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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論加盟契約

劉姿汝

摘要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代，進入加盟體系，是年輕人脫離低薪自行創業，以及

中高年尋求事業第二春的常見選擇。從北中南各地經常舉辦的加盟展總是人潮

不斷，可窺知一二。但各行各業的加盟經營方式日益蓬勃的同時，爭議也屢見

不鮮。乍見加盟契約爭議似屬私法問題，何以能由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的角度討論之?乃因加盟業主為構築加盟體系與多數加盟店間所締結
之加盟契約，時而有非止於契約當事人間，進而有影響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在各

自相關市場之競爭議題時，則有公平法介入的空間。由於，加盟業主對於有意

加盟者或加盟店在資訊力與經濟力上有相當之落差，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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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契約多採用定型化契約，若加盟業主濫用此一相對優勢地位，可能讓加盟

店締結了對自己不利益之契約條款；又因為屬繼續性契約，在締約之後發現契

約內容顯失公平，或者被加盟業主另外加諸不合理的負擔，卻因為已支付高額

的加盟金、權利金，加盟店難以選擇脫離加盟體系，否則投下的成本將難以回

收。本文從公平法第25條論濫用相對優勢之規範，並討論公平會制定之「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其內容包括締約前重要交易

資訊的揭露、契約審閱期，到透過契約條款對加盟店的限制可能違反公平法的

類型等。如何從公平法的角度評價加盟契約之爭議，並與私法契約之規範，在

各司其職之外，能相互作用達到解決問題之效果，非常重要。

關鍵詞： 加盟契約、加盟業主、加盟店、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定型化契約、繼
續性契約、顯失公平

一、前言

想要覓得事業第二春，或者想自己當老闆的創業者，透過加盟的方式是可

以快速對於自己不甚熟悉的領域，藉由加盟業主軟硬體上的支援協助，可以很

快進入該行業讓經營上軌道，在不景氣的時代裡，加盟方式讓許多想創業者躍

躍欲試，此從一年當中北中南經常舉辦的加盟展可見一斑。但伴隨著的加盟契

約糾紛也屢見不鮮。

由於加盟業主相較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不僅經濟力較佳，尤其對加盟事

業相關資訊更是具有落差而不對稱。因此，以定型化契約的方式所締結之加盟

契約，由加盟業主預先擬定契約條款，若加盟業主以資訊優勢為恃，契約條款

恐發生有利自己卻對加盟店不利益之內容，有意加盟者可能在不自覺或被矇蔽

的情況下而締約。要如何面對定型化契約之契約地位不平等，首先，是加盟締

結契約之前，有意加盟者是否有機會取得有關該加盟制度營運方式與現狀之充

分且正確的資訊；若決定締約時，是否有相當期間可以審閱定型化契約內容。

而加盟店在締約後被加盟業主加諸額外負擔，或者發現所締結之契約條款內容

本身即恐有不當交易限制時，是否有難以改變或脫離加盟體系困境。最後，若

加盟契約期間並不長，但本身經營狀況不錯，卻被加盟業主拒絕續約，再加上

若簽有競業禁止條款，投下的成本恐難以回收亦是嚴重的問題。可以見得從加

盟契約締結之前，到加盟關係之中，或甚至契約關係終止、消滅之後，每個階

段可能發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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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盟契約之爭議並非僅能從民事法解決，或是從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或者其他限制競爭、不公平競爭之行為，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
法」)的角度也有充分可以介入的正當性，因為加盟契約還不止於加盟業主與
加盟店之相對關係，還會影響到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各自所在相關市場之競爭。

由於加盟契約非典型契約亦無專法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

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以下簡稱「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成為許多加盟關係發生爭議時非

常重要的依循與參考
1
，即使在加盟契約的民事訴訟案中，亦常見本處理原則

之討論。本文將從加盟契約之特質出發，討論公平法可以介入之正當性為何；

再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概念討論加盟契約；及在公平會所制定之「加盟業主

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下，可以對於加盟契約提供何種具體助益。由於「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概念可謂濫觴於日本，加盟的體系與經營環境亦與我國相似，

本文將以比較法之角度進行比較與討論。

因為目前國內加盟事業相當多元，為統一用語，本文原則上採用公平會所

制定之「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之基本定義。包括：

加盟業主、加盟店、加盟經營關係與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2
，尚未締約但有意思

加入加盟體系者本文則稱之為「有意加盟者」（包含已進入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的交易相對人）。

二、加盟契約之特性與公平交易法

 要了解公平法介入加盟契約之正當性，首先從了解加盟契約特性開始。
1 我國加盟相關之民間團體，如台灣加盟促進協會或台灣連鎖促加盟促進協會等，
在加盟定義等方面對於公平會的「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有相當之參考。
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
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2015)。

2 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的定義中，
「加盟業主」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店
經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加盟店」只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盟
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
對價之他事業。「加盟經營關係」是指加盟業主透過契約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
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之
繼續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商
品」）再為轉售或出租的情形。「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定單、意向書
等加盟相關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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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盟契約之性質
所謂的加盟制度，不同行業的經營方式各異，也未見有統一之定義

3
。若

以一般所接受之定義，是加盟業主以商標的使用、店鋪的經營方式、know-how
等，以包裹的方式授權給加盟店，加盟店則是對此付出加盟金或權利金等作為

對價，雙方共同以統一的經營方式與形象，經營各加盟店的營運方式
4
，一般常

見的有委託加盟、特許加盟、自願加盟、合作加盟等
5
。若加盟業主直營或者完

全獨力投資設置店鋪的委託加盟方式，乃屬加盟業主自家事業體制內的經營，

加盟業主可以自主加盟店的經營方式；除此之外，基本上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是

屬於各自獨立的事業
6
。

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間的加盟關係乃建立於彼此間締結之加盟契約之上，

不同的加盟體系加盟契約內容各不相同，複雜程度也各異。加盟契約的性質，

基本上是屬於雙務契約、有償契約、無名契約（非典型契約）、繼續性契約、

定型化契約。為達成加盟事業的開展，通常契約內容中不乏同時涵蓋委任、買

賣、租賃、授權等內容之混合契約
7
。因為加盟契約既非民法債編中有名契約

的類型之一，又不似多層次傳銷的經營模式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專法與

主管機關公平會，加盟體系的管理與規範顯得較無明確而直接的法規可以遵

循。即使如一般其他混合契約，可參考其中各有名契約之相關規定，但畢竟

難以直接切入加盟契約的特質，在加盟契約的本旨與目的下找到解決爭議的依

據。那麼，公平法之規範又可以從何種角度以甚麼方式對加盟契約爭議有所助

3 加盟的各種不同定義，請參考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
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134-138(2015)。

4 西口元、奈良輝久、若松亮，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判例ハンドブック，青林書院，
3(2012)。

5 楊宏暉，「從加盟契約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正財經法學，第5期，56-
57(2012)。本篇論文提到：加盟的分類除了這裡所提起的委託加盟等之以加盟業主
對加盟店的控制關係作為區分方式外，還可依加盟之客體區分為商品加盟、服務
加盟、生產加盟與綜合類型。

 另請參考吳光明，「論加盟契約」，月旦法學雜誌，第187期，8-9(2010)。
6 日本加盟協會對於加盟定義為：事業（加盟總部）對他事業（加盟店）間締結契
約，給予可以用自己的商標、服務標章、企業名稱或其他能成為營業象徵之標
示，及使用經營之know-how在同一形象下販賣商品或進行其他事業活動的權利；
此一同時，加盟店需支付一定之對價以為反饋，對事業活動投下資金，接受加盟
業主之指導及支援下進行事業活動，兩者間如此的一個繼續性的關係。這樣的定
義更顯現出加盟業主與加盟店的獨立性。大山盛義，「フランチャイズ・コンビ

ニ加盟店主の労組法の労働性」，季刊労働法，246號，81(2014)。
7 楊宏暉，「從加盟契約初探當事人的基本義務」，中正財經法學，第5期，

4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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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首先從加盟契約的以下兩個特質談起。

1. 定型化契約
加盟業主為組成加盟體系與多數加盟店間所締結，常見選擇定型化契約的型

態以增進締約的方便性與效率性。但通常有意加盟者對於加盟事業多不熟悉
8
，

需要透過加盟業主授予經營的know-how，以及實際經營時店鋪的設計、商品原
物料的提供等全方位的支援，始能完善經營加盟事業。因此，對於有意加盟者而

言，在決定是否締結加盟契約加入該加盟體系之前，須深入了解此一加盟體系的

經營模式、加盟業主可以提供何種軟硬體的技術與設備的支援與指導、現有加盟

店的經營現狀等資訊，才可以作出準確的判斷，此皆須仰賴加盟業主的加盟資訊

的提供，而非僅看契約內容而已，因為對於非專業而資訊不對稱的有意加盟者，

需要充分理解相關資訊後才能決定是否加盟，並認知若要進入此加盟體系，加盟

契約中應該明確約定甚麼樣的條款內容以確保自己的權益。

而一旦決定加盟，因為契約內容多屬定型化契約，應讓有意加盟者能夠有

檢視契約內容的機會，此時則需要締約前的契約審閱期。

2. 繼續性契約
加盟契約並非一次性契約，加盟事業是需要靠長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共

同經營才能夠讓雙方從中獲利。但契約履行期間長變數則多，且可能是締約當

下難以預見
9
。

當契約雙方的當事人在資訊力與經濟力上具有落差，繼續性的交易關係下

讓劣勢之一方在契約關係中容易讓相對優勢之一方所壓迫。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並非須以契約當事人間事業規模或交易資訊落差大等理由為必要，但不可否認

此會影響交涉力，弱勢的一方，因為投下的成本等關係非輕易可以脫離加盟體

系，能否承受此一損失的不同造成交涉力的差異，藉此可得知哪一方相對地非

常需要維持此交易關係，對相對優勢地位的判斷而言是重要的
10
。長期間的繼

續性契約，帶給加盟店的困擾有兩大部分：(1)締約後不易終止契約：加盟店若
在契約成立後，不論是初期加盟業主要求配合的店舖裝潢費用、商品進貨等，

或者開始經營後發現經營模式或利潤，與自己的預期有落差時，一是締約當下

8 當然其中不乏有「自願加盟」的型態，是本來已經在經營相關店鋪，但加入加盟體
系後，支付一定對價後就可使用加盟業主之商標，還能獲得加盟事業活動進行的相
關協助與支援。原本已經在開店的有意加盟者應該在經營知識方面較為理解。

