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定型化契約內容之規範 

第一節  一般無效條款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管制定型化約款之基本原則，是誠信原則

與公平性，第二項規定將第一項之公平性原則具體化。第二項規定顯

失公平之情形。 

    從誠信原則的角度來看第六條與第七條到第十四條之關係，第六

條抽象地規定誠信原則與顯失公平的情形，第七條到第十四條規定第

六條規定之具體化。這樣的雙重規定之利益是可避免審查條款太抽象

的話，解釋人會陷入恣意判斷的情況以及規定過度具體的話，有些情

形不得適用本法之可能。這樣的規定的情況下，可期待適用條款上的

互相補充1。 

 

一、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顯失公平之定型化

約款者，無效。所謂的誠信原則，為不違反對方之信義故其行為應有

誠意，如讓對方陷入不利狀態，可說違反了誠信原則。本法以誠信原

則為判斷定型化約款之基本原則，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而顯失公平

                                            

1 研究消費者問題之團體，定型化約款管制法之立法，1987，37頁 



之定型化約款者，無效。將本原則適用於具體個案時，應考慮消費者

的利益與企業經營者的正當的利益，應追求兩者利益之均衡。誠實信

用原則，要求企業經營者不得侵害消費者的利益的義務，也要求企業

經營者尊敬任意規定所規範之利益平衡的標準，也要求企業經營者不

得忽略消費者的期待，結果，企業經營者不得作成包括上述內容之定

型化約款2。 

設定這樣的一般條款時，審查定型化約款的單位之裁量範圍會擴

大，有侵害交易當事人之間的預測性以及判斷具體個案時會發生不考

察其他條款而直接適用一般條款之¡迴避到一般條款¡之現象。但，像

韓國的審查定型化約款的歷史不長的情形下，這樣的一般條款是不得

不的選擇。3  

    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誠信原則的主要意義在於：一、定型化約款管

制之目的之法律化，依本條規定可以審查定型化約款之內容，判斷定

型化約款條款之有無效；二、本條規定不是任意規定，是本法之最重

要規定，實際上適用的規定；三、如該條款的不公平性不在於第七條

到第十四條規定之內涵時，保障本法之適用之最後堡壘。 

 
                                            

2 李銀榮，約款與契約內容之無效之法理，司法研究 第一集，青林出版，1992，34頁 
3 權五乘，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40頁 



 

二、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下列情形推定為顯失公平：一、不當地

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二、基於一般交易情形無法預測之條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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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與第一項比較，較有具體性，此項規定之

內容從過去判例內容到出來的，比較具體提示可發現的交易上的情

形。 

本法本條規定第一款規定不當地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該條款不

當不利於消費者時，該條款推定為顯失公平，如企業經營者不能舉證

企業經營者所使用之定型化條款不違反誠信原則，該定型化約款為無

效。但，從文字來看不當地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為顯失公平，不過重

複使用兩個不確定之概念，不能期待誠實信用原則之具體化。 

本法本條規定第二款規定之異常條款之排除問題，已在本文第三

章討論。 

本法本條規定第三款規定限制權利的問題，此規定係規範限制消

費者之契約基本權利而達成契約為不公平之情形。在此，限制消費者

之契約基本權利為判斷公不公平之標準，在社會通念難以達成契約目



的時，亦同4。契約基本權利為消費者已有的權利，包括成文法與不成

文法之任意規定及法原則上之權利。 

舉證責任上，本條本項規定該規定為顯失公平，其舉證責任轉嫁

給企業經營者，其將保護消費者的權利之理念的法律化5。 

 
 

四、相關判例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判斷違反本法第六條的判例如下： 

 

(一) 議決第91-3號，1991。5。24 (使用體育館設備之約款)  

企業經營者一方得解釋在會則上未有事項之條款，只依企業經營

者之解釋時，有企業經營者恣意解釋為有利於企業經營者之虞，該當

約款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號，無效。 

 

（二）議決第90-7號，1990。9。21 (住商大樓之約款)  

消費者負擔訴訟費用之條款有導致不當讓顧客拋棄訴訟之結果之

虞，此對消費者不當地不利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

                                            

4 朴洪根，普通交易約款，判例月報，1987。12，19頁 
5 研究消費者問題之團體，定型化約款管制法之立法，1987，37頁 



一號，無效。 

 

（三）議決第93-3號，1993。2 。17 (加入度假村會員及利用之

約款)  

為了迴避當事人間之合意而縮短入會期間之約款條款，該當約款

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號，無效。 

 

