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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解決爆炸性訴訟案件增加之現況，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ADR）近年來成為我國司法院積極推動的制度。然近年來因電

子商務發達、跨境交易行為增加，伴隨而來交易紛爭層出不窮，

產生傳統行政機關消費者保護工作面臨上述交易行為無法及時管

理、回應之困窘。而司法機關面對消費者糾紛審理審判，除了線

上消費常見因屬微損型、擴散型交易訴諸 ADR 及民事訴訟程序

其所受損失與實現正義的過程所付出的成本顯失比例外，若形成

集體訴訟，也常因電子商務之消費訴訟被告在境外無法具體審查

個案情形，造成消費者無法求償、獲得司法公平的賠償，更使有

心人士帶著僥倖的心理利用此漏洞，反覆地進行不法交易，從中

獲得不法利益，導致消費者對於電子交易市場的秩序與信心崩

解。 

                                                       
*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副教授，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  
 
投稿日期：01/12/2019；接受刊登日期：06/14/2019 
責任校對：張哲軒、葉蕙禎  

115



2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5 卷．第 1 期 

 

為解決此類問題，歐盟提出更具時效性的線上紛爭解決機制

（ODR），使得民事契約自由、私法自治的秩序，提升到自律、

他律的境界，亦不侵害人民因不服替代紛爭解決結果應享有的訴

訟權。本文就 ODR 的基本概念、發展背景、演進過程、基本及

推廣功能，個人資料保護適用、德國入內國法的演進歷程與概念

應用狀況、我國消費爭議現況、我國現有的 ODR 機制以及對於

我國發展 ODR 的期待與想像做一個相當的說明，以一窺民間與

政府共同攜手建構更安全的網際網路消費市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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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from the 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of EU and Germany, and insights for 

Taiwan 

Shu-Ju Lee 

Abstract 

In the era of emerging e-commerce and improvi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re consumers are shopping online, purchasing goods 

domestically and from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e-

commerce transactions have increased, and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oo, the number of cross-border disputes has increased 

correspondingly. What is more, E-commerce offers immense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as it entails 

parties often loc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making contracts 

with each other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And when disputes involve 

individuals or shops bas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ose involved are 

often confronted with an array of such complex legal issues in 

various jurisdictions, and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may not be the 

same in all countries. Moreover the use of traditional litigation for 

solving online disputes over a purchase made online is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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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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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consuming, expensive, impractical and inconvenient due to the 

low value of the transactions and the phys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parties to the contract. So for that reas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nd particularly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have become a relevant issue for the online customer protection. 

ODR is a form of online settlement that uses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dispute resolution (ADR) and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peed and 

convenience of the Internet, becoming the simply and fast way for 

improving consumer redress and strengthening customer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e-commer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DR and ODR 

procedures can take different forms and they can have different 

names, e.g. mediation, ombudsmen. 

In conclusion, facilitat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strengthening consumers' trust when shopping online is also the key 

issues for the EU, and promoting access to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through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way to achieve this goal. So, the legal basis 

of th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is the Directive 2013/11/EU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sumer matters (ADR-Directive) 

as well as the EU-Regulation No. 524/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21.05.2013 on th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sumer matters (ODR-regulation). Since 2016 the EU 

provid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platform to achieve an independent, 

impartial, transparent, effective, fast and fair, out-of-court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tween consumers and online traders. As it is apparent 

that ODR is at an infant stage in Taiwan, this article extracts 

guidelines from European Union and Germany as a basi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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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ODR, then offering a 

comprehensive and up to dat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ODR, 

particularly the international approach to extra-judicial consumer 

redress (the UNCITRAL draft rules on ODR), and learn experiences 

and some aspects from the 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adopted by 

EU and the German Consumer Dispute Resolution Act (VSBG).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is article appreciates the need of working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DR within Taiwan to emphasize on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ODR as a new way for solving e-commerce 

disputes. ODR makes the law more accessible to consumers involved 

in an e-commerce dispute, which as a result reinforces consumer 

trust in e-commerce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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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消費者面對網路交易糾紛的困境 

隨著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民

眾漸漸形成網路購物，因此衍生不少消費爭議1。觀諸目前網路

消費爭議事件，其常見所具之特色有：損害金額微小（微損

型）、受害的網路消費者人數眾多（擴散型）以及消費糾紛類型

同質性高等特殊性，對此，傳統司法救濟手段因其訴訟程序複

雜、訴訟成本與所受損害顯失比例及訴訟時間耗費冗長等因素，

使得消費者消極地放棄捍衛自我權益的同時，亦肇致企業經營者

有恃無恐地繼續以微損型侵害的方式利用網路擴大加害更多消費

者 ， 更 藉 此 坐 獲 鉅 額 不 法 利 益 。 以 資 策 會 產 業 情 報 研 究 所

（MIC）在 2018 年針對消費者網購行為進行大調查所發布之資

訊可得而知，近 2 年我國消費者對於跨境網購比例並無明顯增

幅，而使消費者對於跨境購物怯步之前三大主因即是：退換貨不

方便（45.2％）、國際運費太貴（44.2％）、消費糾紛求助無門

（41.4％）2。 

基此，為健全網路交易的消費環境，及協助微損型、擴散型

之消費者能順利且便利行使其權利，立法者在制度設計上也努力

謀求解決之道 3，一方面藉由集團性紛爭解決制度（kollektive 

Streitschlichtung），如以團體訴訟的途徑協助受微損型侵害之消

                                                       
1 按行政院消保處統計，2017 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三大網路拍賣

平台業者因消費爭議被申訴量，合計 2429 件， 前三名依序為蝦皮、露天和

雅 虎 。 中 小 學 網 路 素 養 與 認 知 ： https://eteacher.edu.tw/ReadNews. 
aspx?id=3497（ 後瀏覽日：11/07/2018）。  

2  參閱資策會產業情報 研究 所發布之 新聞 資訊，網 頁： https://mic.iii.org.tw/ 
IndustryObservations_PressRelease02.aspx?sqno=490（ 後瀏覽日：11/07/2018）。  

3 當消費者在我國境內發生消費爭議時，C1 包括網路消費爭議事件，得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 43 條（申訴）、第 44 條（申請調解）、第 47 條（提起消

費訴訟）、第 49 條與第 50 條（團體訴訟）之規定主張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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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者 主 張 其 權 利 4 ； 另 一 方 面 也 提 供 訴 訟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下稱 ADR）5，使當事人得以

便捷、快速、平和、經濟的處理消費爭議、促其實現消費者獲得

正義的權利（right to access to justice）。 

然而，囿因於電子商務所提供消費者跨境、無國界的消費環

境，其所衍生的交易糾紛亦具有跨國（境）的特性，就此，消費

者尚須克服語言差異、外國司法程序及準據法規範之不一致性、

潛在訴訟時間與金錢成本等客觀障礙要素，始得保障其權利。可

想而知，當消費者理性從經濟面考量後，除非交易紛爭的金額頗

大，否則通常只會消極地不主張其權益。由此亦可見，傳統的團

體訴訟或傳統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在面對科技的進步已然不敷

使用。 

在前述背景下，面對網路交易紛爭多樣化、國際間對於跨境

之電子商務應提供異於傳統之紛爭解決程序也累積相當的共識。

為能有效解決境內或跨境之電子商務交易紛爭，並進而相對應地

確保數位消費市場的安全性與公平性、保護消費者權益、健全電

子商務體制、維持電子交易市場秩序及提升消費者信心6，建構

                                                       
4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49 條與第 50 條之規定得知，消費者保護法蘊含著消

費訴訟集團化之特色，消保團體、消費關係之多數被害人亦得依消保法

之規定，提起消費訴訟。  
5 按司法院網站對於「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 ADR））」的定義，係指一般民眾於私權糾紛的處理方式，除了一般