9 加藤新太郎、金丸和弘、清水建成、奈良輝久、日下部真治，「座談会　企業間

における契約の解釈」，判例タイムズ，第1401號，89(2014)。
10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7(2014)。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40

應已經給付相當高額之加盟金、權利金等一定之對價，若不繼續契約關係而選

擇解除或終止契約，投下的成本無以回收；再者，加盟店自己中途退出可能面

臨被沒收履約保證金或者須支付高額違約金，都讓加盟店陷入兩難。(2)想繼續
契約關係卻不可得：此可分成兩種狀況，一是因為加盟店若投下的成本高，期

待能透過長時間經營收回成本，但若是中途違反了加盟契約條款之約定，而被

加盟業主行使終止權終止契約時，加盟店有機會主張該發生契約終止事由之契

約條款其實顯失公平或違反公平法而無效，再確認契約關係存在嗎？另一種是

加盟店經營狀態佳賺取不少利潤，期待契約到期後能夠續約，卻遭到加盟店拒

絕或阻擾的問題，是否有權利要求加盟業主續約。

綜合以上兩種加盟契約的特性，雙方對於加盟事業之相關資訊有落差，

若有不良加盟業者搭著現今社會加盟事業蓬勃發展的便車，一方面想收取鉅額

加盟金，又想快速壯大自己的加盟體系，就可能會提出一些並無根據之過大的

銷售額或利潤之預測，或者對於加入時及加入後必須投資的成本、加盟業主可

以提供的具體指導與協助等，並未提供充分且正確的資訊，僅是為了招徠更多

人加入，非真誠地想與加盟店一齊努力為加盟體系共創利潤。此時，極可能發

生加盟店在締約後發現加盟業主根本不具備可以妥善經營加盟事業之技術，或

者未盡技術或經營指導等義務，讓加盟店經營遇到困境。或者因為所締結之加

盟契約有顯著不公平之內容，加盟者卻受限於高額違約金而難以解除或終止契

約，被束縛於不想再繼續的加盟關係之中
11
，亦是加盟店在加盟後常見之困境。

(二)公平交易法介入之正當性
公平法乃規範競爭秩序之競爭法，對於私法爭議基本上並不介入，所以可

能存在公平法能否介入加盟業主與加盟店加盟契約爭議之質疑。然而，公平法

所規範的主客體是事業及其事業活動，所謂事業活動多為事業對他事業或者是

對消費者之交易，不免牽涉契約。因此，決不能斷言公平會與公平法無介入契

約爭議之空間與正當性。

1. 公平交易法對契約爭議的介入
契約的相對性，看似是被限縮在某個特定雙方的關係之下，若要解決個別

契約當事人之爭議只能回歸民事法之下。但如同「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

原則」（「優越的地位の濫用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本文以下稱

「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
12
，在第1部分「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11 若林亜理砂、「コンビニ・フランチャイズ契約における情報開示と独占禁止

法」，駒沢法曹，第8號，58、59(2012)。
12 日本稱「優勢地位的濫用」，雖未指出「相對」二字，實則與我國之「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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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基本考量」中提及：「有關事業要以何種條件交易，基本上是委由交易

相對人間自主的判斷。交易相對人間自由交涉的結果，任何一方當事人之交易

條件比相對人或過去相比變得不利，是所有交易都可能發生之事。」此論述點

出了契約自由原則，以及因此契約雙方當事人自主決定的契約內容，即使相較

於相對人或過去不利益，應由自主決定的當事人自行承擔。「但是，自己的交

易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之一方當事人，對交易相對人利用此一地位，依正常商業

習慣給予不當之不利益，阻礙了交易相對人基於自由且自主之判斷下進行交易

的同時，也不利於該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間之競爭，而另一方面，行為人卻可

因此形成有利於與競爭者間競爭的可能性。這樣的行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

所以成為不公平交易方法之一，受到獨占禁止法之規範」。 此一基本考量，則
說明競爭法介入契約當事人間交易關係的正當性為何。此已非僅單純止於契約

當事人間的交易問題，當契約當事人一方利用優勢地位使契約之相對人因而受

到不利益時，會影響到受不利益之一方的競爭力，同時也不當提升了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之事業的競爭力。所以，不論濫用的一方或被濫用的一方，都產生了

競爭的爭議問題，對各自所在的相關市場產生競爭上的影響，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理應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公平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之處理原則」，
亦在第2點（公平法第25條適用之基本精神）述及：「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
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

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

影響時，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

件，則應請其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可窺知以「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做為判斷公平會有無介入餘地之基準，實符合競爭法之精神。

而如何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根據本處理原則第5點：「應考量是否
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

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

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

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但時而遇見某加盟體系下僅

一家加盟店對公平會提出檢舉時，是該以單一契約爭議為由而不涉入嗎？「日

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中提到即使僅是對特定的交易對象給與不利

地位」是相同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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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若該不利益的程度甚強，放置該行為不處理將波及他者的情況，應可認

定有阻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13
，此說明提供了解答。

的確，在契約自由原則之下，原則只要雙方意思表示並無瑕疵達成合意，

交易的雙方在交易地位上有落差時有所見，即使契約內容互不對等，反映在一

方因而交易條件較為不利，這本身亦不成問題
14
。第三者難以介入之空間與權

力。但契約自由原則並非毫無限度，仍有須受到限制的情況，包括強制締約、

契約修訂、方式強制等情形
15
。公平法若直接介入契約的角度，是從契約內容

若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時，可例外的認定為無效

（民法第71、72條）之一種，因為競爭秩序即是一種公共秩序。此外，對於違
反公平法之契約內容，根據公平法之規定，公平會對於違反公平法之事業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16
。言之，違法之事業需要變更

契約內容始能達成處分之要求，所以即使公平法及競爭主管機關雖非直接介入

契約條款之效力認定，卻可以發生相同的影響效果。但無論如何，根據公平法

論及契約問題時，還是不能對私法自治過度介入，尤其是以「濫用對優勢地

位」為判斷時，一定要與競爭有關之契約爭議始有介入空間，不得不慎之處。    
2. 公平交易法與加盟契約
但加盟業主與加盟店是事業對事業的關係，即使兩者間企業規模與交易資

訊有相當落差，卻多被認為兩者是對等的，基於經濟合理性之下，應具有交涉

後締結契約之能力，與一般消費者與勞動者間之契約相比，會更被要求回歸遵

循契約自由原則
17
。但實際上，有意加盟者多無此一交涉能力，或甚與消費者

的締約能力相差無幾的情況，亦非少見。但在定型化契約的情況下，消費者保

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對於消費者的定型化契約有相當充分之保障（消

保法第11至17條），從締約前的審閱期到契約條款內容的實質檢視，以免消費
者因為資訊與經濟力之弱勢而締結了「顯失公平」的契約條款。與消費者有相

同弱勢之有意加盟者卻無法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只得回歸民法第247條之118
，

13 見「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1「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基本考
量」的第1點。

14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7(2014)。

15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自版，36-40(2013)。
16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冊，自版，38(2013)。
17 清水建成、相沢麻美，「企業間における継続的契約の解消に関する裁判例と判

断枠組み」，判例タイムズ，第1406號，30(2015)。
18 民法第247條之1「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為左列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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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視已成立之定型化契約其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可以認定其無效之情

事，但對於有意加盟者如何保障締約前的契約審閱期，或甚對加盟體系了解相

關資訊以彌補資訊不對稱之落差方面，相關規範卻付之闕如。

再者，對於加盟契約的繼續性契約特性，民法債編各論雖對委任、僱傭等

個別的繼續性契約有規定，並不包括加盟契約，總論中亦無對繼續性契約的原

則性規範，因此從公平法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角度下，公平會所制

定之「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卻意外的補足了加盟契約適用民法時所

欠缺的部分，即使公平法不能直接處理契約條款之效力，仍具相當之意義，以

下將論述之。

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與加盟契約

若要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角度來討論加盟契約之問題，須了解公平法中

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是何種概念，又受到如何之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1. 公平交易法中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概念
公平法所規範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類型中並未明文列

出「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是公平會針對第25條之認定與處理基準所制訂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
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第3款論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乃該當公平法第25條
之「顯失公平」行為，是「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之類型之

一。該點說明所謂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乃指具相對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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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出兩個常見的行

為類型，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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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即屬於在加盟前加盟資訊未透明

的顯失公平情況下，受害之一方。公平法第25條在性質上被認定為屬於公平法
各條規定之補漏條款，在適用範圍上須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

提，並先檢視「限制競爭」，再檢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是否已經窮盡

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
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
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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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始有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19
。因此，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之行為，亦可能出現在「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例如獨占事業對

交易相對人濫用獨占力之行為（公平法第9條），實則也同時可能該當濫用相
對優勢地位之要件，但因已該當濫用獨占力之規範，所以不再另論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之部分。另外，如限制轉售價格（公平法第19條）、不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公平法第20條）等亦屬同理。
(二)日本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
如同前述，從競爭法的角度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可謂始於日

本。或許在其他國家（例如：美國）並無如此具體之規範，但是否就代表不適

合從競爭法的角度規範或介入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問題，恐怕過為速斷。

1. 規範之發展
日本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發展，起於日本獨占禁止法

20
第19條規定：

「事業不得為不公平之交易方法」，一開始從昭和28年（1953年），為了對應
大規模事業利用其優勢地位不當壓迫中小企業，因此於當時的第2條第9項第4
款（舊法）中，以「不當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成為不公平交易方法的態樣之

一，本條授權日本公平會將所定義之「不公平交易方法」，以「不公平交易方

式（不公正な取引方法）」為題，公告具體的不公平交易方法類型（一般稱之

為「一般指定」），其第8項：「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依照正
常商業習慣以對相對人不當之不利益條件與其交易」，舉出「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是即是一種「不當利用自己交易上地位」的不公正交易方法。其後，日本

公平會尚還陸續針對百貨業的百貨業告示（現在為大規模零售業告示）、新聞

業告示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訂出「特殊指定」，另外向來受到重視的「承攬價

金支付遲延防止法（下請代金支払遅延防止法，一般簡稱「下請法」，昭和31
年、1956年公布施行）」亦是被定位成是濫用相對優勢對地位規範之補充法。
其後也歷經了在一般指定中移至第14項，並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類型具體
定義並有過增訂，但始終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並未直接規定在獨占禁止法中。