（四）議決第93-2號，1993。2。27 (駕駛訓練班之約款)  

可歸責於企業經營者之事由而不能受訓的情形時，不得請求返還

訓練費之約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號，無效。 

 

（五）議決第88-5號，1988。8。16 (大韓航空國內客運之約款) 

取消手續費是消費者沒有通常之注意而發生之損害，因消費者之

事由取消約定之時，航空公司喪失將座位提供給其他客人之機會而受

比取消手續費更大之損害，約款之取消手續費不得謂不當不利於消費

之之損害賠償之預定。 

 

(六) 議決第89-3號，1989。6。7 (訪問及分期付款之約款)  

交易約款中過度限制銷售之代理權之條款，則不承認與銷售人員

之退貨及現金交易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號，無



效。 



第二節  定型化條款無效情形 

一、意義 

本法第七條到第十四條規定該定型化條款無效之具體的情況，本

法第七條到第十四條規定提示審查定型化契約有無效，是定型化契約

內容審查之重要部份。 

 

二、免責條款之禁止 

本法第七條規定下列企業經營者作成將自己責任免除或限制的條

款為無效。 

本法本條第一號規定排除企業經營者、履行輔助人、受雇人之故

意或重大過失責任之條款，該責任包括企業經營者，履行輔助人或受

雇人之債務不履行責任，不法行為責任，締約上過失責任等。企業經

營者作成迴避或排除其責任之條款時，該條款無效。 

本法本條第二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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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

者往往用自己優越的地位，有將交易上之風險移轉給消費者而將自己

責任之縮小之傾向，為了保護弱者之消費者之權益，如該條款沒有正

當理由時，無效。 



本法本條第三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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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作成之定型化條款包括免

除自己的瑕疵擔保責任或限制消費者之請求權時，無效。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93-2號，1993。2。17 (駕駛訓練班之約款)  

讓受訓者負擔路考中事故之損害賠償責任之免責條款，沒有考

慮教訓者之不注意或過失而將其責任轉家給受訓者，該當約款規制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號，無效。 

 

  (二) 議決第91-1號，1991。3。25 (使用體育館設備之約款)  

企業經營者不負擔任何損失，受傷，事故及災難之責任之免責條

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號，無效。 

 

 (三) 議決第88-9號，1988。10。11 (職業棒球運動場門票之約款)  

比賽及練習中發生之觀眾受傷，開賽方只負現場措施之責任而免

除以後之責任之條款，不考慮企業經營者之故意，過失以及運動場之



下此問題而限制其責任為現場措施，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號，無效。 

 

(四) 議決第91-6號，1991。7。19 (韓國資產管理公社之約款)  

韓國民法五百三十七條規定債務者危險負擔主義，本約款將締約

日後之因災害等所導致之買賣目的物之滅失，毀損及遺失之責任轉加

給消費者負擔。雖然債務者危險負擔主義是民法之任意規定，將返於

債務者危險負擔主義之條款訂入在契約，可謂偏重於企業經營者之條

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號，無效。 

 

(五) 議決第2000-72號，2000。10。7(朝鮮俠客傳網路遊戲之約款)  

圖米士情報通信朝鮮俠客傳網路遊戲之約款之第十條第三項之`因

可歸責於公司發生長時間之斷線或不可提供服務時，將契約期間多延

長一天，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此違反約款規制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號

之不當不利於消費者之條款以及同法第七條第二號之無正當理由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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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 

 
 
 



三、損害賠償額之預定 

本法第八條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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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之損害賠償金包括遲延責任，不法行為責任，違約

金等之消費者負擔之所有的損害賠償金。本法適用之條款為無效，這

與韓國民法規定不同，韓國民法第三九八條第二項規定損害賠償額過

多時，法院可減免。但，本條規定之範圍不止於過多之損害賠償額的

部分而讓該條款無效。所以，該條款不能成為契約之部分，此損害賠

償額應經一般的損害賠償額之原則來計算6。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改正措施第2000-4號，2000。3。10 (租屋之約款) 

解除契約時之違約金在不動產交易習慣上通常為百分之十，規定

違約金為交易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八條之不

當加重消費者之損害賠償金之條款，無效。 

 

(二) 議決第92-2號，1992。3。20 (交付住宅用地之約款)  

                                            

6 權五乘，¡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44頁 



解除契約時之違約金在不動產交易習慣上通常以訂金為違約金以

外，另外規定買受人之賠償責任，此脫離損害賠償金額之預定之意

指，而為只考慮企業經營者之利益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八條之

不當加重消費者之損害賠償金之條款，無效。 

 

