之招募階段，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後之商品供應條件、業務經

營之指導、商標或商號之使用及加盟權利金之計算、契約之期間及更新、契約之解除及中

途解約之條件等重要事項，負有以書面交付加盟店並說明其內容之義務；倘違反此義務，

致加盟店發生誤認之情事，該加盟業者將構成一般指定第八項欺瞞的引誘顧客之違法。 

其次，在加盟契約締結後，對於具備優勢地位之加盟業主，倘逾越管理加盟經營之必

要程度，強迫加盟店接受如下之不當交易條款，將構成優勢地位濫用之違法： 

（一）不當的限制交易對象：無正當理由，就商品、原料等進貨來源，或加盟店之清

潔、裝潢等施工事項，限制加盟店僅得與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事業為交易，致加盟店未能

接受質優價廉之商品或勞務之提供。 

（二）強制一定的進貨數量：強制加盟店須依加盟業主指示之數量進貨，其進貨量即

使超出實際銷售商品或使用原料之數量，就此超出部分亦不允許其退貨。 

（三）不當的禁止廉售保鮮商品：無正當理由，禁止加盟店以廉售方式出清將逾保鮮

期限之商品，致加盟店須負擔該商品逾期報廢之成本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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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契約內容之不當變更：就加盟契約未有約定之經營項目，不問該經營項目之新

設是否有利於加盟店，以暗示將對不同意者施予制裁之方式，強迫加盟店同意新設該經營

項目。 

（五）不當的競業禁止義務：加盟契約終止後，加盟業主逾越保護商標或營業秘密之

必要程度，不當的在地域、期間或內容上課以競業禁止之義務。 

除上述個別契約條款之濫用型態外，該處理原則認為，如就整體之加盟經營關係加以

觀察，並衡酌以下要素，亦有構成優勢地位濫用之可能：對加盟店銷售商品、銷售方法之

限制，是否逾越保護商標信譽之必要程度；課以加盟店須達一定銷售金額之義務，其額度

是否合於市場常情；有無賦予加盟店解約權，或解約時是否課予高額之違約金；契約期間

是否足夠加盟店回收其投資成本。 

三、專利權等授權人對被授權人之濫用行為類型 

就專利權或專門技術（Know-How）等授權契約之技術交易關係而言，被授權人取得

相關專利或專門技術之授權，為其從事專利商品之生產銷售所不可或缺。尤其在被授權人

投入大量生產成本後，如何繼續維持其與授權人之技術交易關係，即為被授權人事業經營

成敗之關鍵。因此，實務上常見專利等授權人利用此技術交易之優勢地位，強迫被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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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諸多不合理之授權契約條款，進而衍生優勢地位濫用之問題。 

以昭和五十六（1981）年之小松製造所與 BUCYRUS公司之技術授權事件37為例，小

松製造所（下稱被授權人）為從事挖土機商品之生產銷售事業，因此在取得相關生產技術

之授權契約上，必須接受由授權人 BUCYRUS 公司訂定如下之限制條款：被授權人未經

授權人同意，不得任意解除該技術授權契約；授權人保留其對全球產銷本件技術商品之權

利，被授權人於相關地域不得與其競爭；被授權人生產之本件技術商品，不得輸出至台灣、

韓國、菲律賓等國家；有關改良技術事項，授權人僅於實際生產階段始負改良技術之告知

義務，被授權人則須負擔研發、產銷全程之告知義務，且被授權人對於授權人負有讓與其

改良技術專利權之義務。對於如此之限制條款，日本公平會認定 BUCYRUS 公司在系爭

技術交易，具有優勢地位濫用之嫌，因而立案審理。 

近來，由於工業技術之發展與革新，在技術市場上隨之出現諸多新型態之授權契約，

相對的亦引發不同態樣之違法行為。針對此現象，日本公平會為落實技術保護制度之規範

功能，在累積並檢討歷來之實務經驗後，爰於平成十一（1999年），訂定「有關獨占禁止

法對於專利、專門技術授權契約之指導方針」，俾供技術交易之當事人有所遵循。 

該指導方針，分別從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聯合行為）及不公平交易方法等規範

                                                      
37 昭和 56年 10月 26日，審判手続打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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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揭示獨占禁止法對於技術交易之適用原則。其中，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之規範部分，