但在2008年4月的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
「ICN」）的第七回總會以「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為題進行
特別研討並作成報告書，進而在2008年7月的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19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16版，288(2016)。
20 相當於我國之公平交易法，其全名為「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

する法律（制訂於昭和22年、1947年）」，ㄧ般簡稱「独占禁止法」、「独禁
法」，本文以下簡稱「獨占禁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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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一般簡稱「UNCTAD」）中，
OECD競爭委員會主席亦是以「The “Coming Out”of Abuse of Superior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ntitrust World」為題進行報告21

。這些動向讓日本公平會感受到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受到國際的矚目與討論，並肯定從競爭法的角度討論此

一議題。因此，平成21年（2009年）將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明文列入獨占禁
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成為具體的不公平交易方式之一，日本公平會另於翌年
(2010年）制定「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用相當之篇幅解釋何謂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概念，並舉出具體實務案例與假設性案例，讓外界能更具

象地認識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定義與認定基準
22
。因為在日本的經濟構造改革

的歷程中，重視自我責任與市場原理而放寬管制後，為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秩

序，讓中小企業能夠發揮所長而順利發展，以促進競爭，認為濫用相對優勢地

位之規範有其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23
。但我國公平法則尚未見到此積極之發展。

2.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
如前所述，我國公平法及其施行細則皆無直接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

為，而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7點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也僅提及「具相對市場
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亦未有具體的判斷基準。基本上，相對優勢地位不

若獨占力般對相關市場產生整體的影響，但與獨占力相同，僅具有相對優勢地

位並不違法，濫用了該相對優勢地位才可能產生非難性。

日本獨占禁止法第2條第9項第5款對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定義則
是：利用自己在交易上地位比相對人優勢，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地實行以

下任一行為，(1)要求繼續性交易相對人（包含即將開始繼續性交易的相對人，
以下亦同），購買與該交易有關之商品或服務以外之商品服務。(2)要求繼續性

21 公正取引委員会競争政策センター，「諸外国における優越的地位の濫用等の分
析」，5(2014)。

 日本公平會競爭中心的此一年度報告書中，選定八大國家或地區，對於各地方式
如何看待與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問題。總體觀之，或許歐美諸國不似日本如
此明列競爭法中，但其實在某些產業或領域之中仍可見到此一概念內化其中；亦
有如韓國有相當程度學習日本之概念與具體規範。所以可以支持競爭法的角度規
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正當性。

22 有關日本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之演進，請參閱顏廷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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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期，107-108(2011)。

23 但此並非代表濫用對優勢地位是專為保護中小企業而來。在「日本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處理原則」第2中有提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不是僅限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的
關係，大企業之間或中小企業之間的交易亦可能發生。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濫用規制と下請法の解 と分析，商事法務，2-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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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為自己提供金錢、服務或其他經濟上之利益。(3)拒絕受領交易相
對人給付之有關交易之商品，已經受領交易相對人給付之商品要求交易相對人

取回，遲延對交易相對人對價之支付或減少價額，或者對交易相對人設定或變

更為不利益之交易條件，或依此條件進行交易。

(1)相對優勢地位之認定
根據「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2「利用自己交易上的

地位比相對人優越之情事」之考量中提供四個判斷基準，簡單地用了甲

與乙為例：判斷甲對乙是否具相對優勢地位，須整體判斷以下事項(1)乙
對甲的交易依存度。(2)甲在其市場之地位。(3)對乙而言，變更交易對象
的可能性。(4)其他顯示與甲交易具必要性之具體事實。
在(1)的部分，若甲與乙的交易金額，占乙營業額相當大之比例，

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因而升高，對乙而言，若與繼續與甲交易遇到困

難，將成為乙事業經營上相當大的障礙。比例越大則顯現依存度越高，

但實務上也非僅從營業額比例作判斷，主要商品的依存度也是考量因

素
24
。。(2)的部分，雖然交易的一方當事人對他方在交易上的地位是否

較優越，並不以其在相關市場上須有絕對之市場支配力為條件，但若甲

在相關市場上之市占率高或排名居前，乙與甲交易時會期待交易數量或

交易額的增加，因為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提高，對乙而言與繼續交易若

發生困難，將成為事業經營上很大的障礙。在(3)的部分，乙要變更交易
對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與其他事業交易的開始或擴展，會考慮已投入與

甲交易有關的投資。若與其他事業交易的開始或擴展有困難，或者與甲

間有關交易已投下高額投資時，乙與甲交易的必要性變高，對乙而言，

若難以與甲繼續交易將是事業經營上很大的障礙。(4)其他與甲交易之
必要性，則可考量乙與甲的交易量、甲今後之成長可能性、乙取得交易

標的之商品或服務的重要性、乙與甲交易後得以確保之信用、甲乙間事

業規模之不同等。換言之，乙與甲的交易額大、甲對乙在交易中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具有強大的品牌力、因為與甲交易使商品或服務的信用提

升，或甲的事業規模顯著比乙大很多，此時與甲交易之必要性提升，對

乙而言無法繼續與甲交易對於事業經營很容易形成很大的障礙。在以上

認定基準下，全面性客觀判斷兩事業間之關係，討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24 白石忠志、池田毅、藪内俊輔、内田清人，ビジネスを促進する独禁法の道標，

レクシスネクシス・ジャパン株式会社，27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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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否。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事業並非對於其所有交易相對人皆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此乃「相對」優勢地位，是交易雙

方的條件來進行考量
25
，但實務上有一事業同時對於其多數交易相對人

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案件，雖然交易相對人之間對該事業的依存度存在

差異（有高有低），但日本公平會對該事業是依其整體行為進行評估

後，認為成立一個（非複數）濫用優勢地位行為
26
。若被認定濫用相對

優勢地位的事業提出反論表示自己對於相對人的依存度也非常高，那該

如何評價？日本公平會的見解，認為即使存在「雙方優勢」，仍可以上

述基準來判斷哪一方對哪一方具有更為明顯之優勢並濫用之
27
。或許有

人質疑(1)與(3)根本是同一個議題，是否重疊或者根本謬誤，應是誤解。
在(1)的部分是所重視的是對加盟店而言所加入的加盟體系是否占其所有
經營事業之相當大比例，而(3)的部分則是重視加盟店是否容易變更交易
對象，而(1)與(3)未必相等，亦未必同時成立。實則此四個判斷加盟業主
是否具「相對優勢地位」之基準，皆在衡量加盟體系對加盟店之事業經

營的重要性，與難以脫離之程度，是屬整體性的衡量基準，而非擇一該

當即屬之。

上列之基準，加盟業主之於加盟店（包括有意加盟者）是否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以下試論之。(1)加盟店對加盟業主的依存度高，因為加盟
事業的進行必須仰賴加盟業主的全面性經營指導，還包括進貨或原物料

的來源也可能受限，此部分的依存度相當高。(2)加盟業主在其相關市場
之地位或許頗高，但即使不高，因為著重於相對關係，只要加盟店加入

後不易脫離，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仍不失據有相對優勢關係。(3)加盟店
中途變更交易相對人的可能性低，因為考量從初期投入的沉沒成本額、

契約的終止權及違約金的有無等，交易關係的變動受到相當的阻礙。(4)
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事業規模也有相當差距。由此可見，大多數的加盟

業主都具有此相對優勢之特性，以隨處可見之超商加盟即是一例。因為

25 如日本的三井住友銀行案中，日本公平會即認定三井住友銀行濫用相對優勢行
為的對象限於「難以從三井住友銀行以外之金融機構融資來取得資金的融資事
業」，而非全部向三井住友銀行融資的事業或個人。平成17年(勧)20號。

26 トイザらス事件，日本公平會平成27年（2015年）6月4日審決判決。池田毅，「課

徴金導入後初の公取委審決において返品・減額による濫用行為を優越的地位の認

定に用いた事例――日本トイザらス事件」，ジュリスト，第1485號，6-7(2015)。
27 同前註。雙方互指對方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是個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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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的加盟型態，屬長期間的契約、拘束項目眾多且嚴格，對加盟業主

的依存度頗高
28
。

(2)濫用之認定
僅具有相對優勢地位，就如同具獨占地位之事業，若不濫用該地位

並無違法之問題。但不若獨占事業之濫用獨占力，於公平法第9條中明
文例示3種行為態樣以及一概括條款可供為判斷基準，「公平法第25條
處理原則」中對於相對優勢地位之「濫用」認定，並未提出具體判斷基

準。而「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則是提及應取決於優勢之一

方是否對相對人給予「依照正常商業習慣屬不當的不利益」，這樣的基

準似並不明確，因為各產業有不同的商業習慣，難以用統一基準一言以

蔽之。但基本上是否「不當」，乃應從維持、促進公平之競爭秩序的觀

點對個案進行判斷；而所謂「正常的商業習慣」，是指從維持、促進公

平之競爭秩序的立場也必須被認可的商業習慣，而非僅是符合當今大多

數的商業習慣即可直接認定非濫用而不違法
29
。此一考量基準，基本上

還是要求須從維持公平的競爭秩序的觀點作解釋，只是判斷之際須加入

個案之商業習慣為衡量，千萬不可誤會商業習慣可以凌駕公平公正的競

爭秩序維持之基本目的
30
。至於「不利益」的認定，該處理原則提及判

斷基準是「無法預先計算」之不利益，再加上衡量交易相對人可取得之

直接利益，判斷是否已超過可認為合理範圍之負擔
31
。但亦有學者認為

不可過於狹隘地著眼於僅是以交易相對人所得到的「直接利益」作為衡

量基準，因為即使當下是與交易無直接相關的不利益，也許長遠觀望卻

能成為利益的可能性亦非全無，此時，仍該在維持公平競爭秩序的觀點

下並參照該相關市場的正常商業習慣，客觀的判斷是否為超過合理範

圍之「不利益」與否
32
。簡言之，是否屬「過大」的不利益，是對照相

對人之給付負擔有無失衡的情況，一種對價不相當的爭議。但對價相當

28 長谷川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1)」，公正取

引，第721號，12(2010)。
29 參考「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3有關「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不當地