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以作成判決的方式解決以外，還可以透過調解、調

處或仲裁等訴訟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即屬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司法院：

http://www.judicial.gov.tw/ADR/ADR.html（ 後瀏覽日：11/07/2018）。  
6 在電子商務的時代，一切講求快速、講求效率的時代，若是消費糾紛不

能夠獲得快速、有效且圓滿的解決，將影響到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的信

心，更甚者將影響到電子商務的發展，郭佳玫（2001），〈論現行網路交

易爭議解決的法律問題一兼談線上爭端解決機會（Online ADR）〉，《科技

法律透析》，13 卷 6 期，頁 1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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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更具實效、便利、易於進行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應具有其

重要實益，畢竟網路無國界，一旦跨境交易發生紛爭時，即有賴

具公正性、透明性、專業性與公平性的第三方中介者（包括仲裁

人、調解人、政府官員與受理申訴委員會等）介入之處理紛爭之

機制，準此，線上紛爭解決機制（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下

稱 ODR）即應運而生7。 

ODR 機制，乃係有效運用現行數位科技，利用資訊與電子

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

結合實體 ADR 的概念，為網路使用者提供一個有效率、公正的

訴訟外線上紛爭解決方式；易言之，將 ADR 的經驗和方法運用

到電子商務環境，透過網路技術以「線上（online）」的方式進行

各種訴訟外紛爭解決方式，（如「線上調解」、「線上和解」或

「線上仲裁」等方式）8。而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UNCITRAL）對 ODR 機

制的定義，乃是「藉由使用電子通訊及其他資訊和通信技術解決

爭議之一種機制9」。綜上，ODR 機制期為助於數位經濟蓬勃發

                                                       
7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針對跨境之爭議處理相當重視，對於網路消費爭議

及如何增進消費者信心之議題提出建議方針，因此，在 OECD 電子商務

消費者保護綱領（OECD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中指出，如發生線上爭議，須提供可靠之爭議

處理機制給消費者、消保機制必須發揮功能，尤其是跨境爭議在發生消

費 爭 議 ， 使 得 增 進 電 子 交 易 之 消 費 者 信 心 ， OECD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1999), at 
http://www.oecd.org/sti/consumer/oecdguidelinesforconsumerprotectioninthec
ontextofelectroniccommerce1999.htm (last visited 11/07/2018).  

8 林俊宏（2015），〈初探電子商務糾紛與線上仲裁制度—以美國經驗為例〉，

《仲裁季刊》，101 期，頁 103-105。  
9 UNCITRAL 自 2010 年起即建立工作小組，主要針對如何建立有效率的電

子商務跨境交易紛爭解決之便宜機制用以替代傳統的跨國訴訟等議題進

行多次研商，並於 201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發布「線上紛爭解決機制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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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今日，用以解決網路無國界的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與 B2C（Business to Consumer）之電子商務爭議10。 

事實上，國際消費者保護執行網絡（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ICPEN）基於保護跨境電子

商務之消費者權益、提升數位經濟之消費者信心及促進電子商務

健 全 發 展 等 目 的 ， 於 2001 年 成 立 「 跨 境 消 費 爭 議 處 理 網 」

（econsumer.gov）11，專責處理跨國（境）消費爭議之協調及處

理工作，目前也有 36 個國家參與該計畫，乃係以 ODR 平台結合

ICT 作為跨境消費爭議申訴入口之相當成功例子12。該計畫的發

展進程中，各國也相繼致力於學習建立 ODR 機制，希冀將運行

已久之 ADR 機制整合至解決跨國（境）電子商務之紛爭，以達

                                                       
術指引（Technical Notes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也建請各會員

國在設計與實施跨境電子商務 ODR 系統時參酌使用該技術指引，其中該

技 術 指 引 文 件 ， 乃 屬 不 具 拘 束 力 的 說 明 文 件 （ non-binding descriptive 
document），且適用的主體包含了 B2B 與 B2C 之電子商務爭議事件。此

外，因 ODR 乃係透過技術媒介平台處理紛爭解決，程序進行中除了爭議

雙 方 當 事 人 與 中 立 第 三 者 之 參 與 外 ， 尚 有 線 上 紛 爭 解 決 管 理 者 （ ODR 
administrator ） 負 責 線 上 平 台 的 管 理 與 協 調 。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echnical Notes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 
texts/odr/2016Technical_notes.html (last visited 11/07/2018). 

10  A/CN.9/WG.III/WP.133 –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transactions: draft procedural rules,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Working Group II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Thirty-first 
session, New York, 9–13 February 2015, para 2; Christopher Hodges & Iris Benöhr 
& Naomi Creutzfeldt-Banda, CONSUMER ADR IN EUROPE: CIVIL JUSTICE 
SYSTEMS, 365 (2012). 

11 「跨境消費爭議處理網」（eConsumer.gov）提供英、西、德、法、日、韓、波

蘭及土耳其語等 8 種語言，其管理機關（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接獲申訴資

料後，會將申訴案轉請參與之會員國主管機關協助處理。eConsumer.gov, at  
http://www.econsumer.gov/(last visited 11/07/2018). 

12 Mateja Durovic &  Hans W. Micklitz,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SUMER 
LAW：A GAME CHANGER, 8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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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並重建消費者對電子商務的信心的目標。然而，期間皆面臨

了一項重要考驗，即是應如何將現有實體運作的 ADR 機制、面

對面的調解機制推展運用到使電子商務的使用者能廣泛接受並使

用之。 

在網路購物興盛、基於保護電子商務消費者之權益及建立

健全的電子商務環境下，本文借鏡歐盟消費者線上紛爭解決機

制條例（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524/2013/EU13，下稱消

費 者 ODR 條 例 ） 與 德 國 消 費 者 糾 紛 解 決 法

（Verbraucherstreitbeilegungsgesetz，VSBG）14等規範，用以提

供我國建置與營運一個適切、專業的 ODR 機制，得以妥適解

決目前電子商務消費爭議。 

貳、歐盟消費者 ODR條例與相關之立法例 

一、ODR機制相關立法例之歷程 

歐 盟 執 行 委 員 會 （ European Commission ， 下 稱 歐 盟 執 委

會 ） 致 力 推 動 與 倡 導 建 立 單 一 數 位 市 場 （ Digital Single 

Market），因此除相繼制定一系列相關的電子商務指令外，對於

制定公布電子商務消費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的相關指令也不遺餘

力15。其中，1998 年歐盟執委會第一次對於數位市場相關之「訴

                                                       
13 Regulation (EU) No 524/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13 o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Regulation on 
consumer ODR), available a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 
uri=CELEX%3A32013R0524 (last visited 11/07/2018). 

14 BGBl. 2016 I, S. 254; Reinhard Greger, in: Greger/ Unberath/ Steffek, Recht der 
alternativen Konfliktlösung, Mediationsgesetz, Verbraucherstreitbeilegungsgesetz: 
Kommentar, 2. Aufl. 2016., S. 209 ff.  

