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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是介紹研究的緣起、時空背景、研究方法及欲達成的目的，並介紹各章

節間的關係及研究之架構。 

第一節、研究緣起 

不論是過去或現在，廠商在進行商品銷售時，經常透過所謂的比較廣告作為

重要的一項行銷活動，簡言之，是企業透過訊息的提供，揭露出兩個以上的產品、

服務或是企業間某些屬性及特徵的不同，透過這樣一個告知行為，使消費者在廣

告的標的物間進行比較，消費者也因此產生正面或是負面的認知。透過資訊的揭

露，使得消費者有充分的「知的自由」以及「選擇的自由」，進而完成其交易的

行為。 

就行銷學或是消費者行為學的角度觀察，廠商此種行為，表現出企業追求

利潤的現象，並非異常的行為，也就是說，從比較廣告訊息的發送者，他們會透

過「比較廣告來進行差異化或作獨特性的訴求」；而從廣告訊息的接收者，比較

廣告也是他們收集比較各方資訊的來源之一。 

如果「比較廣告」帶有虛偽不實或是引導錯誤的訊息，形成所謂的「不實

比較廣告」或是「違法比較廣告」，造成不公平的競爭行為，如此一來，對於競

爭同業以及消費者就會造成傷害，而在這種情形下所造成的損害也大於一般的不

實廣告。依據行政院公平會過去處理的相關案例來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

之條文，包含限制交易、不實廣告、損害名譽及顯失公平等。公平會經過多年執

法之案例與原則，彙整了「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以供該會處理相關

議題之依據。 

而最近的兩項案例，分別是和信電訊檢舉遠傳之案例以及台灣大哥大與中

華電信費率引述不實被檢舉之案例，更提供檢視原定「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

一覽表」之是否足敷處理相關案例之機會。 

簡言之，關於比較廣告之問題，一方面可由企業經營的角度觀之，以行銷

學等相關理論作為依據，另一方面則須由公平競爭公平交易等角度觀之，以法學

之理論為依據。由此觀之，此一問題無論在議題的廣度或是深度上，皆與公平會

所執掌之議題有其相關性，特別是在『不當競爭』此問題上；是故，本研究希冀

透過企業管理、法學以及實務的角度，為此議題進行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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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背景 

一般而言，主管機關對廣告的管理，可分形式管理和實質管理兩方面，所謂

形式管理，指的是廣告刊登應具備哪些形式要件；而實質管理，則意指廣告內容

不得有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有認為公平法第二十一條所規定者為實質條件的

要求。對比較廣告的管制，亦可援用此一原則，比較廣告的刊登，在提供資訊透

明流通，但不實的比較廣告即對其廣告的內容有所隱匿，具有違法性。然而此一

形式和實質管理的原則，仍須由廣告個案逐一判斷，對整體的廣告制度上，應有

如何寬嚴適中的政策和法律，值得研究。 

公平會取締不實比較廣告之案例，經整理歸納，類型極為複雜，依比較內

容的範圍廣狹，亦可有不同分類；分析公平會所處理比較廣告案例，依其違法條

文多達四條以上，組合類型繁複，就我國實證研究，類型化亦有若干法律上及要

件上之意義，可提供適用違法條文的參考。公平會歷來案例，就比較廣告之類型，

再細分如下，惟類型之間之範圍仍有重疊之處，故案例有可能重覆出現在不同案

例類型中。  

1、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 

    比較性廣告倘廣告主本身或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情事，亦有可能涉及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違反。按本條款係規範事業不得

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

且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故要適用本條款之規定，必需符合三要件：一為競爭

手段之不正當，二為目的在爭取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三為已影響特定市場之公

平競爭，因而比較廣告如同時具備下列各要件者，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

第三款規定： 

Ａ、廣告中指出特定之比較廠商或企業名稱。 

Ｂ、具有市場地位之事業以比較廣告使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對競爭者產生

排斥。 

2、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 

    本條係規範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

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故要

該當本條之適用，應符合以下之構成要件：（1）廣告商品係由廣告主所提供。（2）

廣告內容係對商品本身或其相關事項之描述。（3）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故比較廣告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Ａ、在廣告中未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且僅就自身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對被比較對象未有虛偽不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 (例：高架地板世界第一案、腳踏車剎車固定座比較廣告

案、百佳超市價格比較廣告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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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廣告中雖已具體指出被比較之廠商或商品，但未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之情事，只有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 (例：馬可孛羅金錶與勞力士錶比較廣告案、ＣＯＲＯＮＡ汽

車比較廣告案 )。 

Ｃ、廣告中無具體比較對象，然而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

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同時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Ｄ、廣告中有具體比較對象，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但未符合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要件者 (亦違反第二十四條) 。 

(例：快譯通與萊思康電腦字典比較廣告案、哈佛顧問公司與捷進公司

留學服務比較廣告案)。 

3、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二條 

    比較性廣告無論廣告主本身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無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則可能涉及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違反。按本條係規範事業不得為競爭之目

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故要適用本條之規定，必

需符合三要件：一為事業陳述或散佈不實之情事，二為陳述或散佈不實之情事係

為競爭之目的，三為所陳述或散佈之不實情事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故比較廣

告具備下列各要件者，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Ａ、為競爭目的。 

Ｂ、具體明白標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不論自身商品實或不實，對

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Ｃ、不實內容非僅就產品優劣程度之比較，且比較之結果對他人營業信譽

產生貶損之結果。 

Ｄ、廣告內容會導致消費者嚴重之不信任感以致有拒絕交易之可能。 

4、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 

    本條係規範事業不得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或顯失公平之行為。故比較廣告中

所提及他事業商品或服務之優劣，如有不實或欠缺比較依據者，因非就廣告主所

販售之商品或提供之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與公平法第二十一條規

定尚有不符。類此藉廣告方式貶抑競爭對手，以遂行自身商品或服務之行銷，已

對競爭對手造成顯失公平，因明顯侵害效能競爭之本質，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 

Ａ、廣告中未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並

無不實，僅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Ｂ、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

並無不實，僅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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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有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之情事 (亦違反第二十一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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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比較廣告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 

違反法條 類   型   與   要   件 

第十九條 

第三款 

符合左列要件者： 

A. 廣告中指出特定之比較廠商或企業名稱。 

B. 具有市場地位之事業以比較廣告使競爭之交易相對人對競爭者產生排斥。 
 

第二十一條 

符合左列類型之一者： 

A. 在廣告中未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且僅就自身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對被比較對象未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B. 廣告中雖已具體指出被比較之廠商或商品，但未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

只有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C. 廣告中無具體比較對象，然而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之情事，同時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D. 廣告中有具體比較對象，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

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但未符合公平

交易法第二十二條要件者。 
 

第二十二條 

符合左列要件者： 

A. 為競爭之目的。 

B. 具體明白表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不論自身商品實或不實，被比較對象之

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C. 不實內容非僅就產品優劣程度之比較，且比較之結果足以對他人營業信譽產生貶

損之結果；至是否貶損他人之營業信譽，應依具體個案，衡酌交易相對人及潛在

交易相對人對於廣告內容之客觀評價予以認定。例如廣告內容對於產品、營業、

營業所有人或主管人員等之不當貶損，導致被貶損人之交易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

對人，產生嚴重不信任感，致有拒絕交易或減少交易之可能等情形。 
 

第二十四條 

符合左列類型之一者： 

A. 廣告中未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並無不實，僅

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B. 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並無不實，

僅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C. 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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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最終能提供公平會作為比較廣告相關案例之執法參

考，其研究主題有三項︰ 

一、蒐集近年歐、美、日等其他國家對比較廣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之執法經

驗與案例。各國在比較廣告上的探討，有其重點之不同，主要原因來自

於不同的文化因素，是故，國外的相關文獻參考有助於釐清本國所需關

注之文化重點為何，此其一也。其二，在加入 WTO 之後，面對全球化的

議題，將有越來越多的跨國商業行為，連帶地跨國的廣告也可能增加，

因此，對於國外的案例有其研究之必要性。 

二、就消費者行為的角度探討消費者對比較廣告訊息之接收過程，研究比較

廣告應揭露資訊之完整程度。消費者在接收比較廣告訊息的過程中，從

外在資訊的暴露、刺激、接收、認知到做出反應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外在的訊息對於消費者的行為皆會產生影響，必須

完整的了解此一過程，才能有效地分析比較廣告對於消費者所能發生的

影響。  

三、結合廣告學學理與不正競爭法規及執法經驗研究比較廣告應揭露資訊

之完整程度。與業者與廣告商進行訪談並舉辦焦點團體座談，了解實務

界的想法，並參考其意見，來進行研究。而在法理上對於不當競爭或是

不當的廠商行為有其認定標準，如何在法理、實務以及商學間取得適當

的評析，乃是真正執法時的一大難題。 

據此三點，做出一完整的分析研究，進一步作為公平會未來執法之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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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從企業管理與法學二個角度，探討上述主題： 