    (三) 議決第92-3號，1992。6。15 (公寓交屋之約款)   

讓消費者負每年百分之二十一之利息之遲鈉金之條款，並不違反`

利息限制法`上之每年百分之二十五之利息，並不是該當約款規制法第

八條之不當加重消費者之損害賠償金之條款。 

 

 

四、契約之解除及終止 

本法第九條規定定型化條款上之契約之解除與終止的問題，下列

之條款為無效。 

本法第九條第一號規定排除或限制法律所賦予消費者之解除權或

終止權之條款。韓國民法賦予債權人債務人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等之

債務不履行的情形下之契約解除權與終止權(韓國民法第五四三條及第

五五三條)。如企業經營者作成之定型化條款排除或限制法律上之權利



時，該條款無效7。 

本法第九條第二號規定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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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號規定與第一號規定相反的情況。 

本法第九條第三號規定禁止企業經營者濫用優越的地位而契約除

或終止後不當加重或剝奪法律所規定之消費者的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

義務的條款。 

本法第九條第四號規定禁止企業經營者濫用優越的地位而減輕企

業經營者應負的回復原狀或義務或損害賠償責任的條款。 

本法第九條第五號規定禁止企業經營者不當訂定過長或過短之契

約存續期間以及延長或縮短繼續性債之關係之契約而不利於消費者之

情況。契約之存續與消費者之利益有密切關係時，賦予企業經營者決

定契約之存續期間，不得保護消費者訂閱時之期待。決定契約之適當

存續期間，應按照契約之性質來判斷。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91-4號 1991。5。24 (買賣重裝備之約款)  

                                            

7 李相程，消費者團體訴訟與集團訴訟之研究，韓國消費者保護院，1998，53頁 



不當排除給付遲延之債務不履行之買受人得解除契約之民法規

定，而不當限制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權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九條

第一號，無效。 

 

 (二) 議決第89-5號 1989。9。26 (度假村使用及交屋之約款)  

買受人之給付價金有遲延時，企業經營者不需先催告消費者而得

自動解除契約之條款，反而在解除契約，除非明顯違約以外，應經相

當期限之催告後才解除該契約，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九條第一號，無

效。 

 

 (三) 議決第91-8號，1991。11。15 (使用綜合健身房之約款)  

綜合健身房之申請會員契約為繼續的契約關係之一種，應承認適

用民法契約之解除及終止之規定。但，該條款只承認申請後之七日內

得解除契約，並不承認消費者在會員期間之七年間之因事情變更或長

期間之債務不履行為事由之解除契約的權利，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九條

第一號及第五號，無效。針對事情變更之解除契約，法院比較消極的

立場，但約款審查委員會考慮交易之全盤而承認。 

 

 (四) 議決第90-6號，1990。7。23 (海外留學代理手續之約款)  



留學申請者因個人事情而拋棄手續或解除契約時，規定企業經營

者不需返還一切手續費用，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九條第四號，無效。 

 

 (五) 議決第92-5號，1992。7。27 (金錢消費借貸之附屬約款)  

延長金錢消費借貸之契約期間時，保證期間亦隨著自動延長之條

款以及延長被保證債務之清償期間時，其保證期間亦隨著自動延長之

條款，此些條款並不基於保證人之明示而延長期間，該當約款規制法

第九條第五號，無效。 

 

 (六) 議決第99-173號，1999。8。16 (SK電信公司資金借貸約款) 

SK電信公司之資金借貸之約款第八項第二項規定不需事前催告而

得解除契約之情形，其事由中第四號規定`企業經營者認為債務人之營

業成績太差而不能繼續做代理店之營業時，且第七號規定`其他債務人

違反本契約或違反當事人間之契約而該當解除契約之情形。對此點，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該條款不明確，所以企業經營者得恣意行使契約

之解除權或終止權，此不當減輕法律規定之解除權或終止權之行使要

件，有不當侵害顧客利益之虞，該當約款規制法第九條第二號，無

效。 

 
 



 

五、債務之履行 

 

  本法第十條第一號規定企業經營者無正當理由而賦予企業經營

者得訂定或變更內容之條款為無效，而第二號規定企業經營者無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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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無

效。訂定或變更內容包括給付之數量與性質以及履行方法，履行時

期，履行場所等，企業經營者一方的給付變更權之目的為企業經營者

排除其瑕疵擔保責任，或是給付之適當與否由企業經營者來決定8。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88-4號，1998。6 。28 (買賣汽車之約款)  