15 向明恩，王怡蘋（2016），〈兩岸消費訴外紛爭解決機制之開展──從臺灣法出

發並借鏡歐盟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252 期，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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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外 紛 爭 解 決 適 用 原 則 」 提 出 建 議 書 （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98/257/EC）16，主要內容包括訴訟外紛爭解決

之權責機構應遵守獨立性、透明性、對抗性（adversarial）、有效

性、合法性、自由性和代表性等七項基本原則17。2000 年在其所

頒布之電子商務指令（Directive 2000/31/EC）序言第 51 點亦明

定 ， 成 員 國 應 致 力 於 建 置 法 庭 外 紛 爭 解 決 機 制 （ Out-of-court 

dispute settlement），且成員國的內國法不得妨礙消費者使用電子

方 式 解 決 糾 紛 。 由 此 可 知 ， 電 子 商 務 指 令 （ Directive 

2000/31/EC）鼓勵各成員國建置消費糾紛之 ADR 機制、也鼓勵

使用電子技術方式解決紛爭，並將其視為重要政策的目標，使得

ADR 機制得以在歐盟境內快速發展成形18。 

為能進一步實現歐盟所提出單一數位市場、利於跨境紛爭解

決及使電子商務消費者信賴 ADR 機制能發揮定爭止紛之效益等

倡 議 目 的 ， 歐 盟 執 委 會 於 2001 年 提 出 第 二 次 建 議 書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2001/310/EC），進一步建議訴訟外

合意解決消費者糾紛之權責機關的適用原則，就此明確揭櫫 ADR

制 度 應 具 備 四 項 基 本 原 則 ： 公 正 性 （ Impartiality ）、 透 明 性

（Transparency）、效率性（Effectiveness）及公平性（Fairness）
19。觀諸歐盟的立法歷程可以得知，歐盟 ADR 與後來的 ODR 的

發展係以訴訟外「調解」程序為原型，並逐漸以歐盟執委會二次

建議書所提之基本原則為規範方向，更應於處理電子商務爭議時

                                                       
16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98/257/EC of 30 March 1998 on the bodies responsible for 

the out-of-court settlement of consumer disputes, available at https://eur-
lex.europa.eu/legal-content/LT/TXT/?uri=CELEX:31998H0257 (last visited 11/07/2018). 

17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JL) L 115, 17.04.1998, p. 33-34. 
18 OJ L 178, 17.7.2000, p. 1-16 
19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4 April 2001 on the Principles for out-of-court 

Bodies Involved in the Consensual Resolution of Consumer Disputes (2001/310/EC), 
OJ L 109, 4.04.2001, p.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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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當事人間足夠、公正的程序性保障，使之完臻 ADR 機制處

理程序的正式形式20；此外，各成員國應向歐盟執委會報告國內

負責消費糾紛 ADR 的機構，以促成歐盟境內 ADR 機構之整合

與管理。 

歐盟執委會也相繼發布相關的指令，例如 2004 年歐盟發布

「 調 解 員 行 為 準 則 法 典 」（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Mediators）21為成員國內調解員得以遵循此非強制性行為規範；

此 外， 於 2008 年發 布 「 關於 民 商 事之 調 解 指令 」（ Directive 

2008/52/EC）22，旨在鼓勵與敦促將調解制度作為一項解決跨國

（境）性紛爭之替代性方式。後續所發布的指令，則逐步明確地

要求歐盟成員國建置電子商務領域的 ADR 機制，例如歐盟執委

會於 2011 年所提出的「消費者紛爭之替代性爭議處理指令之修

法草案」23，即採行前二次提及之歐盟建議書（即：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98/257/EC 與 2001/310/EC）的相關內容24，進而

                                                       
20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 Thomas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HALLENGES FOR CONTEMPORARY JUSTICE, 89 (2004). 
21 調解員行為準則法典（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Mediators），其主要內容有：

（1）調解員應具備調解所需的專業能力、調解員的任用與費用、（2）調解員應

獨立與公正、（3）確保當事人認知、程序公平性的保障且當事人得隨時不負任何

理 由 退 出 調 解 與 （ 4 ） 保 密 性 ； European Judicial Network, at 
http://ec.europa.eu/civiljustice/adr/adr_ec_code_conduct_en.htm (last visited 11/07/2018). 

22 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the EU Mediation Directive), avail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2008L0052 (last visited 11/07/2018). 

23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Directive on 
consumer ADR), COM(2011) 793 final — 2011/0373 (COD), OJ C 181, 
21.6.2012, p. 93–98. 

24 98/257/EC 所規範訴訟外消費紛爭解決權責機關的適用原則，OJ L 115, 
17.4.1998, p.31；2001/310/EC 規範之訴訟外權責機關合意解決消費者糾

紛的適用原則，OJ L 109, 19.4.2001, p.56。  

129



1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5 卷．第 1 期 

 

建立二個替代爭議處理機構之平台，其一為「歐盟消費者中心之

網路服務」（European Consumer Centres Network，ECC-Net25），

另 一 為 「 金 融 紛 爭 解 決 之 網 路 服 務 」（ 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 Network，FIN-Net26）。上述二個平台的主要任務除免

費提供線上專家諮詢功能外，亦協助消費者提出申訴；且更進一

步透過平台的聯繫，整合跨國 ADR 機構網絡的建置、資源的分

享，強化各成員國 ADR 機構與消費者保護在成員國間立法、行

政與執法機關協力合作的地位，並要求各成員國 ADR 機構應向

具有處理紛爭之權責的 ADR 機構提供所需之相關資源。 

當然，贏得數位經濟消費者之信心不僅仰賴政府維持交易安

全的電子商務環境，更多時候也需要電子商務的市場參與者投入

維護，因此大型的電子商務市場參與者也相續開發屬於自己平台

上 適 用 的 ODR 機 制 ， 例 如 Amazon 建 置 「 Buyer Dispute 

Program」、PayPal 建置「Paypal Buyer Protection」及 eBay 所屬

的「Resolution Centre」等皆屬之。然而，數位經濟發展快速、

法制面也須與時俱進，數位市場消費者有權要求政府採取相當的

措施與規範，確保數位消費市場消費者在交易締約資訊地位不平

等的數位消費市場上能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健全數位經濟市

場、確保消費者權益，消費者也有權要求當權益遭受到損害時，

                                                       
25 ECC-Net 主要任務在於解決交易消費者在歐盟跨境之消費爭議時告知消

費者相關的權利資訊與提供紛爭解決方式。從 2006 年到 2015 年間，

ECC 約處理了 30 萬件的消費爭議，依統計資料可見，ECC 處理的主要

消 費 爭 議 涉 及 網 路 消 費 爭 議 （ 31.7%） 及 商 品 與 擔 保 （ 10.1）。 See The 
European Consumer Centres Network Anniversary Report 2005-2015,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ecc_net__anniversary_report_2015_
en.pdf (last visited 11/07/2018). 

26 FIN-NET 係以處理消費者與金融服務提供者間跨國糾紛的替代爭議處理

機 制 ， European Commission, at https://ec.europa.eu/info/fin-net_en (last 
visited 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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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迅速、經濟、公正的程序，獲得救濟。準此，歐盟首先致力

整合管理既存的 ADR 機構與推廣歐盟境內 ODR 機制，在 2013

年 5 月 21 日通過新修正的「消費者紛爭之替代性爭議處理指令」

（Directive 2013/11/EU，下稱 ADR 指令）27，確保歐盟會員國境

內建置具有公正、透明、有效率及公平性的消費者 ADR 機構，

並為達紛爭解決得以迅速、便捷、公平之目的，ADR 機構應於 

90 日內解決糾紛28。該指令亦再次要求成員國須獨立建構 B2C

交易紛爭之 ADR 機構的綜合網絡。並且，ADR 指令推廣的是多

元化糾紛解決的可能性，因此採開放式的立法，而不特別規範訴

訟外紛爭解決之形式，僅指凡透過訴訟外以第三方介入，致力於

解決消費爭議者（如申訴、調解或其他具有居中定紛止爭特質之

非訴訟上方式皆可）皆屬之。此外，歐盟執委會針對消費者爭議

解決之權 利，修正 2006/2004/EC 規則（Regulation（ EC）No 

2006/2004）及 2009/22/EC 指令（Directive 2009/22/EC）頒布消

費者 ODR 條例29，以下就 ODR 條例進一步說明其規範內容。 

二、歐盟消費者 ODR條例的主要規範內容 

（一）ODR 平台之建置與程序 

依消費者 ODR 條例立法序言第 18 點及第 1 條之規定，歐盟

層級應發展、營運、維護一個免付費、泛歐盟的 ODR 平台，推

動具獨立性、公正性、透明性、有效性、快速性及公平性之訴訟

外線上消費爭端解決機制30，用以協助歐盟境內之消費者得透過

                                                       
27 Directive 2013/1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13 

o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consumer dispute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Directive on consumer ADR), OJ L 165, 
18.6.2013, p. 63-79. 