一、文獻探討 

首先將蒐集國內外對比較廣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之執法經驗與案例，將相關

的案例予以分類、歸納，藉以了解在國內外有關比較廣告的案例，大多分為哪些

態樣，作為後續分析之基礎。 

二、廣告訊息揭露與消費者認知訊息之過程 

透過行銷學消費者行為學探討廠商暴露廣告訊息之過程，以及消費者接收廣

告訊息的過程，主要的重點在於兩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探討廠商在進行銷售的

過程中，如何透過顯性及隱性的方式暴露企業或產品的訊息，就行銷學的觀點而

言，廠商會透過市場區隔、選定目標市場、以及定位三個步驟來進行行銷的活動，

在進行以上三個步驟時，廠商自然地會比較其最需要重視的消費者以及比較各種

資訊揭露的方式以獲取最大的利潤，了解上述過程有助於理解廠商如何進行比較

廣告的資訊揭露；另外一方面，則是研究消費者如何對於外在的廣告訊息加以接

收、認知與反應的過程，這部分的研究分析，有助於了解消費者選擇及購買產品

的過程，同時也能夠了解不恰當的比較廣告如何影響消費者的行為並形成所謂的

不當競爭。藉由舉辦消費者 FGD(即「焦點團體討論」，Focus Group Discussion)，

知悉消費者對於比較廣告的瞭解、接受程度與態度，以及比較廣告之公平性對消

費者的影響，還有第三者資訊搜尋的使用程度等…，進而提供消費者心中意屬之

理想廣告與正確資訊。再加上與廣告從業人員舉辦座談會，得知廣告業者對於比

較廣告的印象、看法以及排程是如何安排的？更提供了公平會對比較廣告指導方

針及未來修法的建議。 

三、國內法理與實務分析 

第三項步驟，是檢視「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如有必要則提供

修正意見。經過第一及第二步驟分析之後，可以獲得兩方面的建議，分別是國外

實務上以及學理分析上的建議，加以比對我國的一覽表，此有助於釐清所謂的廠

商應提供適當地資訊揭露之觀念以及在何種情況下，不正競爭該如何定義及管理

等問題。並藉由舉辦法律專家 FGD，請各位專家學者對比較廣告認定違法參考基

準給予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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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章節結構 

 本章為緒論，重點在於說明整個研究之背景，研究的方法及想達到的目的，

並說明各章節之間的關係。 

在第二章中＂比較廣告與消費者行為之文獻＂，我們對比較廣告做個深入的

研究，並對消費者的行為、訊息決策處理程序及現實生活中的實例深入探討。 

在第三章＂廣告商與廣告主處理比較廣告之程序＂，我們對學術上及實務上

的廣告流程做個探討，並對產品的生命週期對廣告的手法有何影響做個了解。 

在第四章中＂對比較廣告之實證研究＂，首先針對消費者對比較廣告的評價

做實證研究，再來就廣告從業人員的角度來分析比較廣告，並對國際比較廣告做

個簡單地探討。 

第五章＂先進國家對比較廣告之規範與資訊處理之研究＂中，我們可就下列

各國之規範與案例進行深入探討： 

一、歐盟 1997 年有關比較廣告的規範 

二、德國對不正競爭防止法對比較廣告的規範 

三、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比較廣告的觀點與案例。 

四、美國對比較廣告的規範 

五、跨國比較廣告之規範 

第六章則是對比較廣告的規範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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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比較性手法的廣告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初的英格蘭（Swayne & Stevenson，

1987）。在美國則是從 1930 年代初期，第一次有比較式廣告出現（Harris，1967）。

1971 年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公開政策宣示鼓勵

使用比較式廣告，認為它能提供更多的資訊給消費者，也能帶給廣告主更好的廣

告效果。 

另外發現關於廣告態度的研究卻非常少，可能是因為比較式廣告是屬於理性

的資訊，應該是屬於中央路徑處理過程，大家都著重在比較的論點、方式與品牌

屬性等，而一般來說比較式廣告也不會有太多的邊陲要素，所以廣告態度並不被

大家重視，當消費者意識到廣告所運用比較方式的意圖時，會形成負面的廣告態

度，進而影響品牌態度與購買意願等。在本章中將整理比較廣告相關文獻、對消

費者的相關訪談研究以及台灣比較廣告現況。 

第一節、比較廣告 

一、比較廣告的起源及現況 

（一）起源 

Barry（1993）指出，過去廿年比較式的廣告被廣告主大量使用。他也對比

較式廣告進行分類，依據「品牌是否明白展示」來分成：明示比較與非明示比較

兩種類型，並進一步根據比較的相對性進行分類為劣勢比較（Inferiority）、平

勢比較（Paraty）、優勢比較（Superiority）、混合比較（Combination）、 品牌

連結比較（Direct Brand Partnership），其中明示、優勢比較是最常使用在產

品物質屬性差異不大、品牌屬性有差的產業中，也是過去關於比較式廣告研究的

主要焦點。 

（二）目前使用情況 

依據祝鳳岡（1994）國際比較廣告規範定性分析，可大致分為四類族群： 

 族群一：比較廣告自由化的國家，包含有美國、英國、瑞典、加拿大及愛爾

蘭等國。 

 族群二：比較廣告部分自由化的國家，包含有澳洲、丹麥、印度及西班牙等

國。 

 族群三：比較廣告部分保守化的國家，包含有奧地利、巴西、智利、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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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臘、挪威。 

 族群四：比較廣告保守化的國家，比較廣告在此些國家為非法。 

 

 

 

 

 

 

 

保守性 自由性 

比較廣告 比較廣告法律

具相對性 
較大限制 

比較廣告法律

具相對性 
較小限制 

仍屬不合法 

 

 

 

 

 

 

 

 

圖 2-1 全球性比較廣告規範定性分析 

另外，Donthu（1998）則認為比較廣告自 1970 年代開始由美國聯邦貿易委

員會 FTC 主動催促美國三大電視網接受直接性的產品比較廣告，開始在美國被廣

泛的使用。  

比較廣告在 17 個國家中的規範及使用情況，如下： 

 

 

比利時 
法  國 

 義大利

阿根廷 
日  本 
韓  國 
墨西哥 
瑞  士 
千里達 

奧地利 
巴  西 
智  利 
德  國 
芬  蘭 
希  臘 
馬來西亞

荷  蘭 
挪  威 

自我規範程度 
MAJOR    MINOR 

自我規範程度 
MAJOR    MINOR 

加拿大 
愛爾蘭 
瑞  典 
英  國 
美  國 
 

澳大利亞

丹  麥 
香  港 
印  度 
菲律賓 
南  非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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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國比較廣告規範及使用情況 

國  家 合法性 使用情況 法  國 合法 非常少 

美  國 合法 高 義大利 合法 非常少 

加拿大 合法 高 印  度 合法 非常少 

英  國 合法 中等 日  本 合法 非常少 

德  國 合法 少 紐西蘭 合法 非常少 

荷  蘭 合法 少 墨西哥 合法 非常少 

丹  麥 合法 少 比利時 不合法 無 

澳  洲 合法 少 香  港1 不合法 無 

巴  西 合法 非常少 韓  國2 不合法 無 

資料來源：Donthu（1998）對比較廣告研究之整理 

二、比較廣告效果研究 

Barry（1993）曾以階層效果模式為架構，對過往的研究分成三種主要構面：

認知構面的效果(注意、品牌認知、回憶、資訊搜尋)、情感構面的效果（廣告態

度、品牌態度、可信度、品牌忠誠度）與意圖構面的效果（購買意圖、行為）。  

（一）比較式廣告的認知效果 

關於比較式廣告的認知效果研究，在注意與回憶方面研究結果是持比較正向

看法（Sheluga and Jacoby1978 ；Wilkie and Farris，1975；Prasad，1976）。

學者（Wilkie and Farris，1975）認為隨著時間，人們對此形式的廣告手法熟

悉後，引起的注意效果會逐漸遞減，當閱聽人對比較式廣告形式逐漸熟悉而建立

了關於比較式手法說服知識後，就容易去推論廣告主使用比較式手法意圖操弄閱

聽人的注意，因而使效果逐漸遞增。另外在理解與品牌認知效果上，有競品混淆

效果發生（Wilkie and Farris，1975；Levine，1976），導致許多實證研究認為

效果不顯著。而資訊性效果研究則支持認為比較式廣告能引起較高的涉入度

（Scammon，1978），但是涉入度所分配使用的認知元素則不得而知。整體來說，

                                                 
1
香港與英國對於比較廣告的使用程度比較，英國是大量的使用比較廣告，屬於比較廣告自由化

的國家，祝鳳岡 1994 年的研究當中，香港是屬於比較廣告部分自由化的國家，可見是受到英國

殖民之影響，但到了 1998 年，在Naveen Donthu的研究中，比較廣告在香港屬於不合法，這是這

段關鍵期間所產生的差異。 

 
2韓國與日本的部分，在韓國比較廣告屬於不合法，但在日本比較廣告雖屬合法，但使用情況非

常少，是由廣告主自願性的不使用比較廣告，主因是怕詆毀性的攻擊會造成公眾對廣告喪失信

心，故在祝鳳岡的分類當中，將日本以及韓國均歸類為沒有運用比較廣告的同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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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式廣告手法對認知效果上呈現正向效果。 

