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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約款規制法 

2005.3.31[法7491]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目的)  

本法之目的係防止企業經營者濫用其地位而訂定不公平之約款、行政機關制

定不公平約款以確立健全交易秩序，而謀國民生活之均衡發展。 

 

第二條(定義) 

第一項 本法所稱定型化約款，係指不論其名稱或型態，凡單方為與不特定多

數人訂立同類契約之用，由單方基於特定形式擬定之契約條款。 

第二項 本法所稱企業經營者，係將約款提供給他方當事人並建議訂入契約之

一方當事人。 

第三項 本法所稱消費者，係接受建議而將定型化約款訂入契約中之契約一方

當事人。 

  
 

第三條(定型化約款之明示) 

第一項 企業經營者於締結契約時應依定型化約款種類使用可消費者可預

期之方式明示消費者，如經消費者要求者，應交付定型化約款之影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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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他法律規定並已獲行政機關許可，或為交易迅速而依總統令所訂之定

型化約款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 企業經營者應充分說明使消費者理解定型化約款之內容，但契約

之性質具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第三項 企業經營者違反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而訂定契約時，不得主

張該定型化約款之效力及內容。 

 

第四條(個別商議條款之優先) 

   如約款內容係由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個別商議後訂定，該條款優先於其他定

型化約款。 

 

第五條(定型化約款之解釋)     

第一項定型化約款應依誠信原則而公平地解釋，不得因消費者而為不同解

釋。 

第二項如定型化約款之內容不明確時，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第二章  不公正定型化約款之條項 

 

第六條(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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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顯失公平之定型化約款者，無效。 

第二項 定型化約款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約定推定為顯失公平。 

1. 不當地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 

2. 基於一般交易情形無法預測之條款。 

3. 限制消費者之契約基本權利而導致難以達成契約目的之條款。 

 

第七條(免責條款之禁止)  

規定契約當事人責任之定型化約款中，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排除企業經營者、履行輔助人、受雇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之條款。 

2.  無正當理由而限制企業經營者之損害賠償責任範圍或約定消費者應承擔企

業經營者所應負風險之條款。 

3.  無正當理由排除企業經營者之擔保責任或加重消費者對於擔保責任權利之

行使要件，或排除、限制契約標的物之樣品所示之品質或功能之條款。 

 

第八條(損害賠償額之預定)  

不當加重消費者之遲延賠償等之損害賠償金之條款者，無效。 

 

第九條(契約之解除、終止)  

規定定型化契約之解除、終止之條款有下列情形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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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除或限制法律所賦予消費者之解除權或終止權之條款。 

2. 賦予企業經營者法律未所規定之解除權或終止權，或減輕法律所規定之

解除權或終止權行使要件而有不利消費者之虞之條款。 

3. 不當加重因契約解除或終止所生之消費者回復原狀義務，或不當使消費

者放棄回復原狀請求權之條款。 

4. 不當減輕因契約解除或終止所生之企業經營者回復原狀義務或損害賠償

責任之條款。 

5. 以繼續性債之關係為目的之契約中，不當訂定過長或過短之契約存續期

間，或訂定得以默示延長或更新契約之期間而導致消費者受不利益之條

款。 

 

第十條(債務之履行)  

有關債務履行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無正當理由而賦予企業經營者得訂定或變更內容之條款。 

2. 無正當理由而賦予企業經營者得單方終止或得委託第三人履行之條款。 

 

第十一條(保護消費者權益)  

有關消費者權益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無正當理由而排除法律所規定之消費者抗辯權、抵銷權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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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正當理由而排除消費者期限利益之條款。 

3. 無相當理由而限制消費者與第三人締約權利之條款。 

4. 賦予企業經營者得洩漏業務上所知悉之消費者秘密之條款。 

 

第十二條(意思表示之擬制)  

有關意思表示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 約定以特定作為或不作為而將消費者之意思表示視為已表示或未表示之

條款。但有明確告知消費者於相當期限內未為意思表示即認其意思已表

示或未表示，或無法告知者，不在此限。 

2. 不當嚴格限制消費者意思表示之形式或要件之條款。 

3. 重大影響消費者利益之企業經營者之意思表示，視為已傳達給消費者之

條款。 

4. 將不當之長期或不確定期間賦予企業經營者之意思表示，對消費者利益

有重大影響之條款。 

 

第十三條(代理人之責任加重)  

消費者之代理人締約而消費者不履行其義務，由代理人負履行全部或一部

責任之條款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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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禁止起訴等)  

不當禁止消費者起訴或約定不利於消費者之管轄法院，或無相當理由使消

費者負舉證責任之條款，無效。 

 

第十五條 (限制適用)  

國際通用之約款或基於特殊情形之條款，於總統令所訂之範圍內，依條款

或特定行業之性質，得限制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適用。 

 
 

第十六條 (一部無效之特別條款)  

約款之一部或全部條款，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不成為契約之內容，或依第

六條，第十四條而無效之情形者，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僅有有效部分而

難以達成契約之目的或對當事人一方有不當之不利益者，其契約為無效。 

 
 

第二章 約款之規制 (立法過程中刪除第十七條之一) 

 

第十七條 (禁止使用不公平之約款)  

企業經營者不得以第六條或第十四條之不公平約款為契約內容。 

 

第十七條之二 (改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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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得對違反第十七條規定之企業經營者，勸告其刪除或