28 同前註 15，頁 25-51。 
29 OJ L 165, 18.6.2013, p. 1-12. 
30 OJ L 165, 18.6.2013, p. 2-4. 

131



18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5 卷．第 1 期 

 

ODR 平台向企業經營者提出申訴、協商或調解之用31。消費者得

於線上（online）以簡單、快捷、靈活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來

解決線上消費爭議32，消費者並無須親自出席會議或聽訊，只須

在網路平台上進行紛爭調處33。該 ODR 平台已於 2016 年正式啟

用34，其主要任務即在致力於解決因網路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所

產生之消費紛爭（消費者 ODR 條例序言第 11 點）。相較於前述

ECC-Net 僅處理歐盟消費者在「跨境」交易遇到紛爭時提供免費

的專業諮詢及建議，歐盟建置的 ODR 平台則適用的範圍包括歐

盟成員國及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等非成員國發於國內或跨境

之線上交易紛爭35。 

除此之外，ODR 平台所採取者係互動式的網站模式，並針

對以網路交易而擬尋求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之消費者與企業經營

者提供單一窗口（single point of entry）進行紛爭的調處（消費

者 ODR 條例第 5 條），因此，各成員國應指定一個 ODR 聯繫窗

口，並應將成員國內 ODR 的名稱以及相關聯繫資訊提供予歐盟

執委會（消費者 ODR 條例第 7 條）36，並且每一 ODR 聯繫窗口

均應設置至少二位 ODR 專家顧問，俾使爭議雙方與實際負責調

                                                       
31 ICPEN 建置的 econsumer.gov 平台則係作為世界各國跨國（境）B2C 消費爭議

解決之窗口，致力於全球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反觀歐盟 ODR 平台僅限於解決

歐盟境內之消費爭議案件。 
32 不僅歐盟境內之消費者，挪威、冰島和列支敦士登等國也加入歐盟 ODR 平台，

用以解決線上消費糾紛。 
33 COM (2011) 749 final at 2. 
34 European Commission, at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event=main. 

home. show (last visited 11/07/2018). 
35 按歐盟 ODR 平台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得知，ODR 平台處理的案件中跨境紛爭占

40.02% （ 29828 件 ）， 而 成 員 國 自 己 內 國 部 分 的 爭 議 處 理 案 件 占 59.98% 
（44707 件）。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event=main. 
statistics. show (last visited 11/07/2018). 

36  目前歐盟境內共有 386 個得到認可之 ADR 機構，European Commission, at 
https://ec.europa.eu/consumers/odr/main/?event=main.adr.show2 (last visited 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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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紛爭案之 ADR 機構間能更便於溝通，從而，該 ODR 聯繫窗

口應協助提交申訴案，其中包括協助相關文件之整備、提供可能

所涉之消保法規供當事人參酌、說明 ODR 平台所具備之功能及

闡釋實際調處紛爭案之 ADR 機構所採取之紛爭解決程序與處理

規則，並進一步說明，當紛爭無法透過 ODR 平台獲得妥適解決

時，也會提供當事人關於其他救濟權利方式之資訊37。 

在程序進行方面，電子商務消費爭議雙方若要透過 ODR 平

台解決紛爭，需先直接聯繫對方、進行協商，若未獲對方妥適回

應或處理後，始得向 ODR 平台提交申訴（Make a complaint）。

而為便利於跨境消費爭議雙方提出申訴，應利用線上科技的發展

以「電子申訴表單」線上填寫、提交申訴案件（消費者 ODR 條

例第 5、8 條）38。 

以電子商務消費者提出申訴為例，消費者向 ODR 平台提交

申訴後，ODR 將透過系統依據申訴人（消費者）提供之資訊

（相對人、申訴類別、申訴案的描述等等）向被申訴人（企業經

營者）進行通知與申訴資訊的傳送。若相對人同意透過 ADR 機構

解決雙方消費紛爭，則 ODR 平台會提供可得調處之 ADR 機構名

單供申訴人選擇，而申訴人應於 30 日內選定調處之 ADR 機構39。

選定後，ODR 平台應立即、自動地將申訴資訊遞送予受理之

ADR 機構。ADR 機構將會秉持四大原則協助雙方當事人進行溝

通、處理申訴、提出解決方案，且誠如 ADR 指令之規定，消費

者 ODR 條例也要求 ADR 機構亦應於接受申訴 90 日內將消費申訴

                                                       
37 OJ L 165, 18.6.2013, p. 7. 
38 OJ L 165, 18.6.2013, p. 6-7。除非處理紛爭程序之相關規則已明確要求，並經過

當事人之同意，否則紛爭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無須親自出席，直接線上解決紛爭

事件，始符合 ODR 機制的便利性。 
39 若當事人在紛爭案提交予 ADR 機構後 30 個日曆天內拒絕同意使用，或 ADR 

機構拒絕承接紛爭案時，該紛爭案即不續行處理。（消費者 ODR 條例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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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作成的解決建議等資料提交於 ODR 平台，並透過平台通知當事

人，因此 ODR 平台具有以透明化移轉傳達案件現況的功能40。 

（二）ODR 平台的基本功能 

歐盟 ODR 平台的任務不僅是建置一個單一窗口、並作為聯

繫溝通平台外，更是將歐盟境內已在各成員國主管機關完成註冊

之 ADR 機構進行整合與連結，將現有 ADR 機構的資源做 大

化利用；易言之，ODR 平台充當一個資訊處理中心的功能，為

跨境電子商務契約的雙方當事人提供一個紛爭解決的 ODR 接入

點，將歐盟境內消費者提交之申訴案件轉介予其通過審查適任的

ADR 機構，資以處理系爭個別案件。同時，ODR 平台提供免費

使用的電子案件管理工具（electronic case management tool），藉

助使用電子案件管理工具與 ODR 平台彼此間的資訊交換，得使

當事人便於進行提交爭議資訊、追蹤案件進展。因此，雖然目前

ADR 機構並不負有強制使用電子案件管理工具之義務，但此種

電子案件管理工具實有利於 ADR 機構透過該 ODR 平台之資訊

交流與當事人間進行相關紛爭處理程序41，歐盟亦致力推廣該電

子案件管理工具。 

此外，消費者 ODR 條例也規範著歐盟執委會負有設置、發

展、運營及維護  ODR 平台之責任，並提供該平台在功能層面

上所需之各項技術與設備，如官方語言互為翻譯、個人資訊保

護、資訊系統安全、資訊轉換與管理等技術設備（消費者 ODR

條例第 5 條）。並且，ODR 平台亦應確保其與 ADR 機構間關

於資料傳輸之安全性與提供必要的翻譯需求，用以排除跨境語言

障礙（消費者 ODR 條例序言第 19、20 點）。 

                                                       
40 消費者 ODR 條例第 3 條；Christopher Hodges & Astrid Stadler, RESOLVING 

MASS DISPUTES: ADR AND SETTLEMENT OF MASS CLAIMS, 304, 305 
(2013).  