（二）比較式廣告的情感效果 

情感效果有許多的爭議，尤其品牌態度（Goodwin and Etgar，1980；Belch，

1981；Gorn and Weinberg，1983）有非常兩極的爭論，這可能是因為關於廣告

主使用廣告手法時正負效果同時存在，包括使用手法引起內容正負面的思考與廣

告形式手法的操弄推論。有關可信度的研究卻是一致性的認為，使用比較式廣告

會引起閱聽人的懷疑，就是比較式手法容易引起閱聽人使用說服知識信念，對廣

告訊息進行操弄意圖的推論，因而會有負面的懷疑態度效果形成。 

（三）比較式廣告的矛盾效果 

關於比較式廣告的效果眾說紛紜，引起學術界很大爭議，但是以往的研究都

著重在有、無或正、負的單面向效果研究，對效果（包括認知與態度）的形成過

程多半缺乏討論，也僅著重在主題內容相關的效果（品牌態度、品牌認知、購買

意願等），關於廣告態度的研究相當缺乏，更別說是廣告態度的形成與探討。 

三、比較廣告定義與類型 

在此就國內外學者，對於比較廣告之定義，做一綜合整理： 

（一）外國學者 

1. 定義 

（1）狹義 

Wilkie and Farris（1975）將比較廣告定義成：「在相同的產品或服務類別

中，針對兩個或多個指名（named）或可辨認的（recognizably）品牌，且對特

定的一個或多個之產品或服務屬性予以比較。」 

（2）廣義 

McDougall（1977）採用較廣泛的定義，結合了廣告形式而指出在任何構面

下廣告品牌皆具優越性。因此一旦做出明示或暗示的比較，在 McDougall 的定義

下便可稱作為比較廣告。 

2. 型態 

Barry（1993）對 38 篇有關比較性廣告之論文整理比較性廣告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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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比較廣告型態 

分      類 特          色 

無比較式廣告 傳統的廣告沒有比較式的內容 

沒有明確或暗示性的比較內容 

 

劣勢比較 

（Inferiority） 

1.不明示種類的次等比較式廣告

 

 

2.不明示品牌的次等比較式廣告

 

 

 

3.直接品牌的次等比較式廣告

 

 

平勢比較 

（Parity） 

1. 同等產品的比較式廣告 

 

 

2. 同等品牌的比較式廣告 

 

 

 

3. 同等品牌的直接比較式廣告

 

 

優勢比較 

（Superiority） 

1. 產品類別的優勢比較式廣告

 

 

2. 品牌的優勢比較式廣告 

 

 

 

 

 

針對產品特性做初級比較 

沒有明確提到競爭者的品牌 

 

對領導品牌的初級比較 

但沒有明確說出領導品牌名稱 

而是使用間接的描述，例:X 牌 

 

初級比較一個或多個競爭者 

使用名稱或視覺的表現來競爭 

 

 

 

針對產品做同等的比較 

沒有明確提到競爭者的品牌 

 

對領導品牌的初級比較 

但沒有明確說出領導品牌名稱 

而是使用間接的描述，例:X 牌 

 

同等比較一個或多個競爭者 

使用名稱或視覺的表現來競爭 

 

 

針對產品做同等的比較 

沒有明確提到競爭者的品牌 

 

 

對領導品牌的初級比較 

但沒有明確說出領導品牌名稱 

而是使用間接的描述，例:X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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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的品牌優勢比較式廣告

 

 

混和比較式廣告 

（Combination） 

 

品牌連結型比較 

（Direct Brand Partnership）

優勢比較一個或多個競爭者 

使用名稱或視覺的表現來競爭 

 

結合產品類目，品牌領導，和直接競爭者 

做比較式廣告 

 

和其他產品做品牌連結 

使用名稱或視覺的表現來競爭 

 

Barry（1993）並就相關研究指出，選擇比較廣告原因之次數分配表： 

表 2-3 選擇比較廣告的原因次數分配表 

原因 次數 

提供更多訊息 17 

挑戰定位、抓住利基 9 

減少混淆 8 

較高的聲稱回憶 7 

促使產品品質提升 6 

降低進入障礙 6 

建立信心 4 

促進競爭 4 

比較購物 4 

好奇因素 4 

增加品牌差異性 4 

（二）國內學者 

採政大廣告系祝鳳岡（1994），對比較廣告所下之定義： 

1. 定義 

比較廣告是一種廣告技巧，在廣告文案中明文指陳競爭者或競爭者產品品

牌。嚴格之比較廣告具備有下列三性質： 

（1）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產品品牌被比較。 

（2）就產品之單一特質或多重特質作比較。 

（3）產品之事實或客觀資訊在廣告訴求中被暗示、明白指陳或者被示範宣傳。 

2. 比較廣告之型態 

由兩個界面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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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較界面（Comparison phase） 

A、直接比較：直接式比較廣告是明白指陳競爭者之品牌。 

B、間接比較：不指陳競爭品牌，卻代之以「其他品牌」、「領導品牌」於比

較廣告中。 

（2）獨立專業界面（Substantiation phase） 

A、獨立專業式的比較廣告：包括獨立專業素材，例如測試證明、調查結果、

實驗結果。 

B、非獨立專業式的比較廣告：未具備獨立專業式素材。 

表 2-4 祝鳳岡比較廣告之界面 

 直接式 間接式 

獨立專業式 比較廣告 I 

例如：測試證明 A品牌使

用比 B品牌耐久。 

比較廣告 II 

例如：測試 A品牌使用比

其他品牌耐久。 

非獨立專業式 比較廣告 III 

例如：A品牌使用較 B品牌

耐久。 

比較廣告 IV 

例如：A品牌使用較其他品

牌耐久。 

四、本研究之比較廣告定義與類型 

「比較廣告是一種廣告技巧，在廣告文案中明文指陳競爭者或競爭者產品品

牌」。嚴格之比較廣告具備有下列三性質： 

1. 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產品品牌被比較。 

2. 就產品之單一特質或多重特質作比較。 

3. 產品之事實或客觀資訊在廣告訴求中被暗示、明白指陳或者被示範宣傳。 

（一）比較廣告之型態 

由三個構面說明如下： 

1. 比較界面（Comparison phase） 

（1）直接比較：直接式比較廣告明白指陳競爭者之品牌。 

（2）間接比較：不指陳競爭品牌，卻代之以「其他品牌」、「領導品牌」

於比較廣告中。 

2. 獨立專業界面（Substantiation phase） 

（1）獨立專業式的比較廣告：包括獨立專業素材，例如測試證明、調查     

結果、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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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獨立專業式的比較廣告：未具備獨立專業式素材。 

3. 內容界面（Content phase）Barry（1993） 

（1）平位比較（Parity）：與被比較品牌產品在相同等級。 

（2）優勢比較（Superiority）：較被比較品牌具有優勢。 

    由以上三個構面形成一矩陣： 

表 2-5 本研究比較廣告定義之矩陣 

 比較界面

內容界面 

直接比較 間接比較 

平位比較 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取

平位的直接比較 

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取

平位的間接比較 

獨

立

專

業

式 

優勢比較 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取

優勢的直接比較 

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取

優勢的間接比較 

平位比較 不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

取平位的直接比較 

不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

取平位的間接比較 

 

 

 

 

獨

立

專

業

界

面 

非

獨

立

專

業

式 

優勢比較 不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

取優勢的直接比較 

不具有獨立專業界面，採

取優勢的間接比較 

五、小結 

本節中透過對於比較廣告定義、效果，以及比較廣告類型的相關文獻，加上

各國法律規範的程度比較，對於比較廣告有更深入的理解，而後針對本研究之比

較廣告進行定義，分別是以獨立專業、內容以及比較方式三個界面組成本研究之

比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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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消費者行為模式與產品之關係 

一、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行為亦即消費者的消費行為，指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表現出尋找、

購買、使用和評估等四種行為，而預期可滿足其需求。研究消費者行為亦是研究

人的基本消費模式，消費者對外界環境的反應，會因個人內、外在因素的不同產

生差異。 

（一）刺激反應之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行為模式，其基本架構是由心理學派發展而來的，行為主義學派強調

刺激和反應之間的關連性，商品對消費者而言是一種刺激，對此刺激所產生的反

應為購買或不購買行為。 

＊刺激反應之消費者行為模式： 

 

 

 

 

 

行銷刺激

 

圖 2-2 刺激反應之消費者行為模式 

（二）消費者採用過程模式 

1. AIDA（Attention－Interest－Desire－Action） 

以廣告和消費者接觸較概化的消費者行為模式為：引起注意、使消費者感到

興趣、形成需求後產生購買行為。 

2. AIETA（Awareness－Interest－Evaluation－Trial－Adoption） 

消費者選購商品前會經過知曉階段，進而產生興趣，但經評估後會以試用決

定是否購買，最後才是真正接受商品。 

3. 效果階層模式（The Hierachy of Effects Model） 

Robert Lavidge and Gary Steiner 兩位學者所發展出的效果層級，描述消

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所思考並完成的步驟。分別是從未知曉，經歷認知反應的過

 
產品、價格、通路、推廣

非行銷刺激 
文化、社會、經濟 

消費者反應
消費者決策歷程

 
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購買決策
消費者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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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透過資訊接觸進入知曉，接著進入理解的過程，瞭解之後，透過學習認知產

生了喜愛感，不管是不是喜歡，都會產生偏好，選擇偏好、或是不偏好，形成心

中的信念，進而影響決策，也就是是否購買。 

 

未知曉（Unawareness） 

知曉（Awareness） 

了解（Knowledge） 

喜愛（Liking） 

偏好（Preference） 

堅信（Conviction） 

購買（Adoption） 

認知 

學習 

偏好 

決策 

 