該指導方針依據授權契約條款之屬性及其限制競爭程度之高低，將相關條款區分為：原則

上無違法性之限制條款（即所謂「白條款」，包含專利權等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及對競

爭秩序影響程度輕微者）；具備一定之條件，即可能構成不公平交易方法之限制條款（內

分違法可能性較低之「灰條款」，及違法可能性較高之「灰黑條款」）；原則上構成不公平

交易方法之限制條款（即所謂「黑條款」，如限制專利商品之轉售價格、限制專利商品之

訂價等）。 

依據該指導方針所列違法態樣，屬於灰條款及灰黑條款之限制條款者，分別可能構成

一般指定第十項之搭售、同指定第十一項之不當附排他條件交易、同指定第十三項之不當

附限制條件交易等不公平交易方法；惟不論係灰條款或灰黑條款，各該限制條款均共通的

存在有優勢地位濫用之問題。因此，該指導方針認為，專利期滿後仍須支付技術實施費用、

集體授權、改良發明之讓與或專屬回饋授權、被授權人不得對授權人或其指定之人主張專

利權、指定原料或零件之進貨來源、商標之使用義務等限制條款，除前揭各項指定之不公

平交易方法外，亦應檢討其有無一般指定第十四項規定之適用。 

四、寡占廠商對經銷商之濫用行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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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之濫用行為，通常係由於廠商擁有高度之市場占有率，或其生產之特定品牌商

品長期為消費者指名購買，因此對於依賴其供應貨源之經銷商，享有相對優勢地位所致。 

典型案例，為昭和五十二（1977）年之雪印乳業事件38。當時，雪印乳業公司生產之

嬰兒奶粉，擁有百分之三十之市場占有率，排名業界第二位；並且，由於嬰兒奶粉之商品

特性，消費者在選用該公司品牌之嬰兒奶粉後，通常都會繼續選購該品牌商品。因此，雪

印乳業公司為維持其奶粉商品之品牌形象，乃對其經銷商實施所謂「差額利潤徵收制」，

以防止經銷商廉價出售該奶粉商品。亦即，雪印乳業公司於收取貨款時，預先徵收經銷商

進貨價格與出貨價格之差額利潤，嗣經數月觀察，確認該經銷商有無遵照建議轉售價格銷

售，以決定是否發還先前預收之差額利潤。 

針對上述之差額利潤徵收制，日本公平會認定雪印乳業公司構成優勢地位濫用之違

法。另有學者以為，差額利潤徵收制之本質，固然對於經銷商具有不當之壓抑性，且不利

於經銷商資金之運用；惟從阻礙市場自由競爭之層面加以觀察，差額利潤徵收制具有限制

經銷商自由定價之效果，因而主張該行為應係違反限制轉售價格之禁制規定（一般指定第

十二項）。 

五、金融機構對於融資企業之濫用行為類型 

                                                      
38

 昭和 52年 11月 28日，審判審決，審決集 24巻，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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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日本之大企業或中小企業，為籌措或調度其營業所需資金，大多與某特定

之金融機構建立融資關係，致普遍形成融資企業對金融機構之經濟依賴關係。基此關係，

歷來金融市場發生之優勢地位濫用行為，計有如下二類型： 

（一）不當的人事干涉 

以昭和二十八（1953）年之日本興業銀行事件39，及昭和三十二（1957）年之三菱銀

行事件40為例，該等銀行，對於進行重整因而請求融資之企業，提出如下之融資條件：該

融資企業之董事長及常務董事等職務，須依銀行之指示為選任；銀行指派有競爭關係之他

企業所屬職員，兼任該融資企業之重要職務；銀行得訂定該融資企業重要職務人員之營業

權限。 

上述融資條件，是否構成一般指定第十四項第五款所稱優勢地位之濫用，在於相關人

事之安排是否具備營業監督之必要性，及有無侵害融資企業之營業自主性。就此，日本公

平會認為，該等融資條件業已逾越一般金融機構保全債權之目的及必要程度，因而肯定其

違法性。 

（二）強迫超額融資 

                                                      
39

 昭和 28年 6月 2 日，勧告審決，審決集 5巻，頁 61。 
40

 昭和 32年 6月 3 日，勧告審，審決集 9 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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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昭和五十二（1977）年之岐阜商工信用合作社事件41，金融機構為圖獲取較高之貸

