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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違反競爭法之聯合行為，具有高度反競爭性，對市場競爭之限

制程度高，各國無不予以高度管制。有關共謀違法聯合行為事業彼

此之間，可否依據聯合行為之協議（簡稱聯合協議）對他事業有所

主張，涉及違法聯合協議之私法上效力問題。在我國曾經出現的相

關司法判決中，法院大多採取違法聯合協議在私法上仍然有效的見

解；然而在這些判決中不僅未能見到令人信服的理由構成，而且與

國內競爭法學者普遍採取的見解亦不相同。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對

於此問題並未提供足以判斷何者為當的具體基礎，吾人必須回到民

法第71條違反禁止規定行為私法效力之一般性判斷標準，就該條文

之功能定位與競爭法禁止違法聯合行為之規範意旨出發，從法理與

國外實務發展雙方面重新省思此一問題之適當解答。按違法聯合行

為是目前競爭法領域中違法性共識最高，各國也亟欲消滅的禁止行

為類型，參考各國目前法規與實務發展，否定其私法上效力應屬較

為妥適之規範立場。本文針對違法聯合協議民法上拘束力進行深入

分析，希望對於一般違反競爭法行為之私法上效力應該如何認定，

也能夠有所啟發。 

 

關鍵詞：聯合協議、私法效力、取締規定、效力規定、公平交易

法、相對無效、一部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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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 of 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in 
Private Law: 

Empirical and Dogmatic Studies in 
Competition and Civil Law 

Richard Li-Dar Wang＊ & Tsui-Ling Hsu＊＊ 

Abstract 

Concerted actions that violate competition law are highly 
anticompetitive, and seriously hinder market competition. All countries 
heavily regulate such actions. In the E.U., laws explicitly void such 
actions in private law. Since recently the U.S. and the E.U. imposed huge 
fines on Taiwanese businesses, local businesse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ompetition law. Among cartel businesses, can one business claim 
against another based on the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of a concerted 
action? This should be up to the validity of the illegal concerted action 
agreement under private law. In the limited cases in Taiwan, no 
convincing opinion is found, and most of them are against the worldwide 
trend. As the Fair Trade Act is being amended, this essay analyzes cases, 
reviews Article 71 of the Civil Code, and proposes several factors for 
evaluating the validity of an illegal concerted action and grounds of 
voidance under private law. The authors hope it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amendment. 

 

KEYWORDS: horizontal agreement, validity in private law, grounds of 
invalidity, Article 71 of the Civil Code, partial voi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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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競爭法之規範目的，乃在維持事業之間在市場上的有效競爭

(workable competition)，促使事業以更具效率的方式提供商品或服

務進行交易，進而維護消費者之經濟福祉(consumer welfare)。我國

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所規範的聯合行為，係指處於同一產銷

階段的廠商為避免由於競爭所引起的促銷壓力與不確定性，謀求彼

此利潤極大化，因而以契約等方式互相約定，就其事業活動採取同

一步調；例如共同決定商品價格、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水

平競爭同業間之行為等，均為聯合行為之適例1。聯合行為由於直

接涉及限制同業間之市場競爭，可能導致限制產量、品質或產品多

樣性，或是因價格過高而使消費者負擔不必要之支出，導致資源未

能達到最有效率之配置狀況，對於消費者福祉產生危害，因此一直

以來均為各國競爭法規範不可或缺的核心內涵。 

我國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採取事前許可制2，凡是符合公平法

                                                        
 
 1  公平法第7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
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 
前項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
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2  公平法第14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
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 
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或市

場者。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 
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至該行業之事業，難

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或價格
之共同行為者。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前項之申請，應於三個月內為核駁之決定；必要時延長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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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聯合行為定義者，依同法第14條規定均須事先申請中央主管

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許可，方可為之3。未

經事前申請許可的聯合行為，雖然形式上仍然違反公平法第14條規

定，然而實體上未必均為競爭法上有意加以禁止的聯合行為。倘若

系爭聯合行為符合第14條但書所列事由，諸如統一規格、專業化、

共同研究開發、嚴重不景氣等原因之一，而且有益於經濟效率與整

體公共利益，公平會就其事前提出之許可申請，依照同條規定自應

予以核准，並無阻撓禁止之理。事實上目前國際間之競爭法執法機

關，對於此種有助於經濟效率或消費者福祉的聯合行為，不僅不再

加以嚴密監視提防，而且紛紛以處理原則等方式提出明確的安全港

(safe harbor)規定或其他相類似之豁免條款，試圖積極滌除業者進行

此種有益社會福祉行為時的違法疑慮4。 

                                                        
 
 3  目前國際間對於聯合行為採取事前許可制的國家，已不多見。美國的休曼法

(Sherman Act)第1條對於聯合行為一直採取事後查處制。歐洲共同體在2002年
12月通過、2004年5月開始施行的1/2003號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對於聯合行為也從申報許可制轉而改
採「法定例外制」；特定類型的聯合行為只要符合該規則規定的豁免要件，即
自動豁免於聯合行為的一般禁止規定，無須事前先向主管機關報備、申報或
申請許可。德國配合歐盟法此一變革，在2005年限制競爭防止法的第7次修
正中也全面改採法定例外制，將聯合行為之合法性交由參與事業自行審查，
主管機關對於違法聯合行為僅進行事後查處。該法相關條文規定，請見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gwb/BJNR252110998.html#BJNR252110998 
BJNG000203377；英譯條文請見德國卡特爾署網頁：http://www.bundeskartellamt. 
de/wEnglisch/download/pdf/GWB/0911_GWB_7_Novelle_E.pdf（最後瀏覽日：
2012年8月3日）。有關歐盟與德國相關轉變的簡要介紹，參見吳秀明，競爭法
研究，頁364-367（2010年）；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政策白皮書，頁34-
35、頁39（2010年）。 

 4  美國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DOJ)與聯邦交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在2000年公布的競爭者合作處理原則中表示，參與聯合行為
的競爭同業在所涉及的相關市場中合計佔有率未達20%者，除非涉及當然違法
或簡式合理原則(abbreviated rule of reason)等其他快速審查之行為類型，否則將
不發動個案調查等執法作為。U.S. DEP’T OF JUSTICE & FEDERAL TRADE COMM’N,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COLLABORATIONS AMONG COMPETITORS (2000), para. 
4.2. 在歐盟方面，如果參與結合事業合計市佔率在10%以下，除非涉及明顯限
制市場競爭的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artel)，否則歐盟執委會認為並不足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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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共同決定價格、產量、圍標或分配市場等核心卡特爾

(hardcore cartel)行為，由於參與廠商藉此人為方式消除彼此間之競

爭壓力，對外凝聚更大的市場力量，而且該等聯合行為鮮能舉出符

合經濟效率之商業上正當事由，嚴重危害市場運作效率與消費者福

祉。是以各國競爭法對於此類型之聯合行為，在執法作為上莫不強

力加以查處，期能發揮嚇阻效果以降低其出現頻率與形成之可能

性。美國在2004年透過法律修訂加重聯合行為的刑事處罰，法人罰

金上限從1千萬大幅提升到1億美金，自然人有期徒刑上限也從3年
加重為10年5。歐盟也在2006年大幅調高執委會對於違法聯合行為

可以課處的罰鍰額度6。在國際組織方面，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近年

來不斷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聯合行為的調查與起訴。OECD
除了把打擊聯合行為列為防衛市場競爭所必需的競爭法重要目標之

外，同時更大力推動各國打擊聯合行為之實務經驗與意見交流7。

競爭法領域另一主要國際組織—國際競爭網絡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ICN)，也同樣透過工作小組陸續提出聯合行

                                                                                                                               
 

市場競爭。Commission Notice on Agreements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81(1)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2001 O.J. (C 368) 13, 13-14, ¶ 7(a), 11. 在可允許的聯合行
為個別類型方面，商品化聯合(commercialization agreement)參與事業合計市佔
率低於15%者，自動符合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的法定豁免例外。生產聯合
(production agreement)和採購聯合(purchase agreement)參與事業合計市佔率分別
低於20%與15%者，也相當有可能符合同項規定的豁免例外。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2011 O.J. (C 11), ¶¶ 169, 208, 240. 

 5  Antitrust Criminal Penal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 of 2004, Pub. L. No. 108-
237, Title 2, § 215(a), 118 Stat. 661. 該次修法同時將自然人罰金上限由35萬調高
到1百萬美金。無論是法人或自然人的刑事罰金上限，都可以超越此一額度，
達到該行為所獲毛利或所造成毛損害之兩倍金額；18 U.S.C. § 3571 (2006). 

 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註3），頁39。 
 7  李文秀，寬恕政策應用於惡性卡特爾之探討—兼論我國引進寬恕政策之修法

建議及國際合作，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5（2004年）；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註3），頁43-44。本文將 hardcore cartel 譯為核心卡特爾，
期能更為忠實地傳達其原本文字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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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解、罰金或罰鍰面向之最佳建議作法，甚至編寫調查作業手

冊，推動鼓勵各會員國廣泛採用，以共同打擊國際間之惡性聯合行

為8。 

就我國公平法而言，這些核心卡特爾即便事先向公平會提出申

請，依照第14條規定也無法給予許可。此種惡性聯合行為，以及其

他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9審查之下無法獲得許可的聯合行為，

構成實質違法之聯合行為。此與單純漏未事先提出申請之程序違法

聯合行為，在可非難性與法律評價上均顯有不同，自應明確加以區

分。職是之故，本文所稱之違法聯合行為，僅限於指稱實質上違法

之負面聯合行為，不包括單純未事先提出申請之聯合行為。至於單

純程序違法之聯合行為，由於並非競爭法上原本所欲禁止者，在行

為性質與規範基礎上均有明顯不同，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合先

敘明。 

對於實質違法之聯合行為，在競爭法上雖然明確加以禁止，其

中核心卡特爾行為還名列各國競爭法執法機關之頭號查處目標，然

而我國公平法除了規定其行政處罰與刑事制裁規定，以及民事損害

賠償責任之外10，對於參與者之間透過意思聯絡所構築的違法聯合

行為合意，在私法上其法律效力究竟如何，至今卻一直缺乏明確的

                                                        
 
 8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註3），頁46-47。 
 9  假若個案中系爭聯合行為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大於促進競爭、降低交易成本、

增進經濟效率等正當商業上事由所帶來的利益，則縱屬以合理原則加以分析之
行為類型，該聯合行為仍應加以禁止。有關合理原則與當然違法原則運作方式
與判斷標準的簡要介紹，可參見本文肆、二。 

10  公平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
百萬元以下罰鍰」；同法第35條第1項：「違反第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
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同法第31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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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按足以形成聯合行為的業者間合意，其具體行為形式包括具

有法律拘束力之契約或協議，以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其他方式合

意。依照我國學者見解，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立法定義中之契約

乙詞，乃係雙方當事人具有對向性、交錯性，意圖發生法律上拘束

力的意思表示所構成的法律行為。至於同條文中的協議乙詞，則係

由聯合行為參與者全部或一部共同所為，具有同向性、平行性，有

意發生法律上拘束力的意思表示所構成，例如同業公會等事業團體

所作成的決議11。是故以契約或協議方式所締結的違法聯合行為，

其是否依照發動者和參與者所具有的法效意思而產生私法上效力，

亦或因其實質違反公平法規定而否定其民法上拘束力，期能與前述

罰則及損害賠償規定立場一致，從體系角度而言即成為十分值得討

論的規範議題。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之下，聯合行為參與事業所達

成的契約或協議，在私法上是否基於民法第71條規定12，因違反禁

止規定而歸於無效；抑或可能該當同條但書：「其規定並不以之為

無效」，因而仍可維持其私法上拘束力；再或者在絕對無效和絕對

有效兩種典型私法效力態樣之外，尚應呈現其他不同種類的私法效

力狀態，在此背景下就非常值得探討。 

本文以「聯合行為協議」乙詞，統括以契約或協議形式作成之

聯合行為，以之作為本文主要之研究對象，在內文中簡稱為聯合協

議 

13。對其私法上之拘束力，實定法規範若有不甚清楚或是留白之

                                                        
 
11  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194（1993年）；姜炳俊，聯合行為之規

範，收於：賴源河編，公平交易法新論，頁265（1994年）；劉華美，論聯合行
為，收於：競爭法與能源法，頁138（2009年）。另可參見廖義男，卡特爾之概
念，收於：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立法，頁108-112（1995年），對於契約及事業
團體決議之說明。 

12  民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規定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
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13  協議一詞之中文原本意涵，既已涵蓋雙方當事人對向式之約定在內。相對應的
英文用語「agreement」，在歐盟運作條約(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01條第1項也被用在事業間構成聯合行為的各種明示約定上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考諸前述語用習慣，本文謹以協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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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各級法院及執法機關自有透過個案決定加以填補的空間。聯合

協議私法效力之認定既屬民事案件，民事法院自得在審判過程中就

此爭點予以審理並依法作成認定。然就我國民事法院迄今審判實況

而言，有關違法聯合行為之民事判決為數並不算多。在數目十分有

限的司法實務判決之中，雖有不一致的判決見解出現，然而多數認

為公平法對於違法聯合行為的禁止規定係屬單純行政上之取締規

定，並無否定其協議之私法上效力意味，因此聯合協議在當事人之

間仍然有效。然而依照國內多數競爭法學者的看法，違法聯合協議

在私法上應該否定其拘束力，使之歸於無效。此一學理與實務之間

的明顯落差，究竟是基於雙方不易跨越的不可共量性所造成，抑或

經過深入研究與仔細析辨，仍可分辨出孰是孰非，對於以往一直偏

向學理探討與規範分析的本研究主題而言，更增添了與本土司法實

務見解相互辨證，以及實際應用層面的研究價值及興趣。 

本文擬先調查統計並整理分析我國相關司法實務案例見解，再

歸納國內競爭法學者一般所持看法。對於兩者間就違法聯合協議私

法效力所持立場的明顯落差，本文接著考察我國公平法相關規定內

涵，探究可否從中尋得此一問題之具體解答。在發現公平法無法提

供有力線索之後，本文在第參部分將回到違反禁止規定法律行為私

法效力之最終判斷依據—民法第71條，一方面探尋該條規定妥適

的功能定位與適用標準，另一方面也就我國最高法院歷來對於該條

規定之解釋適用進行實證調查分析，並且從學理面對於歸類整理後

的分析結果提出反省與檢討。從此一般性的反省結果出發，本文第

肆部分將再度回到違法聯合行為議題上，從競爭法禁止違法聯合行

為之規範意旨，以及決定違反競爭法行為之私法效力所應考慮事項

                                                                                                                               
 