締約後給付前發生價金變動事由時，規定消費者接受變動後之價

金之條款，此條款不顧消費者之解除權而限制消費者之選擇權，賦予

企業經營者一方變更價金，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條第一號，無效。 

 

 (二) 議決第88-7號，1988。11。7 (住宅公社及住宅事業者之交

                                            

8 李銀榮，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47頁 



屋契約之約款)  

規定企業經營者一方變更 專有部分之面積而排除因契約面積之

減少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條款，以及企業經營者任意變更公有部分之

面積之條款，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條第一號，無效。可以了解依交易

之情形之該面積之變更，但，不可以排除對變更之部分之異議請求

權。 

 

 (三) 議決第93-2號，1993。2。17 (駕駛訓練班之約款)  

受訓人在訓練期間中取得駕照時，企業經營者不管剩下之訓練期

間得終止訓練之條款，無正當理由而賦予企業經營者得單方終止，該

當約款規制法第十條第一號，無效。 

 
 

六、保護消費者權益 

本法第十一條第一號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排除法律所規定之消費者

抗辯權、抵銷權之條款為無效。在此之抗辯權包括同時履行抗辯權，

買賣契約之抗辯權及保證人之抗辯權等之法律規定之所有的抗辯權，

但，特定行業之契約上消費者之先履行為習慣，本規定不能認為該條

款為無效。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號規定無正當理由而排除消費者期限利益之條

款為無效，在分期付款之交易上往往看到排除消費者期限利益之條

款。反於消費者的意思而無正當理由而排除消費者之利益的條款為無

效。 

本法第十一條第三號規定無相當理由而限制消費者與第三人締約

權利之條款，限制消費者之契約訂定等之私法自治之條款為無效， 

本法第十一條第四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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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條款在銀行交易之定型化約款或信用卡定型

化約款上往往看到。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91-6號，1991。7。19 (韓國資產管理公社之買賣不動

產之約款)  

約款包含有關契約存續之微小之事由，而規定消費者違反微小之

事由時，企業經營者得排除分期返還債務之期限利益之條款，該當約

款規制法第十一條第二號，無效。 

 

 (二) 議決第89-1號，1989。3。10 (家電分期付款買賣之約款)  



規定企業經營者不需履行解除契約時之義務而得自力回收標地物

之約款，依該條款，消費者不得與企業經營者討論解除契約之有效及

無效，而不得主張因解除契約而發生之企業經營者之義務，該當約款

規制法第十一條第四號，無效。 

 

 (三) 議決第89-4號，1989。8。7 (百貨公司信用卡之約款)  

消費者遲納一次之貸金時，企業經營者不需消費者之同意而將信

用資訊提供給有關企業之條款，在隱私權之觀點，企業經營者將消費

者之信用資訊提供給有關企業，應通知消費者，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

一條第四號，無效。 

 

七、意思表示之擬制 

    本法第十二條規定涉及有關意思表示之定型化條款。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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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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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為了一方變更定型化條款而擬制消費者之

同意，使用擬制意思表示之定型化條款。本條本號的但書規定之告知

是締約時企業經營者另行之告知，不包括締約時交付之定型化條款之



擬制的告知9。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號規定不當嚴格限制消費者意思表示之形式或

要件之條款為無效。此規定禁止不當嚴格限制消費者之權利而剝奪消

費者之意思表示的機會之條款 

本法第十二條第三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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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此規定涉及意思表示之

到達問題，意思表示的到達應實際上到達的時才能認定到達，應不是

擬制到達而承認其意思表示已到達。 

本法第十二條第四號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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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賦予企業

經營者長期或不確定期間之意思表示的機會時，讓消費者之契約上之

地位不安定，不利於消費者。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89-1號，1989。3。10 (家電分期付款買賣之約款)  

推定消費者事前同意企業經營者之自力回收之條款，以消費者之

                                            

9 權五乘，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50頁 
 



不作為視為特定意思已表示，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二條第一號，無

效。 

 

(二) 議決第90-4號，1990。6。25 (醫院們診之約款)  

因病患之事由變更或取消門診預約，應在約約日之前一天特定時

間內來醫院變更或取消之條款，但，病患不來醫院之其他方法而在預

約之門診當日變更或取消時，也不能認為這樣導致企業經營者之特定

不利益，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二條第二號，無效。 

 
 
 

八、代理人之責任加重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涉及有關意思表示之定型化條款。 

本法第十三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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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代理人為本人做了法