改正該條款。 

第二項 違反第十七條規定之企業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平交易委員會

得對其為命令之必要措施。 

1. 企業經營者為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七項所規定以獨佔事業支配市場之企

業經營者。 

2. 企業經營者不當利用其獨占地位而締約時。 

3. 將物品或服務提供予一般公眾之契約中，以契約之緊急性或迅速性等理

由，使消費者締約時難以變更條款內容時。 

4. 企業經營者具明顯優越地位或消費者選擇締約對象之範圍有限，事實上

強制其約款成為契約內容時。 

5. 因契約性質或目的上不可解除或終止，因此導致消費者受有財產上明顯

損害時。 

6. 企業經營者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一項所規定之勸告而發生消費者損害或

有發生損害之虞時。 

 

第三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而勸告或命令時，於必要情形

時，得勸告從事同類事業之其他企業經營者不使用相同內容之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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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行政機關允許之約款) 

第一項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行政機關所作成之定型化約款或依其他法律獲得行政

機關允許之約款違反第六條或第十四條時，得通知主管機關並要求其為必

要之措施。如依銀行法規定之金融業者所訂定之定型化約款違反第六條或

第十四條者，得依金融監督之相關法律通知金融監督主管機關並要求其為

必要之措施。 

第二項依第一項規定向行政機關要求修正措施時，不需經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之修正勸告或修正命令。 

 

第十九條 (請求審查約款)  

有關該約款條項有法律上之利益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登記之消費者團體，韓

國消費者保護院或企業經營者團體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請求審查該約款之條款。 

 

第十九條之二 (標準約款) 

第一項  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得自行訂定特定行業之標準約款

而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請求審查該約款是否違反本法。 

第二項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登記之消費者團體或第二十六條規定之

韓國消費者保護院(以下簡稱消費者團體)，得向公平交易委員會要

求就糾紛眾多之特定行業訂定標準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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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如依第二項規定之消費者團體之請求或特定行業之糾紛繁多時，

公平交易委員會得調查糾紛內容，如欠缺有關約款或有不公平之

約款時，得向企業經營者或企業經營者團體勸告訂定有關約款後

並提出審查。 

第四項 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依第三項規定受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勸告逾

四個月仍未為措施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聽取該事業之專家與當

事人意見後，得訂定標準約款。 

第五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布依第一項、第三項與第四項規定制定之標準

條款，得勸告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使用該標準約款。 

第六項如受公平交易委員會勸告之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使用與標準

約款相異之約款時，應明示其相異處使消費者了解。 

第七項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獎勵企業經營者使用標準約款，得訂定標準約

款封面，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使用標準約款時，得使用標準約

款封面。 

第八項如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使用與標準約款相異約款時，不得使用

標準約款封面 

第九項如企業經營者或事業團體違反第八項規定而使用標準約款封面，

且該條款內容較標準約款不利消費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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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調查) 

第一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有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規定之勸告或

命令之必要，或依第十九條受到請求時，得調查該約款有無違反本法之規

定。 

第二項 依前項規定而調查之公務員應持代表其權限之證明，並提示予相關人

員。 

 
 

第二十一條 (提出請求審查書)  

依本法第十九條之請求者，應以文書或電子文書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 

 
 

第二十二條 (陳述意見) 

第一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該約款有無違反本法之前，應先通知企業經營者或

當事人以確認該約款成為審查對象之事實。 

第二項 受到依前項通知之企業經營者或利害當事人，得出席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會議，陳述意見或提出有關資料。 

第三項 如該約款已受到行政機關之允許或經其預定者，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審查

前，得要求有關行政機關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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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不公平約款條款之公開)  

公平交易委員會得造具違反本法約款之目錄，必要時得使民眾閱覽。 

 

第四章 (刪除) 

 

第五章  補則 

 

第三十條 (適用範圍) 

第一項 本法所謂之約款，如屬於商法第三編、勤務基準法或其他總統令所規定

之非營利目的之契約者，不適用本法。 

第二項 (刪除) 

第三項 如有針對特定行業約款之其他法律特別規定者，該其他法律優先於本法

適用。 

 
 

第三十條之二 (獨占規制與公正交易法之準用)  

有關本法所規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審議，議決，準用獨占規制與公平交

易法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五條規定，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提出異議或提起

訴訟、訴訟之管轄等，準用該法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五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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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允許之標準)  

行政機關依其他法律規定而訂定標準約款，或審查特定行業之約款時，應

依本法第六條或第十四條之內容為標準而審查。 

 
 

第三十一條之二 (顧問委員) 

第一項  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審查中如認有需要時，得聘用顧問委員。 

第二項  依第一項規定之有關聘用顧問委員之事項，由總統令加以規定。 

 
 

第六章 罰則  

 

第三十二條 (罰則)  

違反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於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億韓幣以下罰金。 

 

第三十三條 (兩罰規定)  

法人之代表、法人或個人之代理人、受僱人、使用人、履行輔助人，在其業

務上有三十二條之違反行為者，除處罰行為人外，法人或個人處同條之罰金。 

 

第三十四條 (罰鍰) 

第一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千萬韓幣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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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第十九條之二第八項之規定者。 

2. 拒絕、妨礙、規避第二十條規定之調查者。 

 第二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五百萬韓幣以下之罰鍰。 

1.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者。 

2. 違反第十九條之二六項之規定者。 

第三項 第一項或第二項所規定之罰金，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徵收。 

第四項 對依第三項規定之罰鍰有異議者，於受處分後三十日內得提出異

議。 

第五項 有第四項規定之情形時，公平交易委員會應立即通知管轄法院，由

管轄法院依非訟事件法之有關罰鍰規定加以裁判。 

第六項 如未依第四項規定而未繳納罰鍰者，依國稅遲納處分之規定徵收。 

  
 

副則 <第3922號，1986.12.31> 

第一條  (施行日) 本法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第二條  (經過措施) 使用約款締約之契約，於本法施行後適用之。 

第三條  (繼續性契約之經過措施) 以繼續發生債之關係為目的之契約約款，於

本法施行後所履行之部分，適用本法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