詞，涵括契約與狹義協議等兩種不同形式之聯合行為。相同用法，請見劉華
美，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聯合行為之禁止，收於：廖義男等合著，公平交易法
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489-490（2003年）；吳秀明
（註3），頁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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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實際查考歐盟、美國、德國法院目前實務看法，以探求此一

議題的妥適解答。在實體見解上，本文傾向認為違法聯合協議應屬

無效，以貫徹競爭法禁止違法聯合行為之根本意旨，並對以聯合協

議為基礎而與第三人締結之契約效力應如何認定，嘗試提出具體建

議。由於民事法與競爭法本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領域，欲探討兩者間

整合協力之互動關係，相關議題牽連甚廣。本文限於篇幅，僅得集

中心力，探討違法聯合協議在私法上之效力問題，冀能對於違反違

爭法行為之私法效力應該如何判斷認定，提供具體且堅實的階段性

研究成果。至於其他違反競爭法規定法律行為之私法效力，以及兩

個領域間其他可能互動關係的探討，諸如違反競爭法行為是否違反

公序良俗或是構成權利濫用，則囿於篇幅有待另文探索，不在本文

研究範圍。 

貳、聯合協議私法上效力之判決實證分析 

一、判決統計結果 

我國司法實務與聯合協議私法上效力有關之民事判決，經於

2011年9月下旬以「聯合行為」及「效力」作為檢索字詞，透過司

法院法學檢索系統查詢同時包含兩者的民事判決，在全國各級法院

之中總計得出56件14。經扣除同案號重複案件與偶然出現聯合行為

字樣之無關案件共3件，其餘53件按照是否以違反公平法第14條為

基礎而作成私法上效力認定，分類列表如下：  

                                                        
 
14  透過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一般可以檢索到84年以來國內各級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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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我國聯合協議私法效力民事判決 
檢索結果與類型分布 

判決型態 案件數 

1. 以程序性理由作成判決 8 

2. 法院作成實體認定，但未及於公平法第14條 38 

3. 無法證明違反公平法第14條 2 

4. 認定違反公平法第14條行為之私法效力，但未說明理由 2 

5. 認定違反公平法第14條行為之私法效力，且附具理由說明 3 

（資料來源：查詢自司法院法學檢索系統，作者自行整理） 

依照以上調查結果，大多數檢索獲得的相關民事案件其實並未

在判決中針對公平法第14條加以討論。此類型包含表一中的第1類
和第2類，共有46件。而最具討論價值者，厥為表中第5類明確指出

效力認定理由的3件判決，分別屬於二件具體個案。表一第4類判決

雖對聯合協議私法效力加以判斷，惜未指明其認定理由。在本類2
件之中有1件認定聯合協議在私法上仍為有效15，1件認定為無效16。

認定無效的頂興實業與圓昌化工案，法院判決中雖未明白論及認定

該協議無效的理由，但其涉案行為乃是同業約定價格 (price 
fixing)，屬於相當典型的核心卡特爾，茲將之與明白表述認定理由

的二件具體個案，一併討論分析其案件事實、法院見解與論理過

程。 
                                                        
 
15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保險更一字第1號民事判決。本判決於判決理由中僅

記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交易行為（例如競爭事業以聯合行為方式定價，依
該價格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獨佔事業非法阻礙他人進入市場，基於其獨佔
地位與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事業未經許可即進行結合，該結合後之事業與交
易相對人所進行之交易等）仍屬有效，並不因而當然無效」，至於其論述依據
及理由則略而未談。 

16  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更（一）字第10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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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個案之判決見解 

（一） 頂興實業與圓昌化工案 

本事件為頂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頂興實業）對圓昌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圓昌化工）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該

院於88年9月30日判決頂興實業敗訴17。頂興實業繼續提起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維持地院原判，頂興實業上訴遭到駁回18。嗣頂興實

業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判命廢棄原判決，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更審19。臺灣高等法院將臺北地院原始判決廢棄，判決圓昌化工應

將支票二紙返還給頂興實業20。圓昌化工不服，對該判決提起第三

審上訴，經最高法院於91年12月20日判決上訴駁回而全案確定21。 

在本案中，頂興實業主張83年間因石灰價格低落，同業間由圓

昌化工法定代理人之配偶（即訴外人吳錦泉）召集頂興實業等五家

公司，決議聯合提高價格，為免參與者違約，由頂興實業交付四家

公司以外之圓昌化工之實際經營者（即訴外人吳錦泉）保管保證

票，頂興實業如有違約，圓昌化工即可兌現該支票。嗣經頂興實業

提起訴訟，請求返還該二紙支票。臺灣高等法院在88年度上字第

1614號民事判決之中認為，頂興實業係交付系爭支票交予訴外人吳

錦泉，而非圓昌化工。並且支票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證券上之

權利義務悉依證券上所載文句而決定其效力。從而支票上權利，依

支票文義而發生，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支票上權利之行

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故其原因關係不存在或無效時，執

票人仍得依支票文義行使其權利。臺灣高等法院因此判決頂興實業

敗訴。 

                                                        
 
1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88年度訴字第1529號民事判決。 
18  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上字第1614號民事判決。 
19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466號民事判決。 
20  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更（一）字第100號民事判決。 
21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75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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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興實業提起上訴之後，經最高法院判決廢棄原判，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重新審理之後，作成91年度上更字（一）

第100號判決。該判決理由以頂興實業因參加生石灰聯營提高售

價，為保證不違約而由頂興實業交付由訴外人吳錦泉保管之保證支

票。頂興實業交付系爭支票之原因行為因違法而屬無效之法律行

為。其保證事由既已不存在，訴外人吳錦泉取得系爭支票復有票據

法第14條所規定之惡意取得情事。圓昌化工自吳錦泉取得系爭支

票，因無對價而不得享有優於前手之權利，從而吳錦泉與圓昌化工

兩者均不得享有系爭支票之權利。頂興實業主張依民法第71條法律

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無效，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負有回復

原狀之責任，故其依民法第113條回復原狀請求權，請求圓昌化工

應將系爭支票返還予上訴人，即屬正當。 

（二） 北誼興業與基旺煤氣案 

本案事實為基旺煤氣有限公司（下稱基旺煤氣）向北誼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北誼興業）長期採購液化石油氣，北誼興業未經

基旺煤氣同意，擅自聯合其他液化石油氣大批發商將煤氣價格片面

調漲。該聯合行為嗣經公平會認定違法並課處北誼興業罰鍰。嗣北

誼興業起訴請求基旺煤氣給付買賣液化石油氣之價款，基旺煤氣抗

辯兩造間之買賣契約因北誼興業與其他同業間之聯合行為而罹於無

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審理後判決基旺煤氣敗訴22。基旺煤氣提起

上訴，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就北誼興業未將基旺煤氣繳回瓦斯桶

中殘留之存氣扣除後計價部分廢棄原判決，其餘部分則維持高雄地

院原判23。 

對於聯合協議在民法上應否歸於無效，本案一審法院在判決中

指出：「按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

                                                        
 
2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 
23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1年度上易字第50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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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所謂『並不

以之為無效』者，係指因法律本身有明文規定其他效力，或自法律

規定之目的言之，僅對於違反者加以制裁以防制其行為，非以之為

無效者而言。而究竟為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應自該法律之目的觀

之，前者重在違反行為之法律行為價值，非以違法行為為無效，不

能達其立法目的；後者則重在違反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目的僅在

防止該法律上之事實行為發生。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前段固規定，

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然依同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違反同法第十

四條規定之效果，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

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由上開規定架構，可見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雖為強行規定，然

該規定之目的著重在避免聯合行為之出現而破壞市場經濟之自由運

作，此由違反效果係對違反者以行政罰及刑罰加以制裁，即可見其

目的係為防制聯合行為，該聯合行為是否無效，並不能達到維持公

平交易之目的。是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係取締規定，係屬民

法第七十一條後段所述情形，違反該法規定之行為並不因此而無

效 

24。」 

關於本案中基旺煤氣主張其與聯合行為參與事業北誼興業間之

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乙節，一審法院進一步認為：「縱使認為公平交

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為效力規定，亦在評價事業間就商品價格所為

協議是否因而無效之問題，此並不影響該事業本於與其他事業所為

商品價格之協議，而將商品出售其他交易對象之行為效力，則基旺

煤氣所辯系爭契約依民法第七十一條之規定為無效云云，已非可

採。況且依前所述，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之規定性質上僅為取締規

定，更不影響聯合行為本身之效力，遑論僅因聯合行為協議價格之

                                                        
 
2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理由欄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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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衍生而出之與其他交易對象之契約效力，更不因該價格係違

反取締規定之有效協議而來，即令與其他交易對象之契約無效，否

則交易之安全與安定性勢將無以維持25。」 

基旺煤氣提出上訴後，二審法院關於聯合行為協議在私法上之

效力乙事，在判決中依樣援用一審法院在判決理由欄第二點所提出

之說理，完全接受原審所採取之法律見解26。 

（三）精碟科技與飛利浦公司案 

在本案中，飛利浦、新力、太陽誘電公司等三專利權人約定共

同授權CD-R橘皮書規格專利，而且限制專利權人必須將授權事宜

統一交由飛利浦公司處理，不得個別對外單獨授權。此等協議曾遭

公平會認定為違法聯合行為27。精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精碟

科技）與代表專利權人的飛利浦公司簽訂CD-R規格專利共同授權

契約在先，嗣後主張專利權人之共同授權約定構成違法聯合行為，

違反法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應自始當然無效，因此該公司與

三專利權人間之共同授權契約應同樣淪為無效。精碟科技進而主張

飛利浦公司受領該共同授權權利金之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依民法

不當得利規定請求飛利浦公司返還之。 

本案一審法院認為有關專利權人涉及聯合行為乙節，公平會原

行政處分經提起行政爭訟後，其見解並未獲得行政法院判決所支

持。因此精碟科技徒以公平會原處分、行政院訴願決定與行政法院

判決中之部分理由支持其起訴主張，難認為已盡到其舉證之責。就

民法第71條的適用，法院採取與北誼興業與基旺煤氣案一、二審法

院相同見解，認為強行法可分為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前者著重違

                                                        
 
2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0年度訴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理由欄第三點。 
26  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1年度上易字第50號民事判決，理由欄第四點。 
27  詳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

55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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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為之法律行為價值，以否認其法律效力為目的。後者著重違反

行為之事實行為價值，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違反者並無民法第71
條規定之適用，而僅單純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遏止其行為出現，

並不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28。 

就公平法而言，第14條雖然設有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

然而本案一審法院仍然認為：「公平交易法乃係規範商號間競爭關

係之法律。所謂商號競爭關係，係指事業因參與市場，提供商品或

服務供交易相對人選擇，而與他事業間所成立業務上的爭取關係，

其間並利用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

易機會，使交易相對人決定與自己而不與他事業成立交易關係，所

以競爭關係為存在於事業與事業間，而非事業與交易相對人。則交

易相對人縱因事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而受有不利，應不得逕主張事

業所為行為為無效29。」 

三、實務見解整理評析：以公平交易法為基點的釋義反省 

（一）法院傾向認定競爭法禁止規定乃是取締規定 

前述判決實例中第1案頂興實業與圓昌化工案，第二審臺灣高

等法院91年度上更（一）字第100號民事判決，認定為擔保聯合協

議之履行而交付票據，屬於違法而當然無效之法律行為。然而第2
案與第3案的承審法院卻都認為公平法第14條僅為取締規定，並非

效力規定，不致影響聯合協議本身在私法上的拘束力。參與事業基

於聯合行為而與其他交易相對人締結的契約，由於並非聯合協議本

身，因此更不生影響。前述統計分類之中雙方判決數目雖然相去不

遠，然而假若將本次搜尋所得提及聯合行為但未以公平法第14條進

行實體認定的判決類型一併納入觀察（即表一第2類），則可發現若

                                                        
 
2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6年度重訴字第26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貳、三、

（一）點。 
29  同前註。本案上訴後，目前正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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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據其他公平法規定作成效力認定的民事判決一起加以考察，則

認定競爭法禁止規定屬於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並不影響違反行

為私法效力的法院判決，在數目上仍然偏多。 

例如在飛利浦公司向巨擘科技請求權利金案件中，一審法院對

於公平法第10條第2款與第4款的禁止規定，舉出與前述第2案及第3
案相同的判決理由，認為效力規定之目的著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行

為價值，若非以違法行為為無效，不能達成其立法目的。然而取締

規定之目的，著重於違反行為的事實行為價值；其立法目的僅在防

止該事實行為之發生，因此無須否定其私法上之拘束力30。本案二

審的智慧財產法院，對於此一立場更提出具體鮮明的新論據加以支

持。智財法院首先指出，公平法第10條第2款在立法院審查過程

中，立法委員並未採納學者主張將該條所指法律行為規定為無效的

建議，可見得立法者並無意使之成為效力規定。其次，智財法院舉

出租用他人土地排放污水的例子作為類比，以進一步闡釋其見解。

承租土地之人倘若排放廢水污染程度超過法定標準，主管機關依法

得以限期改善及課處行政罰鍰。此種處罰之目的僅為取締違法行

為，至於承租人與出租人所簽訂之土地租賃契約是否有效，並非行

政主管機關所能置喙；亦不能因為排放污水破壞公共秩序遭到處

罰，即因此推論該土地租賃契約應為無效31。 

（二）判決理由無法支持此種取締規定之認定 

歸納法院認為公平法第14條等競爭法禁止規定係屬取締規定，

違反行為之私法效力不致受到影響的理由，主要在於法院認為違反

競爭法行為是否應該加以處罰禁止，以及該行為在私法上是否具有

                                                        
 