(正常な商慣習に照らして不当に)」的考量。
30 伊永大輔，「優越的地位濫用の成立要件とその意義」，日本經濟法學會年報，

第35號（通卷57號），14(2014)。
31 參考「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第4有關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類型，
提到了此一基準。

32 伊永大輔，「優越的地位濫用の成立要件とその意義」，日本經濟法學會年報，
第35號（通卷57號），18-1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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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判斷是對於市場機制很大的介入，必須十分謹慎，給付的不均衡問

題，不僅是客觀不均衡，不當利用彼此交易狀況的等濫用行為也須附加

一併審酌
33
。

另外，因為「日本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處理原則」中舉例時常有

「……為繼續交易的立場上，對該要求不得不配合」的字句，此一要件

則顯現兩個重要意義：一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案件常見於繼續性的交

易關係，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述，加盟契約的繼續性契約特質
34
。雖然濫

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並不限於發生在繼續性的交易關係，但不可否認

常見於此類型之契約中，處理原則中另常見的文句則是「若交易的持

續變得困難，將成為事業經營的大障礙……」，亦是此一思維
35
。另一

個意義，則是阻礙了接受不利益的交易相對人之（加盟店）自由且自主

的營業判斷。學者多認為，不能僅在維持公平的競爭秩序的觀點下，只

要不符合一般通常的事業活動情況下之經濟合理性，即認定超過合理範

圍，尚須考量是否阻礙交易相對人的自由且自主的判斷。若交易相對人

本來就非只靠經濟合理性在考量事業的經營，即使讓該交易相對人接受

了違反經濟合理性的不利益，若是經過該交易相對人之自由且自主之判

斷後的結果，則該優勢地位之事業的行為就不應該被認定為濫用優勢地

位之行為
36
。

加盟業主是否「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以加盟制度的特點在其使用

相同的商標、用相同的經營模式，透過每家加盟店提供相同品質之商

品、服務，以建立加盟體系的一致形象，為達到此一目標，加盟業主對

加盟店所加諸的各項要求，可能因而被評價為具有正當性而被合理化。

不但可能不被認定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也不易該當公平法第20條之對交
易相對人不當之交易限制，或甚原本屬當然違法之轉售價格限制（公平

33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8(2014)。

34 日本公平會所公告之有關流通、交易習慣之獨占禁止法之處理原則「流通・取引

慣行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指針」，中即有針對「繼續性交易關係」為背景的
競爭議題進行討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問題即是其一。本處理原則今年有相當重
要的修正，頗受到各界重視。

35 川濱　昇，「近時の優越的地位の濫用規制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769號，
6-7(2014)。

36 長澤哲也，「優越的地位の認定における実務上の諸論点」，日本經濟法學會年
報，第35號（通卷57號），63-6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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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9條），在公平法修正後若具正當理由並不違法，也可能因而找到
所謂的正當理由。但絕非對加盟店的所有限制都該被合理化，若該拘束

條件對加盟店所生之不利益，已超過經營加盟事業所需，卻因為若無法

與加盟業主繼續交易，不僅投入之加盟金、權利金等成本無法回收，並

會伴隨著被終止契約、高額違約金、沒收履約保證金等手段，只能不得

已的配合，則必需要注意有違法的可能性。要如何判斷加盟業主的對加

盟店的拘束要件是否符合該加盟體系之經營所必需，或者已超過合理的

範圍？恐怕還是得回歸個案，從公平競爭的角度，了解加盟業主所在的

相關市場，相同或類似的加盟體系的正常商業習慣，再衡量是否為該個

案之加盟體系經營所需之拘束條件以作適當的判斷。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從上述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觀點，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之加盟

關係，過去曾制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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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稱「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其規範的內容主要重在於加盟

業主應揭露資訊之項目
37
，並要求在締結加盟關係而實際上加盟關係10日前揭

露；以及若雙方真有意締結契約，則須在締結書面契約前給予有意加盟者5日
之契約審閱期。在法律效力方面則是若違反此一揭露義務，將有違反公平法第

25條（當時在修法前為舊法第24條）之虞。但加盟經營關係下，除了從締約前
加盟業主之資訊揭露等說明義務的問題外，尚包含締約之後亦可能產生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的問題，因此公平會將其標題改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本文皆簡稱「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

則」）」，並在內容上更全面性的涵蓋所有加盟關係之爭議，以下詳論。

37 在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第4點的應揭露資訊項目中，公平會要求加盟業主應於締結
加盟關係十日前，項交易相對人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一)加盟業主之事業名稱及
開始經營加盟業務之日期。(二)加盟業主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之姓名及從事相
關事業之資歷。(三)加盟業主於簽立加盟契約前及加盟契約存續期間所收取之加盟
權利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返還條件。(四)加盟業
主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智慧財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其申請審查
或取得之時點、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加盟店使用之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五)加
盟業主對於加盟店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等事項之內容與方式。(六)加盟業主對加盟
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七)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內加盟
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址，及加盟業主上一會計年度全國及該加盟
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加盟店及終止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八)加盟契約
存續期間，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九)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
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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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 
與加盟契約

有意加盟者與加盟店應該要如何填補自己在資訊力方面的落差，以能夠在

充分了解該加盟體系後再自行決定是否加盟，若所締結之加盟契約條款有違反

公平法等事由，是否有否定該條款的可能性，以及有關續約等問題，都是有意

加盟者與加盟店所關心之議題。而從公平法的角度能夠如何介入，尤其「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之處理原則」究竟能夠提供何種預防以及解決加盟契約的糾紛，

以下先討論消保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再理解加盟契約之需求。

(一)消費者保護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
前面曾提及，很多的加盟案例中，有意加盟者與加盟店對加盟事業並無所

知悉，如同消費者之於企業經營者般的弱勢，但加盟店（包括有意加盟者）是

獨立事業（或將成為事業），所以並非消費者，無法適用消保法第11條至第17
條對消費者之定型化契約之規定。而此等對於定型化契約之規定是較民法第

247條之1更為詳細而具體。
在消保法之下，先要求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用之條款，要本於平

等互惠之原則（消保法第11條第1項），並要求定型化契約條款原則上應採明
示原則，並給與消費者契約書（第13條）。分為契約締結前與契約締結後兩大
階段。(1)締約之前：首先應給予消費者30日以內合理之期間，以審閱契約全部
條款之內容（消保法第11-1條第1項）。(2)締約之後：a.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
間發生契約爭議時，應作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消保法第11條第2項）。b.即使
在締約之後，若發現定型化契約條款有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

無效（消保法第12條）。c.未經記載且依正常情形非消費者所預見者，該條款
不構成契約內容（消保法第14條，異常條款）。d.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
紛，得選定特定行業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違反公告事項之

條款無效；應記載事項未記載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38
。簡言之，即使締約之

38 在2015年6月公告之新修正消保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
及目的，其內容得包括：

 一、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二、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約權、終止權及其他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行有關之事項。
 第3項則規定不應記載事項的內容應包括：
 一、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



第 2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52

後，仍可能透過許多實質檢視契約條款方式，讓對於消費者不利益之條款無效

或者不構成契約內容，不讓企業經營者再以契約自由原則為名，卻行危害消費

者權益之實。

消保法對於定型化契約之規範，首先提出的基本原則是要求契約條款要作

到平等互惠。對於消費者的保護，在締約前要求企業經營者須提供審閱期讓消費

者有機會可以檢視契約內容。但實際上，消費者相對於企業經營者在消費關係中

在資訊力及經濟力上皆屬弱勢，因此即使給與消費者事前審閱契約的機會，但對

消費者而言，未必了解該交易契約的內容應該要有哪些內容才不損及自己的權利

義務，而不同行業的契約各異，很難在消保法中抽象規定基準。因此，中央主管

機關對得對特定行業之消費交易，公告定型化契約範本供消費者參考，讓消費者

締約前能了解該類型定型化契約的基本內容，與對消費者平等互惠的條款應該是

如何的內容體現；並更進一步的透過消保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可以制定公告應記

載事項與不應記載事項，不僅止於是供參考，更直接落實於契約條款效力之中，

讓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應記載事項強制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損及消費者權益的

不應記載事項即使記載亦無效
39
。但畢竟範本或應記載及不應記載事項非能顧及

所有消費者之定型化契約類型與問題，因此還可透過檢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

平」或者「異常條款」，是盡可能全面維護消費者在定型化契約之權益。然而同

樣居於資訊與經濟力弱勢之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與加盟業主間締結定型化契約

時，卻並無法同消費者一樣受到權益的保障。

(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對加盟契約之影響
雖然公平會所制定之「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僅是公平法第25條

「顯失公平」行為中「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類型之一，作為公平會內部的判

斷基準。但由於非常明確且具體地聚焦於「加盟」的議題，所以在加盟議題下

受到矚目。

本文以下以此處理原則為架構，探討加盟契約之爭議問題。

1. 締約前之資訊揭露
(1)重要加盟資訊之揭露

當屬於定型化契約的加盟契約回歸至民法，僅有民法第247條之1可
為適用，比起消保法顯得薄弱。此時，公平會「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

 二、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行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39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析」，
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元照出版社，95-9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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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中的揭露事項及審閱期的要求，補足了適用民法247條之1的不足
而向消保法規範方式有了拉近的效果。

A.加盟資訊之揭露項目
首先，有關加盟重要資訊項目的揭露，要求在進入加盟經營關係

或預備加盟關係前以書面提供。此乃在有意加盟者尚未支付負任何金

錢之前，有先檢視加盟事業之重要資訊的機會，雖不如中央主管機關

為消費者制訂具體的定型化契約範本一般，具針對性與明確型，但公

平會根據加盟之共通特性與長期理解加盟店所需要之資訊項目來要求

事業提供應屬合理。而此處理原則第3點所要求提供之資訊對於契約
條款效力並無直接的法律效果，不似消保法第17條由性質屬行政機關
之中央主管機關制訂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項，能夠發生成為契約條款

或者契約條款無效之法律效果，消保法第17條的方式用強制方式讓解
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爭議，似乎效果非常直接，但另一方面，讓行政

機關制訂事項直接對私法契約條款介入並發生如此效果，若在民事訴

訟中，法官是否有權力否定行政機關所制訂之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

項，是否妥適亦不無疑異
40
。而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

則」第3點中所公告的9項加盟重要事項，雖無法直接對加盟契約條
款發生認定無效或成為契約內容一部分之效力，但反而無擔憂行政機

關直接介入私法契約條款效力之爭議。這並不表示處理原則第3點對
加盟契約無任何助益，因為雖無消保法應記載或不應記載事項效力，

但並非僅供參考，當加盟業主未為提供時，有該當公平法第25條之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的違法之虞（處理原則第6點法律效
果），讓加盟業主能夠更注意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之必要性。