律行為時，其法律行為之效果歸屬於本人，不及於代理人。但，定型

化條款上，往往發現契約取消或無效時，代理人負無過失的損害賠償

責任的條款，或視為代理人與企業經營者之間有同樣的契約之條款。

如代理人負無權代理的責任時也不能加重其賠償責任大於民法或特別



法所規定之範圍10。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再決第97-40號，1997。12。30 (畜產物流通事業團之下標案

內書) 

畜產物流通事業團之下標案內書規定，在牛肉購買下標，如下標

標的物不及格畜產物流通事業團所訂定之規格，供應人或國內代理店

應賠償不及格規格下標標的物之理賠，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此條款，

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三條，無效。 

 
 

九、禁止起訴之條款 

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涉及有關意思表示之定型化條款。 

本法第十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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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效。雖然當事

人之間有個別又明確的不起訴的約定時，原則上其約定有效，但，定

型化約款上包括此內容時，其內容不當不利於消費者而無效11。排除

                                            

10 權五乘，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50頁 
 
11 權五乘，消費者保護法，第四版，法文社，2002，151頁 



或指定民事訴訟法上之管轄法院是，其約定視為專屬之合意，而指定

其他法院時，其約定視為附加的合意12。 

     
 

韓國定型化約款審查委員會的判斷如下 

 

(一) 議決第88-7號，1988。11。7 (住宅公社及住宅事業者之交屋

契約之約款)  

該交屋契約約款第七條，在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規定消費者對

此問題不得起訴，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四條，無效。 

 

(二) 議決第90-7號，1990。9。21 (住商大樓之約款)  

現行約款之有關管轄法院之規定，雖然可解釋為附加的合意，但

實際上仍有利於企業經營者之虞，該當約款規制法第十四條，無效。 

 

(三) 議決第91-3號，1991。5。24 (使用體育館設備之約款)  

約款規定企業經營者或首爾民事地方法院，可解釋為有利於企業

經營者之專屬的管轄合意，雖然有企業經營者之住所與會員之住所一

致之可能，但，其他情形仍有限制會員之提起訴之虞，該當約款規制

                                            

12 李時潤，民事訴訟法，博英社，2001。95頁 



法第十四條，無效。 

 

(四) 議決第93-1號，1993。1。20 (公寓使用借貸之約款)  

約款規定管轄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所指定之法院，不管其視為專屬

的管轄合意或附加的管轄合意，有限制會員之提起訴之虞，該當約款

規制法第十四條，無效。 

 
 
 
 

第三節  無效 

一、無效的效力 

該當本法第六條到及第十四條規定之條款為無效，因為該無效為

當然無效，該無效不需經法院之判決而特定定型化條款該當本法之無

效要件時為無效。該無效為自始無效，該條款為無效時，其法律行為

溯及無效。該定型化條款無效，基於該定型化條款不發生任何的法律

效果。如果一方已為給付，依不當得利規定已為之給付成為請求返還

之標的，此外，如依已無效之該定型化條款，一方受到損失時，亦依

不法行為之規定，可以請求其賠償13。 

                                            

13 李銀榮，約款規制法，博英社，1994，194頁 



如消費者追認依本法規定已為無效之定型化條款時，消費者熟知

其條款依為無效而追認其條款，而適合意思表示之要件時，事後被追

認之定型化條款成為個別約定之條款，該條款始生效力14。但，此個

別約定之條款違背善良風俗等之規定時，難以承認其條款有效。 

如企業經營者的定型化條款無效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亦得勸告其

業經營者為刪除或修正該條款之適當處理方法。15 

 
 

二、全部無效之例外 

    雖然韓國民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一部無效為全部無效，但本法

第十六條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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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定為民法規定之例外，因為契約全部無效不能保

護需要其交易之消費者。消費者經常處於比企業經營者不利的交易地

位，而且該行業之企業經營者獨占市場時，消費者沒有選擇的餘地，

此時，定型化條款之一部無效只依民法規定而全部無效時，不能保護

消費者。 

 

                                            

14 張敬煥，有關定型化約款規制法第六條之幾個問題，忠北大學商法研究第八集，1990，397頁 
15 依本法第十七條 



 
 

三、一部無效之要件 

    一，定型化條款之一部條款依本法規定被認為無效。依本法規定

審查定型化條款之結果，其定型化條款為無效，如不依本法規定而無

效時，依民法規定來處理16。 

    二，需要其他定型化部分之獨立性。如沒有無效之定型化條款，

契約之其他部分仍存續時，得適用一部無效之規定。如有關要約之意

思表示的條款無效時，契約則無成立之餘地。 

 

                                            

16 李英峻，民法總則，博英社，2005，66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