30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88年度重訴字第37號民事判決，事實欄（應為事實及理由

欄）第肆、二、2點。 
31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專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貳、五、

（一）、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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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力係屬二事，兩者之間並不具有必然的連動關係。此種看法在

第三人主張其和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間所締結契約，因以系爭聯合

行為作為前提32或是受到聯合行為直接影響33而無效的情形，容或

可以成立。畢竟在此情形之下，第三人主張無效之對象並非聯合協

議本身，而是與之相關連的另一法律行為。此時正如同智財法院在

飛利浦公司與巨擘科技案中所提出的承租人利用租賃土地排放污水

之情形34，違法排放污水與土地租賃契約係屬兩個獨立存在的不同

行為，因此一方的私法上效力是否因他方違法而到影響，其間自然

並無必然關係存在，而應依兩者間之關連性深淺以及交易安全等因

素，另外加以審酌考量35。 

然而在當事人主張無效之行為乃是聯合協議本身的情形，此種

區別論理並無穩固基礎存在。如同本部分二、（一）頂興實業與圓

昌化工乙案事實所示，違法聯合協議本身的私法上拘束力，或是其

票據保證行為在私法上的有效性，正是參與事業用以令違法聯合行

為在事實上得以繼續維繫存在的諸多力量其中之一。此時聯合協議

作為法律行為之價值與作為事實行為之價值，兩者互為表裡，彼此

合為一體，互相增益扶持而無從區別。是故自然無法將之視為二

事，而將同一行為之私法效力問題及其是否違反聯合行為禁止規

定，兩者分別獨立處理。換言之，公平法禁止實質違法的聯合行為

規定，不僅否定其事實上存在的價值，也同時使其在法律上陷於無

價值，其私法上拘束力的存在基礎也因此一同碎裂崩壞。 

                                                        
 
32  例如本部分二、（三）與三、（一）提及之精碟科技、巨擘科技與飛利浦公司兩案

件中，飛利浦公司代表 CD-R 規格專利權人與該等公司締結之授權契約，係以
飛利浦公司經由專利權人間聯合行為所取得之對外授權權能作為前提。 

33  例如本部分二、（二）基旺煤氣與北誼興業案，兩者間之液化石油氣採購價格因
北誼興業與其他液化石油氣批發商進行聯合行為，共同調漲批發價格而迫使隨
之上漲。 

34  同前註31。 
35  有關聯合行為參與事業與第三人締結契約，是否因聯合行為違法而影響其效

力，相關討論參見本文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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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示其一排斥其他的公平法解釋，無法作為取締規定之 
規範基礎 

1. 公平法第18條不足以作為反面解釋之基礎 

現行公平交易法條文之中，僅有第18條對於違反該法之行為設

有私法效力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

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

者，其約定無效。」對於其他違反該法規定之事業行為則保持沉

默，並未就其私法上之效力狀態設有任何規定。在論者之中有以此

為由，以「明示其一，排斥其他」的論理解釋作為根據，認為違反

其他公平法條文規定之事業行為，基於同法第18條規定之反面解

釋，在私法上不應當將之認定為無效36。 

此一主張固非無據，然而法律規定保持沉默的原因，未必有意

用以作為相反解釋的依據。倘若立法者對於某事項是否適合在條文

中直接加以硬性規定尚有疑慮，亦有可能在法條之中保持沉默，留

待日後法院於個案判決之中，透過法律解釋逐步加以形成，或是由

司法機關視個案不同情形發展出差異化的處理方式，進一步加以類

型化。就違法聯合行為而言，立法者有可能擔心與違法聯合行為相

關連的其他法律行為，例如參與聯合行為事業與第三人有關聯合行

為標的之私法契約，或是同一聯合行為之中若有可以符合公平法第

14條但書規定而應予許可的部分，其私法上效力應該如何處理，一

時之間未能形成妥當的規定方式，因此留白交由民事法院逐案形

成。是以倘若逕以公平法在第18條設有約定無效之規定，即遽爾推

論同法之中因無其他類似規定，因此其他違反競爭法之行為即應該

                                                        
 
36  參見行政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利法修正條文對照表（100年11月29日立法

院三讀通過版），現行條文第60條說明第4點，http://www.tipo.gov.tw/ch/ 
MultiMedia_FileDownload.ashx?guid=418c564c-7ab2-41f7-a629-bea95d5fef95（最
後瀏覽日：2011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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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有效，確實不無速斷之嫌。 

事實上就公平法第18條而言，實務上亦未因為該條明白規定相

反約定的民事效果，而未採取同法其他條文禁止事業不得為相反行

為之禁止規定模式，而逕以「明示其一，排斥其他」之論理解釋進

行反面推論，直接否定違反該條之行為得以適用同法第41條第1項
規定處以行政制裁之可能性37。公平會並未因為第18條對於違反行

為的法律效果採取不同的規定方式，即逕自採取反面解釋，認定違

反第18條行為之法律效果僅限於私法上約定無效，相反地，公平會

對於違反第18條之約定轉售價格，仍然課予同法第41條第1項所規

定的行政制裁，與公平法其他一般條文規定並無二致38。此一法律

見解在相關訴訟案件之中，亦未見行政法院加以挑戰39。對於公平

法第18條本身的法律效果，實務上同樣並未採用「明示其一，排斥

其他」的反面解釋方式，則以之為基礎，以相同方式否定同法其他

違反行為在私法上無效的可能性，進而認定同法其他規定均屬取締

規定，不致影響違反行為之私法上效力，難免有自相矛盾之嫌，由

此看來亦非適當之法律主張。 

2. 公平法對於違法聯合行為的非難性高過維持轉售價格 

仔細觀察公平法對於不同違法行為的規範方式，可以發現在限

                                                        
 
37  公平法第41條第1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38  廖義男、王以國、顏雅倫，第十八條約定轉售價格，收於：廖義男等合著，公
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頁76-78（2004
年）；王銘勇，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執法檢討
與展望，「公平交易法施行20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辦，頁8-11（2012年）。 

39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825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
205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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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競爭領域中，該法若以「不得為之」的規定方式禁止事業為特定

違法行為，除了行政制裁之外胥皆對於違法事業及行為人另外課予

刑事責任，藉此一方面給予較為嚴厲的非價判斷，另方面希望以刑

事訴追強大的制裁力量，防止該等妨礙市場正常運作與效能競爭之

行為持續出現40。舉凡公平法第35條對於違反第10條的濫用獨占行

為和第14條的聯合行為，以及第36條對於違反第19條的其他限制競

爭行為所課予的刑事處罰，都屬於此一類型。針對聯合行為，公平

法依照第7條的立法定義41，在刑事處罰採取具體危險犯的立法體

例42，較諸一般刑事制裁通常以實害犯作為處罰對象，必須待至法

益侵害實際出現之後方可處罰43，更可顯示立法者對於聯合行為所

造成法益侵害的重視程度。相反地，對於應該事先申報而主管機關

可加以禁止的事業結合，以及第18條規定約定無效的維持轉售價格

行為，公平法並未採取「不得為之」的禁止規定方式，也未設有刑

事責任規定而以刑罰予以制裁。按刑事責任的有無以及處罰模式，

相當程度可以表徵立法者對於特定違法行為之非價判斷與意欲遏止

                                                        
 
40  有關效能競爭概念的簡要說明，見石世豪，第四條競爭定義，收於：廖義男等

合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一）—第一條至第十七條，頁124-127
（2003年）。 

41  依公平法第7條第2項規定，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 

42  蘇永欽，契約違反禁止規定，收於：楊與齡編，民法總則實例問題分析，頁
147（2001年）。就此學者汪渡村採反對見解，認為聯合行為在公平法價值評斷
上帶有高度反競爭性，似不應採具體危險理論，而應為抽象危險犯；見汪渡
村，公平交易法，4版，頁101（2010年）。惟「具體危險犯」在刑法分則規定
中，係以「致生公共危險」、「足以發生……危險」、「引起……危險」等法條文
字標示之。而「抽象危險犯」係指行為本身含有侵害法益之可能性而被事先禁
止之態樣，重視行為本身之危險性。因此抽象危險犯之法定構成要件中，並不
包含致生法益危險的構成要件要素，只要立法者認定某特定行為具有可罰的實
質違法根據（如有害於公共安全），不問事實上是否發生法益侵害危險，凡一
有該行為，犯罪即告成立。此與公平法第7條第2項規定聯合行為必須足以影響
市場功能之立法定義不符，從而本文仍採具體危險說。 

43  林山田，刑法通論，4版，頁98（1993年）；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
體系論證，2版，頁138-140（2009年）；林鈺雄，新刑法總則，2版，頁98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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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烈程度。聯合行為採取的「不得為之」禁止規定方式，經由上

述比較觀察，似乎較第18條採取的明定私法上無效的規定方式，表

現出更為期望遏止該等行為出現的強烈意向。在公平法此一價值判

斷之下，民事法院解釋適用民法第71條之際，是否仍然適合賦予聯

合協議私法上之拘束力，以支持其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繼續存在與正

常履行，抑或如此解釋適用的結果，在法律體系之中將造成不同法

律之間彼此矛盾衝突與扞格不入，即不無值得司法機關再予深思與

重新斟酌的空間存在。 

（四） 未如德國法明定聯合協議私法效力，不足以否定其無效

可能性 

根據國內學者研究，在1998年第6次修法前44，德國限制競爭防

止法第1條規定事業間之聯合協議不生效力(unwirksam)。該法第6次
修正時，本條有關聯合行為協議之法律效果，由不生效力改為應禁

止之(sind verboten)45。有關聯合協議之私法上效力問題，則回歸適

用德國民法第134條規定46。其司法實務認為聯合協議如無限制競

爭防止法第2條以下所定之例外合法情形者，應為絕對無效

(Nichtigkeit)。在等待許可期間中，該聯合協議在私法上則為不生效

力(schwebende Unwirksamkeit)，效力暫時懸而未決，等候卡特爾署

決定是否許可該聯合協議之後，方始確定其於私法上是否有效47。

依據以上說明，德國第6次修法雖然刪除聯合協議之私法效力規

定，改為類似我國公平法第14條之禁止規定方式，但對於聯合協議

                                                        
 
44  本次修正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45  劉華美，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六次修正，收於：競爭法與能源法，

頁82-83（2009年）；劉華美（註13），頁489。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1條規定條
文，請見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gwb/__1.html；英譯條文請見德國卡
特爾署網頁：http://www.bundeskartellamt.de/wEnglisch/download/pdf/GWB/0911_  
GWB_7_Novelle_E.pdf（最後瀏覽日：2012年8月3日）。 

46  相當於我國民法第71條有關禁止規定之私法效力規定。關於本條文之規範功能
與解釋適用，詳見本文第參部分。 

47  劉華美（註13），頁48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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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法上效力狀態並未發生顯著影響，違法聯合協議在該次修法前

後，同樣無法發生私法上之法律效力。 

我國公平法立法當時雖未採取明定聯合協議私法效力之德國立

法例，而採取「不得為之」的禁止規定方式，然而此種規定方式從

德國前述第6次修法歷程來看，未必即有容任聯合協議於私法上發

生法律效力之意味存在。而從上述公平法第14條與第18條法律效果

之綜合比較可以發現，公平法對於未明白規定私法效力的聯合協

議，其非難程度顯然比在條文中明定約定無效的維持轉售價格行為

要高出許多。因此聯合行為「不得為之」的規定方式，不僅並未比

「約定無效」的規定方式對於違法行為更為寬容，反而更可以看出

對於違法聯合行為希望儘可能達到弊絕風清的規範傾向。 

（五） 國內學者多採無效立場 

上述我國公平法關於聯合行為之規範方式分析，國內競爭法學

者或許各自也有類似的觀察與認識。我國多數對於違法聯合協議之

效力問題表示意見的學者，如蘇永欽48、黃茂榮49、賴源河（主

編）50、劉華美51、汪渡村52、楊宏暉53等，均採取相近之立場，率

皆認為違法聯合協議在私法上應以之無效，較為妥當54。 

                                                        
 
48  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規範的類型與立法

釋法方向，收於：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頁28（2002年）。 
49  黃茂榮（註11），頁280。 
50  姜炳俊（註11），頁277。 
51  劉華美（註13），頁489。 
52  汪渡村（註42），頁120。 
53  楊宏暉，市場經濟秩序下的契約失靈調整模式，法學新論，25期，頁77（2010

年）。 
54  廖義男教授則採取不生效力說，經公平會依公平法第41條處以罰鍰時方始確定

無效；廖義男，「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發言紀錄，政大法學評論，44期，
頁361，轉引自姜炳俊（註11），頁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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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法第71條：實務態度與理論省思 