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中舉出若干例
示，規定加盟業主在招募過程中，在未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

經營關係之10日前或個案認定合理之期間，須以書面方式提供加盟重
要資訊給預備加盟者審閱。目前應揭露之資訊項目如下：

(一)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
(二) 加盟營運期之各項費用。
(三)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間、
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40 吳瑾瑜，「銷費者定型化契約在台灣的管制現狀---以行政管制為觀察中心」，民
事法與消費者保護，元照出版社，31-3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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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營協助與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五)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六)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
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七)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例如：
1. 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
品牌及規格。

2. 商品或原物料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目
3. 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
4. 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
規格。

5. 其他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事項。
(八)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九)  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
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

與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中要求加盟業主揭露資訊之項目相較，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要求加盟業主提供的資訊項
目，讓有意加盟者能更深入了解加盟前後可能須要支付之相關費用、

加盟業主目前經營加盟事業之現狀、加盟事業經營期間所加諸之具體

限制條件，以及預估營業額收益等，應更貼近有意加盟者之需求。

日本之「有關加盟制度獨占禁止法上之考量（「フランチャイズ

・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独占禁止法上の考え方」，以下簡稱「日本加盟

制度處理原則」）第2部分的「有關加盟業主的加盟店募集」第2點，
共列了8個期望加盟業主揭露之事項，包括：(1)加盟後商品等之供給
條件相關事項（進貨對象的推薦制度）。(2)對加盟店在事業活動上之
指導的內容、方法、次數、費用負擔相關事項。(3)加盟時徵收之金錢
的性質、金額、其返還之有無及返還條件。(4)加盟後，作為加盟業
主的商標、商號等之使用、經營指導等之對價，加盟店對加盟業主定

期支付之金錢（權利金）的金額、算定方法，徵收時期、徵收方法。

(5)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間決算方法的架構、條件、由加盟業主對加盟店
融資的利率等相關事項。(6)對事業活動上的損失，補償之有無與其內
容，以及經營不振時由加盟業主在經營支援上的有無及內容。(7)契約
期間及續約、解除或終止的條件、程序之相關事項。(8)有關加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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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加盟店的週邊地域，加盟業主是否可自行經營或者讓其他加盟

店經營同一或類似業種的店鋪，契約上有無此相關條款及其內容，或

有無實施此等營業之計畫及其內容。而美國FTC針對加盟資訊應揭露
事項的規範更多達23項41

。

哪些加盟資訊屬於重要且必須公告，見公平會幾次的修正可以看

到配合加盟狀況的改變與需求，朝能讓有意加盟者可以更明確認識該

加盟體系的方向更改揭露項目與內容，而日本與美國亦是如此。每個

國家常見的加盟爭議並非全然相同，例如美國透過加盟進行詐騙或者

加盟店在加盟後發現不如預期而與加盟業主爭訟等的案例不少，所以

在意加盟業主過去的訴訟經驗；其他要求揭露的項目裡不少都是有關

加盟業主本身的過去與現在的各項資訊，為的是讓有意加盟者能更為

了解加盟業主是否可以成為可靠的事業夥伴，公平會之前的舊加盟業

主處理原則中也曾要求加盟業主揭示從事相關事業之資訊等。或許公

平會過去或現在所要求的揭露項目，有部分項目不受加盟業主認同，

或者被法院質疑並非重要加盟交易資訊
42
，但公平會已盡可能從相關

41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 &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Concern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 16 CFR Parts 436 and 437」，主要
在436。內容包括1.加盟業主及其母公司、公司的前身、相關企業。2.加盟事業的
事業經歷。3.訴訟經驗。4.破產經驗。5.初期的加盟金。6.其他的加盟相關費用。
7.初期的投資預定金額。8.商品、服務的購買對象限制。9.加盟業主的義務。10.資
金的調度。11.加盟業主提供的支援、建議指導、電腦系統及訓練。12.商店地域。
13.商標。14.專利、著作權及其他所有權等相關資訊。15.加盟店對加盟事業實際經
營之參與義務。16.加盟店可以販賣的商品、服務之限制。17. 加盟契約的續約、終
止、權利讓與及紛爭解決。18有關的名人。19.業績資訊。20.加盟店鋪及加盟相關
資訊。21.財務相關資訊。22.契約書。23受領書。

42 在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第4點對應揭露資訊項目之說明僅為：「加盟業主應於締結
加盟關係十日前，向交易相對人提供下列事項之書面說明資料------」，並未明確表
示揭露事項是加盟重要事項。而第6點的法律效果中則是敘述：「加盟業主於招募
加盟交易過程中，違反本規範第4點及第5點規定，涉有隱匿或遲延揭露重要資訊之
情事，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之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平交易
法第24條（註：現為第25條）規定之虞」。所以，有民事判決中法院因此認為第4
點所定各項應揭露事項未必全屬「重要交易資訊」，必須該資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始可；換言之，若加盟業主所隱匿或遲延揭露之資訊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或對相對
人非顯失公平，或不足以影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者，尚無違反公平法第24條（現第
25條）規定可言。請參考台灣高等法院99年上字第522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駁回
加盟店之上訴，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54號裁定），本案加盟店主張加盟業主因為
未充分揭露公平會舊處理原則第4點所要求揭露之事項，而被公平會所處分（98年
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書），對加盟業主請求損害賠償案，法院認為判決見解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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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爭議案件中整合常見的問題，找出對有意加盟者有必要揭露之加

盟項目加以調整，且目前的「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直
接說明要求揭露的9項事項為「加盟重要資訊」，是否未來可以獲得
更多的肯定，值得觀察。本文認為，加盟體系乃建構於加盟業主與多

數加盟店之間，未揭露重要加盟資訊，對於多數不熟悉加盟事業之有

意加盟者或加盟店，應可認為「顯失公平」，且其「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市場效果，似乎不待多言。對於公平會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

處理原則」所要求揭露之資訊事項不應輕易否定之，若動輒被認定為

並非重要、不影響加盟決定，或者有意加盟者可以自行搜尋等說法，

等同減輕加盟業主的揭露資訊之說明義務，而加重了有意加盟者的搜

尋資料的成本與風險，實非恰當。當然公平會可以持續關注加盟的發

展與爭議問題的所在，對加盟交易所需揭露之重要事項進行調整，以

符合現狀所需。至於法院或學者批判公平會在處理原則中揭露之事項

未必皆屬「重要交易資訊」，須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始該當之論點
43
，

本文認為加盟的經營需要從商標、經營模式到繳交的權利金、加盟

金，到日後的經營支援與教育訓練等，因此其相關的契約內容應是非

常多層次而複雜，要考量是否締約絕不可能僅取決於單一要素，所需

要被揭露資訊也應視所欲加盟體系之經營所需，可能是多方面而眾多

的。簡言之，有意加盟者應是從加盟業主提供之有關加盟經營所需之

相關資訊，進行整體評估後始決定交易與否，難以單一評價每個揭露

事項的重要性。

比較引人矚目的是公平會新增第9項之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
財務預測資訊的部分。此項目在美國、日本未被列為必須揭露的加盟

受公平會處分所拘束，並認為本案中加盟店未舉證損害與加盟業主未為揭露之事項
間之因果關係，所以認定加盟業主未揭露事項並非加盟交易之重要事項。本案之評
論可參考楊宏暉，「從民法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面向論述締約前資訊揭露義務--兼
論丹堤咖啡案」，公平交易季刊，第21卷第3期，42-51(2013)。

 本案之公平會處分（98年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書）也一度被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加
盟業主未為揭露事項是否有影響交易秩序的部分，公平會未充分舉證等情事，而受
到否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637號判決），但最高行政法院則是支持
公平會之處分而廢棄高等法院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456號）。有關
對高等行政法院見解之評析，請參考顏廷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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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期，129-135(2011)。

43 請參考註42對本案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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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因為即便揭露了也未必真實
44
。但日本的部分，若於加盟招募

時揭示加盟店預期的銷售金額或獲利時，則要求必須基於相類似的環

境中，以已經開設的店鋪之實際業績用合理方式算出，且同時必須據

實揭露相關的根據事實與計算方式，以確保有意加盟者不被誇大資訊

所矇騙。換言之，在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並非認為預估營業額

或利潤是一定要揭示之加盟資訊，但不可否認有加盟業主可能在加盟

招募過程中以此當作吸引有意加盟者之誘因，因此要求若揭露此等資

訊時則必定要有所本，並正確揭露。且「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在

此處還特別提醒有意加盟者必須留意，進入加盟體系後，需要投資相

當之金額，且須以今後持續進行該事業為前提來進行加盟交涉；再加

上加盟後的事業活動，須相當仰賴與攸關一般的社會經濟動向、市場

環境等，而此等情事須由將從事此事業活動的有意加盟者自己作相當

程度的考量
45
。此段說法提點了有意加盟者在加盟前後，自己也必須

負起相當的覺悟與責任，因為即使加盟契約屬資訊不對稱且採定型化

契約之模式，不是代表加盟店只是被動受到保護，而是透過資訊揭露

等方式來補足彼此資訊不對稱的落差，回歸契約應有的平等互惠精

神，消保法對定型化契約之規範，亦以此精神為本。

B.未正確揭露加盟重要資訊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對於未提供9點加盟重要資

訊，屬「顯失公平」行為，其法律效果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有違反

公平法第25條（處理原則第6點）。但相較於舊處理原則，直接要求
於締結加盟關係前10日必須以書面提供重要加盟資訊，現行的「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卻改為「10日前或個案認定合理期間」，以
及「但有正當理由未提供資訊」不構成顯失公平行為，給予過去所沒

有的彈性與例外。或許如前所述，因過去曾有處分案件在行政救濟案

件或民事訴訟案件中爭執公平會所要求揭露之事項並非重要交易資訊

等爭議，所以導致公平會作此修正。惟，此等修正是否反而會讓公平

會在個案判斷上陷於困擾，或者讓加盟業主因而對資訊揭露變得消

極。本文認為，若公平會所要求揭露之項目是屬於不論何種類型的加

盟體系都應該明白公開的基本資訊，何妨如舊處理原則之確切要求，

44 半田吉信，「フランチャイザーの情報提供義務」，千葉大學法学論集，第20卷
第2號，12(2005)。

45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第2部分「本部の加盟者募集について」的第(2)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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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有意加盟者資訊的獲得。