41 OJ L 165, 18.6.2013, p.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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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關於個人資料隱私與交易資訊安全之保護，消費者 ODR 條

例在序言第 20 點及第 27 點中重申42，ODR 平台應確保其與

ADR 機構間關於資料傳輸之安全性，並且符合依據歐盟議會

2004/387/EC 決定（有關公共管理、商業及公民之泛歐洲電子化政

府服務之交互性資料傳遞（IDABC）43）所確立之交互性架構之

必要基本原則。且爭議雙方在 ODR 平台進行資料傳遞處理時亦應

符合歐盟 1995 年頒布之資料保護指令（Directive 95/46/EC）44及

2001 年頒布的個人資料保護暨自由流通規則（Regulation（EC）

No 45/2001）45之相關規定。此外，為防範消費者個人資料可能

被濫用的風險，消費者 ODR 條例第 12、13 條即明確針對個人資

料的處理及個人資料的保密與安全性作出具體的規範，即要求

ADR 機構與 ODR 平台在處理、查詢、使用個人資訊時必須嚴謹

的遵循目的拘束（purpose limitation）原則、資料 少蒐集（data 

minimization）原則與儲存限制（storage limitation）原則46。 

                                                       
42 OJ L 165, 18.6.2013, p. 3 
43  Corrigendum to Commission Decision 2004/387/EC of 28 April 2004-

Decision 2004/38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April 2004 on the interoperable delivery of pan-European eGovernment 
services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s, businesses and citizens (IDABC), OJ L 
144, 30.4.2004. 

44 Directive 95/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4 
October 1995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OJ L 281 , 
23.11.1995 P. 31-50 

45 Regulation (EC) No 45/2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December 2000 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by the Community institutions and bodies and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 OJ L 8, 12.1.2001, p. 1-22 

46 蒐集個人資訊的目的須特定、明確及合法正當，個人資料之處理，僅限

於解決爭議或消費者保護所用，不得作為商業用途，且處理個人資料應

適當、相關且限於處理目的所必要，因此，僅有依消費者 ODR 條例第 9 
條規定承接紛爭案之 ADR 機構可得接觸個人資料。而針對 ODR 平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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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DR 的推廣功能 

綜觀歐盟所提出的建議書中得知，以往的 ADR 運作經驗未

得到充分使用，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針對消費糾紛仍無意使用

ADR 機制來解決，其可能的原因主要在於：一、ADR 機構的覆

蓋範圍受到行政區域劃分和地理區域的限制；二、消費者和企業

經營者通常也不清楚這些機制的運作模式。 

因此，本次立法即大力藉助網路科技的優勢，推廣消費者使

用 ODR 機制解決跨境消費糾紛，提高 ODR 機制的認知度、信

賴度。因此，消費者 ODR 條例要求，在歐盟境內從事電子商務

之 企 業 經 營 者 除 應 於 其 網 頁 上 建 置 ODR 平 台 的 連 結 網 址

（http://ec.europa.eu/odr），並應告知消費者關於 ADR 程序之相

關資訊（消費者 ODR 條例第 14 條）47以及透過各電子商務網頁

推廣48，進而使消費者熟知並使用 ODR 機制。 

此外，因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 47 條明訂訴訟權保障乃是基本權利，

不容剝奪，故消費者 ODR 條例序言第 26 點再次明確重申，嚴守

當事人自願原則與訴訟救濟權不可侵害原則，易言之，ODR 機

制乃是尊重當事人間的合意，並無法強制取代法院訴訟，亦不會

剝奪消費者或企業經營者向法院尋求救濟之權利49。 

                                                       
蒐集之資訊，在紛爭解決後 遲六個月應將自動刪除（消費者 ODR 條

例第 12 條第 3 款）  
47 OJ L 165, 18.6.2013, p. 9-10. 
48 消費者 ODR 條例第 5、7 條。 
49 OJ L 165, 18.6.2013,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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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德國消費者糾紛解決法的立法與 ADR

運作模式 

為將歐盟 ADR 指令、消費者 ODR 條例轉入內國法，德國

於 2016 年 2 月通過消費者糾紛解決法（VSBG）50，其主要規範

有 消 費 糾 紛 處 理 適 用 主 體 、 客 體 、 消 費 者 紛 爭 解 決 機 構

（Verbraucherschlichtungsstelle）的設立原則、消費紛爭處理程

序、處理原則、調解員之職能、紛爭處理資訊處理原則及不對外

公開原則等51，其中紛爭處理方式限於居中協商、促成和解與調

解等方式，明文規定不包含仲裁（Schiedsverfahren）。 

依歐盟消費者 ODR 條例第 7 條之規定，為便利調處消費糾

紛，歐盟要求各成員國的行政主管機關、行業協會以及消費者團

體共同合作組建 ADR 機構52，因此私法人亦得建置消費者紛爭

解決機制相關之機構。另一方面，為確保各 ADR 機構協商和

解、調解消費糾紛時運行妥適、公正且有效率，德國規定私法人

所建置的 ADR 機構也應與「類司法機構」（ justizähnlich）一

般，受到嚴格監督管理，從而，由私法人所建置的 ADR 機構須

依法辦理登記（§3 VSBG）。 

ODR 機構處理的是線上消費爭議，而線上消費爭議具有的

主要特色又多是屬爭議金額微小，為鼓勵消費者透過 ODR 平台

解決紛爭，各國立法方向都是採不收費原則53，德國消費者糾紛

                                                       
50 BGBl. 2016 I, S. 254. Dazu etwa Reinhard Greger, a.a.O. (Fn. 14), S. 209 f.  
51 See dazu im Einzelnen Jan Philipp Meyer,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hancen für 

den E-Commerce in Europa, 1. Aufl., 2018, S. 139-143. 
52 Vgl. Hans-W. Micklitz/ Peter Rott, in: Dauses/Ludwigs, Handbuch EU-Wirtschaftsrecht, 40. 

Erg. Lieferung., 2016, Rn.731. 
53 Michael Grupp, Auf dem Weg zu einer Privatjustiz: Eine neue europäische Streitkultur?, 

AnwBl 2015, S. 18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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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法也遵循著該原則（§ 23 VSBG）54。但為維持 ODR 平台穩

定運作仍需有財源挹注，因此歐盟在解決私法人設立 ADR 機

構、ODR 平台之資金取得部分允許由公部門、私人企業、商業

或公會組織或專業等組織提供資助。例如，在德國以調處線上交

易（online-trading）之紛爭為其主要任務的 ODR 機構 Online-

Schlichter55即係取得歐盟執委會認可的私法人 ODR 機構，而且

該機構的資金來源即係來自德國某些邦政府部會預算以及特定公

會、商會或協會等專業組織挹注財務資助56。 

此外，ADR 機構應依規定制定透明化（Transparency）的調

解爭議受理程序與處理程序（§5 VSBG）。因各 ADR 機構有屬於

該機構個別的受理及處理程序，故 ADR 機構須確保於受理紛爭

解決前向爭議雙方當事人及調解員進行告知、說明之義務，如

ADR 運作程序、提交相關資訊的方法、相關調解資訊、與該紛

爭可能涉及的法律規範、確實告知當事人之權利及其在 ADR 處

理 程 序 中 作 成 選 擇 的 效 果 ， 該 資 訊 並 應 以 文 字 形 式 公 告 之

（§10、§11、§16 VSBG）。此外，為確保紛爭解決處理程序的效

率及考量消費者能就近迅速的找到有能力受理其申訴之 ADR 機

構，德國各邦皆應建置相對應的機構，提供全面性的服務（§29 

VSBG）。 

在 B2C 交易中，因常面臨到濫用私法自治、自由市場失靈

的問題，若放任私法自治實則無法達成消費權益的保護、獲得實

質契約正義，則國家機關即有必要加以干預管制，蓋以，實現社

                                                       
54 例外時，若濫用訴訟外調解機制者，則 高會收取 30 歐元的費用（§23 Abs. 1 

S. 1 VSBG）. 
55 Online-Schlichter, at http://www.online-schlichter.de (last visited 11/07/2018). 
56 Online-Schlichter 乃接受德國數個邦（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Berlin, Hessen, 

Rheinland-Pfalz und Schleswig-Holstein）部會預算的財務資助，因此，它有義務

接受歐盟成員國對德國有財務資助邦之電子商務企業的免費消費申訴。 

138



消費者線上紛爭解決（ODR）機制—以歐盟與德國之 ODR 法制為啟示 25 

 