款利息，強迫融資企業貸入高於實際所需之融資額度（550 萬日圓）；且就超出之融資額

度部份（600 萬日圓），強令融資企業必須將其存入該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帳戶內，並禁

止在一定期限內提領。嗣於貸款契約成立後，該融資企業為免除其高額之利息負擔，因而

起訴主張相關融資條件係屬獨占禁止法禁止之優勢地位濫用行為，違反日本民法第九十條

公序良俗之規定，請求法院判決該貸款契約無效。 

對於上述之主張及請求，日本最高法院認同優勢地位濫用行為之成立；另就契約效力

部分，同法院認為，從獨占禁止法在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之立法目的而言，本件僅超過法

定利率限制部分無效，至於貸款契約之本身及定期存款契約仍屬有效。惟有部分學者主

張，法定利率之限制及禁止優勢地位之濫用等規範，其目的均在於保護經濟上之弱者，故

本件貸款契約及定期存款契約，不論係違反利息限制法或獨占禁止法，均應否定該等契約

具有拘束力42。 

                                                      
41

 最高裁昭和 52年 6月 20日判決，民集 31巻 4号，頁 449。 
42

 根岸哲，「民法と独占禁止法（上）」，法曹時報，46巻 1号，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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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優勢地位之濫用與消費者交易之保護 

處於商品研發日趨多樣化及精緻化的現代消費市場，相對於銷售該等商品之事業，消

費者在商品資訊之取得，顯然居於弱勢之地位。在此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事業實施

虛偽、誇大等不當表示之結果，不僅干擾消費者對商品選擇之正確判斷，倘消費者因而作

出錯誤之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亦屬剝奪其他事業以正當方法爭取顧客之反競爭

行為。有鑑於此，獨占禁止法第十九條及第二條第九項第三款等規定，禁止事業實施不當

引誘顧客之不公平交易方法。另依日本公平會公告之一般指定第八項規定，所謂欺瞞的引

誘顧客行為，係指事業就其供給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交易條件或其他相關交易事項所為

之表示，促使顧客誤認其較實際或競爭者供給之內容為顯著優良或有利，致不當的引誘競

爭者之顧客與自己為交易。 

然而，依據上揭獨占禁止法相關規定，對於不當表示案件之處置須經相當之審理期間

審，其在違法之抑制效果上終有緩不濟急之缺失。因此，在昭和三十七（1962）年日本消

費市場發生以鯨魚肉混充表示為牛肉罐頭之重大社會事件後，日本國會即於同年制定「不

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下稱「贈表法」），針對消費市場之不當表示事件，賦予同

法得優先獨占禁止法適用之效力。蓋，贈表法設有簡速之違法排除措施規定，及屬於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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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規範之「公平競爭規約」制度，是以同法較獨占禁止法具有規範之實效性。以下，即

簡介現行贈表法之相關規定。 

一、不當表示之禁制規定 

（一）有關品質等內容之不當表示  

依贈表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事業對於一般消費者，就其供給之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不符實際之供給內容而為顯著優良之表示，或違反事實而為較競

爭者之供給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致不當引誘顧客而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不得為之。 

相對於一般指定第八項規定，上揭贈表法規定並未列有「促使消費者誤認」之要件，

因此依據贈表法規定，較易於認定不當表示之成立。另依同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日本公

平會在判斷同項第一款規定之「不符實際之供給內容」或「違反事實」等要件上，於必要

時得限期命事業提出系爭表示之合理根據資料，其逾期不提出者，得將系爭表示視為同款

規定之不當表示。 

上述規定，學理上稱為「欠缺實證廣告之規制」，其特點在於將事實之舉證責任轉換

由系爭表示之事業負擔。至於判斷事業提出系爭表示之依據資料是否合理，實務上認為必

須符合該資料內容於客觀上得以被驗證、表示之效果或性能與資料內容驗證之結果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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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等二要件。 

（二）有關交易條件之不當表示 

依贈表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事業就其供給之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