雖然公平法本身解釋傾向於違法聯合協議在私法上應為無效，

然而該法對此並未明文加以規定，因此在條文適用上仍然必須回到

民法第71條來決定其私法上法律效力。本文第貳部分調查民事法院

對於聯合協議適用民法第71條的結果，多數判決仍然認為聯合協議

在私法上應屬有效。其判決理由若從公平法角度深入加以剖析，可

發現並不足採，已如前述。惟從相關判決之中可以看出，這些案件

的承審法院並未特別注意公平法對於違法聯合行為之規範方式，而

係從「事實上價值」與「法律上價值」此種一般性的二分框架出

發，處理其民法上效力問題。民事法院乃是法律行為私法上效力的

有權解釋與最終判斷機關，其看待聯合協議私法上效力的基本態

度，其根源是否來自於司法機關對於民法第71條所抱持的一般性、

通案性解釋適用立場，由此看來確實不無可能，具有進一步加以探

究廓清的需要。有關我國法院對於不同類型的違法法律行為，適用

民法第71條時所採取的一般性判決立場，本文在此即有必要以提綱

挈領之方式，全面進行簡要掌握與整理分析，期能找出違法聯合協

議我國法院傾向維持其有效之真正根源。 

民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規定或禁止規定者，

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無效者，不在此限。」該條之立法理由

為：「違反法律所強制或禁止之法律行為，應使其無效，否則強制

或禁止之法意，無由貫徹。」由其立法意旨觀之，可見本條具有以

私法效力規定，配合國家干預調整社會生活秩序之公法規範，以充

分實現其政策目的之重要規範功能。從而學者有謂民法第71條乃是

公法規範進入民法體系的轉介條款之一，藉此調和動態多變的公法

及靜態穩定的私法，使得不同性格的兩大法律體系一方面可以各自

發揮其應有之規範功能，另一方面透過本條規定之良好中介，亦得

以彼此支持、互相配合，以達成和諧運作的目標，避免衝突扞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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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55。 

若從立法史觀察，民法第71條乃是以德國民法第134條作為藍

本56。兩者同樣係針對違反公法規範之法律行為，於必要時限制其

私法上之法律效力，藉以調和整體法律秩序內部兩大不同法領域價

值評價上的可能衝突。因此民事法院在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之時，

應該以法律行為所違反的公法規範作為出發點，從其規範性質、對

象等關聯性事項著手加以觀察，並且探求其規範目的，權衡相關聯

之法益價值，仔細審酌應有之私法效力狀態。亦即本條在解釋適用

之時，民事法院法官必須經過價值判斷的評價過程，方能尋找出相

對應的私法上效力狀態。此種司法價值判斷過程，有賴個案經驗的

累積、學說理論的反省分析與逐步類型化，方能形成較為穩定且妥

適的判斷標準，發揮本條文在整體法律架構中的應有功能。 

一、民法第71條之規範功能 

如果進一步對照德國學說文獻對於該國民法第134條規範功能

的分析討論，我國民法第71條的規範功能，可以區分以下三種可能

的功能定位57。首先為引致規範。本說認為法律行為違反禁止規定

之效力問題，乃係引用各該禁止法規，直接認定違反行為為無效。

換言之，本說認為系爭行為私法上無效的結果，乃係透過禁止法規

之目的解釋所致，並非本於民法第71條本身的規定。 

                                                        
 
55  蘇永欽，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法律行為—從德國民法§134的理論與實務操

作看我國民法§71，臺大法學論叢，特刊，頁231（1987年）（以下簡稱：蘇永
欽，民法§71）；蘇永欽，從動態法規範體系的角度看公私法調和—以民法的
轉介條款和憲法的整合機制為中心，收於：尋找新民法，頁262（2008年）（以
下簡稱：蘇永欽，公私法調和）；劉姿汝，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之私法效力，
中正法學集刊，22期，頁101（2007年）；王澤鑑，民法總則，頁297（2010
年）。 

56  葉子超，法律行為因違反強行規定而無效的問題探討，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論文，頁84（1999年）。 

57  以下學說見解歸納，參見葉子超（註56），頁96-98；蘇永欽，民法§71（註
55），頁2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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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解釋規則。本說認為依照民法第71條規定，法律行為違

反禁止規定者，原則為無效，但得以反面探求如使法律行為無效，

有無逾越禁止規定之目的，而得以容許法律行為可例外維持其效

力。本條本文與但書的規定，實係處於原則與例外之關係，其藉由

前述原則與反面探求的操作方式，實現國家對於社會生活秩序的統

制與干預，優先於私法自治的基本規範決定。 

再次是概括條款。本說認為法律行為效力的判斷，應屬於私法

體系本身所應處理的問題，若將民法第71條視為單純的引致規範，

乃係誤估民法在法秩序內部衝突中所具有的功能。公法上強行規定

的制定者，通常僅關注有必要以公法加以規範的社會共同生活現

象，以及該生活現象應當給予何種非價判斷。至於違反該等強行規

定的私法效力究應如何方屬適當，一般而言並不在其關注範圍之

內。因此有關違反公法規範之行為私法效力究應如何的問題，應該

由私法體系本身，考量強行規定之規範目的與相關當事人之利益狀

態與可歸責性，透過民法第71條加以決定，較為適當。換言之，民

法第71條本身乃是具有獨立規範內涵的條文規定，並非單純接受公

法指令，依樣決定違法行為私法效力的橋接規定。 

有關我國民法第71條的規範功能究應如何加以設定，方為妥

當，學者蘇永欽認為本條兼具引致規範、解釋規則、概括條款等三

種功能，尤其強調其中具有創設適當之私法效力功能的概括條款一

說58。蘇氏嗣後鑑於本條規定在實務上容易貶抑為單純引致條款，

僅將公法上明訂的私法效果引入到私法體系之中，因而認為目前已

無承認其具有引致規範功能之需要。蓋倘若公法規定對於違反行為

之私法效力已有明確處理，即無回到民法總則適用本條規定之必

要 

59。其他國內研究者亦有採取類似見解，認為民法第71條係具有

                                                        
 
58  蘇永欽，民法§71（註55），頁243。 
59  蘇永欽，公私法調和（註55），頁264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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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規範與概括條款之雙重規範功能60。 

由以上學說見解可以看出，學者之間對於本條規定的功能定

位，雖然各自看法主張略有差異，但是對於本條透過調整違背強行

規定法律行為之私法上效力，藉以貫徹強制或禁止規定之規範意旨

與管制功能，此一主要的功能定位則受到學說見解一致肯認，並未

因為各自立場不同而有所歧異。即使如此，民事法律本身仍然有別

於從經濟、社會等公共面向出發的公法規範，有其獨特的考量因

素，在強行性質的管制規定之中未必獲得妥善審酌與處理61。從概

括條款此一功能定位的提出以及獲得學者的肯定與重視可以發現，

違法行為之私法效力如何判斷與認定，不能僅單純著眼於負有法定

義務而未履行的違法行為人應該受到遏止與制裁，還必須考慮到系

爭違法行為私法效力如果遭到否定，對於原本在私有財產權與意思

自由、私法自治基礎上所締結的契約及其他法律關係，是否將會造

成超越管制目的而欠缺合理性與必要性之負面衝擊。例如違法者的

交易相對人或是第三方利害關係人，對於違法行為之發生是否具有

可非難性，或是其合法權益是否將因系爭違法交易罹於無效而無端

遭受損害，往往都是國家管制法規本身所未及思考之層面。凡此種

種，胥皆需要民事法院充分發揮民法第71條位居公私法領域之間的

轉介橋接功能，視個案情形積極加以審酌考量，方能妥適決定個別

違反強行規定行為之私法效力。 

二、取締規定與效力規定之學理區別標準 

我國學界與實務見解對於適用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令違反行

為在私法上歸於無效的強行規定，稱為效力規定，至於適用同條但

                                                        
 
60  葉子超（註56），頁101-102。 
61  美國法上也有相同觀察，see RESTATEMENT(SECOND) OF CONTRACTS § 179 cmt. B 

(1981). 關於民法體系與著重政策、目的導向的經社管制規範的差異，可參見
蘇永欽（註48），頁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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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而不致使其無效之強行規定，則另稱為取締規定62。學理上對於

如何區分取締規定與效力規定之討論，個別學者的見解雖然有其相

異之處，但一般而言彼此之間並無根本差異。不同學者間之區別標

準與判斷方法，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應探求強行規定之立法目的以定之。違法行為在私法上之

法律效果必須達到無效地步，始得達成該強行規定之立法目的者，

則該法律為效力規定。如該法律之目的不在完全否定該法律行為之

出現與繼續存在，僅在防止其以特定方式形成、締結、履行，或係

禁止其他附隨行為，則不應直接將該法律行為認定為無效，該強行

規定應為取締規定63。例如民法第757條：「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

外，不得創設」之規定，係在禁止當事人任意設定法所未認可的物

權，非將當事人任意設定之「物權」使之為無效，無法達到該條文

之目的，故該條文為效力規定。 

二、法律規定須具有一定資格之人始許其經營一定營業或從事

特定交易行為者，通常為效力規定64。例如非交易所經紀人借用經

紀人之名義，在交易所所為買賣之頂名契約，應為無效65。相對而

言，禁止具備一定資格以外之第三人經營特定營業之情形，多為取

                                                        
 
62  參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841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68年度第3次民事庭庭

推總會決議；詹森林，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之區別標準，收於：范光群教授七
秩華誕祝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程序正義、人權保障與司法改革—范光群教
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295-296（2009年）。 

63  見史尚寬，民法總論，4版，頁296（1990年）；洪遜欣，中國民法總則，3版，
頁326（1964年）；黃立，民法總則，2版，頁315（1999年）；詹森林（註62），
頁314。詹文進一步區分為法律行為之內容為法規所不許，以及法律行為所追
求之目的為法規所不許等兩種情形，均認為應屬無效；詹森林（註62），頁305-
306。至於實例，可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903號民事判決：「營利事業依
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就其未給與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
分之五罰鍰，究其性質，似為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申言之，此項規定，係
在對於違反者課以制裁，以禁止其行為為目的，而非以否認該行為之法律上效
果為目的。」 

64  史尚寬（註63），頁298；洪遜欣（註63），頁325。 
65  史尚寬（註63），頁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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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規定，即使違反此一規定而為交易行為者，原則上亦無妨害其發

生私法上之效力。蓋此種資格的要求，只是從限制經營者這一管制

政策觀點出發。例如違反經濟管制法規所成立交易行為之效力，則

依據個別管制法規的種類及規定方式，而有不同之處理與認定結

果 

66。 

三、所違反強行規定若係設有處罰條款時，如對「雙方當事

人」均科以刑事罰或是罰鍰等行政罰，通常即屬於禁止規定。如僅

處罰當事人之一方，非即當然構成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仍須進一

步探求該規定背後之立法目的，以決定違反行為之私法上效力67。

例如刑法第121條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僅處罰公務人而不處罰行

賄者。惟倘公務員與行賄人以契約約定收受賄賂者，該契約內容違

反刑法要求公務員公正、公平執法之立法目的，在私法上應屬無

效。 

四、強行法規所規定者非關於行為本身之內容或目的，而係針

對外部相關聯情狀者，應屬取締規定68。例如法律禁止在特定時

間、地點為特定營業，然業者若違反該規定擅自營業，其所締結之

交易契約並不因而當然無效。依照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9條第1
項規定，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國民中、小學、高中、

職校、醫院50公尺以上。此一禁止在特定地點經營電子遊戲場之法

律誡命，僅僅涉及法律行為外部發生地點之地理區位環境，並非針

對其交易行為之目的或內容本身，依照前述標準，違反本規定營業

之電子遊戲場，其交易行為在私法上即不因之而陷於無效。 

                                                        
 
66  四宮和夫著，唐暉．錢孟珊譯，日本民法總則，頁207（1995年）。 
67  詹森林（註62），頁307-308；黃立（註63），頁317；王澤鑑，民法概要，頁91

（2002年）。 
68  王澤鑑（註67），頁91。美國實務也採取類似立場，若系爭法律並非明顯為了

規範交易活動本身而設計，遇有契約違反該法律規定時，美國法院通常傾向全
部或一部維持其效力；Mark Pettit, Freedom, Freedom of Contract, and the ‘Rise 
and Fall’, 79 B.U. L. REV. 263, 347-4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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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除了上述較為具體之判斷標準外，仍應斟酌各該強行規定

之種類、體例與旨趣，且應考量系爭違反行為在私法上淪於無效或

維持其效力，對於公序良俗、交易安全等公共利益分別具有何種影

響69。 

以上學說理論所舉出的各種判斷標準與考量因素，均係針對公

法上對行為義務人所為作為或不作為之誡命規定，在轉入私法領域

時，就其違法行為之效力問題所必須額外考慮的重要區辨點。其中

強行規定之立法意旨，的確為私法效力判斷上最重要之核心出發

點；然而如同本文參、二所述，交易相對人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可

非難性與利害狀態等私法上所關注事項，也需要在此同時加以考

慮。公法規範種類繁多、目的不一，管制強度輕重又復有所差異。

基於此等因素，法院在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時，必須綜合運用以上

多種區別標準，實難以單一固定標準適用於不同類型之違反公法規

定個案中。 

雖然如此，上述第2項有關須具備一定資格始可經營某業務或

為特定交易之判斷標準，本文認為仍有商榷餘地。首先，限制「具

備一定資格始可為之」與「未具備一定資格不得為之」，兩種規定

方式本為一體兩面，不但無法彼此區別，兩者之間亦復難以分割。

其次，此種對於職業選擇自由之主觀資格限制，通常必須具有維議

重要公益之實質需要為其管制目的70，同時其規範本旨亦係針對交

                                                        
 
69  洪遜欣（註63），頁325；王澤鑑（註67），頁91。另學者蘇永欽於公開演講中

提及，民法第71條之契約效力控制應考慮之點有八，即管制的取向、管制的領
域（如市場進入）、管制的對象（一方或雙方）、管制的契約標的、管制的性質
（實體或程序）、管制的強度（可從立法理由看出，例如八八水災之緊急狀
態）、管制的工具（如法律或行政規則）、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蘇永欽，從動
態法規範體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匯流，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三演講
室， 2009年 9月 24日， http://www.anglepedia.com/plate/web/mediamsg.jsp?UI= 
angle&MI=5746（1小時1分57秒處）（最後瀏覽日：2011年2月20日）。 

70  否則即有違反憲法工作權（職業選擇自由）保障之嫌，見司法院釋字第634號
解釋理由書第1段；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4版，頁266（2010年）；許育



違法聯合行為協議之私法上效力 

 

95

易行為本身應否作成所為之法律規定，因此從貫徹立法目的角度而

言，似有使之喪失私法上效力之必要。然而，從交易相對人保護與

交易安全角度觀之，經營特定業務之營業行為通常具有經常性與反

覆性，其所涉及之個別交易行為數量不在少數，倘逕行令其全數歸

於無效，對於交易安全將造成不小的衝擊。同時倘若此種資格限制

僅存在契約當事人之一方，則他方當事人之權益保護與後續法律關

係之調整（如各種給付義務與損害賠償等），也都需要以雙方彼此

間之契約規範作為後續處理上之法律準據。是故以執行特定業務為

對象的資格限制規定，本文認為除非所涉及之法律行為十分特定而

交易數量有限，同時該法律上之資格限制確係為保護重大公益所必

要者，否認仍應優先將之認定為取締規定，使系爭交易契約效力繼

續存續，較為妥當71。 

三、最高法院見解實證分析：取締規定與其法定法律效果之

關連性 

民法第71條之規定源自於德國民法第134條，學者史尚寛將該

條文字規定譯為：「違反法律之禁止規定之法律行為無效，但由其

法律另生其他結果者，不在此限72。」德國聯邦司法部在其網站上

提供的該條條文英譯，則為：“A legal transaction that violates a 
statutory prohibition is void, unless the statute leads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 73此與史氏前述譯法甚為吻合74。相較於我國民法第71

                                                                                                                               
 

典，憲法，5版，頁293-295（2011年）。 
71  美國法上也有類似見解，契約法整編第181條規定，若一方當事人行為因未符

合相關的證照、登記或其他類似的強行規定而遭到禁止，就該禁止行為所締結
的私法契約，在該強行規定具有管制目的而非僅為增加財政收入，及其所保護
公益之重要性超過履行該契約之時，該契約方始認定為無效；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181 & cmt. b (1981). 