會範圍內實質性正義和公平是屬於國家旁無責貸的義務 57。基

此，制度設計上國家以立法、司法、行政規制及強制法規來強化

消費者權益之保護。然而，消費糾紛解決方式的選擇，因涉及公

共資源的配置及訴訟權保障的問題，再進一步考量到消費型態的

演進、跨境消費、電子交易、小額糾紛等新型態的特色，如前所

述，現代消費糾紛變得複雜，因此私法自治、契約正義的實現，

權利救濟的形式也變得多元化，故以 ADR 機制的方式得以便

利、迅速來解決爭議金額低的消費爭議，與前述國家義務並不發

生衝突58。是以，歐盟 2013 年通過的 ADR 指令、消費者 ODR

條例及 2016 年間德國將歐盟之相關規定轉入為內國法的消費者

糾紛解決法（VSBG）中皆旨在通過設立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用以強化社會解決糾紛的能力，使當事人間能夠及時、便捷、經

濟、平和、選擇以替代性方案的方式來解決糾紛、實現私法上的

正義（Justice）。因此，消費者 ODR 條例重申，本條例不妨害

2008 年 歐 盟 頒 布 的 關 於 民 商 事 之 調 解 指 令 （ Directive 

2008/52/EC）之行使。為保障當事人自願原則與訴訟權保障原

則，關於民商事之調解指令（Directive 2008/52/EC）立法序言第

13 點59與德國於 2012 年頒布的調解法（Mediationsgesetz）60第 2

                                                       
57 Horst Eidenmüller & Martin Engel, Against False Settlement: Designing Efficient 

Consumer Rights Enforcement Systems in Europe, 29:2 OHIO ST. J. on DISP. 
RESOL. 261-289 (2014). 

58  Thomas Riehm, Die Rolle des materiellen Verbraucherrechts in der neuen 
Verbraucherstreitbeilegung, JZ 2016, 866, 867 f. 

59 OJ L 136, 24.5.2008, p. 4. 
60 Mediationsgesetz vom 21. Juli 2012 (BGBl. I S. 1577), das durch Artikel 135 der 

Verordnung vom 31. August 2015 (BGBl. I S. 1474) geändert worden ist.為符合歐盟

關於民商事之調解指令（Directive 2008/52/EC）之規範、遵守歐盟基本法律原

則，德國於 2012 年將關於民商事之調解指令（Directive 2008/52/EC）轉入內國

法，發布了調解法，針對德國境內進行的調解程序之法定框架加以規範，並且

遵循訴訟外糾紛爭議處理的三大原則：保密性（Vertraulichkeit），中止時效

（Verjaehrungshemmung），可執行力（Vollstreckbarkeit），並將法院內所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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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5 項皆規定，調解機制應是基於當事人的自願（freiwillig）

與獨立承擔責任（einverantwortlich）為前提而參與此程序，因此

當事人得於任何時間依其意願終止此一調解程序。此等舉措實有

助於消費者願意於各方面權衡利弊後採用 ADR 機制，從而便捷

地解決糾紛。而且，相較於訴訟上以司法方式實現公平正義，

ADR、ODR 機制乃屬於任意性的，係以當事人自由、自主的意

思而實現正義。是故，ADR 機制謹守其制度目的，僅屬提供紛

爭解決的替代性方案，在嚴守當事人自願性原則與訴訟救濟權保

障，本法也再次闡明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都是自願性參與 ADR

機制解決消費爭議（§ 15 VSBG）。基此，在不排除訴訟救濟可

能性之前提下，對於負責處理紛爭解決之 ODR 與 ADR 機構的處

理結果是否對雙方當事人發生拘束力，基本上仍尊重當事人合意
61。若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約款約定，消費者僅得透過消費

者紛爭解決機構解決交易糾紛者，則該約款為使消費者預先拋棄訴

訟權，應為無效62。 

ODR 機制乃是由第三方中介者介入紛爭解決，德國消費者

糾紛解決法則進一步規定，調解員（Streitmittler）應遵循獨立性

（Unabhängigkeit）與公正性（Unparteilichkeit）原則進行紛爭調

解（§7 VSBG）。又 ODR 機制是為實現保障消費者權益及涉及電

子商務之消費爭議的調解任務，則調解員應具備法律知識（尤其

是消費者保護法方面的知識）63及替代爭議處理該領域所需之專

                                                       
調解明確地排除在本法規定適用範圍外。 

61 Ansgar Marx, Das Prinzip der Freiwilligkeit der Mediation - Empirische Daten und 
notwendige Kurskorrekturen -, ZKM 2010, 132. 

62  違反德國民法典第 309 條第 14 款，Horst Eidenmüller/ Martin Engel, Die 
Schlichtungsfalle: Verbraucherrechtsdurchsetzung nach der ADR-Richtlinie und der 
ODR-Verordnung der EU, ZIP 2013, 1704, 1707f. 

63 在立法過程中，有多位學者建議，調解員須具備專業法律知識，Nils Pelzer, 
Verbraucherschutz durch Schlichtung?, ZKM 2015, 43f.; Christof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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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能，因此，調解員須是律師、法官或完成德國聯邦司法部所

規定的調解員培訓內容而取得合格認證的調解員（zertifizierter 

Mediator）64始得成為德國消費者紛爭解決機構的調解員（§ 6 

VSBG）65。且調解員應向當事人提出解決紛爭之建議，而該建

議解決方案應以案例事實及適用法律為基礎，尤其應遵守消費者

保護法與其相關之強行法規（§ 6 Abs. 2 S. 1 VSBG）66。 

                                                       
Referentenentwurf zur Verbraucherschlichtung – Ergänzungen aus der Praxis, ZKM 
2015, S. 26f. 

64 德國調解法（Mediationsgesetz）第 5 條與第 6 條之規定，調解員必須是律師、

法官或完成德國聯邦司法部所規定的調解員培訓內容而取得合格認證的調解員

（zertifizierter Mediator），而且調解員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1）調解的基礎知

識及其程序與條件；（2）談判與溝通技巧；（3）衝突解決的能力；（4）知悉調

解 法 及 法 律 在 調 解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 5 ） 實 踐 訓 練 、 角 色 模 擬 和 監 督 , 
Mediationsgesetz, abrufbar unter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mediationsg/ 
BJNR157710012.html (Letzter Abruf: 11/07/2018). 

65 Peter Bülow/ Markus Artz, Verbraucherprivatrecht, 5. Aufl., 2016, S. 267f.. 
66 目前有學說認為，僅接受 12 小時的專業法律培訓課程即「取得合格認證的調

解 員 」（ Zertifizierte-Mediatoren-Ausbildungsverordnung vom 21. August 2016 
(BGBl. I S. 1994; auch abrufbar unter https://www.gesetze-im-
internet.de/zmediatausbv/ BJNR199400016.html (Letzter Abruf: 11/07/2018)），是

否已具備 ODR 機制所要求「消費者保護法規之專業知識」，或其是否有足夠的

法律專業能力提出以合於法律規範為基礎之紛爭調解建議書，或只會淪為影子

正義（Schattenjustiz）恐生困擾。Siehe Horst Eidenmüller/ Martin Engel, a.a.O. 
(Fn.62), S. 1704, 1708; Michael Stürner, Außergerichtliche 
Streitschlichtungsmechanismen als Mittel der Rechtsfindung und Rechtsdurchsetzung, 
in: Juristische Studiengesellschaft Karlsruhe (Hrsg.), Jahresband 2014, 2015, S. 63, 
8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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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電子商務消費爭端解決機制的現況與