件，促使一般消費者誤認其較實際或競爭者之供給為顯著有利之表示，致不當引誘顧客而

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不得為之。 

上揭規定適用之關鍵，在於系爭表示有無促使一般消費者為顯著有利之誤認。就此，

實務在具體判斷上，毋庸證明系爭表示違反真實，僅系爭表示之誇張程度超過社會一般得

以容許之標準，致影響一般消費者就商品或服務之選擇即已足。 

（三）日本公平會指定之不當表示 

除上列不當表示類型外，依贈表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日本公平會仍得以指定

之方式，禁止其他有促使消費者誤認，致不當引誘顧客而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的不當表

示。另依同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日本公平會為相關不當表示之指定時，應依同會議事規

則舉辦公聽會，徵詢相關事業及社會一般之意見。據此規定，日本公平會主要公告有「有

關無果汁清涼飲料等之表示」、「有關商品原產國之不當表示」、「有關消費者信用融資費用

之不當表示」、「有關誘引廣告之不當表示」及「有關收費老人安養院之不當表示」等指定。 

（四）違法行為之處理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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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平會於認定事業有為上列之不當表示時，得依贈表法第六條第一項之排除命令

規定，施以禁止該不當表示或防止其再犯之必要措施。惟於發出該排除命令前，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賦予被命令人答辯之機會。另被命令人倘不服該排除

命令之處分，得於該命令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請求日本公平會開始系爭表示行為之審

判程序。 

此外，依據同法第七條規定，日本之都道府縣等地方機關首長，認為該地方之事業有

違反同法之不當表示行為者，得指示該事業停止系爭表示行為或為其他必要更正事項。倘

該事業不遵從地方機關首長之指示事項，該機關首長得依同法第八條規定，請求日本公平

會採取適當之處置措施。 

（五）公平競爭規約制度 

所謂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係指依贈表法第十二條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為防止不當

引誘顧客，確保市場之公平競爭，因而就商品或服務之表示等事項締結自律性協定或規

約，並經日本公平會認可此協定或規約者而言。此公平競爭規約，雖屬自律規範之性質，

惟經由日本公平會認可後，業者依據該規約所為商品或服務之表示行為，即可豁免獨占禁

止法之適用，因此得以發揮實際規範功效。 

日本公平會於受理公平競爭規約之認可申請時，應審酌下列事項：是否具備防止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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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顧客，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之功能；有無不當侵害一般消費者及相關事業利益之虞；有

無不當差別待遇；對於該規約之加入或退出有無不當之限制。 

就日本公平會所為公平競爭規約之認可處分，其不服處分者，得提起行政救濟。至於

得聲明不服之適格當事人，除申請認可之事業或其他有利害關係之事業等外，有關一般消

費者得否為適格當事人之問題，日本最高法院持否定見解。亦即，在昭和五十三（1978）

年之果汁成分表示事件43上，日本最高法院認為，一般消費者由於贈表法規定所受利益，

僅係保護公益結果所生之反射利益或事實上的利益，因此一般消費者並非得為聲明不服之

適格當事人。就此判決，學者多有批評，蓋依贈表法之立法意旨，一般消費者所享有之利

益，並非僅係同法規範下之反射利益，而係得以確保其商品選擇權之法律上利益，故應肯

定消費者之當事人適格。 

二、資訊揭露義務 

在商品資訊不對稱之消費市場上，有關事業濫用資訊優勢地位之型態，除積極實施不

當表示之態樣外，尚包含消極的不為必要資訊之揭露。因此，立法政策上，不僅在於禁止

事業之不當表示行為，並應積極的課予事業揭露必要商品資訊之義務44。 

                                                      
43

 最高裁昭和 53年 3月 14日判決，民集 32巻 2号，頁 211。 
44

 例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法第五條規定，即課予事業就重要事項之說明義務（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倘事業違反該說明義務（failure to provide a consum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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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日本法制對於商品資訊之揭露義務，主要規定於消費者契約法第四條第二項、訪

問販賣法第十二條等消費者保護法令上；此外，在食品衛生法、藥事法及家庭用品品質表

示法等個別產業法規，亦訂有相關之說明義務。至於獨占禁止法及贈表法，除上述分別訂

有不當表示之禁制規定外，尚無明文規定商品資訊之揭露義務。 

因此，在現行法規範下，為貫徹對於消費者商品選擇權之保護，實務上促使事業積極

揭露商品必要資訊之作法有二。其一，擴張不當表示之概念，將不為必要表示致消費者發

生誤認之情事，與積極的不當表示為相同之評價。基此概念，該會依贈表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於其公告不當表示之相關指定中，揭示事業就其商品或服務之說明義務事