 

 

 

 

 

 

 

 

 

 

 

 

 

 

 

 

圖 2-3 效果階層模式 

（三）消費者購買過程模式 

消費者在購買一項商品前，一定感覺有購買此商品之需求（需求察覺），有

時，外在刺激可提醒消費者的需求。有了需求後，消費者開始收集相關產品訊息

（訊息收集），消費者利用所收集的資訊，做成兩方向決策，一為評選過程中如

何權衡篩選；和如何評價商品（品牌篩選），消費者評定好壞，受商品屬性、功

能和品牌形象影響（品牌評選），綜合評選結果，再考慮其他因素，如經濟…等，

才進行決策（選擇決定），購買和使用後，再歸納直接使用經驗和感受，作為下

次購買之訊息（購買後訊息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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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察覺 

訊息收集 

品牌篩選 

品牌評選 

選擇決定 

購    買 

購買後訊息處理 

品牌形象和感受 

商品屬性和功能 

回饋 

圖 2-4 消費者購買過程模式 

二、影響消費者行為的相關因素 

Engel（1995）將影響消費者決策的因素分為三類： 

（一）外在環境因素：文化、社會階級、人際關係、家庭、情境。 

（二）個人內在因素：資源、知識、動機、態度、個性/價值觀/生活形態。 

（三）心理層面因素：訊息處理、學習。 

三、產品與消費者 

（一）依購買習慣的不同： 

以消費者的購買習慣，可以將產品分為： 

1. 便利品（Convenience Goods） 

消費者經常購買，且任何銷售據點皆可以買的到，不費心思和購買時間短的

消費性商品。一般可以分為三類： 

（1） 民生用品：此為消費者定期採買（shopping list）的常購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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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牛奶、米、麵包等。 

（2） 衝動性商品：消費者採買未經規劃，通常因銷售據點的情境引發的購

買慾，如便利商店結帳櫃檯旁的糖果和煙的順購型商品。 

（3） 緊急用品：因應臨時性需求的產品，如備胎、蠟燭等…，可加強通路

的鋪貨率。 

2. 特殊品（Special Goods） 

消費者對品牌、式樣和類型等有特殊偏好且指定購買的商品或服務。例如指

定的醫師或崇拜的偶像，或是日本設計師的服飾為國人忠誠消費的品牌等。因

此，強化消費者忠誠的服務優於銷售據點的普及。 

3. 選購品（Shopping Goods） 

消費者在購買歷程中，通常花費較多的時間和精力，做比較選擇的商品或服

務，其品質、價格、式樣和周邊相關意見等皆為選購時考量的因素。選購品可分

同質性和異質性商品兩類，消費者認為同質性選購品應比價差，異質性選購品則

重商品特色、式樣和周邊搭配商品等服務。因此，前者著重價格告知，後者以顧

客服務和訊息情報提供為主。如選購房屋，除考慮建設公司的品質水準、信用、

房價等，還必須考慮環境、學區等附帶條件。 

4. 未覓求商品（或冷門商品 Unsought Goods） 

消費者不知或未曾想過購買的商品或服務，例如靈骨塔、保險、百科全書。

此又稱為『黑色商品』，行銷企劃人員常借一對一或直效行銷的「推力」和大眾

媒體廣告的「拉力」進行銷售服務。 

（二）依產品特性的不同： 

另外，依產品的耐久性或有形性，又將產品可以分為： 

1. 耐久性產品（Durable Goods） 

可使用的次數多且久，消費者購買決策歷程較長，也可稱之為高關心度的商

品（High-involvement product），人員、完善的服務和保證等皆可加強消費者

的信心。如房子、車子、鑽飾等。 

2. 非耐久性產品（Nondurable Goods） 

使用次數少，購買頻率高且價格低的有形產品，消費者購買決策時間較短，

及低關心度商品（Low-involvement product）。加強通路鋪貨的便利性、廣告的

提醒和告知、建立消費者試用等皆是行銷上的作法，非耐久性商品如零食、洗碗

精、肥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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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Services） 

服務為無形商品，以提供消費者無形利益或滿足為主。例如宗教信仰、義工

服務等。 

四、小結 

本節中以瞭解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以及認知歷程，影響消費者的內外因素，討

論消費者與產品之間的關係，比較廣告通常會影響消費者在於決策過程中的資訊

收集部分，而產品類別、消費習慣也會影響消費者面對比較廣告及其產品的購買

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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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消費者購買決策 

一、涉入理論與消費者購買決策 

涉入程度是以決策考慮商品的價格、購買次數、購買風險三個因素來決定對

商品訊息的處理和購買決策。 

消費者對價高少購的商品，通常花較多的時間和精力完成購買，期待使風險

降到最低，稱之為高涉入度（高關心度）商品。購買行為屬於深涉

（High-involvement）購買。反之，低涉入度（低關心度）商品，則淺涉

（Low-involvement）購買。深涉購買較趨理性，選購時謹慎，以避免實體和心

理上的後悔，但低涉商品則傾向感性的淺涉購買。 

二、消費者型態 

高低涉入度和消費者購買決策之關係將產品生命週期與涉入理論結合，其分

述如下： 

1. 極度解題型消費者 

深涉購買，且對涉入度高之商品為之，尤其是產品生命週期為導入期之商品。 

2. 限度解題型消費者 

選擇性深淺涉購買，對於產品生命週期為成長期之商品，依高低涉入度商品

之屬性來區分購買行為。 

3. 例行反應型消費者 

典型的淺涉購買，因為產品在成熟期狀況，不需資訊協助，直接反射購買即

可，尤其是低涉入度之商品。 

涉入理論與消費者購買決策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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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涉入與消費者購買決策 圖 

深涉購買決定

習慣購買

（不需或少

許訊息，且單

一品牌選擇）

購買決策

（訊息搜尋

或多品牌選

擇） 

淺涉購買決定

複雜購買決策歷程 
learn-feel-do 
1 極度解題型消費者

品牌忠誠 
feel-learn-do 
1 極度解題型消費者

限度購買決策歷程 
do-learn-feel 
2 限度解題型消費者

內化例行反應 
do-feel-learn 
3 例行反應型消費者

 

以涉入度來看，深涉購買決定的消費者，不管是在購買決策或是習慣購買，

購買決策訊息搜尋多或是多品牌選擇，是屬於複雜的購買決策歷程，而習慣深涉

入的購買，是屬於品牌忠誠者，對該產品已經有相當的瞭解與認識，這兩種稱為

極度解題型消費者。 

而淺涉購買的消費者，若是購買決策選擇多，但因為其為淺涉處理，稱之為

限度解題型消費者；若是淺涉處理購買的消費者加上又是習慣性購買的話，則為

例行反應型消費者，此消費歷程已經是消費者內化的例行反應。 

三、小結 

本節討論涉入度與消費者的關係，涉入度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而產生不同

的消費者類型，而各類型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處理，也會有不同的訊息或資訊處

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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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實例探討 

一、相關研究 

根據民國 90 年，楊文壽「行動電話手機消費者之涉入程度及購買決策相關

因素之關聯性研究」，依涉入五構面：重要性/興趣、娛樂性、表徵、誤購的風險、

誤購的可能性，將受試消費者區分為三類，分別是低涉入、中涉入以及高涉入。 

其研究架構如下： 

 

 

購買動機變數 資訊來源變數產品屬性變數 

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消費實態變數

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

涉入程度變數 

 

 

 

 

 

 

 

 

 

 

 

 

 

 

圖 2-6 行動電話手機消費者之涉入程度及購買決策相關因素之關連性研究架構圖 

二、行動電話消費者購買決策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如下： 

（一）低涉入度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購買動機：主要是方便聯絡，其次是身份表徵。 

資訊來源：主要是親朋好友，其次是電視廣播。 

評估準則：重視附加功能、品質導向、操作便利。 

電信公司：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手機品牌：諾基亞居首，其次摩托羅拉，再為易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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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地點：一般通訊產品專賣店與連鎖通訊行。 

購買價格：5000~10000 元 

撥接頻率：3次以內佔多數。 

通話時間：30~60 秒。 

使用時間：半年~一年。 

換機頻率：一次佔多數。 

換機原因：機型老舊、功能不足。 

考慮因素：價格、功能、品牌。 

（二）中涉入度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購買動機：主要是方便聯絡其次為工作需要。 

資訊來源：主要是親朋好友，其次是電視廣播。 

評估準則：重視附加功能、品質導向、品牌特徵。 

電信公司：台灣大哥大、中華電信、遠傳電信。 

手機品牌：諾基亞居首，其次摩托羅拉，再為國際牌。 

購買地點：一般通訊產品專賣店與連鎖通訊門市。 

購買價格：5000~10000 元。 

撥接頻率：4~6 次佔多數。 

通話時間：1~3 分鐘 

使用時間：1~3 年 

換機頻率：二次佔多數。 

換機原因：機型老舊、品質不佳。 

考慮因素：功能、價格、品牌。 

（三）高涉入度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購買動機：主要是工作需要，其次是方便聯絡。 