展望 

如前所述，網路交易的特色就是迅速、便捷，因此非常適合

小額交易的進行，也因此小額交易通常占 B2C 電子商務的大

宗，因此 ODR 機制無疑是目前較佳解決電子商務交易爭議 合

適的機制67。觀諸各國 ODR 機構之設置經驗， 重要者係如何

使 ODR 機構得以健全營運，其中考量重點不外乎是負擔行政人

員等薪水、軟硬體設備費用及專業人員，如律師、多語言人才、

電子商務專業人士等等費用，且須有法令支持 ODR 機構的運

作。準此，我國政府機關於政策面上對於 ODR 機制設置也有所

表述與支持，行政院為期相關之電子商務規範符合國內現況及需

求、為與國際接軌，並於 106 年 11 月 2 日公布修正之「電子商

務消費者保護綱領」。該綱領第 9 條規範電子商務消費爭議處理

方式，以使消費者能取得公平、有效、及時、經濟、透明且便利

之機制，解決國內及跨境交易所生之爭議。依以下六點分述處

理： 

（一）內部申訴處理機制：企業經營者應設置內部申訴處理

機制。 

1.快速且合理地回應消費者之申訴。 

2.免收費用。 

3.清楚揭露申訴處理機制及程序。 

（二）外部爭議處理機制：企業經營者應提供可處理其與消

費者間爭議之公正第三者所提供之替代爭議處理機制，此機制

                                                       
67 參閱賴怡君（2016），〈線上紛爭解決機制近期發展，建立保障消費者機制〉，

《科技法律透析》，28 卷 5 期，頁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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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1.具獨立性。 

2.儘量透過網際網路進行。 

（三）消費者有權選擇對其 有利之消費爭議處理機制；且

其爭議處理，不應限制消費者採取其他解決或賠償措施。 

（四）政府應與企業經營者及相關團體共同合作，訂定適當

之爭議處理機制；並應考慮以適當之方式，就非金錢交易之受害

消費者提供救濟。 

（五）政府應鼓勵支付服務業，提供消費者適當、低廉及易

於使用之爭議處理及賠償制度。 

（六）支付服務業應要求相關業者（如平台業者），適當保

存消費者授權扣款紀錄，確保消費者得以取得，以促進爭議之處

理。 

由此可見，我國政府部分在線上交易紛爭解決機制方面亦似

有積極關注著世界各國相關之立法規範動向，一方面冀希電子商

務企業經營者能自主建制 ODR，另一方面也督促政府機關應與

企業經營者或相關 NGO 團體建制適當的紛爭解決機制，以創造

安全、公平的電子商務環境。然而觀諸現況，台灣就 ODR 機制

可謂相當困窘，僅有台北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Secure Online 

Shopping Association，SOSA）68提供電子商務之消費者可於線上

申請 ODR 解決消費爭議。然而，從 SOSA 官網上的資料得知，

該機構也並未有積極運作的痕跡，也未有任何紛爭解決之紀錄。

                                                       
68 SOSA 成立於 1999 年，是由台灣主要電子商務及網路商業相關之企業與學界專

家共同成立的一個「自律性信賴機制專業協會」。 該協會致力於推動電子商務

網站上資訊的透明化，推廣明確且安全的電子商務環境，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可

信賴的電子商務環境。台北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http://www.sosa.org.tw/ 
（ 後瀏覽日：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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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知易行難是目前的問題。 

況且，按日前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調查報告得知，國人跨

境網購 受青睞的前 5 大網購平台，中國淘寶、天貓商城獨占鰲

頭，占比近七成（69.5%）、其次才是日本樂天（19.3%）、日本

Amazon（17.9%）、美國 Amazon（14.2%）與 eBay（7.2%）。不

過頻繁的網購交易帶來的消費糾紛也層出不窮69，且「跨境」購

物是新型態，不適用國內消保法的規定，遇到消費糾紛，求償實

屬不易70，可見建置一個「跨境」網路交易糾紛機制已屬迫切所

需。 

鑒於歐盟 ADR 指令、消費者 ODR 條例與德國消費者糾紛

解決法（VSBG）之規範，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用以建置一透

明、公正、具公信力的 ODR 平台解決線上之交易紛爭提出以下

幾點建議71： 

1. ODR 平台的建置與大力推廣 

提供安全的電子商務環境、增進消費者信心，政府有責任與

義務推動建置消費者 ODR 平台並維持其運作，並擬定電子商務

紛爭解決必要之政策措施，對於因不適當的電子商務交易行為、

消費詐欺或違反公平競爭、破壞消費市場秩序等不正當行為者，

政府應透過行政、立法、司法規制之力量維護消費者權益，也建

立 適切之電子商務交易習慣。因此，得參酌歐盟消費者 ODR

條例與德國消費者糾紛解決法（VSBG）之相關規定，要求政府

有義務協助建置、營運一個專業的 ODR 機構，用以解決電子商

                                                       
69  相關新聞，請參閱公視新聞網：跨境網購正夯  淘寶、天貓 受青睞，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99877（ 後瀏覽日：11/07/2018）. 
70 以當前兩岸司法上爭議而言，雖然可透過海基會、陸委會等組織介入斡旋，但

也多屬於資料的傳達、案件的呈送等，然而，針對個人私法上交易紛爭部分，

實不宜由政府部會涉入。 
71 同前註 15，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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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消費爭議72，解決地域侷限的困境。而進一步思量到避免消

費者因小額糾紛而放棄權益救濟的可能性，ODR 機制目前都偏

向不收費，但營運 ODR 平台需要成本，因此由政府獨立或協力

具公信力的消保團體建置 ODR 平台，除具便利性外，更無庸擔

憂 ODR 成本負擔等問題。此外，按目前消保法規範的消費爭議

處理程序，已有消費申訴與調解機制（消保法第 43 條至第 46

條），若將現存 ADR（申訴、調解）機制，結合利用有效通訊工

具與電子資源，應有建置 ODR 平台的可行性。 

又鑒於 SOSA 的經驗，消費者使用 ODR 機制解決紛爭的意

願不高，原因包括對於 ODR 機制認識的不足及一般消費者對於

公部門以外的紛爭解決途徑通常欠缺信心與信賴等。故而，政府

應積極作為的推廣 ODR 機制的知名度及提升其被廣泛的接受度

與信任度，其中，在推廣有效率、高品質的 ODR 機制方面，得

以借鏡歐盟之規定，要求電子商務網站應提供 ODR 平台的連

結，同時也應鼓勵消費者保護團體在其網站推動連結，使消費者

充分便易於尋求紛爭救濟。 

2. ODR 處理程序原則與中介者之職能 

此外，為鼓勵消費者選擇 ODR 機制、贏得消費者在電子商

務市場上的消費信賴，ODR 機構在處理紛爭解決時應秉持歐盟

執委會所提出之 ADR 機制處理方式的四大原則：公正、透明、

有效率及公平性。如前所述，ADR、ODR 機制是當事人自由、

                                                       
72 以韓國為例，韓國政府依其「電子商務基本法（Framework Act on Electronic 

Commerce ）」之 規 定 ， 在 電 子 商 務 研 究 院 （ Korea Institute for Electronic 
Commerce）下設置一專職作為解決電子商務衍生之消費爭議之電子商務調解委

員會（Electronic Commerce Mediation Committee，ECMC），該委員會由 37 位

調解委員組成，主要任務是負責解決所有基於電子商務交易所引起之紛爭，各

委員分別來自不同領域並兼具處理商務法律紛爭之專業能力，available at 
https://www.ecmc.or.kr/ (last visited 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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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選擇以該機制實現私法上正義。消費者使用 ODR 機制尋求