項。其二，於事業或事業團體依贈表法第十二條規定，申請日本公平會認可其公平競爭規

約之際，該會得要求其在規約中，應充分揭載商品或服務資訊之說明條款。 

陸、對我國公平法規範之啟示—代結論 

經由以上日本法制對於相對優勢地位濫用規範之探討，其對我國公平法相關之規範理

念及實務運作有何啟示或可得參酌之處，得由下列三點說明之。 

一、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案件處理原則之規範理念 

                                                                                                                                                      
information），其與消費者締結之契約，即可能構成違法之不公平或欺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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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平法雖未針對「相對優勢地位之濫用」訂定規範之明文，然依公平會頒訂之「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七點（三）所示45，

實務運作業將該濫用概念定位為同條所稱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另由依據該處理原則頒訂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之規範說明」第六點

（一）及「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三點（四）1.等規

定內容觀之，均顯示其將該優勢地位濫用之非難性扣於「對交易相對人為不當壓抑，妨礙

交易相對人自由決定是否交易」之點上，如此規範理念顯然同於上述日本實務有關公平競

爭阻礙性之認定基準。因此，回到本文前言所揭之問題點，即有學者質疑如此之規範理念，

究與市場競爭秩序具有如何之關聯性？本文以為，我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屬於補充性、概

括性條款，其得規範之違法類型即具多樣化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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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45

 其揭示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所稱「顯失公平」之具體內涵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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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有關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及其違法案例類型之整理，參照吳秀明，「第二十四條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收錄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頁 409-49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彙編（2004年）。 
47

 蘇永欽教授亦認為，公平法規範之功能類型，包含有導正私法自治的經濟法（市場調整

規範）性格，一為確保交易者的決策自由，二為確保消費者在不利的資訊結構下不受任

意擺佈，與保護競爭者類型基本上即為私法自治的補充規範不同，參照氏著「私法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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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通事業是否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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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爭議之所在，厥為交易當事人

間是否存在「相對經濟依賴關係」之評斷。就此，「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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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雖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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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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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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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該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理由，本件原處分有關優勢地位之認定，其不當性在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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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公平法的管制」，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86-387，

元照出版（2001年）。 
48

 九十三年五月十九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四一四四號判決；九十

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九十四年度判字第○一六六八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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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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值注意者，為突顯原處分不當性之根本所在，該判決理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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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判決理由意旨，似

與上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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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則，有異曲同工

之妙。基此論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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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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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引進 

有關公平法對於資訊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主要規定於第二十一條之禁止不實廣告行

為，及第二十四條之禁止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此外，隨著執法經驗之累積，

公平會歷年來訂定相關之資訊揭露規範、案件處理原則及規範說明等，亦有相當程度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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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抑制效果。然而，依據案件統計資料顯示，不實廣告及欺罔行為等案件，仍佔公平會處

理案件之大宗49；由此顯示之意義，除證明公平會積極取締相關違法行為之成效外，在有

限之人力、物力之行政資源下，為有效的防範、解決不實廣告問題之發生，即有考慮引進

日本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必要50。蓋，依據日本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設立宗旨，為有效遏

止層出不窮的不當表示或不實廣告，僅係仰賴行政機關之監視及行政處分，將無法充分達

成規範效果，倘能藉由業界訂定其自律規範基準，並經由其事業團體之督導或同業之相互

監視，將會遠比由行政機關介入管制，更具規範之實效性51。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1. 單驥、何之邁、吳秀明，『從依賴性理論探討相對優勢地位—以公平法立場之研析適

用』，八十八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六（1999年）。 

                                                      
49

 依據公平會 2006年 2月 17日於其網站上公布之違反公平法案件統計資料，迄九十五年

一月止，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之案件累計 1,013件，幾近全部違法案件（2,481件）之

半數。 
50

 公平會自九十年度起，雖於電信、汽車、房屋仲介等產業，選擇若干事業推行所謂「協

助事業建立自發性自律規範計畫」，惟該自律規範僅屬業者內部遵守公平法之經營準則，

嚴格言之，並未具有如同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規範效力。另有關此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