72  史尚寬（註63），頁297註3；史尚寬，民法總則釋義，頁261（1973年）。 
73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 [CIVIL CODE], Aug. 18, 1896, Bundesgesetzblatt 

[BGBl.], I 42, as amended, § 134, translated in GERMAN CIVIL CODE (Langenscheidt 
Translation Service trans.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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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尤其是但書：「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的規定方式，

可以發現德國民法在本條規定之中，對於系爭法律行為是否應該免

於無效命運，不以法律是否另外設有規定而異其結果，反而要求民

事法院直接探求系爭禁止規定在私法上應該賦予違反行為何種法律

效果。反觀我國民法第71條，條文文字著重於強行規定對於法律效

果是否另有規定。我國法院在本條規定文字的暗示之下，是否會因

為強行規定對於違反行為之法律責任規定不同，而在效力規定與取

締規定的界定上出現不同的認定結果，形成一條事實上民事法院隱

隱遵守的實際判斷標準，此一問題即饒富趣味，非常值得透過實證

方法調查分析民法第71條相關法院判決等實務見解，嘗試加以回

答。 

在實證樣本方面，為避免判決超出本文得以分析處理的數目，

謹先選取最高法院歷年來明確界定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之民事裁

判、判例或是民事庭決議。詹森林教授在2009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之

中，對於此類型的最高法院實務見解已經有相當完整的蒐集75。本

文在此基礎之上補充最高法院在2011年底前所作成的本類型民事裁

判，並且依照系爭強行法規對於違反行為所課予的法律責任（即法

定法律效果），對於這些實務見解加以歸納分類。最高法院認定為

效力規定與取締規定之法律強行規定及其明定之法律效果，分別整

理如表二及表三： 

                                                                                                                               
 

englisch_bgb/englisch_bgb.html#p0395. 
74  對於德國民法第134條，亦有譯為：「法律行為違反法律禁止之規定者，無效。

但基於法律發生其他效果者，不在此限。」亦不同於民法第71條但書現行規定
文字；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外國法編譯委員會編譯，德國民法，頁
141（1965年）。 

75  詹森林（註62），頁296-297。其中實際上並非強行規定者，例如土地法第182條
和土地稅法第5條之1，以及民法第106條，則排除於本文實證分析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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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最高法院認定為效力規定之法定法律效果 

效果類型 效力規定 法律效果規定 裁判字號 

民事責任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第39條： 
未經許可之香港或

澳門法人、團體或

其他機構，不得在

臺灣地區為法律行

為。 

同法第40條： 
未經許可之香港或澳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以其名

義在臺灣地區與他人為法律

行為者，其行為人就該法律

行為，應與該香港或澳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負連

帶責任。 

96台上1238判決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第15條第

1項：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

保留地之耕作權、

地上權、承租權或

無償使用權，除繼

承或贈與於得為繼

承之原住民、原受

配戶內之原住民或

三親等內之原住民

外，不得轉讓或出

租。 

同法第16條： 
原住民違反前條第1項規定

者，除得由鄉（鎮、市、

區）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

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

一、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

記者，訴請法院塗銷登記。

二、租用或無償使用者，終

止其契約。 

88台上3075判決 
89台上1714判決 

民事責任 
或╱與 
刑事責任 

公司法第13條第1
項前段： 
公司不得為他公司

無限責任股東或合

夥事業之合夥人；

第 13條第 3項（ 86年修正

前）：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1項規定

時，各科2萬元以下罰金，

並賠償公司因此所受之損

害。 

86台上1587判決 
88台上1263判決 
93台上2078判決 

公司法第16條第1
項 （ 72 年 修 正

前）： 

第 16條第 2項（ 72年修正

前）：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項規定

74台上703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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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除依其他法律

或公司章程規定以

保證為業務者外，

不得為任何保證

人。 

時，應自負保證責任，並各

科四千元以下罰金，如公司

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

任。 

公司法第167條1項
前段： 
公 司 除 依 第 158
條、……規定外，

不得自將股份收

回、收買或收為質

物。 
 

第167條第3項（86年修正

前）：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二項規

定，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

為質物，或抬高價格抵償債

務，或抑低價格出售時，各

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 2萬元以下罰

金。 

90台上2163判決 

第167條第5項規定： 
公司負責人違反前四項規

定，將股份收回、收買或收

為質物、或抬高價抵償債務

或抑低價格出售時，應負賠

償責任。 

96台上252判決 
97台上15判決 

規範民事

關係，但

未明定違

反之法律

效果 

民法972條： 
婚約，應由男女當

事人自行訂定。 
無 

32上130判例 
33上1723判例 

民法973條： 
男未滿17歲，女未

滿15歲者，不得訂

定婚約。 

無 32上1098判例 

土地法第100條第3
款： 
出租人非因左列情

形之一，不得收回

房屋： 

無 72台上283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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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租人積欠租

金額，除擔保金抵

償外，達二個月以

上時。 

國有財產法第49條
（88年修正前）： 
非公用財產類不動

產之出售，其已有

租賃關係，難於招

標比價者，得參照

公定價格，讓售與

直接使用人。 

無 88台上1460判決 

以上最高法院曾經認定為效力規定的強行法規，經比照其法定

法律效果之後可以發現，這些效力規定本身所附帶的法律效果規

定，對於違反規定的行為人幾乎均課予民事責任，包含損害賠償、

連帶履約責任、權利撤銷或終止契約。其他未明定法律效果者，也

都屬於民事法律或是針對私法關係加以規範的強行規定，其違反之

法律效果雖然欠缺明確規定，但其既以私法關係為其規範對象，對

於違反行為透過民法第71條的補充，課以不利之私法上效果以阻止

其發生，符合其本身之法律性質，應可同樣歸類為廣義之民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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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最高法院認定為取締規定之法定法律效果 

效果 

類型 
取締規定 裁判字號 

民事責任 
法律不以之

為無效 

商標法第26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78年
修正前） 
國民住宅條例第12條、第13條第3款（71
年修正前） 

87台上1093判決 
87年第6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 

大法官已解

釋為違憲 
監督寺廟條例第8條 
 

94台上2067判決 

行政責任

稅捐稽徵法第44條第1項本文 
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前段 
保全業法第12條第1項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47條（88年
已廢止） 
醫療法第19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6條
（95年修正前）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旅行業

管理規則第49條、第56條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7條 
政府採購法有關勞務採購之限制性招標規

定 

96台上2903判決 
88台上912裁定 
94台上1373裁定 
89台上2085判決 
89台上1706裁定 
86台上2992判決 
100台上481裁定 

行政責任

與 
民事責任

銀行法第22條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 

85台上220判決 
92台上2606判決 

行政責任

與 
刑事責任

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 
證券交易法第60條第1項第1款（77年修正

前） 
證券交易法第150條本文 
證券交易法第43-8條第1項 
建築法第13條 

87台上1752判決 
98台上1493判決 
66台上1726判例 
68年第3次民事庭

庭推總會決議 
68台上879判例 
91台簡上28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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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台上2729判決 
88台上577判決 

刑事責任 勞動基準法第45條第1項前段 87台上451判決 

無責任規定 
合作社法第3條第4款（91年修正前） 
營造業管理規則第16條 

91台上1711判決 
92台上1898裁定 

相對於表二的觀察結果，表三所統計分類的強行法規，除了違

反行為明顯不應為無效者，例如法律已經明定其私法效力、該強行

法規有違憲嫌疑等，以及少數未有法定法律效果或是僅訂有刑事責

任規定者外，最高法院至今曾經認定為取締規定的強行法規，絕大

多數該法規本身都附帶有行政制裁之法律責任規定。由這項實證分

析結果看來，無論最高法院本身是否意識到其適用本條時所展現出

的驚人共通性，這項取締規定的共同特徵，跨越不同時間持續出

現，意味著行政責任和最高法院判定為取締規定的審理結果之間，

具有不可忽視的關連性存在，已經成為客觀上具有相當區辨能力的

案件特徵。而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兩者，從終審法院實務見解來觀

察，也已成為強行法規究竟屬於效力規定或是取締規定，最容易加

以區辨的外顯特徵。 

在本文參、三著手進行最高法院實證研究之初，筆者鑑於民法

第71條規定文字著重於法律是否另有規定，因此對於民事法院是否

會以法律另外訂有法律效果作為主要判斷標準，而無視於法規目的

等諸多應行考量因素，表達了個人主觀面的擔憂與疑慮。此一擔憂

與疑慮，很遺憾地在客觀實證資料之調查分析結果上獲得證實。而

統計結果所顯示法定行政責任與取締規定之間的高度關連性，也為

本文第貳部分遺留下來未能有效解釋的疑問，提供了最佳解答。在

聯合行為相關民事判決中，雖然「法律行為價值」與「事實行為價

值」的二分法完全無法適用於這些案例事實上，然而承審法院仍然

以之作為判決理由，認定公平法第14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屬於取

締規定。公平法第41條對於未經許可聯合行為之行政責任規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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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處對於最高法院歷來有關民法第71條解釋適用見解的實證研究

結果，應該可以對原本難以理解的聯合協議私法效力判決調查結

果，提出有力的解釋。 

然而，正如同本文貳、三針對違法聯合協議並非無效的實務態

度，從公平法角度所提出的詳盡釋義與反駁論證所顯示，設有行政

責任之強行法規倘若全數認定為取締規定，衡諸民法第71條規範功

能與個別強行規定的立法意旨，未必即屬得當。是故表三之中除了

最上兩列性質上顯為取締規定者外，對於其他最高法院至今曾經表

示見解的取締規定，即有必要從前述學理探討所得之應有判斷標準

與考量因素出發，進一步省思終審法院對於這些條文所為之司法實

務認定是否妥當。本階段的分析結果，整理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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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依學理標準，進一步分類整理最高法院 
認定之取締規定 

效果類型 學說判斷標準 取締規定 

無責任規定

針對當事人一方 
他方可自訂資格限制 

* 營造業管理規則第16條：各級營造業之

承攬限額 

涵蓋某一類型或業務別

的法律行為整體 
* 合作社法第3條第4款（91年修正前）：

收受非社員存款 

行政責任 

非針對法律行為本身 

* 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前段、稅捐稽徵

法第44條  

* 保全業法第12條第1項 

* 醫療法第19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16條
（95年修正前） 

* 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7
條：銀行監察人之親屬擔任同銀行之董

事、經理人 

針對當事人一方 
政府採購控管規定 *政府採購法勞務採購之限制性招標規定 

針對特定法律行為 

*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第47條（88
年已廢止）：讓售、贈與、出租、典質

補習班立案證書 

*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第3款、旅行

業管理規則第49條、第56條：明知旅客

證件不實而受託代辦手續  

行政責任 
與 

民事責任 

針對當事人一方 
他方契約權益值得保護

*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第2項：不實

廣告 

涵蓋某一類型或業務別

的法律行為整體 * 銀行法第22條：經營未經核定之業務 

行政責任 
與 

刑事責任 

非針對法律行為本身 * 區域計畫法第15條第1項 

涵蓋某一類型或業務別

的法律行為整體 

* 證券交易法第60條第1項第1款（77年修

正前）：券商收受存款或放款 

* 建築法第13條：未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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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為設計人或監造人 