消費紛爭之救濟手段，亦應是以法律為基礎、消費者權益保障之

實現為其核心內涵，此亦即是德國要求 ODR 調解員應具備獨立

性以及具備相關消費者保護法規之專業知識的主要原因。因此，

在爭議事件的資訊、處理程序、相關法律規範等都要使消費者確

實能掌握相關的進程，除強化紛爭解決程序、謹守資訊必須透明

化、調處程序不公開等原則外，為能確實透過訴訟外紛爭處理機

制實現正義，也應確保調解員具備應有之專業職能。就 ODR 機

構的調處專家（中介者）的設置，除參引我國消保法關於消費爭

議調解委員會之成員設置規範外，也可參酌關於歐盟與德國調解

員之職能的相關規定，即中介者需具備相關的專業法律知識與調

解技能，也應具備獨立性與公平性。 

3.ODR 作 為 訴 訟 外 機 制 的 補 充 （ supplement ） 或 替 代

（alternation）程序 

承前所述，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仍應尊重當事人自由意願、

自主參與解決紛爭，此亦屬憲法之訴訟權保障一環73。準此 ODR

平台的調處專家居中協助爭議雙方進行溝通，若雙方無法取得共

識，則調處專家得依專業、獨立、誠信及公平原則，考量雙方權

利義務等，作成諮詢解決方案建議書，而該建議書對於雙方不具

強制力，或終局效力。 

4.善用通訊工具、整合電子資訊 

缺乏有效的機制以解決跨境電子商務交易消費糾紛，是消費

者與企業經營者（尤其是消費者）怯步於涉入跨境電子商務市場

的主要因素，故應建立一個易於進行且便於使用的 ODR 平台。

因此為解決地域侷限的困境、善用有效通訊工具、電子資源，

                                                       
73 大法官釋字第 591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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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R 平台應以線上方式來提出申訴、電子方式傳輸文件。甚至

可以利用線上聊天室（Online chatting）或即時視訊系統（Real-

time Voice and Visual System），以利於電子商務紛爭當事人於電

子虛擬空間中直接溝通、協調，而不受地域之限制。 

除 了 借 鏡 歐 盟 設 置 電 子 案 件 管 理 工 具 （ electronic case 

management tool）提供雙方當事人在 ODR 平台上進行提交爭議

資訊、追蹤案件進展外，在有效的資訊整合上，應可進一步將

ODR 平台的功能擴大到建立一個協作平台，建立爭端處理資料

庫供有使用需求者可以參考。因此，ODR 平台應可透過安全軟

體保障其個人資料隱私權，將紛爭解決之案件統計、整理及類型

化，使紛爭當事人得有機會參考相似之案件以助於達成紛爭解

決。 

現行相關 ADR、ODR 機制的法規皆規定應嚴格確保資訊保

密性與個人資料保護，使其與相關的歐盟立法相符。依消費者

ODR 條例第 12 條之規定，基於紛爭案及電子資料庫之儲存目的

所收受包括個人資料在內之相關資訊，應確保其符合紛爭之解決

所定目的。且依規定僅紛爭處理之權責 ADR 機構、ODR 聯繫

窗口及其顧問與歐盟執委會，依職權範疇內可得近用、查閱與申

訴及處理案件相關之個人資料，而消費者權利保護的相關單位卻

無從取得相關消費爭議處理案件的資訊。 

在者，考量到消費爭議資料應有服務於公共政策與法律制定

執行面向74，即應可運用於大數據時代資料的探勘與分析，以創

造資料經濟之效率，並有利於公共利益與福祉之 大化。消費爭

議多數都是 B2C 的案件，單一消費者提出申訴屬於單一違約事

件，但其背後可能隱藏著大規模的消費詐欺或不公平競爭之違

                                                       
74 Julia Hörnle, Encouraging Onlin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e EU and 

Beyond, 38 European L. REV. 187, 20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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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政單位如行政院消保會或公益性的消保團體（消基會等）

若得依法取得消費者申訴案件之相關資料，則得有機會分析數

據，較易將爭議案件作類型化，歸納相類似的詐欺行為與不公平

競爭等手段，進而可以進行行政管制、司法救濟、防止消費者權

益受侵害的擴大。蓋如所述，消保法之規範乃是為衡平交易當事

人的締約地位不平等與自由競爭市場失靈而特別立法規範保障消

費者權益，且提供平等、自由市場乃屬於國家任務。因此，涉及

建置一公平自由網路交易市場也屬於公共利益之一環，就此部分

應可參酌 econsumer.gov 網站的做法，即將交易糾紛案件的資料

統整，並進一步進行分析其類型，用以實踐保護網路消費者權

益。因此就資訊整合利用部分，可參酌德國調解法第 4 條之規

定，原則上爭議各方應當履行保密義務，但若是出於社會公共秩

序（ordre public）與公共利益所需者或者是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則

除外75。此即為消保法規實現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

活安全與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之終極目的，亦為消保法執行的

趨勢，即透過司法規制、立法規制與行政規制等面向，使公法與

私法在工具與機制上漸進式融合76。 

伍、結語 

如前所述，電子商務所衍生的交易糾紛具有跨境之特性，建

立一個有效率及公正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方式具有實質之重要性，

線上紛爭解決機制（ODR）即在各國皆亦應運而生。況且，處於

一個網路發達的世代，地球村與世界公民已不再僅是一個口號，

                                                       
75 BT-Drucks. 17/5335 S. 25; Silke Schneider, Vertraulichkeit der Mediation: Schutz 

und Grenzen durch das Straf- und Strafprozessrecht, 2014, S. 49-51. 
76 Julia Hörnle, supra note 74, at 187; Christopher Hodges & Astrid Stadler, supra note 

40, at 30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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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一個安全的網路交易環境與便捷紛爭解決方式乃屬國家當前

的重要任務，也惟有提供安全、公平的網路交易環境、健全消費

者權益保障才能不被這個世代或其他世界的公民將我們淘汰於網

路虛擬的交易市場。 

鑑於我國尚未就線上紛爭解決機制有實質運作之效能，本文

借鏡歐盟消費者線上紛爭解決機制條例與德國消費者糾紛解決

法，提供我國建立與經營線上紛爭解決機制之參考方向，以解決

電子商務之消費爭議。本文以為，近程上，因 ODR 對於網路紛

爭所延伸而出之新型態消費糾紛具有較高效率的回應能力，且相

較於國內行政處分、消費訴訟等流程，ODR 對於線上交易之消

費者具有更便捷、快速的實質保護力，因此 ODR 機制的建置是

刻不容緩，且電子交易之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也應仰賴於政府機關

的積極作為。目前國人線上消費爭議僅得使用的 ODR 機構只有

ICPEN 成立的跨境消費爭議處理網（econsumer.gov），可見我國

有關電子商務消費者權益、跨境消費權益之保障、紛爭機制尚未

完善，同時，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在消費者保護的人力、資源匱

乏不足的情況而無法及時回應線上消費者之需求時，ODR 不乏

是一個同時治標且治本的良方。 

再者，以遠程上而言，對照著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所發佈

的資料，大陸 2016 至 2017 年間因網購所引起的司法糾紛中，有

83.1%的訴訟都發生在天貓、淘寶、京東這三家主流網購平台77，

而此掏寶、天貓網購平台也是國人喜愛的線上購物平台，可見為強

化消費者權益保障，建置一個公平、安全的電子商務環境也是兩

                                                       
77 且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也曾多

次，將淘寶網被列為「惡名昭彰市場黑名單」（Notorious Markets List），相關新

聞 ， 請 參 閱 旺 報 ： 淘 寶 、 天 貓 糾 紛 多  訟 案 合 計 逾 7 成 ，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619000201-260309?chdtv （ 後 瀏

覽日：11/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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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經濟合作的重要課題。也唯有在建制完善的 ODR 機制與經驗

後，則再談與國外、兩岸跨境之 ODR 合作，當可更有機會發揮

大效益。因此，在面臨無國界的電商交易市場，本文期許參酌

各國立法例，且我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能共同合作，有效落

實消費者權益的保護、進而健全建構一個安全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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