介紹及引進制度之設計，黃銘傑教授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廣告規制改革之試論—以自律

規範之建構為中心—」一文作有深入之探討，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

頁 597-634，學林文化事業出版（2002年）。 
51

 内田耕作，「消費生活と表示関係法」，收錄於『消費生活と法』，現代経済法講座 5，頁

165三省堂（1990 年）。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35 

 
 

2. 鄭優、羅昌發、黃營杉、黃銘傑，『競爭法對流通業經營行為規範之研究—以附加費用

收取行為為中心—』，八十九年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合作研究計畫五（2000年）。 

3.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自版（1993 年）。 

4. 何之邁，「買方優勢地位濫用—從若干公平會大型流通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例觀察」，收

錄於『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廖義男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出版

（2002年）。 

5. 蘇永欽，「私法自治與公平法的管制」，收錄於『公平交易法施行九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元照出版（2001 年）。 

6. 黃銘傑，「公平交易委員會廣告規制改革之試論—以自律規範之建構為中心—」，收錄

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學林文化事業出版（2002年）。 

二、日文文獻 

1. 根岸哲，「企業系列の法構造」，收錄於『企業系列と法・現代経済法講座 4』，頁 3以

下，三省堂（1990年）。 

2. 三輪芳郎，『日本の取引慣行 流通と消費者の利益』，有斐閣（1991 年）。 

3. 大録英一，「ホールドアップ問題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4・終)」，公正取引，492号。 

4. 丹宗暁信、来生新、畠山武道、稗貫俊文、向田直範、和田建夫著，『論争独占禁止法』，



 
36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風行社（1994年)。 

5.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入門〔改訂版〕』，有斐閣（1988年）。 

6. 公正取引委員会，『独占禁止政策 50 年史  上巻』，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局編（1997

年）。 

7. 向田直範，「優越的地位の濫用（下請法含む）」，收錄於『独禁法の理論と展開〔2〕』，

経済法講座第 3 卷，日本経済法学会編，三省堂（2002年）。 

8. 今村成和，『独占禁止法（新版）』，有斐閣（1978 年）。 

9. 正田彬，『全訂独占禁止法』，日本評論社（1980 年）。 

10. 田中寿，『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新一般指定の解説』，別冊NBL9 号。 

11. 伊従寬、矢部丈太郎，『独占禁止法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院（2000 年）。 

12. 白石忠志，「『取引上の地位の不当利用』規制と『市場』概念―独禁法をめぐる一大

論議の一断面―」，法学(東北大学)，57 巻 3号。 

13. 山田昭雄編，『流通・取引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ガイドライン』，商事法務研究会

（1991年)。 

14. 戸塚登，「取引上の地位の不当利用」，收錄於経済法学会編『独占禁止法講座Ⅴ』，商

事法務研究会（1985年）。 



 
 日本獨占禁止法對相對優勢地位濫用之規範 37 

 
 

15. 根岸哲，「民法と独占禁止法（上）」，法曹時報，46 巻 1号。 

16. 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第 4版）』，有斐閣（1998 年）。 

17. 内田耕作，「消費生活と表示関係法」，收錄於『消費生活と法』，現代経済法講座 5，

三省堂（1990年）。 



 
3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regulation about Japanese Antimonopoly Law 

against the abuse of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At first, we are trying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and types, where between firms having continuous business relations, the one party 

which is relatively in a 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over the other party. By making use of that 

position, where the latter is obliged to accept the former's requests even if they are excessively 

disadvantageous to the latter, such conduct is illegal 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Second, focuses on 

incompleteness of information between firms and consumers, we will introduce the regulation 

concerning prohibition of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the obligation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the Rules of Fair Competition Codes. To be last,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examination, we 

will offer some advices for the regulation of Fair Trade Law, and what it can provid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r references. 