資訊來源：主要是報章雜誌，其次是親朋好友。 

評估準則：重視企業形象、品牌特徵、操作便利。 

電信公司：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 

手機品牌：摩托羅拉居首，其次諾基亞，再次為阿爾卡特。 

購買地點：連鎖通訊門市與一般通訊產品專賣店。 

購買價格：5000~10000 元。 

撥接頻率：4~6 次佔多數。 

通話時間：1~3 分鐘。 

使用時間：1~3 年。 

換機頻率：一次佔多數。 

換機原因：機型老舊、品質不佳。 

考慮因素：價格、功能、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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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如前面文獻所述，消費者涉入程度對於購買決策之影響，可由上述研究結果

中看出，不同涉入度之消費者，其購買動機、資訊來源、以及評估準則，皆有所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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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我國公平交易法對比較廣告的規範 

一、我國公平交易法處分之要點： 

     比較廣告亦屬廣告之一種，公平會以往所受理及己處分之案例中，對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多以公平法第二十一條加以規範。惟依該條規定，似對

事業於廣告中，就其本身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提及之商品或服務，並非只侷限於

廣告主自身所供者，如果經其比較之結果，對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有不實之誤

導，甚而影響他事業之營銷或商譽時，則已成為一種攻擊性廣告，其所侵害者，

不僅消費大眾之權益，更損及競爭廠商之利益，亦有可能涉及公平法第二十二條

損害營業信譽、第二十四條顯失公平、第十九條第三款不當爭取交易相對人之問

題。 

 惟在何種情事下始有上開法條之適用？除檢視具體廣告內容是否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情事外，更應以是否符合各該法條之構成要件為判斷基準。違法比

較廣告觸犯公平法的條文包括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有時還有

第十九條第三款的適用，以下分別說明其構成要件： 

 第二十一條係規範不實廣告、不實的比較廣告，或稱比較廣告違法類型，具

有下列構成要件：一、廣告商品係由廣告主所提供；二、廣告內容係對商品本身

或其相關事項之描述；三、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比較廣告違反第二十四條的情形，係指比較廣告所提及其他事業商品或服務

之優劣，如有不實或欠缺比較依據者，因非就廣告主所販售之商品或是提供之服

務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以遂行自身商品或服務之行銷，已對競爭對手

造成顯失公平，因明顯侵害效能競爭本質，違反第二十四條。 

 第十九條第三款係規範事業不得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使競爭

者之交易相對人與自己交易之行為，且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構成要件；一、

競爭手段之不正當；二、目的在爭取競爭者之交易相對人；三、為已影響特定市

場之公平競爭。 

 另，公平會於一九九四年九月七日，第一五二次委員會議通過「比較廣告之

適法性之研析」，認為比較廣告無論對廣告主本身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無虛偽

不實或引人錯誤，若是對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無虛偽不實之表示，且廣告主

係以該比較廣告為散佈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則可能涉及第二十二

條之違反。其構成要件：一、為競爭目的，具體明白標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

稱，不論自身商品實或不實，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有無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二、不實內容非僅就產品優劣程度之比較，且比較之結果對他人營業信譽產

生貶損之結果。三、廣告內容會導致消費者嚴重不信任感以致有拒絕交易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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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案例研究之簡要表 

比較廣告被處分之整理(81-90) 

年度 法條 案由 

81 公 21-1  公 41-1 和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為不實汽車廣告 

83 公 21-1  公 24 艾思得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顯失公平行為 

83 公 21-1  公 24 久陞企業公司為不實廣告及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顯失公平行為 

83 公 21-1   慶泰建設及慶營建設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 

83 公 21-1  公 21-3  公 24 賓斯汽車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顯失公平行為 

83 公 20-1  公 24 卓閱公司為虛偽不實引人錯誤之表示及顯失公平行為 

83 公 10-1  公 24 百佳公司為虛偽不實引人錯誤之表示及顯失公平行為 

84 公 21-1  公 24 美亞培台灣分公司為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暨為顯失公平行為 

84 公 21-3 碩大通訊有限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 

84 公 24 飛漢公司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 

84 公 24 洋基通運公司因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 

84 公 21-1 中華電視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 

84 公 21-1 中國電視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 

85 公 24 集友科技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86 公 21-1 均威有限公司因刊登不實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 

86 公 24 台北市私立國家經濟升學文理短期補習班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86 公 21-1 將彬國際貿易有限公司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87 公 24 英普達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為顯失公平之比較廣告 

87 公 24 瑪凱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為顯失公平之比較廣告 

87 公 24 臺灣電訊網路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因為顯失公平之比較廣告 

87 公 21-1  公 24 蓮華菩提股份有限公司因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89 公 24 錦徽企業有限公司因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90 公 21-1  公 24 裕隆汽車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 

90 公 24 宏常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 

90 公 24 冠文公司之樂鍋廣告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

90 公 24 富郁國際行銷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90 公 21-1 

美商金吉列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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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比較廣告處分之案例分析 

（一）中華電信費率案3

本案被檢舉人中華電信公司於「打二分鐘送五分鐘」之促銷廣告中，除揭示該

公司適用該促銷方案之最優惠價格外，並以比較表格方式就競爭對手Ｔ業者、Ｓ

業者及Ｅ業者撥打大陸及美國地區之國際電話資費進行比較。在廣告中雖未具體

指明特定之被比較廠商或企業名稱，但從我國電信市場競爭廠商及其英文名稱觀

察，得以確定「Ｔ業者」係指台灣固網，「Ｓ業者」為新世紀資通，而「Ｅ業者」

則意指東森寬頻電信。被檢舉人所揭示「打大陸每分鐘 1.61 元，打美國每分鐘

0.79 元」之最優惠價格，係以該公司簽約客戶（每月承諾通話費一百萬元以上、

三年期）於減價時段撥打（並假設該通電話長七分鐘），按其可享最低折扣（五

二折）外加百分之五回饋金來換算。即使某用戶已為被處分人之最長期簽約客

戶，倘若該客戶任何一個月通話費未達一百萬元，或是未在減價時段撥打，或者

該通電話並非恰好七分鐘，則均無法享受系爭廣告所宣稱之低廉價格。亦即被檢

舉人之所強調之低廉價格，實係繫諸於多項在交易當時尚無以確定之條件限制。

至於其他類別客戶，被檢舉人亦自陳分別適用其個別折扣，如大客戶（每月通話

費一百萬元以上）可享六五折，而一般客戶則無折扣。然而此種客戶分類、差別

取價方式在系爭廣告中並未揭露，也非為一般大眾所周知，被檢舉人列舉其自身

商品（服務）之最優惠價格，卻未揭示此一最優惠價格之多重限制條件，以一般

大眾對該廣告施以普通注意力為準，就廣告整體印象及效果觀之，足致一般消費

者產生渠等即適用此一最優惠價格之誤認。況且該廣告亦明白表示「本專案市話

及行動電話用戶均適用」。此外，廣告中另以比較表格方式，臚列被檢舉人撥打

大陸 1.61 元起/分、撥打美國 0.79 元起/分；Ｔ業者撥打大陸 3.2 元起/分、撥

打美國 2.1 元起/分；Ｓ業者撥打大陸 3.9 元/分、撥打美國 2.7 元/分；Ｅ業者

撥打大陸 4.6 元/分、撥打美國 2.7 元/分。然所臚列其他三家競爭業者之服務價

格，則為廣告推出時期渠等三家業者之一般客戶所換算，系爭廣告之比較基礎未

盡客觀、公平。綜觀系爭廣告未以同一基準或條件為比較，亦未對消費者說明比

較之基準或條件，致一般消費者誤認被檢舉人之資費顯較其他競爭對手優惠而續

為使用（因多數消費者均為被檢舉人既有之有線電話用戶）或增加通話量，足認

被檢舉人於廣告中就系爭服務之價格、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3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處字第 091059 號，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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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國際通訊網路公司隨身碼案4

本爭案爭點有二，其一為被檢舉人之「0951 隨身碼」與檢舉人「099 隨身

碼」比較廣告之內容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其二為被檢舉人使用「隨身碼」是否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或二十四條規定。 

1.關於比較廣告中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部分： 

    本案檢舉人與被檢舉人雙方皆屬電信服務業，相關服務在電信法規分類以及

技術方法上雖有不同，但從電信使用者的角度上，二者之服務具有代換性及競爭

性，此亦係被檢舉人製作系爭比較廣告之本旨所在，故檢舉雙方屬於具有競爭關

係之事業。茲將系爭比較廣告逐點分析如次： 

（1）產品使用上： 

099 因轉換所在地點或通訊設備不同必須不斷執行設定轉接動作；0951 免轉

接、免設定一節，由於 099 隨身碼可用以雙方通話之用，故其發話或收話時，其

通訊設備原則上亦須具備此種功能，並須設定受話轉接計畫，而 0951 聲稱「隨

身機帶在手上，可確保 100%收到」，係僅就無線電叫人服務之接收訊息而言，本

就毋需設定轉接，否則即失去無線電叫人服務之便利性。二者之功能及所需程序

及設備並不相同，被檢舉人將之列為同一欄加以比較，顯係在不同基準或條件下

為比較，誤導消費者認知被檢舉人之服務較為優越。 

（2）通訊涵蓋面： 

099 只能轉接到行動電話、一般電話：0951 任何通訊工具，包括傳真機一節

099 之通訊涵蓋面，依檢舉人來函之說明，已囊括目前國人所使用之各種通信設

備，包括傳真機在內；然被檢舉人特別於 0951 涵蓋工具中列明「包括傳真機」，

又聲稱 099 只能轉接到行動電話、一般電話藉以反比出中華電信公司之 099 無轉

接傳真機等之功能，被檢舉人其表示顯有不實，且會造成消費者對於中華電信公

司所提供 099 服務只能轉接到行動電話、一般電話之錯誤印象。 

（3）適用系統門號： 

據檢舉人之說明，中華電信公司早於八十八年隨身碼開放前，即規劃與民營

行動電話業者網路互連通信，相關通信費用營收攤付方式及比例，亦經電信總局

核可並與民營業者協商確定，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八十九年一月二十八日即

發函委託檢舉人收取相關帳款，然被檢舉人於八十九年二月十四日之網頁內容

中，仍稱 099 服務僅適用中華電信門號，其表示顯有不實，且會造成消費者誤認

中華電信公司服務範圍甚為有限。 

（4）產品功能： 

中華電信公司之 099 服務並非限於「轉接功能」，至少尚有「記帳式發話」

等功能，且其「轉接」功能亦較被檢舉人之「轉通知」服務為廣，然被檢舉人就

此均未註明，卻以「099 僅提供轉接功能」表示中華電信公司提供之服務僅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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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被檢舉人對此之表示顯有不實，使人誤認中華電信公司 099 功能有限，