針對特定法律行為 

* 證券交易法第150條本文：公開市場外

私下買賣 

* 證券交易法第43-8條第1項：私募應募

或購買後轉賣 

刑事責任 
針對當事人一方 
他方契約權益值得保護

* 勞動基準法第45條第1項前段：禁止雇

用未滿15歲童工 

表四基於本文參、二對於學理判斷標準與考量因素的整理與探

討，對於最高法院曾認定為取締規定的強行法規進一步進行類型化

分析。雖然最高法院對於表內所列法規均認為應屬取締規定，然而

針對特定法律行為之強行規定，例如禁止旅行業者明知旅客證件不

實而接受委託代辦手續，禁止轉讓或出借補習班立案證書，禁止就

證交法上私募應募或購買之後轉賣，或是禁止在公開市場外私下買

賣已公開發行之有價證券等，此等強行規定之規制矛頭均針對系爭

法律行為本身，以遏止其存在作為立法目的，並非針對該行為之作

成方式或當事人一方應盡義務等週邊行為或附帶情狀進行規範。是

以為貫徹該等管制法規之規範功能與立法意旨，縱使其本身僅設有

行政制裁之法律責任規定，在私法上仍以透過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

令其無效，較為妥當，以避免在私法上支持該等違法行為有效存

在，在公私法體系之間可能造成的評價矛盾與規範落差。 

相反地，對於並非針對法律行為本身的行政管制規定，例如當

事人哪一方才是交易行為所生營業稅的納稅義務人，保全業應否訂

立書面契約，醫師代理執業看診的報備規定，違反土地使用分區之

管制規定等等，其規範對象都是法律行為核心本體以外的作成方

式、週邊行為與附帶義務，並非針對法律行為本身應否存在加以規

範，因此自無庸在私法上否定該行為之法律效力。 

至於針對當事人一方為對象的公法管制規定，一般而言並非針

對法律行為本身；例如政府採購法對於政府採購行為所設下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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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要求與申訴規定，乃是針對政府作為當事人一方的內部控管規

定，其違反與否並不影響採購契約本身的合法性。即使對於當事人

一方的資格限制等管制規定，寓有降低交易成本、保護相對人在交

易進行過程中免受欺瞞而作出錯誤決定之目的，惟若相對人仍有可

能在交易中透過自行設置資格限制等方式進行篩選以保護其權益，

則亦無法單純以當事人一方違反該等管制規定，而直接認定其間交

易行為必定應屬無效。 

然而，有時立法者遏止當事人一方行為之意向甚為強烈，可能

賦有禁止違反行為出現與合法存在之意。例如表四中勞動基準法第

45條第1項前段禁止雇用未滿15歲童工之規定，違反之法定法律效

果為刑事責任而非行政責任，行為人依同法第77條應處6個月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即為此類型之

適例。雖然立法者有意禁止該雇用行為，然則此類型之強行規定仍

須進一步考察相對人契約上權益是否需要加以保護，方可決定在私

法上可否秉持立法者熱切的查禁意向而使之無效。 

就童工禁止規定而言，由於雇傭契約關係乃是雙方先前同意形

成的彼此權義規範，獲得自動遵行的可能性較高。同時契約關係無

論在債務人對他方所負擔的義務群、受保護的利益範圍以及違反時

的舉證責任方面，均較非契約關係對於當事人保護較為周到76，可

以作為童工權益維護的基本依據，因此確實如同最高法院所見，禁

止雇用童工應以之為取締規定較為適當。然而，若任令童工雇用契

約一律保持有效，則童工仍須依約負擔提供勞務給付之私法上義

務，有違勞基法本條規定避免童工身心尚未健全而受到雇主壓榨的

宗旨。是以盱衡以上狀況，違法雇用童工在私法上似以相對無效較

                                                        
 
76  有關契約除了主給付義務以外債務人應負的義務群，包含雇主對受雇人之保護

義務等附隨義務，參見王澤鑑，債編總論（一），3版，頁25-37（1989年）；至於
契約責任對當事人權益保護較為有利之點，參見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95-97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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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當，亦即雇主對童工之勞動給付喪失請求權，15歲以下童工可

自由決定是否履行該雇傭契約。然若童工選擇繼續履行，則雇主有

受領之法律上原因，其對童工基於雇傭關係所生的各項契約上義務

與責任也都繼續有效。 

事實上，基於民法第71條彈性調和公私法規範此一基本定位，

以及學者對於本條所強調的概括條款規範功能77，民事法院對於違

反強行法規行為之私法效力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形成與決定空間。

絕對有效與絕對無效兩種極端的私法效力狀態，在目前複雜多變的

行政管制實務環境之下，未必足資因應各種不同管制規範對於私法

效力搭配調整的多樣化需求。違反取締規定之法律行為在私法上倘

若一律制式化地當然絕對有效，不僅可能有害於民法第71條發揮其

公私法轉介橋接條款之基本功能，也無法適切地形塑不同公法管制

規定所欲達成的實際規範狀態。回到禁止童工之本例來看，前述相

對無效而非絕對無效的私法效力定位，應較為符合勞基法禁止雇用

童工規定所欲達成之合理童工權義保護狀態，亦正可作為前述避免

制式兩極化效力決定甚為貼切的現實案例印證78。 

再次，強行規定若不僅針對特定之單獨法律行為，而係涵蓋某

一類型或業務別的法律行為整體，例如合作社收受非社員存款，未

經核定而經營銀行業務等，雖其立法目的係在禁止該等交易行為之

出現，在私法上若欲貫徹其意旨，自應令之歸於無效。然而由於這

些規定涵蓋特定主體某一類型之所有違法交易行為，打擊層面甚

廣；基於私法上保護相對人權益與交易安全等重要考量，仍以認定

為取締規定較為妥當，已於本文參、二最後段落詳細加以論述。表

四當中屬於此類型而為最高法院認定為取締規定的強行法規，正可

                                                        
 
77  參見本文第參部分前言與參、一。 
78  類似見解，請見陳忠五，法律行為絕對無效與相對無效之區別，臺大法學論

叢，27卷4期，頁165、215-217（1998年）。有關違反取締規定行為之私法效力
的進一步討論，詳見本文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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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文此一主張在法院實務見解上之最佳支持與印證。 

總括而言，從表二到表四的實證分析結果看來，我國最高法院

對於取締規定的認定確實有過度注重強行法規法定法律效果之單一

因素，忽略學說討論上受到廣泛肯定的立法目的等其他多種應行考

慮因素，顯示流於單面化與形式化判斷的傾向，實在令人遺憾，確

有需要設法加以調整。從立法論觀之，民法第71條若能改採類似德

國民法第134條之規定方式，在但書中引入基於強行規定應另生其

他法律效果者，即不令其絕對無效之意旨79，相信應有助於避免目

前實務界遭遇行為人違反之法律訂有行政責任時，即傾向以法律另

有規定為由，將之劃歸為取締規定的有待斟酌做法。 

四、效力層面：違反取締規定未必即應絕對有效 

至於在效力層面，我國實務見解一向認為違反取締規定之法律

行為，其私法效力即不受影響，仍然維持有效80。相對而言，上述

德國民法第134條規定，則明白提及禁止規定可能在無效之外「另

生其他結果」；此種規定方式超脫跳出「無效」與「有效」兩個極

端、非此即彼的狹窄思考方式，以「其他結果」一語蘊含多種不同

效力結果出現之可能性。實則「取締規定」或是適用民法第71條但

書，不應該是「私法上全部、絕對有效」的代名詞。實則在絕對有

效之外，違反行為仍有多種其他可能的效力狀態，包括相對無效、

                                                        
 
79  史尚寬（註63），頁297註3；史尚寬（註72），頁261。 
80  詹森林（註62），頁296。例如最高法院91年度台簡上字第28號民事裁定：「證

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條所定，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所開設之有
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乃屬取締規定，非效力規定。如有違反時，僅生行
為人應依同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負刑事責任之問題，非謂其關於有價證券之
買賣行為概為無效，並無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87年度第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查國民住宅承購人所承購之國民住宅及其基地，非經國
民住宅出售機關之同意，不得出售、出典、贈與、或交換，修正前國民住宅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固有明文。惟如有違反者，僅生國民住宅出售機關依同條例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予以收回之問題。……非謂其出售、出典、贈
與、或交換行為，概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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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無效或是得撤銷等多種可能。個案承審的民事法院必須依照該

強行規定之規範目的與當事人相對利益狀態等，判斷該法律行為應

當失去效力之範圍與方式等，方為妥適81。事實上，民法第71條但

書規定可以視為對於司法造法之積極授權。法院可以以此為其根

據，依照不同類型的強行規定，調整其私法上應有之法律效果。藉

由此一授權，民事法院可以透過案例累積，逐步建構適切的強行規

定私法效果類型，導引公私法規範體系彼此良好接軌，共同和諧發

展82。民事法院若未能充分發揮此一功能，適度調節公法上強制、

禁止規定之私法上效果，則不僅忽略了民法第71條之立法原意，同

時也將損及本條調節接合公私法規範之關鍵功能，如此將會大幅壓

縮其原本應有之彈性適用空間，造成過度僵化的適用結果83。 

例如在飛利浦CD-R規格專利授權案件中，飛利浦、新力、太

陽誘電三家公司共同決定授權金額，委由飛利浦公司統一對外授權

該等專利技術84。苟其共同決定授權條件、約定不得對外個別授權

之違法聯合協議，因違反公平法第14條規定而在民法上歸於無效，

則三家公司在同一法律行為中所為之相互技術授權行為，應認為與

聯合協議本身具有可分性，屬於契約一部有效、一部無效之情形。

如此一來，三專利權人彼此之間以及對於被授權之CD-R製造廠

商，即不得以原專利授權陷於無效為由，對之主張無權使用專利技

術而構成專利權侵害。退一步言，縱使法院認為三專利權人彼此專

利授權乃為達到違法聯合行為不可或缺之一部分，必須一同認定為

無效，則該授權契約亦應僅為相對無效，即不可以其無效對抗第三

人。如此方能維護經由飛利浦公司取得授權，善意遵守授權契約之

                                                        
 
81  參見陳忠五（註78），頁198；楊宏暉（註53），頁77。 
82  蘇永欽（註48），頁22。 
83  蘇永欽，憲法權利的民法效力，收於：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教授六秩誕辰祝壽論文集，頁173（1993年）。 
84  本案事實與爭點，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2年度訴字第908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96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66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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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製造廠商，依照原本授權契約所得享有之系爭專利實施權

利 

85。 

肆、違法聯合協議應有之私法效力狀態 

從前述判決實證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法院不僅對於聯合行為之

禁止規定缺乏清楚認識，在判決中屢屢提出「否定事實上行為價值

不等於否定法律上行為價值」之理由，將之歸類為取締規定。同時

對於民法第71條之整體解釋適用，最高法院歷來實務見解遭遇強行

法規中設有行政制裁責任規定時，即每每以之構成同條但書「法律

另有規定」之情形，而認定屬於取締規定，且系爭違法行為在私法

上應維持完全有效之效力狀態。針對此種法院實務態度，本文在第

貳部分與第參部分分別從我國公平法與民法角度進行雙向實證分析

與學理釋義，詳細剖析其不能成立之規範面原因。在本部分筆者將

再次回到競爭法學理上，進一步正面論證違法聯合協議應屬違反效

力規定而無效，並且分析基於聯合行為，當事人對第三方所訂立之

契約效力應該如何論斷較為妥當。 

 

                                                        
 
85  美國各州契約法通常也肯認基於保護第三人權益，依照禁反言(estoppel)原則，

契約當事人未必可以主張契約違反法律規定或公共秩序(public policy)而陷於無
效，以之對抗權利可能因而受損的第三人；17 AMERICAN JURISPRUDENCE § 309 
(2d ed. 2004)。在飛利浦乙案中，雖然專利權人間之授權契約縱使絕對無效，第
三方被授權人對於專利權人可能提出的專利侵權控訴，仍然可能主張飛利浦公
司構成系爭專利授權之表見代理人，以茲抗辯。惟此種解決方式可能遭到飛利
浦公司以國內 CD-R 製造商為其違法行為之檢舉人，自始明知其三家共同授權
乃屬違法聯合協議，因此依照民法第169條但書無法主張表見代理。是故相較
之下，不如認定第三方與專利權人間之授權契約一部無效或是相對無效，如此
更可提供第三方被授權人明確的專利實施權基礎，俾便免遭敗訴威脅及訴訟紛
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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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法聯合協議應為無效 

在最高法院遇有行政責任規定即傾向認定為取締規定的清楚趨

勢下，各級民事法院對於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經常認定為僅係一

般的行政取締規定，透過罰鍰等行政制裁降低行為人從事違反行為

之事實上誘因，藉以達到嚇阻之目的，並無由法律上否定該行為本

身價值之意。然而，違法聯合行為此種經認定嚴重破壞市場競爭秩

序之行為，乃是目前世界各國競爭法規範大力打擊的首要目標86。

我國公平法在行政責任以外，對之尚同時設有民事損害賠償與刑事

高額罰金及有期徒刑處罰等三重違法責任規定87，其用意即在希望

透過行政管制措施與加重法律制裁雙管齊下，有效遏止聯合行為之

出現與繼續實施。由於此強行規定並非僅針對法律行為之作成方式

或是過程中附帶出現之可非難行為為其著眼點，因此實難認有肯定

違法聯合協議之私法效力，透過民事法律規範力量支持其有效存在

與實施之理。 

此外，聯合行為乃是二以上當事人透過意思聯絡，協議約束彼

此事業活動而不予競爭之行為，不論發起人或是參與者均有可資非

難之處，並非僅針對當事人之一方所設的法定資格限制或其他行為

義務，是以亦無以此為由而將之歸類為取締規定之理。再者，聯合

協議無效，僅指當事人間之不競爭協議本身自始不生效力。當事人

在聯合行為直接造成的欠缺競爭環境之下，以之為前提對於上下游

廠商或消費者等第三人所為的諸多交易行為，與聯合協議乃是分別

獨立的法律行為，其私法上效力並不當然受到聯合協議拖累而蒙受

影響。至於在考量交易安全，以及交易相對人可能為聯合行為受害

者之權利保護需要下，對於聯合行為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契約效力

是否應當適度加以調整，則屬另一可以獨立討論的問題。 

                                                        
 
86  詳見本文第壹部分。 
87  有關民事責任請見公平交易法第30條至第34條，刑事責任請見同法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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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對於違法聯合協議若欲繼續維持其私法上效力，則將造