再者，公平會從「顯失公平」的角度要求揭露加盟重要資訊，是

為衡平彼此交易不對稱的落差。那麼若非未揭露而是揭露之資訊並非

正確該如何解決，「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並未提及此部分。

提供不正確的資訊所引起的爭議，比起未為提供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

及。「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要求不論屬於基本上該揭露的事

項，或者事業自行揭露之有關預期利潤等部分，不僅止於要求充分揭

露，且尚不得為虛偽不實或誇大之表示，否則將該當日本一般指定第

8項之欺瞞引誘顧客46
，為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第

19條)，相當類似公平法修正前之第19條第3款：「以威脅、利誘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屬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式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但修法

後現行公平法之第20條已無此款之規定。「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
的此一思維是立於加盟業主以不正確的資訊來引誘他人加盟，影響了

加盟業主與其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但若立於有意加盟者或加盟店的

立場，此乃一「欺罔」的方式
47
，影響了其正確的判斷，若因此而加

盟亦影響其在相關市場之競爭力，既然現行公平法已無舊法第19條第
3款規定，則可考量適用第25條，該當「欺罔」而影響交易秩序之行
為而違法；或者以廣告方式招徠加盟時，則有違反公平法第21條不實
廣告之問題，自不待言。

(2)重要加盟資訊揭露之案例
案例1　未盡說明義務

 日本某加盟體系的加盟業主，要求加盟店的原物料必須跟契約中
約定之特定供應商訂貨，貨款則是經手加盟業主來支付。加盟店於加盟

後赫然發現約定供應商所提供之原物料較其他供應商貴。原來，加盟業

主並非僅是經手協助支付貨款，而是向供應商買進原料後轉手賣給加盟

店，以賺取差價及回饋金。加盟店認為加盟業主在締約前未為說明此一

情事，使其在締約後多付預期外之金錢，向加盟業主提起訴訟請求損害

46 一般指定第8點：藉由有關自己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或交易條件等其他與交易
相關之事項，讓顧客誤認比實際情況或者比競爭者顯著優良或者有利，不當引誘
競爭者之顧客語自己交易之行為。

47 有關揭露錯誤的交易資訊，應適用舊公平法之第19條第3款或者第24條（現25條）
之論述，請參考顏廷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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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136-13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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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日本法院肯認加盟店之主張，認為加盟業主違反誠信原則，未盡

契約之附隨義務，而判決加盟業主應為賠償
48
。這樣的爭議在臺灣亦是

層出不窮，礙於加盟契約中約定必須和加盟業主或指定廠商進貨或買原

料，即使發現買貴了，卻不能自行採購。本案尚有一值得注意的部分，

雙方於契約中明訂當事人僅對契約條款明文約定之部分負擔義務，因此

加盟業主從中賺差價的行為，已屬非加盟店所能預見之異常條款，不應

構成契約內容，加盟店沒有支付義務。

案例2　揭露事項與事實不符
咖啡加盟體系下的加盟店在加盟之前，所獲悉之加盟條件為「投資

金額，一般店面約40 坪左右，約新臺幣450萬元」，但在加盟之後所支
付的金額卻超過此金額。另外，有關智慧財產權權利內容、上一會計年

度全國、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縣（市）的加盟店資料、以及終止

加盟契約數目之統計資料等，未為公告或更新。加盟店向公平會檢舉加

盟業主揭露事項不實及不足，公平會以認定加盟業主此等行為顯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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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法第25條（當時為修法前之第24條），處50萬元
罰鍰

49
。這樣加盟後發現與預期有落差的案例屢見不鮮，因而提起民事

訴訟之案例亦有之，本案即是。

(3)契約審閱期之提供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4點要求加盟業主必須在簽約前

給予交易相對人5日或個案認定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此與第3點之加盟
重要資訊揭露是對應不同階段的需求。加盟重要資訊的揭露在於讓有

意加盟者對加盟體系的了解，包含可能付出的成本、加盟業主可以提供

的各項支援與協助、營業上的各項限制，甚至是預期的利潤，以讓有意

加盟者作出是否加盟的明確抉擇。而審閱期則是在有意加盟者透過理解

加盟重要資訊決定加盟後進一步給予的協助。因為加盟契約屬定型化契

約，內容為加盟業主一方預先擬定，有意加盟者在締約前應有可以審閱

契約內容之相當期限，消保法即給予消費者有此一權益（消保法第11條
之1）。由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3點所要求揭露之事項，
並無消保法之應記載與不應記載之效力，無法成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或

48 東京地裁平21(ワ)第6195號判決。判例タイムズ第1384號(2013.3)。
49 公平會98年公處字第098080號處分。參考註41對本案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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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契約條款無效，加盟契約的審閱期是讓有意加盟者確認加盟業主所提

供之加盟重要資訊是否有落實於契約內容之內，能夠有增減修改的磋商

機會，亦可作為最後確認是否要締約加盟的手段。現行的「加盟業主經

營行為處理原則」第4點不若舊加盟業主處理原則一律規定5日之審閱
期，讓加盟業主有調整審閱期長短的彈性。雖然消保法第11條之1亦非
硬性規定審閱期的期間（30日以內合理期間），此乃因消費型態千百
種，有些簡單的消費內容如看電影、停車的定型化契約只要公開明示即

可，而交易標的比較高價者（如不動產交易）或者消費契約屬長期性契

約（如健身房）等，則會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應記載事項的方式，

視該契約內容之複雜程度明訂3至5天不等之審閱期，以讓相消費者有機
會仔細謹慎檢視的充分時間。加盟契約畢竟非一次性契約，內容亦屬複

雜，若直接要求特定審閱期間不給予加盟業主可以調整天數彈性，或許

不失為對有意加盟者的保障。

2. 締約後之契約爭議
締約後可能發生的契約糾紛，莫約有幾個類型，包括：(1)加盟業主加諸新

的負擔或限制。(2)締約後發現契約條款有顯失公平或其他違法之情事。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5點，乃對加盟業主在締結契約關係

後，不得濫用加盟店對其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勢地位而為以下之行為，

若因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時，構成公平法第20條之違反：(一)無正當理由對於不
同加盟店之間或同一競爭階層之他事業，就價格、交易條件或交易與否給予

差別待遇。(二)無正當理由要求加盟店於購賣商品時，必須購買其他商品（搭
售）。(三)無正當理由強制加盟店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原物料並禁止退貨，
而該數量超過加盟店合理營業天數可銷售之數量或必要之存貨數量。此點之

敘述方式容易解讀成僅針對締約後加盟業者濫用加盟店對其的高度依賴性，

對加盟店所新加諸之負擔或條件，似乎並不包括加盟契約中所約定之內容。實

際上，第5點之行為亦可能存在於契約條款中，而非成立加盟關係後被加盟業
主所另行加諸，契約條款本身內若有違反公平法內容，仍應該受到公平法之規

範。而相對的，在「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的第3部分針對加盟契約締結
後加盟業主與加盟店之規範，則是非常清楚的提到加盟契約本身的問題。例

如，在加盟契約中對於加盟店在商品、原物料、包裝材料、使用設備、機械機

具等的購買對象，或者店鋪的打掃、內外裝潢工事的廠商等都要指定向加盟業

主或特定第三人為之，販賣方法、營業時間、營業地域、販賣價格等相關之限

制也頗多。若從要求加盟店遵守營業秘密，以及確保對外的統一形象等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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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尚屬加盟體系營業確實所需的限度內則不違法，但契約內容或者加盟業主

的其他行為已經超過此限度，而給與加盟店依照正常的商業習慣之不當不利益

時則可能違反日本獨占禁止法。可以理解在加盟制度下，因為要求對外統一的

形象，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的諸多要求與限制似乎顯得頗具必要性與正當性，但

仍要注意並不代表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的限制可以毫無上限，若已超過正常經營

事業所需，超過加盟店付出與負擔，仍應該要受到規範。「日本加盟制度處理

原則」在此部分則是比較明確地指出要規範的範圍包括加盟契約內容本身。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把加盟業主可能違法的行為分成三大部分包括

(1)濫用對優勢地位之行為。(2)搭售等不當交易限制之條件。(3)販賣價格之限
制。後兩類的行為，即使是加盟業主基於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所為，因屬於另兩

種獨立的不公平交易方法類型，所以另外論之，在我公平法下亦是同樣的道

理。而我「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第5點只提及締約後加盟業主可能濫
用相對地位對加盟店所為之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基本上提及可能

違反公平法第20條的幾個類型），卻未提及其他可能不在公平法第19條或第20
條之其他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可能需要適用公平法第25條的問題。簡言
之，此處可以分成兩部分論述：

(1) 「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第3部分所例示之濫用相對優勢地位類型包
括：交易對象之限制、進貨數量之限制、即期品打折之限制、加盟契

約締約後之契約內容變更、契約關係終了後之競業禁止。這些限制有

些可該當我公平法第20條第5款之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或者第19條之轉
售價格限制，若不屬之者則須論有無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問題（公平

法第25條）。
(2) 加盟業主對於加盟店之限制，不應限於締結加盟關係後加諸的新負
擔，加盟契約中的契約條款仍應受到公平法的規範。

若加盟契約條款被認定違反公平法，根據公平法第40條、第42條，
除了罰鍰之外，皆要求被處分人應該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那麼加盟業主應該刪除或修正該違法之契約條款始能達成公平會

處分之要求。此外，若加盟契約當事人討論契約條款是否有民法第247
條之1之「顯失公平」應認定無效之情事時，亦應可參考從公平法第25
條的角度，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公

平」行為之討論。因為契約爭議若發生從公平法的角度認定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只是其影響層面不僅止於契約相對人，還往

外對各自之相關市場秩序產生影響，但此並不影響對契約內部相對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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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失公平」之情事。民事法院之判決的確未必要受到行政機關之見