 

Key words：Dominant bargaining position, Abuse,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provide 

information, Fair competition c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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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王委員文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持人、在座各位先進大家早安，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評論顏教授的文章，顏教授

與我有幾個月的共事經驗，他在日本對於公平法的研究論文，我要了一本，我對顏教授的

治學態度很欽佩，今天他的論文談的是優勢地位的濫用規範，牽涉到零售事業的規範，事

實上並不限於零售事業，剛剛顏教授提到很多類型，以及我們應該用怎樣的角度來看公平

法第 24 條的執法，我認為顏教授提到很多日本的資料，都很有參考的價值，就這篇論文

我個人的意見如下。 

首先是提到背景，當然我們現在的規範射程是蠻廣的，很多五花八門的類型，譬如我

們說垂直的限制，第 19 條就有一個補充的關係，我們會裡面也有一個參考指標，就是說

市場力是不是有到達百分之十，歐盟據了解是百分之三十，當然各國的標準寬嚴不同，一

般來說，當我們認為沒有到百分之十時，會回頭來看有無符合 24 條，所以它是一個補充

的規定，大家知道民法裡頭對於交易有不公平的現象或契約，法院會用民法或消保法來救

濟，簡單來說，我們的第 24 條會有點介在限制競爭的規定和民法、消保法之間，所以它

的空間和流動性就很大，當然本會或是日本都一樣，常常是用絕對優勢或是相對優勢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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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句去把它的範圍說明白，不過我個人覺得表面上是增加內涵，但是實質上說解決什麼

問題倒是未必。 

以顏教授的論文來說，他在第 3頁所介紹的分析，日本就我知道已經討論一陣子，但

是在我國學界還沒有，今天我會覺得我來評論顏教授論文的案例部分，可能是比較有趣的

方式。首先就是大規模零售業，我們家那邊曾經有一家新開幕的大型賣場（Tesco），我跟

他們的經理聊過天，經理說非關門不可，為什麼呢？因為它們一個月的營收是四百萬，連

付電費都不夠，賣場或是大營零售業，在台灣算不算是有市場力，從 TESCO 的例子來看，

這個行業其實非常競爭，它的市場力未必很大，假使這種大賣場訂出條款或是附加契約向

供貨商收取上架費等各種費用，我認為我們處罰的態度應該比較謹慎。大家知道以這個流

通事業，美國有一個很經典的案例，就是Wal mart，它是超大型、世界型的流通事業，大

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說美國有百分之一的勞工是受雇於它，我現在要說的是，流通業是很

競爭的，有的很有效率。所以對於一些條款，是不是要用我們的一些觀念去處分，是值得

考慮的。 

第二點就是所謂加盟，麥當勞的情形並不是那麼簡單，在美國即使你是律師或是醫生

未必可以加盟，因為麥當勞的協商能力（bargain power）很強，他們會看你是不是適合經

營連鎖速食店。經過麥當勞挑選的人要去上麥當勞大學，在美國你要去唸一年才行，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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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麥當勞時，你可能需要一千五百萬台幣，包括購買機器設備，可能涉及一些將來無法回

收的沉澱成本（sunk cost）以及「特定性投資」（specific investment）。你看加盟的門檻那

麼高，條件那麼多，麥當勞如果可以任意終止契約，加盟所投入的成本（或設備）無法回

收，造成巨額損失，就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結果。因此公權力或許有介入的空間。 

關於第三點和第四點，只是專利權的獨占和寡占，我這裡不談了。第五點，就是人事

干預的狀況，這在我國談的很少，銀行這一方面可不可以透過貸款合約去控制貸款人（董

監事安排的人），這當然是不恰當，但法律如果要介入，台灣卻沒有其他法規。在美國債

權人如果藉著借款控制公司董監事的安排，公司的股東可以對債權人提起訴訟。依我國的

公司法，公司董監事的安排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債權人如果為了確保債權而控制公司董監

事的安排，可能違反公司法的強行規定。在目前沒有其他法規可以援用的情況下，如果說

用公平法第 24 條規範，我個人也不會反對。再來就是超額貸款的案例，因為錢是替代性

最高也最具流通性，今天的銀行是非常競爭的，所以主管機關是不是可以去規範貸款是否

「超額」，我想這也是一個問題。 

最後，簡單來說，我認為我們可以從經濟觀點分門別類來看，依不同的交易類型訂出

依循的標準。很多事情，在台灣是路見不平就可以介入了，但這裡頭應該要審慎一點。文

章中提到日本的規約制度，透過自律制度來管理這個行業，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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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譬如我們現在請人家來申請、問一問有沒有違法、比較積極和團體性的豁免，這部分

我們的確做得比較少。以上是我的淺見，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