成未經揭露的違法聯合行為，參與事業如反悔打算退出，縱使因主

動配合公平會調查，而可適用公平法新近增訂的寬恕條款而免予受

罰88，惟仍將受阻於聯合協議仍舊具有私法上效力，可能必須依約

支付鉅額違約金。如此除造成有意中止實施聯合協議者進退兩難

外，市場競爭機制與消費者權益亦無法確保89。況且倘若認為違法

聯合協議在私法上仍為有效，豈非形成涉案事業行為一方面經評價

構成犯罪而遭受刑事處罰，另一方面卻可透過民事司法之強制力，

實現公平法評價為刑事犯罪之違法行為？如此一來，在規範體系上

將呈現極其矛盾的評價失衡現象。綜此，從目前學理所提出的區別

標準與考量因素來看，在適用民法第71條規定之時，違法聯合行為

之禁止規定應歸類為效力規定，實無疑義。 

二、美國與歐盟法制皆採取無效立場 

美國與歐盟競爭法，目前對於聯合行為均採取事後查處制。不

論是美國的休曼法第1條90，或是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91，兩者均

                                                        
 
88  公平交易法100年11月23日增訂第35條之1：「違反第十四條之事業，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並經中央主管機關事先同意者，減輕或免除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一條所命之罰鍰處分：一、當尚未為中央主管機關知悉或依本法進行調查前，
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
附事證及協助調查。二、當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
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 

89  沈麗玉，論違法聯合行為的私法效力，月旦法學雜誌，115期，頁146（2004
年）。民法第180條不法給付不得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的規定，就違法聯合行為
而言可能造成聯合行為參與者預付之背叛違約金無法請求返還，對於參與者退
出或主動配合調查均造成阻礙，由此觀之有加以檢討調整之必要。 

90  Sherman Act § 1, 15 U.S.C. § 1 (2006):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 . . .” 

9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 
101(1), Sep. 5, 2008, 2008 O.J. (C115) 88: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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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規範水平競爭同業間之聯合行為，以及上下游業者間之垂直聯

合行為等兩大類型，其涵蓋範圍較我國公平法第7條聯合行為僅限

於水平競爭同業要來得廣。在違法聯合行為的判斷上，美國區分為

當然違法(illegal per se)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當然違法基本上

適用於核心卡特爾，例如水平同業間的共同價格決定(price-fixing，
包括產量限制)、市場劃分(division of market)、集體杯葛(group 
boycott)等行為類型92。在當然違法原則之下，只要系爭聯合行為構

成該等行為類型，無須個案認定其實際反競爭損害是否存在，被控

事業也無主張系爭行為可提升經濟效率的機會，即構成違法之聯合

行為。至於其他聯合行為則適用合理原則，必須考量各種市場相關

狀況，包括聯合行為參與者的市場力量、實際上造成的限制競爭損

害，以及可否提升經濟效率以彌補所造成的反競爭損害，有無其他

對市場競爭限制較小的替代方案等，綜合決定整體而言系爭聯合行

為是否對於市場競爭具有不利影響93。 

歐盟對於違法聯合行為的判斷方式與美國相似，但略有不同。

歐盟條約第101條第1項將聯合行為區分為以限制競爭為目的(having 
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as the object)以及具有限制競爭效果(having 

                                                        
 
92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v. United States, 356 U.S. 1, 5, 78 (1958). 不過這些競爭限

制倘有可能為提升經濟效率之同業合作所必須的附隨交易限制(ancillary restraint 
of trade)，則改為適用合理原則；see FTC v. Ind. Fed’n of Dentists, 476 U.S. 447, 
458-59 (1986); NCAA v. Bd. of Regents, 468 U.S. 85, 100-03 (1984); Broad. Music v. 
CBS, 441 U.S. 1, 2 (1979); Polk Bros. v. Forest City Enter., Inc., 776 F.2d 185, 190 
(7th Cir. 1985); United States v. Addyston Pipe & Steel Co., 85 F. 271 (6th Cir. 1898), 
modified and aff’d, 175 U.S. 211 (1899); see also HERBERT HOVE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194-96 (3d ed. 
2005). 

93   Chicago Bd. of Trade v. United States, 246 U.S. 231, 238 (1918); Dental Ass’n v. FTC, 
526 U.S. 756 779-81 (1999); HERBERT HOVENKAMP, THE ANTITRUST ENTERPRISE: 
PRINCIPLE AND EXECUTION 104-08 (2005); LAWRENCE A. SULLIVAN & WARREN S. 
GRIMES, THE LAW OF ANTITRUST: AN INTEGRATED HANDBOOK 218-21 (2d ed. 
2006)；王立達，美國競爭法近期發展與政權移轉之可能影響—避免過度嚇
阻、重視經濟學理到強化執法，月旦法學雜誌，174期，頁233（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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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 of competition as the effect)兩個類型。前者在個案中無須

再具體認定系爭聯合行為之實際反競爭效果，直接進入有無同條第

3項所列豁免事由之判斷，由被控違法事業舉證加以證明94。後者

則必須透過具體證據，直接證明系爭聯合行為實際上具有限制競爭

效果，執委會方完成其舉證責任，轉換由被控事業一方舉證免

責 

95。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聯合行為可謂省略第二步具體認定反競

爭效果之階段，直接推定其違法性。如此可以減輕執委會執法時的

舉證責任，加速違法認定，可發揮與美國當然違法原則相近之功

能。其適用之行為類型也類似當然違法原則，包括共同決定價格、

交換目前或未來價格資訊、產量或銷售量限制、分享市場(market 
sharing)、會員國間之出口限制、集體獨家交易等96。惟美國並無相

當於歐盟條約第101條第3項之規定，適用當然違法原則時不可以提

升經濟效率之事由舉證免責，兩者之間仍有差異。 

在違法聯合協議的私法效力方面，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第2項
明文規定，事業間協議或事業團體決議，足以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交

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者，應

                                                        
 
94  Cases 56 & 58/64, Consten and Grundig v. Commission, 1966 E.C.R. 299, 342-343; 

Case T-202/98 etc., Tate & Lyle v. Commission, 2001 E.C.R. II-2035；何之邁，歐
洲共同體競爭法論，頁13（1999年）。依照歐盟執委會對於本條第3項的處理原
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此處豁免所考慮
的核心因素為該聯合行為可否提升經濟效率，其他政策目標只有在得以促進經
濟效率的範圍內才可被考慮；RICHARD WHISH, COMPETITION LAW 151-57 (6th ed. 
2009). 歐盟初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也有類似見解；見 Case T-168/01, 
GlaxoSmithKline Services Ltd. v. Commission, 2006 E.C.R. II-2969, paras. 247-308. 

95  Case 56/65, 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v. Maschinenbau Ulm, 1966 E.C.R. 235, 239-
241; BELLAMY AND CHILD EUROPEAN COMMUNITY LAW OF COMPETITION 144-47, 
197 (Peter Roth & Vivien Rose eds., 6th ed. 2008)；何之邁（註94），頁13-14。不
過如果是達成合理商業目的或政府管制目的所需，且未超過達成該目的必要程
度之限制競爭合意，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認為並不具有限制競爭
之效果，不違反本條第1項；BELLAMY & CHILD EUROPEAN COMMUNITY LAW OF 
COMPETITION, supra note 95, at 158-59; WHISH, supra note 94, at 126-33. 

96  Cases T-374/94 etc., European Night Services v. Commission, 1998 E.C.R. II-3141; 
WHISH, supra note 94, at 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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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無效(automatic void)97。在會員國民事訴訟之中，此一規定構

成歐盟法抗辯(Euro-defense)，被告可以私法上無效為由，對抗請求

履行聯合協議的原告主張。此無效之範圍亦有一部無效與全部無效

之分，歐盟法對此並未建立一致標準，須依各會員國本身的法律決

定之98。如果構成違法聯合行為的契約條款和同契約其他部分在內

國法上係屬可分，則可僅令該契約條款無效。例如英格蘭上訴法院

(Court of Appeal)在判決理由中曾經指出，如果構成違法聯合行為之

契約條款無效，不會造成整個契約因為缺少約因(consideration)或其

他理由而陷於無效，也不致嚴重改變其特性，至其整體已非當事人

所欲簽訂契約的地步，則該契約條款應屬可分99。 

對於歐盟競爭法而言，德國的理論與實務一向具有相當影響

力  

100。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在2005年第6次修正時，將違法聯合協

議之效果由不生效力修正為禁止該行為之後，德國法院轉而適用該

國民法第134條規定，繼續認定其在私法上應屬無效101。例如德國

Düsseldorf邦高等法院在2009年曾經判決一件合資(joint venture)案
件，合資的三家公司約定在該合資事業所處市場中不與之競爭。詎

料其中某公司透過子公司違約與之競爭，其他二公司依照合資契約

從該合資事業撤資。違約公司向法院起訴主張合資契約中的不競爭

條款(non-competition clause)違反該國競爭限制防止法，應屬無效。

Düsseldorf邦高等法院認同其主張，判定該不競爭條款應為無

                                                        
 
97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Art. 

101(2), Sep. 5, 2008, 2008 O.J. (C115) 88: “Any agreements or decisions prohibited 
pursuant to this Article shall be automatically void.” 

98  Case 319/82, Société de Vente de Cimenets et Betons de I’Est v. Kerpen and Kerpen 
GmbH, 1983 E.C.R. 4173; Case 10/86, BAG France SA v. Etablissements Magne SA, 
1986 E.C.R. 4071. 

99  Chemidus Wavin Ltd. v. Societe pour la Transformation et l’Exploitation des Resines 
Industrielles SA, [1977] F.S.R. 181, [1978] 3 C.M.L.R. 514. 

100  吳秀明（註3），頁370。  
101  詳見本文貳、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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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102。該院在2011年面對另一件不競爭約款案件，同樣依照民法第

134條判決該條款為無效103，均為著例。德國法上此種一貫見解，

呼應且支持了歐盟法上違法聯合協議當然無效的明文規定，再度印

證其對於歐盟競爭法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事實上，契約中具有反競爭疑慮的限制性約款，例如Düsseldorf
邦高等法院在前述案例中所面對的不競爭條款，往往是契約談判過

程中當事人費盡心思設計，以遂行其整體商業策略，並且讓雙方當

事人利益狀態維持均衡的關鍵契約條款。在面對違反競爭法的可能

風險時，本類型當事人最在意的法律責任未必是行政處罰，反而是

限制性約款 倘遭宣告無效，將破壞原本契約中雙方不斷推敲才達

成的利益交換與分配狀態，更可能因此打亂其重要商業布局與整體

經營策略104。是以對於嚇阻違法聯合行為而言，認定其協議在私法

上不生效力，確實有其不可替代的現實功能。 

在大西洋彼岸，美國法上契約倘若違反公共秩序 (public 
policy)，其法律效果亦為無效。造成市場競爭限制(restraint of trade)
乃是美國契約法上最為典型違反公共秩序事由類型之一。美國法院

對於此類型契約可以直接拒絕執行(unenforceable)，以避免其本身

淪為行為人強制執行違法行為的白道打手，嚴重斲傷法院作為司法

正義與法律守護者的公正角色105。除了將之視為司法程序的不當運

用外，美國法院也將拒絕執行違反公共秩序之契約，視為懲戒不正

                                                        
 
102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VI-U (Kart) 12/09, (Nov. 18 2009), available at 

http://openjur.de/u/143863.html. 
103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VI-U (Kart) 10/11, (Apr. 27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justiz.nrw.de/nrwe/olgs/duesseldorf/j2011/VI_U__Kart__10_11urteil201
10427.html. 

104  WHISH, supra note 94, at 309-12. 
105  See Kaiser Steel Corp. v. Mullins, 455 U.S. 72 (1982); Continental Wall Paper Co. v. 

Louis Voight & Sons Co., 212 U.S. 227 (1909);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ch. 8, intro. note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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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為的手法之一106。至於無效範圍，倘若系爭契約有部分條款

並未實質推促公共秩序之違反，此一部分即有可能仍然維持其私法

上效力107。反之，假使系爭契約整體構成侵害公共秩序的整合性手

段，或是訴請履行該契約之一方涉有嚴重的不正行為，則該契約即

為全部無效108。除此之外，法院若欲判定契約一部無效，尚須考量

契約當事人之給付義務能否拆分為違法與不違法部分，以及在拆分

之後當事人間之相對利益狀態是否與原契約中所存在者約略相當等

現實因素，方能決定該契約可否一部無效109。 

在市場競爭限制(restraint of trade)的認定方面，如果系爭契約

確實限制任一行業的市場競爭，同時並非達成其所伴隨的正當合法

交易所必要者，則該交易無法充分正當化此一限制競爭約款，該契

約條款即構成不合理之市場競爭限制，法院得認定為無效而拒絕加

以執行110。例如在McMullen v. Hoffman乙案中111，政府採購的兩位

投標者事先達成聯合協議，約定開標後如果任何一方得標，均由雙

方平均瓜分該採購案。標案決標之後其中一方果真得標，惟拒不履

行瓜分標案的事前祕約，未得標的一方向法院訴請判命得標方履行

該平分標案之事前約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拒絕執行此一圍標契

約，並且在判決中指出美國歷年來司法判決均一致認為，法院不得

以任何方式協助當事人執行違法之契約約定。任何案件若以違法契

約作為起訴請求的前提，法院均一概拒絕在司法程序中實現該等契

                                                        
 
106  E. ALLAN FARNSWORTH, FARNSWORTH ON CONTRACTS 314 (4th ed. 2004). 
107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183 (1981). 
108  Graham Oil Co. v. Arco Prods. Co., 43 F.3d 1244 (9th Cir. 1994, 1995); Artache v. 