誤導消費者對中華電信公司 099 服務之認知。 

    綜上，被檢舉人於 0951「隨身碼」及 099「隨身碼」服務之比較廣告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2.由於「隨身碼」服務標章之申請，既尚未確定獲得註冊，其是否得以表彰其服

務來源--中華電信公司，即非無疑義，從而依現有事證尚難認定「隨身碼」為表

徵。且兩者業務性質亦有區別，故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尚不致對服務來源產生誤認

或混淆，故依現有事證尚難認定被檢舉人所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規定。

又其廣告中對「隨身碼」三字，係傾向功能性說明為多，而服務來源為何亦有清

楚之表示，故整體而言，被檢舉人系爭行為尚難謂有故意攀附他人商譽，造成不

公平競爭之情事，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三）屈臣氏保證最低價案5

廣告若以「保證」方式宣稱其商品價格最低，意即其同一商品之價格與其他競

爭同業相較為最低，具有比較廣告之性質，則必須確保其所提供之資訊真實、完

整且無誤導，始符合公平交易法的規範。系爭廣告以「最低價保證」、「保證日

用品最便宜」、「發現更便宜，退你二倍差價」為訴求。本案經調查顯示，被檢

舉人在發現特定商品的市面售價較低時，消費者自其廣告表示之訴求，將合理期

待被檢舉人之門市會調降其價格，以符合保證最低價之表示，然事證顯示被檢舉

人不一定採取調降之措施；即使調降，亦非以被檢舉人自己設定的退差價限制「同

一縣市」為調降區域，而是任意以另行自訂之「競爭區域」為調降之範圍；換言

之，非在被檢舉人自訂範圍外之門市，其價格即可能高於市面上其他事業提供之

價格，顯與「最低價保證」之表示不符，且上開虛偽不實之表示足以影響交易相

對人為合理判斷，並作成交易決定，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

定。此外，被檢舉人另於九十一年一月四日起陸續於報紙、公車車體刊登「我敢

發誓，屈臣氏日用品，最便宜-----」廣告，同時也於廣播、電視播送廣告，而

其主要內容均為「保證屈臣氏日用品最便宜」、「一千種商品無限期降價」、「發

現更便宜，退你二倍差價」及「最低價保證」等。而有關廣告揭示系爭活動「退

你二倍差價」係有條件及限制之資訊，除平面廣告（含報紙及DM海報）在一月二

十六日之後有揭示條件及限制之內容全文，尚得謂無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其餘

時間在各項媒體之廣告（含平面、公車車體、廣播及電視）不是未曾表示其限制

條件，即是僅加註「詳情請見屈臣氏門市」、「相關條件與限制詳見各門市」及

「相關條件與限制詳見各門市、顧客服務專線：0800-051148」等說明。且係於

公平交易委員會受理檢舉進行調查後，被檢舉人事後始於其相關廣告上為完整揭

露條件及限制全文，或加註「相關條件與限制詳見各門市」等語句。按一般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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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自系爭廣告「保證最便宜」所得印象，是被檢舉人所販售之日用品低於其

他競爭同業，倘發現更便宜者，願退二倍差價予消費者，是以消費者只要向被檢

舉人購買系爭日用品，日後發現尚有其他行號或事業就同一天之同一商品確實低

於被檢舉人者，即符合被檢舉人系爭廣告「發現更便宜，退你二倍差價」之條件。

然事實上，被檢舉人針對消費者發現更便宜者，請求退二倍差價時，卻又訂定相

關條件及限制，例如限制退二倍差價之商品僅限同一縣市，而被檢舉人不論其事

業經營或廣告訴求，均遍及各地，並無地域之限制；另必須來自連鎖商店，而連

鎖商店被檢舉人自訂為在台灣有三家店或以上之零售商店，然一般提供日用品之

事業，顯然不限於所謂「連鎖店」。上述條件或限制均非交易相對人見諸廣告所

能合理預期，若未揭露或未充分揭露，逕以「發現更便宜，退你二倍差價」為訴

求，即難謂其表示為真實、完整、無誤導，實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之規定。 

（四）花仙子「去味大師」案6

花仙子企業公司（檢舉人）檢舉富郁公司於「獨家報導」周刊中將檢舉人產

品「三效去味大師」芳香劑以馬賽克方式處理，標示於該廣告頁面右下角，而廣

告內容則載有「兇器：某牌芳香劑，附註：一般市售芳香劑可能含有二甲苯、甲

醇等有毒物質，長期大量使用將導致死亡！」等文字，認系爭廣告具有暗喻或明

示檢舉人公司產品不佳，突顯自身產品的優越情事。 

1.本案三則廣告雖各則分頁刊登，惟內容皆以金魚之生存狀態為敘述主體，右下

角置有市售芳香劑之照片，右側並以自上而下之文字敘述，說明使用芳香劑之結

果，左側並載有黑底白字之金魚檔案，佐以「姓名」、「死亡（倖存）原因」及「附

註」等說明。廣告手法一致，而且皆以連續單頁之登載方式刊登，足認系爭廣告

係就市售芳香劑所為之比較廣告。又系爭廣告雖未明確揭示廣告主之事業名稱，

惟最後一則廣告，其促銷產品為「無所味快速去味噴霧液」，經查該產品係由富

郁行銷股份有限公司（即被檢舉人）所代理經銷，而系爭三則廣告亦由其委託製

刊，故本案廣告主為被檢舉人。公平交易委員會依其頒佈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

交易法一覽表」，認為由於系爭廣告僅列出被比較產品之瓶裝，並未明白指出具

有競爭關係之廠牌或企業名稱，故尚未符合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及第二十

二條之要件。

2.廣告之右下角皆置有被比較產品，廣告中央為金魚於溶液中之存活狀態，並附

以金魚檔案實錄說明被比較產品之優劣，另第一則及第二則廣告上皆載有「市售

芳香劑含有劇烈毒素」及「一般市售芳香劑可能含有二甲苯、甲醇等有毒物質」

等負面敘述之文字，而第三則廣告則刊載「你還在使用含有甲醇的芳香劑

嗎？﹒﹒﹒『無所味』快速去味噴霧液﹒﹒﹒不含致命的甲醇﹒﹒﹒」。系爭前二

                                                 
6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公處字第 157 號，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

民國 90 年 10 月 31 日第 10 卷第 10 期第 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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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廣告雖未明白指出被比較廠牌或事業名稱，僅稱「某牌芳香劑」，惟第一則廣

告右下角之瓶裝色系排列，瓶蓋標有綠色斜標，瓶身上方為粉紅色標籤，下方約

一公分處有一藍色倒三角形標誌，倒三角形左側為一黃色橢圓圖形，其下方緊連

一藍底黃字之字樣，下方接連一淺藍色色帶，瓶身最下方為一黃色色圈併同一小

黑色條。經比對市售瓶裝芳香劑，有檢舉人之「三效去味大師水性噴霧」產品瓶

身形狀、瓶蓋設計及瓶身設色排列等皆與系爭第一則廣告相同。從第一則廣告尚

可清晰辨識被比較產品之流線瓶身及紅藍主色之設色排列，通體觀察，仍可辨識

其為檢舉人之「三效去味大師水性噴霧」。      

3.系爭第一則廣告載有「想不到市售芳香劑含有劇烈毒素，如果有人早點提醒

我，我就不致於落到這種下場」，另左下角皆有黑底白字之「死亡實錄檔案」及

「兇器：某牌芳香劑」、「附註：一般市售芳香劑可能含有二甲苯、甲醇等有毒物

質，長期大量使用將導致死亡」等語，被檢舉人雖辯稱廣告所述係依據論文研究、

媒體報導及環保署出版之資料，目的在教育消費者市售芳香劑含有二甲苯、甲醇

之毒素，為公益性廣告云云，然查系爭每則廣告右下方皆置有單一品牌芳香劑之

瓶裝，足令一般消費者以一對一關係之聯想，「某牌芳香劑」即為右下角之產品。

另有關被檢舉人引述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出版之「危害化學物質中文資料庫」、

黃建財先生所撰國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論文「市售環境衛生器材，空

氣芳香劑之研究」之甲醇測定結果顯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所出版消費

者報導第二○六期及民生報報導等資料以為系爭廣告製作依據乙，經查行政院環

境保護署所出版之「危害化學物質中文資料庫」，內容係說明各有毒物質之特性

及意外處理方式，無涉市售芳香劑之成分及含量。次查消費報導內容，市售芳香

劑分為「液體空氣芳香劑」及「固體凝態型空氣芳香劑」及「噴霧式芳香劑」，

該報導所採樣樣品包括「液體空氣芳香劑」及「固體凝態型空氣芳香劑」，檢舉

人「三效去味大師水性噴霧」產品並不在該調查之列。而碩士論文及媒體報導所

載係有關液態芳香劑之調查，且未指明檢舉人產品含有甲醇。被檢舉人亦坦承並

未就檢舉人產品委託檢驗。復查檢舉人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 90300000989