解所拘束，但亦無須刻意迴避或否定之。

案例3　要求加盟店的營業時間與項目
日本便利超商7-11之某加盟店，不願意配合加盟契約中深夜營業與

代收費用之業務，因為深夜營業對於其人事成本負擔極大，且加盟之

後代收費用業務項目越來越多，因此主張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

所訂定的業務項目條款顯失公平，提起訴訟欲排除該等契約條款。法院

則認為便利超商全天候營業之營業形象，早已深植人心，且契約締結前

已透過揭示義務提供詳盡說明與資料，並不容其後再以違反獨占禁止法

等理由否定之。至於加諸代收款項業務部分，由於並未超出加盟店締約

前得預期之業務範圍或負荷，因此判決加盟店敗訴
50
。本案凸顯加盟店

所負擔之義務是否屬顯失公平之不利益，應從該加盟體系的特質進行衡

量，若為該體系維持品牌形象所需之合理配合，應為容許。本案是個民

事訴訟案件，但的確也帶進了競爭法的討論。

案例4　對商品的折扣設限
日本超商7-11之數家加盟店向日本公平會檢舉，加盟店支付之權利

金是以銷售金額減去銷售商品成本後算出銷售總利益，再乘以一定比率

算出。由於廢棄商品的損失部分並未被列入銷售商品成本之內，也就是

要由加盟店自行吸收。而加盟店為了減少廢棄商品對自己獲利之影響，

於是開始對於每日配送之產品（當日未售完必須銷毀）進行折扣促銷，

卻被加盟業主更正並且禁止。日本公平會認定加盟業主之行為乃濫用

相對優勢地位，而為排除措施命令
51
。各地加盟店以加盟業主此行為違

反日本獨占禁止法而遭受損害為由，另提起請求民事損害賠償訴訟請求

加盟業主損害賠償，但獲償比例不高
52
，主因在於民事判決中似乎對於

日本公平會在排除措施命令中所認定的違法行為範圍作了較狹隘的判

讀
53
。此爭議實常見於許多販賣生鮮食品（保存期限短）相關的加盟體

系，本案引起相當大的討論，「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中還因此將其

列入說明事項。這樣的案例在臺灣的超商亦有相同問題，有超商店長因

50 東京地裁平成21年(ワ)第29786號判決：高裁平成24年(ネ)第722號判決。
51 公取委排除命令平成21年6月22日，平成21年(措)第8號。
52 長谷河亜希子，「セブンーイレブン25条訴訟」，新・判例解説Watch経済法，

No.49(TKC ローライブラリー)，2(2015)。
53 山本裕子，「独禁法25条訴訟において違反行為の存在を否定した事例」，ジュ

リスト，第1478號，96-9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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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須自行吸收下架的即期品，全家大小吃了自行了十多年
54
。加盟業

主要求貨架上商品備齊不可缺貨，但生鮮商品保存期間短，消費者又喜

好取用日期最新鮮的商品，若不能用折扣吸引消費，對於加盟店實為沉

重之負擔。

案例5　要求營業時間等
某粥品加盟體系的加盟業主，在加盟契約中要求加盟者所聘僱之人

員不得從事粥品烹調工作，但如該加盟店每日之營業時間超過8小時以
上，經加盟業主書面同意，得聘僱一專職人員委由加盟業主教育訓練，

並取得粥品烹調認證時起，始得與加盟者輪班烹調粥品。對此契約內

容，加盟店主張：每日除營業時間之外，若將營業前之準備工作時間算

入，遠超過8小時，加上每月休息不得超過4天，不得任意店休（休店必
須先獲得加盟業主之同意），因此加盟者主張此等必須親自烹煮條款、

以及違反勞基法的工作時間之契約條款，顯失公平甚明，對加盟業主提

起民事訴訟，主張此一部分的契約條款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法院
肯定加盟店的主張，判定加盟店勝訴

55
。

但若對比前述的日本7-11事件，當加盟體系要求品牌形象與品質
時，究竟應如何評價對加盟店的限制，本案加盟業主對於負責烹煮粥品

者所加諸的限制，是否合理與必要，值得思考
56
。以民法第247條之1為

據，認定定型化契約條款顯失公平而無效，在實務上並不容易，多偏於

消極
57
，本案顯得特別。雖然肯認法官對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的積極態

度，但實質衡量加盟業主在本加盟體系的經營方式下，對加盟店所加諸

的營業時間限制是否有「濫用」問題，恐怕不無討論空間。

3. 續約與競業禁止
加加盟店通常在加盟時投入金額不小的加盟金或權利金，也可能對營業場

所的裝潢花費不貲。因此，若加盟契約期間過短尚不足以讓加盟店回收成本，

但加盟業主卻不願意續約時，加盟店該如何處理，可否請求加盟業主與之續

約？請求的依據又為何？甚至有加盟店主張加盟業主蓄意迴避續約，其後卻在

54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514/50685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5/10/19。
55 台北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611號判決。
56 劉姿汝，「加盟契約與民法第247條之1之適用」，月旦法學教室，第128期，15-

17(2013)。
57 楊淑文，「定型化契約之管制與契約自由—德國與我國法制發展之比較分析」，
消保法與民法之分與合，元照出版社，9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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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附近自行開設直營店，等同接收加盟店辛苦建立打下之市場與商譽
58
。

所以，如何讓加盟店不致於血本無歸或將苦心經營建立的市場拱手讓出，或許

應該讓加盟店了解續約的條件或存在無法續約的風險。從競爭法的角度，或許

難以對於已屆契約期間而未為續約之行為直接評價或介入（從民法角度也是個

難題），「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是選擇在揭露事項中要求續約的條件與

程序
59
，讓有意加盟者可以預先了解有無無法續約之風險，應可說是很妥適的

方法。

而競業禁止的爭議往往與未能續約的問題相伴而生，因為無法續約而成本

無法回收時，原加盟店只好利用原有之設備，從事與原加盟事業相類似之事業

經營。基本上，是否續約、以及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原屬契約層面的問題，但

此等問題亦有可能在加盟業主以其相對之優勢地位，使加盟店在相關義務上承

受不利益。在我國的民法中對於競業禁止並未有特別的規定，但一般實務上都

接受競業禁止約定之正當性。在實務上曾認定其不合理或無效的情況，包括時

間過長、競業擴及契約當事人之親屬、違反公序良俗等。此類競業禁止之爭議

在我國的加盟體系時有發生，但「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中對此爭議並

無所論述。「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則有提及此問題，若超過商業權利維

護、know-how的維持所必要，而對地區、時間或內容課予過度的競業禁止義
務，即可能該當濫用相對優勢地位。在美國，亦認為加盟店在加盟業主的品牌

下經營，除了加盟業主所提供之品牌形象與know-how外，更重要的是加盟店
本身的努力

60
。因此，在此觀念下，加盟業主沒有權利直接接收加盟店努力經

營的成果，加盟業主不得對於加盟店加諸過於嚴苛、不合理的競業禁止範圍，

否則應有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可能
61
。

案例6　無法續約
日本某著名的便當加盟體系下，加盟業主對於區域加盟主（相對於加盟業

主，其也算是一種的加盟店，但其可以在自己的區域內自行再招募加盟店；所

58 國內知名飲料加盟店「清玉」即引起此類型之加盟契約糾紛。http://tw.news.yahoo.
com/%E6%B8%85%E7%8E%89%E5%8A%A0%E7%9B%9F%E7%88%AD%E8%AD
%B0-%E9%83%BD%E6%98%AF%E6%9A%B4%E7%B4%85%E9%AD%94%E5%92%
92%E6%83%B9%E7%A6%8D-010733657--financ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10/19。

59 日文稱「契約の更新」。
60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本部の濫用行為とその法規制」，日本経済法

学会年報，第36號，124-125(2015)。
61 長谷河亜希子，「フランチャイズ・システムと優越的地位の濫用(3)」，公正取
引，第724號，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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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對於自己招募之加盟店，亦兼有加盟主的角色）在契約期滿後不為續約，

所以區域加盟主只好自行另創事業，同樣進行便當之販售，原本的加盟業主認

為區域加盟主此行為違反競業禁止規定。區域加盟主則主張，對其而言此加盟

事業的銷售金額占其經營事業的近九成，是經過長期繼續性投下資本的主力事

業。因此，即使契約期滿，應有期待可續約之合理性，此合理期待應該受到法

律的保護。所以，若加盟業主沒有不得已之事由，不允許其恣意拒絕契約之更

新。東京地方法院肯認區域加盟主續約的合理性期待，判決加盟業主需依債務

不履行責任，賠償區域加盟主因無法續約而另行創業之一部分支出，但加盟業

主不服提起上訴，東京高等法院則否定原判決，認為加盟業主的拒絕續約有其

理由，區域加盟主之主張無理由
62
。雖然一審判決在二審未受到認可，但其從

信賴原則出發，討論加盟業主未為續約之不當，仍頗有其意義。

案例7　競業禁止違反之爭議
知名漢堡品牌Subway的加盟店，因積欠相關權利金等違反加盟契約之爭議

退出加盟。其後在原店址以「Subber」為名，販售與Subway相類似之三明治商
品。 但由於Subber的負責人並非原加盟契約當事人，而是其配偶，因此難以競
業禁止條款要求其不得營業。但Subway則另主張Subber在店名、裝潢以及販賣
之商品，有混淆來源與攀附商譽等違反公平法第20條或24條之行為，除向公平
會為檢舉外，並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公平會認定並無來源混淆、攀附

商譽的問題。民事訴訟方面Subway也敗訴63
。本案呈現的，反而是加盟業主面

對加盟店在契約關係終了後，對原加盟店可能損及自己加盟體系的行為，在防

衛上有所窘迫的情況，藉此同時反思，在加盟制度的特質下，保障加盟店的同

時，如何不犧牲加盟業主的權益。對加盟店加諸的營業限制，必須從該加盟體

系的特質下衡量其必要性與公平性，而非僅單方考量加盟店的立場。不論加盟

業主或加盟店，皆須要在各自的相關市場維持足夠的競爭力。但不可否認，一

般來說競業禁止的爭議多發生在加盟契約裡對加盟店過於嚴苛之設限，包括競

業禁止的年限、地區、事業範圍等
64
。

4. 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之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加盟業主經營型為處理原則」雖然僅是提供公平會內部

62 一審判決東京地方法院平成22年(ワ)第26344號，平成24年1月30日判決。二審判決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24年(ネ)第1450號，平成25年6月27日判決。