Goldin, 519 N.Y.S.2d 792 (App. Div. 1987). 
109  Keene v. Harling, 392 P.2d 272 (Cal. 1964); FARNSWORTH, supra note 106, at 344-

45. 
110  RESTATEMENT (SECOND) OF CONTRACTS §§ 186-187 (1981). See also FARNSWORTH, 

supra note 106, at 322-28. 
111  McMullen v. Hoffman, 174 U.S. 639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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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112。事實上以圍標案件為例，即使參與圍標者並未以偏離市

場行情之價格得標，然而圍標約定仍將消滅參加圍標者之間原本存

在的競爭關係，對於招標造成不利影響，構成不合理的市場競爭限

制。因此美國法院對於此類民事案件，通常均認為該等契約約款在

私法上應為無效113。 

三、聯合行為參加者與第三人契約之效力 

參加違法聯合行為之事業，除了本身遵守聯合協議之外，也經

常依據聯合協議中共同訂定的交易條件，或是基於聯合行為所形成

欠缺競爭的市場環境，個別與第三人締結契約，進行交易。此種參

加者與第三人之間所締結的契約，完全獨立於違法聯合行為之外，

其本身並未違反公平法，故其私法上效力有另外加以討論之必要。 

對於此種第三人契約，我國學說有認為在私法上應為有效者。

本說認為公平法之禁止規定乃係針對違法聯合行為而設，至於參加

者與第三人間所簽訂契約，其本身並未違法。此時若擴張違法聯合

行為之無效範圍，認定該等契約同樣歸於無效，其牽連範圍恐將過

廣而有害於交易安全114。國內另有學說認為，此種與第三人所簽訂

契約，基於保護第三人及維護法律安定性之考量，應傾向認定為有

效。惟若該第三人不欲受此法律安定性之保護，認為該契約無法保

障其應有權益時，應給予主張契約無效之權利115。也有學者採取有

                                                        
 
112  Id. at 654 (“The authorities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present unanimously hold 

that no court will lend its assistance in any way towards carrying out the terms of an 
illegal contract. In case any action is brought in which it is necessary to prove the 
illegal contr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action, courts will not enforce it . . . .”). 

113  Flectcher v. Johnson, 102 N.W. 278 (Mich. 1905); Frank v. Blumberg, 78 F. Supp. 
671 (E.D. Pa. 1948). See also FARNSWORTH, supra note 106, at 323.  

114  蘇永欽（註42），頁149-150。 
115  謝銘洋，智慧財產法院民事97年度民專上字第14號判決解析，第三、（三）點

本文見解，司法智識庫，http://fjudkm.intraj/index_doc.aspx?id=1428&txt=&where= 
2&parentid=361（最後瀏覽日：201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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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說，認為若令此等參加者與第三人所簽訂契約歸於無效，在實務

上容易引發以該聯合行為為基礎所締結契約之履行爭議116。 

在各國實務案例與法院見解方面，美國法上曾有Connolly v. 
Union Sewer Pipe Co.一案117，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問題採取有效說。

該案原告以被告Union Sewer Pipe公司與他事業涉有垂直約定轉售

價格，違反競爭法為由，主張拒絕支付向被告購買轉售價格受到限

制之物品價款。最高法院判決指出，原告不得以被告與其他事業就

其所購買物品有違反競爭法之約定為由，而拒絕支付向被告購買物

品之價款。按本案兩造間之契約乃獨立於被告與他事業間之轉售價

格約定，被告違反競爭法乙事並未影響被告對於販售物品之所有

權，及取得販售物品對價之權利。對此若採相反主張，法院認為將

導致當事人無法預期的結果118，例如將使買受人無償取得被告依契

約所交付之產品119。此種結果不但超出雙方當事人之合理預期，也

有可能使買受人獲得超出其所受損害之補償，在當事人之間造成輕

重失衡的結果。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1月判決的Otis公司與Edelhoff之間

的訴訟案件，則採取不同的看法120。Otis公司與其他同業共同約定

電動升降梯之銷售價格，前後歷時超過10年，2007年2月歐盟執委

會認定為違法聯合行為，並且處以罰鍰。本案原告Edelhoff在不知

情情況下向Otis公司購買升降梯，原審Düsseldorf邦高等法院認為

Oits公司與他事業間之違法聯合行為，不致影響該公司與消費者

                                                        
 
116  沈麗玉（註89），頁159。 
117  Connolly v. Union Sewer Pipe Co., 184 U.S. 540 (1902). 
118  Connolly, 184 U.S. at 549-52; see also Dennehy v. McNulta, 86 F. 825 (7th Cir. 

1898). 
119  Connolly, 184 U.S. at 552; X.L.O. Concrete Corp. v. Riverage Corp., 190 A.D.2d 

113, 597 N.Y.S.2d 302 (App. Div. 1993). 
120  Bundesgerichtshof, VII ZR 50/09 (Jan. 28, 2010), available at http://dejure.org/ 

dienste/internet2?juris.bundesgerichtshof.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 
Gericht=bgh&Art=en&nr=51193&pos=0&an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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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lhoff之間的買賣契約效力。惟本案上訴後，聯邦最高法院在判

決中指出，如果契約當事人因係遭到詐欺而訂立契約，可依德國民

法第123條第1項規定121主張撤銷。該院此一見解，似乎意味著參與

違法聯合行為者在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契約時，對之負有主動揭露該

聯合行為可能造成影響之義務，否則即有可能構成詐欺122。惟發回

更審之後，邦高等法院重新審理本案，認定Edelhoff即使事先知悉

Otis公司所為之違法聯合行為，仍會向該公司購買同一產品123，所

以並未對於Otis公司未揭露違法聯合行為是否構成詐欺此點，進一

步有所認定。 

本文認為，聯合行為協議及參加者與第三人間之契約，兩者為

分別獨立的法律行為；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僅針對前者，因此民法

第71條不得任意延伸適用於第三人契約，以避免造成效力受到衝擊

的法律行為範圍難以捉摸，過度損及法律安定性與交易安全。至於

第三人契約之私法上效力究竟是否受到聯合行為影響，應該依照民

法第72條「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之規

定，另外加以認定。 

此外，由於契約乃當事人雙方針對所欲進行的交易、雙方需求

與各自條件所量身打造，當事人履行意願可能較高，所保障的利益

範圍及對他方所負擔的義務群也都較為完整124，因此在一般狀況

下，維持第三人契約繼續有效，對於非聯合行為參加者之權益確實

較有保障。然而，倘若作為契約相對人之第三人，由於水平聯合行

為限制市場競爭的結果，導致其蒙受交易價格上漲、商品或服務供

應量不足，或是產品品質下降、創新改良速度減緩等實際損害，成

                                                        
 
121  德國民法第123條規定如下：因被詐欺或被不法脅迫而為意思的人，可以撤銷

表示。杜景林、盧諶譯，德國民法典，頁28（1999年）。 
122  Ingo K. Klauss, Bundesgerichtshof (VII ZR 50/09): Germany—Anti-Competitive 

Agreements, 31 EUR. COMPETITION L. REV. N121, N121-N122 (2010). 
123  Oberlandesgericht Düsseldorf, 1-22 U 135/08, 29 Oct. 2010. 
124  參見前註76處本文及所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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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聯合行為之直接受害者；在此情況下原本締結的第三人契約對之

可能並不有利，反而藉由其法律拘束力對之造成損害、延續其受害

期間，因此有必要在法律規範上給予救濟。 

本文認為與聯合行為參加者進行交易之第三人，倘若正係該違

法聯合行為受害者之一，則其締結的交易契約即為該聯合行為後續

實施階段中，使之實際發生限制競爭效果的實行行為其中一環。透

過這些第三人契約，參加者將違法聯合行為所造成的市場競爭減

損，在交易相對人身上落實成為具體損害，藉此實現該聯合行為之

主要目的，為參加者賺進預期之非法利益。此種第三人契約由於已

經淪為違法聯合行為之實際實施工具，依照民法第72條應可認為已

經悖於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在私法上不應給予法律拘束力之支

持，理當令其歸於無效。 

公平法對於聯合行為之受害者，雖然設有損害賠償制度，然而

德國實務操作經驗顯示，因聯合行為等限制競爭手段所造成之損害

數額並不容易證明，因此求償制度並非十分有效之救濟途徑125。是

以透過令第三人契約無效，使聯合行為受害者不再受到直接侵害其

權益的契約束縛，應屬較為有效、具有實際效益的法律救濟途徑，

有其現實存在之需求。不過此種契約對於第三人而言，相對人所負

擔的相關義務群或許較為完整，亦有維護交易安全與法律安定性的

一般性考量存在，是以此處適用民法第72條所造成的契約無效，應

當亦非當然絕對無效，而係相對無效。亦即聯合行為參與者不得以

該契約拘束受害之契約相對人。受害之契約相對人則可挑戰其私法

上效力，並且拒絕繼續履行該第三人契約。質言之，其法律效果相

                                                        
 
125  Klauss, supra note 122, at N122. 美國在賠償三倍實際損害額的誘因激勵下，競

爭法損害賠償訴訟較常為常見。然而美國的原告同樣面臨實際損害數額難以
證明的問題，導致美國競爭法必須降低民事訴訟中對於實際損害額的證明度
要求，在反競爭行為被證明造成損害之後，允許從可資比擬的價格基準與其
間的差異，合理推論原告所蒙受的約略損害額，以資因應；EINER ELHAUGE & 
DAMIEN GERADIN, GLOBAL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13-1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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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賦予受害第三人令該契約溯及無效的選擇權，避免全面逕行認

定無效，對於受害第三人有時反倒造成權益保護不周的負面結果。

由於契約一旦無效之後，第三人若欲依不當得利請求參加者返還其

已給付之價款，必須證明扣除其應返還他方對待給付之利益或價額

之後，仍有差額存在，始可向聯合行為參加者請求返還，在主張上

仍舊有其困難度。因此本文建議透過民法第72條令第三人契約相對

無效，賦予受害第三人主張其無效的選擇權，應不致遭到過度濫用

而破壞交易安全及法律安定性。 

伍、結論 

透過對於國內有關聯合行為民事判決的調查分析，本文發現民

事法院對於公平法禁止聯合行為之規定，經常以該法僅否定其事實

上行為價值，此並不等於否定其法律上效力為由，認定該強行法規

乃為取締規定，應適用民法第71條但書，判定公平法禁止之聯合協

議在私法上仍然應屬有效。然而對於實體違法，即使提出申請仍然

無法獲准的違法聯合行為，公平法之用意乃在消除其存在之可能

性。繼續維持該協議之私法上效力，以法律拘束力支持違法聯合行

為之存續與實施，實與公平法前述立法意旨正相違背，國內競爭法

學者對此大抵也都採取反對態度。公平法第18條明確規定約定轉售

價格在私法上無效，以及立法當時對於聯合行為未採取相同規定方

式，經過本文從公平法角度反覆剖析釋義之後，最後也發現以此為

由反面解釋違法聯合協議應為有效之主張，無法有效成立。 

我國法院實務與學說理論之間，對於違法聯合協議私法效力此

種立場落差，就本行為類型本身而言，不易尋得令人滿意之合理解

釋。為了探究其形成根源，本文進一步回到民法第71條，探討該條

規定在我國實務上一般解釋適用狀況。在詹森林教授先前調查基礎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11期（2012年9月） 

 

122 

上，本文對於2011年底前最高法院曾經判定之效力規定與取締規

定，進一步分析此認定結果與違反該規定的法定法律效果間之關連

性。從本實證分析結果中可以明顯看出，強行法規之法定法律效果

為單純民事責任者，最高法院通常將之判定為效力規定。假若法定

法律效果包含行政責任在內，無論是否同時設有刑事或民事之法律

效果規定，最高法院幾乎都將之判定為取締規定，並認定其違反行

為在私法上仍然有效。 

對於違反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者，公平法亦設有行政制裁規

定。最高法院適用民法第71條之見解分析結果，與各級法院對待違

法聯合協議之前述態度正相吻合。然而從理論角度觀察，此種實務

態度確實有其不合理之處。民法第71條作為公私法體系的橋接轉介

條款，其基本功能在於適當調整違法行為在私法上之效力狀態，一

方面仔細體察並落實公法強行規定之立法意旨，另一方面也避免過

度或不必要地侵害交易相對人權益或交易安全。倘若僅以強行法規

對於違反行為是否訂有行政責任來判定其是否構成取締規定，其考

量面向過於狹窄，無法妥善發揮本條所承擔之重要功能。目前實務

見解的形成理由，或許與民法第71條但書文字著重於法律是否另有

規定，具有相當關連。緣此有必要參照國內學理研究成果及德國民

法第134條，對於同條但書規定予以適度調整。在違反取締規定法

律行為之私法效力方面，也不宜一律認定為當然絕對有效，而應視

個別條文所期待實現的規範狀態，而可有一部無效、相對無效或得

撤銷等不同之效力狀態。 

違法聯合行為不僅是當代競爭法查禁的首要目標，同時其禁止

規定並非針對當事人一方，聯合行為參加者都同樣具有法律上之可

責性。再者，違法聯合協議之無效，並不直接影響其他法律行為之

效力，對於交易安全影響有限。是以我國應與歐盟、美國兩大法域

採取相同立場，將違法聯合協議認定為違反效力規定而在私法上歸

於無效。至於聯合行為參加者與第三方所訂立之契約，其效力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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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因為聯合行為而受到影響，應該另外根據民法第72條公序良俗

條款，獨立加以判斷。惟該第三人倘係違法聯合行為之受害者，該

第三人契約即為造成其損害之直接工具，其本身應已違反公共秩序

與善良風俗。不過為避免以違法聯合協議為基礎的第三人契約罹於

絕對無效，對於受害者與交易安全可能造成的衝擊，本文認為其於

私法上應為相對無效，亦即賦予受害之契約相對人不受該契約拘束

的選擇權，以便提供第三人選擇機會並且縮小契約無效之實際範

圍，較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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