號試驗報告，並未檢出含有二甲苯及甲醇。故被檢舉人既未委託客觀公正檢驗單

位檢測被比較之產品，且無具體事證證明檢舉人系爭被比較產品含有甲醇或二甲

苯，即以比較廣告方式就檢舉人產品為負面之敘述，以達到貶抑競爭對手，凸顯

自身產品優越之目的，爭取交易機會，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業倫理，故被檢舉人

所為違反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至被檢舉人辯稱系爭廣告係經實際

之實驗結果真實記載，實驗過程拍成新聞影帶，惟查該錄影帶之內容，為被檢舉

人產品發表會之採訪報導，時間約一分鐘，實驗過程為桌上置清水三杯，另桌上

雖置有檢舉人產品，惟並未實際操作，僅實驗人持妙管家之產品噴幾次後，下一

畫面即為活魚與死魚之對照，佐以口白者稱市售芳香劑噴幾下後金魚死亡之結果

，對照該畫面與系爭廣告，並不相同，被檢舉人所述實驗過程並不完整，且非客

觀公正之鑑定機構所為，故難謂系爭廣告製作有據，被檢舉人之行為已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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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桂格奶粉最多媽媽選擇的兒童營養補充品案7

    有關檢舉人稱「桂格幼兒多力於廣告中宣稱其為『最多』媽媽選擇的營養補

充品，廣告中卻完全沒有提出佐證根據，亦沒有說明時間範圍，似有欺騙或誤導

消費者之嫌」。被檢舉人係模範市場研究顧問公司（下簡稱模範公司）之長期客

戶，而依模範公司之基本資料，其所營事業為「一般經濟市場及行業徵信資料之

蒐集、分析、研究編譯及提供、國內外商情資訊提供及分析顧問業務、市場研究

分析顧問業務」，模範公司為專事經營市場調查之公司，應無疑義。系爭廣告結

語一詞係引述自模範公司經常性之調查報告。該調查報告持續性每季調查幼兒營

養補充品之家戶各項指數，包括市場規模、通路發展及主要品牌表現等，非特為

系爭廣告所撰寫。該報告定義「幼兒營養補充品」範圍含幼兒多力（桂格）、兒

童速體健（美強生）、小安素兒童復健及健兒小安素（亞培）、端強兒童身得壯（端

強）、兒童補體素（荷蘭營養女神）、奶蛋白（三多）、成長素（倍能）、濃縮營養

（溫補壯）、高單位營養品（艾昱好）、均衡健體素（恩怡富）、優等瑞兒（荷寶）、

愛力壯及賜保健等品牌及產品，故被檢舉人製播廣告並非無據。 

系爭廣告播放帶內容，片長二十五秒，主要係為贈品贈獎活動，主題為「強

壯基金百萬送」，活動日期至九十年二月二十八日止。畫面以幼兒為主，輔以口

白「我最強壯」，中場出現幼兒多力產品，結語時以聲音及影像方式於螢幕上打

出「桂格幼兒多力最多媽媽選擇的兒童營養補充品」字樣。復查被檢舉人檢送模

範公司所作之「幼兒營養補給品類家戶指數報告」，系爭產品自一九九九年第二

季至二○○○年第三季之市場占有率分別為 54.9%、51.9%、39.9%、34.1%、41.8%

及 36.9%，排名皆為該類產品之第一；末查系爭廣告託播時間為八十九年十一月

至十二月底，被檢舉人以前開市調報告截至八十九年九月底之調查為據，製作系

爭廣告，並於十一月起開始託播系爭廣告，廣告中宣稱「最多」媽媽選擇之兒童

營養補充品，與前揭市調資料所載之占有率排名相符，故尚難謂被檢舉人有虛偽

不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至被檢舉人廣告中擴大使用市調報告之範圍及於兒童乙

節，查系爭廣告播放帶內容主角全為學齡前幼兒，且系爭商品名為「幼兒多力」，

整體印象為幼兒補充品之市場訴求，該節尚難謂被檢舉人引述無據致有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故公平交易委員會作成不處分之決議。 

對本案之決定，前任委員何之邁教授提不同意見如下：「緣公平會曾於八十七年七月一日第

三四七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報業間有關報紙閱讀率調查數據之公布

及發行量排名行為行業警示原則』，賡續於第三六五次委員會議檢討本會對電視收視率調

查結果發布之規範事項。二次委員會決議意旨無非要求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於發布或宣稱

其為第一時，應將背景資料如調查時間、調查方法、調查區域、調查對象、總樣本數、抽

樣方法、成功樣本數、抽樣誤差值等一併提出，否則將有可能違反公平交易法。揆其用意

乃因事業以排序宣稱其優越性，具比較廣告性質，既為比較廣告有必要將其完整資訊充分

                                                 
7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民國 90 年 4 月 26 日第 494 次委員會議決議不處分案，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報民國 90 年 6 月 30 日第 10 卷第 6期第 1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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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露，俾免滋生誤導交易相對人之後果。準此，本案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內容宣

稱『桂格幼兒多力最多媽媽選擇的兒童營養補充品』之同時，並無提出任何佐證根據，亦

無任何時間、空間範圍之說明，其可能誤導消費大眾之結果寧輕於前述報業及電視排名之

公布乎？其中違法判斷倚重倚輕，缺乏一致性，甚為灼然，是謂尚難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之情事，恕難茍同，爰提不同意見書。」
8 

管見以為在桂格奶粉一案中，雖被檢舉人所引用的資料沒有不實，而不合致

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的要件，但應已合致同法第二十四條的要件。蓋公平會在八十

七年七月一日第三四七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公平交易委員會處理報業間有關報

紙閱讀率調查數據之公布及發行量排名行為行業警示原則」，賡續於第三六五次

委員會議檢討本會對電視收視率調查結果發布之規範事項，要求業者要引據背景

資料如調查時間、調查方法、調查區域、調查對象、總樣本數、抽樣方法、成功

樣本數、抽樣誤差值等一併提出，目的不外乎要求業者需立於公平、平等之地位

相競爭，今桂格公司未依此規範標準為之，相對於其他相競爭業者言，已形成顯

失公平競爭之地位，並使消費者無從進一步獲取相關而明確的資訊來源，而失去

一般允許比較廣告乃在於免費提供消費者正確的相關商品資訊的主要目的，故與

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的是否不實或引人誤認無涉，故應已違反同法第二十四條的規

定。 

四、原產地標示與比較廣告的關係 

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原產地標示亦作成相關考量因素，例如民國八十五

年七月十日第二四七次委員會議通過的「商品附加地名之標示方式與公平交易法

第二十一條適用關係之考量因素」；「公平交易委員會針對『酒類標示不實』處分

案例之違法類型表」，其中（87）公處字第一四九號處分及第一 O八號處分即係

針對法國葡萄酒等級標示不實所作成的處分。其與歐盟 1997 年有關＜比較廣告

＞指令的第六款「原產地標示」的說明，同樣係對法國特有的葡萄酒與香水工業

所作的保護規範，實有異曲同工之妙。因此，如有違反上述「考量因素」、「違法

類型表」，自應逕適用之，而不再適用比較廣告的一欄表或處理原則。 

    又我國貿易法第十七條規定：「出進口人不得有左列之行為：一、-----二、

未依規定標示來源識別、產地或標示不實。三、----四、----五、----六、----

七、-------。」違反上述規定時，依同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經濟

部國際貿易局得予以警告或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一

個月以上一年以下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 

    基於主管機關不同、立法目的不同及違法時其行政罰得以併罰的原則，兩主

管機管得逕自依自己管轄事項作成處分。  

 

                                                 
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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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廣告與商標使用的關係 

     商標專用權的侵害包括未經商標專用權人的同意而使用他人的商標。惟何

謂「商標的使用」？何種情形下才屬商標的使用？除「權利耗盡原則」（第一次

使用）外，是否可以必要性、合理性無由加以抗辯？尤其在比較廣告中出現競爭

者的商標，是否屬商標的使用？在學說上不無爭議。惟是否構成商標專用權的侵

害係依據商標法的規定來認定，是由普通法院管轄，公平交易委員會並無管轄

權，但是否能以「未經同意而使用他人商標」係屬一種「攀附他人聲譽」的顯失

公平行為，而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恐怕就有不同意見。從歐盟

Toshiba 一案中，歐洲初審法院認為被告使用他人商標有其必要性係無法避免的

行為，而認定被告並未侵害原告 Toshiba 公司的權利，其似隱喻在非必要的情形

下仍可能構成商標專用權的侵害，因此在比較廣告中使用到他人商標時，仍要檢

視其合理性及必要性。例如單純隱喻自己商品與他人商品一樣係高等級的比較廣

告，但卻未作進一步相關資訊的比較，並未提供消費者有利之資訊，對市場的競

爭並無助益，被比較的廠商實在沒有義務容忍他人使用自己的商標，此種情形似

應不排除有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顯失公平適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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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廣告商與廣告主處理比較廣告之程序 