63 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24號判決。
64 向明恩，「加盟契約在台灣司法判決帶來之民事爭議—從加盟契約之目的出
發」，月旦法學雜誌，第238期，153-1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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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相關加盟案件可遵循基準的處理原則，卻也提供給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

者、加盟店在加盟前後相當之助益。公平會面對加盟爭議日漸增加的情況下，

進行的幾次的修正，不但針對有意加盟者的需求來調整揭露事項，也進一步的

討論加盟業主可能運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對加盟店為差別待遇、搭售等不當交

易限制等問題，應給予正面的肯定。但既然「加盟業主經營型為處理原則」要

說明從競爭的角度要如何規範加盟業主之經營行為，當然期待能夠更為全面性

地考量可能發生的加盟爭議問題。

在資訊揭露的部分，應該對有意加盟者揭露哪一些資訊，或許可以參考公

平會案件或甚民事訴訟案件整理出較常見的爭議，若可以成為要求加盟業主揭

露之加盟重要資訊，對有意加盟者應有所幫助。例如「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

理原則」新增之有關預期營業額、收益的部分（要求提示可供佐證之實績），

就是常見的爭議類型之一。其實回歸到加盟關係，不外是加盟業主允許加盟店

使用商標與授權經營Know-how，並在加盟後仍持續提供訓練等各項支援，以
協助其能順利經營而獲利；而加盟店則必須付出加盟金、權利金等作為對價。

所以，揭露之項目應該需要囊括加盟業主究竟能夠具體提出哪些技術與支援，

不能僅流於抽象的說法。而加盟店所付出之對價以及其他約定之違約金、履約

保證金等，相關金錢支付之條件、有無返還及其條件，是加盟店關心的重點，

亦應充分揭示，這部分「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是比較清楚要求揭露的。但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與美國FTC同樣要求的揭露事項須在締結加盟
關係前的特定期間之前以及契約審閱期這些部分是日本處理原則所欠缺，這部

分應予以肯定，明確要求揭露的時間，對於有意加盟者是較有保障的。資訊揭

露屬於契約締結前的說明義務，若有所欠缺而導致加盟店於締約後發現無法達

到原本締約之目的或與預期有落差時，恐有違反附隨義務、亦或可論之違背信

賴利益，而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65
。公平法的角度並無法直接介入契約條款效力

等私法爭議之處理，卻可以對資訊不對稱的加盟契約關係下，提供一臂之力，

有助防範爭議於未然之效果。可讓加盟業主得知基本上應該揭露的具體項目為

何，能夠警覺不提供資訊可能有違反公平法第25條的可能性，而謹慎為之。而
僅止於要求於要求揭露尚嫌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求揭露資訊之真實與正確，否

則虛偽不實之資訊反造成有意加盟者之誤判，徒增締約之風險與爭議。

締約後之規範，在敘述上似乎僅說明締約後加盟業主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而

加諸之新的負擔，實際上若加盟契約條款本身有違反公平法的問題時仍應受到

65 向明恩，「前契約說明義務之形塑與界線---評基隆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342號民
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190期，174-18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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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若違反公平法受到處分的而應為停止、更正，則加盟業主應該對相關

契約條款為刪減或修正，以符合處分之要求。若在民事訴訟下爭議加盟契約問

題，法院也必須檢視該條款有無違反公平法，若違反公平法，是否從違反公

序、誠信原則等角度來討論其契約條款之效力，再者，從加盟的概念理解加盟

業主的契約條款是否有「顯失公平」之情事。讓屬於定型化契約之加盟契約，

不至於在締約後，又因為屬於不易輕易脫離的繼續性契約，讓加盟業主有機會

惡用契約自由原則之名，不當拘束加盟店。

至於契約關係終了後，不論是續約問題或者競業禁止的問題，並非僅是契

約問題，從競爭的角度亦有可議之處，且在臺灣的加盟爭議中，也屢見此等問

題的發生，不可忽視。期待日後將此等問題列入處理原則，讓加盟業主知所警

惕不可擅意為之，同時也讓加盟店可以知道此類問題的存在與防範。

五、結論

在加盟事業如此活絡的今日，加盟的議題其實非常龐雜，有私法契約問

題，也有競爭議題。本文嘗試從公平法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規範的角度出

發，討論了加盟契約的爭議。

由於加盟契約並非典型契約又無專法規範，公平會所制訂之「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處理原則」變得相對重要，即使在民事訴訟當

中，都常見加盟店在主張中作為陳述與攻防之用。意外發現此處理原則提供了

競爭法的視點之外，還能補足適用民法對解決加盟契約爭議不足之處，例如審

閱期等。讓等同素人的有意加盟者在不能適用消保法的情況下，卻在「加盟業

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找到支援，是有意思的收穫，但仍不得不注意不可過度

介入非競爭議題之契約爭議，以及介入的角度與方式。本文不認同公平法不應

該規範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論點，不可因為「相對」二字就否定此一行為對競

爭的影響。

既然「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扮演了如此舉足輕重的角色，應該讓

加盟業主與有意加盟者、加盟店能多了解從公平法的角度如何評價與規範加盟

制度，以及此處理原則的存在。日本公平會曾針對日本的加盟店進行調查研

究，發現不少加盟店並不知道有「日本加盟制度處理原則」的存在，或是即使

知道處理原則的存在，卻不太了解具體內容
66
。或許我國也是相同情況，但從

公平會目前的網站首頁見到「加盟」二字成為點選的關鍵字之一，可以得知公

66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フランチャイズ・チェーン本部との取引に関す

る調査報告書――加盟店に対する実体調査，3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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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的努力。對於加盟契約爭議，從民法等民事程序解決，與從公平法的角度

規範，其實各自立法與規範目的不同，兩者並不衝突，公私法各司其職卻又共

同協力，也就是所謂的「公私協力」的概念
67
。公平會今後可以加強對「加盟

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以及相關重要案例的宣導與說明，讓加盟體系的參與

者能更懂得如何保障自己權益，共創加盟業主與加盟店雙贏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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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評論人：陳志民（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教授）

本文詳述了「相對優勢地位」之理論內容及其與公平法規範加盟契約涉及

不公平競爭議題之關聯，提供讀者一項架構分明的理解基礎。文中另以日本法

為例，詳述如何操作「相對優勢地位」並輔以具體案例，對公平會於實務上運

用「加盟業主經營行為處理原則」有相當助益。

由於本文的最核心論點在於「相對優勢地位理論」，「相對優勢地位」理

論讓競爭主管機關面對如何在「不涉入契約自由」與「維持市場競爭」取得平

衡的難題，以下評論僅就此提出個人淺見：

1. 如何判斷「相對優勢」？
論文中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大致可以日本法的以下4項因素來代表：

(1)交易依存度
(2)市場力量
(3)變更交易的可能性
(4)其他具體事實

問題是「交易依存度」是靜態地以既有的依存關係（如占總營收的

百分比）來推論，還是應動態地以當具「優勢」之一方試圖濫用時（如

不當提高加盟權利金時），該依存關係有無可能被打破來判斷？ –後者
才是「市場力量」或「支配力」於競爭法下的意義。

2.「相對優勢地位」所擬處理的議題有何特殊之處是競爭法傳統上關於
「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等研析方法所無法處理且對競爭有意義之

問題？而「之前」(ex ante) 與「之後」(ex post)之區分經常在此理論的
探討過程中被漠視。

從傳統以透過價格變動所帶動之需求與供給替代性高低來看，「交

易依存度」是「變更交易的可能性」所會考量的因素，而「變更交易可

能性」代表的即是交易對象「替代選擇」機會存在與否的問題，本即

是「市場力量」判斷過程中理應吸納的考量因素，何需疊床架屋，冒著

重覆估算業者市場支配力的風險，另立「相對」優勢地位理論？具體而

言，「相對優勢地位」所關心的「不可偏離性」問題（長期的交易關

係、因專屬性投資所產生之被套牢而無法脫離加盟關係等），若「事

先」(ex ante)為弱勢的潛在交易相對人所知悉，則這些未來的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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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現階段是否加入加盟之評估，具體展現於加入或尋求替代加盟事業

之決定。

上述觀點無法解決「事先」沒有市場力量，但於締約後，利用加盟

店已投入專屬性投資，進而於「事後」(ex post) 利用該不可偏離性，遂
行反競爭行為？可能的回應是：此一不可偏離性所代表的意義，乃加

盟總部的「事後」投機行為，已讓其加盟事業與其他於事前原本具有替

代競爭關係之他加盟事業產生了相當程度的「不可替代性」，讓「相關

市場」的界定範圍縮小，投機加盟事業的「市場力量」隨之增強，沒有

「相對優勢地位」理論，該行為仍可受到競爭法之規範。

傳統「相關市場」與「市場力量」的研析方法無法解決「相對優

勢地位」問題，可能的質疑是，無法準確的操作類似SSNIP等「相關市
場」界定，及後續「市場力量」評估，也可能低估了加盟總部的市場力

量。但解決的方法，可以是放棄SSNIP或經濟學上「替代性」的判斷，
另立蹊徑，但也可能是持續強化主管機關運用經濟理論進行SSNIP的執
法能力，二者的差別在於，「替代性」透過市場價格機制的「偏好顯

示」(preference revealing)功能，讓市場參與者自動揭露加盟契約相關條
件與條款對其參與加盟的重要性，後者由競爭主管機介入代為判斷的機

會高。「事先」加盟資訊的揭露很重要，除由競爭主管機關預定應揭露

的事項外，也應同時考量如何強化加盟事業間進行「資訊競爭」，由其

等主動的提供有利於加盟決定之資訊。

以下提供二項對公平法運用「相對優勢地位」理論之延伸觀點：

1. 「限制競爭」v. 「不公平競爭」，僅是立法體例與目的的政策選擇產
物，不代表二者的分析內容與分析手段必定不同，運用學理，二者是有

可能被放在同一個競爭法分析架構下來進行理解與規範，參考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2015年8月13日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不公平
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之執法政策說明：“…the act 
or practice will be evaluated under a framework similar to the rule of reason, 
that is, an act or practice challenged by the Commission must cause, or be 
likely to cause, harm to competition or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taking into 
account any associated cognizable efficiencies and business justifications[.]＂

2. 公平法於創設或調整執法理論或原則用以補充他法執法不足之處時，需同
時顧及創設或調整對公平法所可能產生之現在及未來執法成本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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