第一節、廣告企劃與執行之流程 

善加運用廣告，不但可以建立產品之長期形象，亦可刺激快速銷售。在消費

品市場中，廣告相較於其他推廣工具尤為重要。Kotler, Leong, Ang, and Tan

曾提出，廣告管理的主要決策包括 5M，如下表所示。首先，企業（廣告主）必

須根據先前的目標市場、市場定位、行銷組合等策略，設定廣告目標。其次，著

手建立產品之廣告預算。再來，發展廣告之訊息策略。然後，在預算的限制下，

選擇刊載廣告訊息的廣告媒體。最終，評估廣告效果，作好廣告控制。 

表 3-1 廣告管理主要決策 

廣告決策 內容 

目標設定(Mission) 溝通或銷售目標，包括告知、說服、

提醒等。 

預算決策(Money) 包括量入為出法、銷售百分比法、競

爭對等法、目標任務法等。 

訊息決策(Message) (1)訊息產生。 

(2)訊息評估與選擇。 

(3)訊息之表現方式。 

媒體決策(Media) (1)決定觸及、頻率及影響。 

(2)選擇媒體類型。 

(3)選擇特定媒體工具。 

(4)決定媒體時機。 

(5)決定地區媒體分配。 

廣告評估(Measurement) 溝通效果研究及銷售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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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tz 認為一個良好的廣告策略，應包括三個基本因素：第一、為消費者

著想，提供消費者所需的利益，或能解決消費者的問題。第二、提供利益與品牌

的配合，產品品牌名稱必須和所提供的利益，或問題解決方案相聯結。第三、提

供利益之可傳達性，必須可以透過媒體，傳達給消費者。 

Laskey, Allen, and Day 則認為廣告係希望能改善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態度

及行為，並提升產品本身的知名度。廣告表現之方式可分為兩種，即宣告型與轉

換型。宣告型方式係以產品為主，真實的提供攸關產品之資訊，以理性、邏輯的

方式表現。例如，本研究的主題－比較性廣告、亦或其他獨特銷售主張廣告、佔

得先機廣告、誇大廣告、屬類主張廣告等。而轉換型方式則是以消費者為主，聯

結消費者之使用產品經驗及其獨特之心理特性。例如，使用者形象廣告、品牌形

象廣告、使用情境廣告、屬類轉換廣告等。 

魏啟林曾指出廣告可依標的分成三類，即先驅性廣告、競爭性廣告、提醒性

廣告等。先驅性廣告屬介紹性質，目的為提供產品或企業資訊，使消費者滋生產

品意識，刺激消費者的初期需求。競爭性廣告亦稱為比較性廣告或防衛性廣告，

目的為糾正其他競爭者之說詞，或刺激、改變消費者之態度及感情，使之對本身

品牌有正面偏好，進而刺激選擇性需求。提醒性廣告又稱為增強性廣告，目的在

刺激消者之購買動機，採取購買行動。 

Rapp and Collins 則認為廣告內容及目的可分為八種類型，或是這八種類

型的混合體，包括形象、知名度、新聞式、促銷、資訊與說服式、詢問式、資料

庫式、直接訂購式等類型的廣告。其中，形象、知名度、新聞式等廣告均藉由產

品的利益點。 

Kolter 指出，廣告訊息(主題、訴求)之目的在於表現產品的特色。行銷人

員必須以一種有效的形態、聲調、詞句、格式，將廣告訊息傳達給消費者。在形

態方面，包括生活片段、生活型態、新奇幻想、氣氛與形象、音樂、個性象徵、

技術專家、科學證據、推荐證據等。在詞句方面，重點為廣告標題，形式包括新

聞式、問題式、敘述式、命令式、數字式、原因式等。在格式方面，則包括廣告

尺寸、色彩、圖示等。 

周文賢與高滋芬曾提出廣告表現方式可分為四種，即理性、感性、道德性、

混合式等，如下表所示。表現方式須根據訊息策略而來，方能表現出產品之優點，

或感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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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廣告表現方式 

類型 廣告表現方式 
理性 生活片斷、消費者證言、專家演說、新聞式、示範

式、問題解決式、產品比較、事實陳述等。 
感性 幽默式、卡通動畫、名人推薦、音樂式、比喻式、

象徵聯想式、懸疑式、性暗示、故事性、生活型態、

人格特質、恐嚇式等。 
道德性 常見於公益廣告。 
混合式 理性與感性兼俱。 

周文賢與高滋芬對於廣告策略之規劃，也曾提出一概念性架構，如下圖所

示。此一架構將市場分析與廣告策略整合在一起，其中，在市場分析方面，競爭

分析、目標市場分析、產品分析、定位分析等，皆大致分別於目標界定、市場定

位、產品屬性策略等之中得到結果。 

市場定位

市場分析

●競爭分析
●目標市場分析
●產品分析

廣告策略

廣告目標

目標視聽眾

●宣告型
●轉換型

廣告訊息

●理性
●感性
●道德性
●混合性

表現方式 媒體策略

 

圖 3-1 廣告策略規劃概念性架構 

而茲舉一實際電視廣告製作之流程如下，以助於了解廣告製作內涵： 

電視廣告的製作分工很細，一般來說，廣告公司(Agency)只負責構思，製作

公司 (Production House)負責拍攝，後期製作公司(Post Production House)

則負責後期剪接、配樂、配音、電腦特技、動畫等工作。電視廣告製作的程序也

很繁複，大致可以分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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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思(Concept Development) 

這是廣告公司創作人的主要工作。一般而言，在接獲客戶服務部的

新工作簡報(Briefing)後，創作總監(Creative Director)會指派一對文

案(Copywriter)與美術指導(Art Director)共同負責構思，並給予適當的

創作指引。通常只有五至十天的工作時限讓創作人去構思點子。創作隊構

思完畢，便要在期限前預早與創作總監商討(Review)。創作總監會憑經驗

給予指導、修改，可行的點子就會與客戶服務部進行內部商討(Internal 

Review)，若發現有任何問題，就會再修改或者重新構思。不過，見客戶

的時間通常都會保持不變，因此構思的時間往往變得只有一兩天，甚至一

晚。 

（二）賣橋9 (Presentation) 

從前創作人是三步不出閨門的，賣橋是客戶服務部的工作。時至今

日，創作人大都逢會必到。因為，創作人演繹自己的作品，大都比較得心

應手。加上客戶對創作人一般都較為尊重，所以成功機會會相對地高。賣

橋是一樣不易為的工作。首先，要作好舖排(Preemption)，把構思變得更

有策略(Strategy)，更明白客戶的需要。每人的賣橋方式都不同，有的會

像演戲般演繹，有的會用大量圖畫或視像參考材料，甚至會把構思剪輯或

拍攝成廣告片，讓客戶更易明白。 

（三）報價(Quotation) 

賣橋成功並不代表真的成功，要視乎構思的點子會否超出預算。很多

時候由於預算的製作費太過昂貴，會令廣告胎死腹中。製作預算會包括三

大部分：拍攝費、後期製作費及廣告公司費用。 

（四）送檢(Censorship) 

從前檢查是電視廣播管理局的工作，今天卻交由電視台自行審查。若

電視廣告播放後，收到任何投訴，電視台將會被檢控，甚至停牌。所以，

電視台對審查廣告 都很苛刻。近年電視廣告常收到投訴，令審查變得更

嚴格，甚至矯枉過正。 

（五）製作會議(Pre-production Meeting) 

廣告製作前會有數次製作會議。先是創作人與導演交流意見，然後導

演會就廣告片的處理手法(Shooting Script)、選角(Casting)、服飾

(Styling)、道具(Props)、拍攝地點(Location)、燈光(Lighting)、配樂

(Music)等與創作人傾談。待與客戶開過製作會議後，廣告片才會正式開

拍。 

（六）拍攝(Shooting) 

拍攝可分為廠景(Studio)及外景(Location)。一隊製作隊伍，除導演

(Director)外，還包括攝影師(Cameraman)、攝影助理(Cameraman 

Assistant)、燈光、道具、服裝、髮型、製作統籌(Producer)、製作助理

(Production Assistant)等。遇有海外拍攝(Oversea Shooting)，由於經

                                                 
9 「賣橋」為廣告業之專業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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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所限，一般只有導演、攝影師、攝影助理出外，其餘人手則在當地聘請

製作公司協助。 

（七）後期製作(Post Production) 

現在的廣告很倚賴後期製作，所以這絕對是不可忽視的一環。廣告

片拍攝完畢先會送往沖片(Film Processing)，然後送到後期製作公司進

行初步校色(One Nite)。剪片師(Editor)會按導演的意思先剪出毛片

(Rough Cut)，待創作人滿意後再加上音樂樣本(Music Reference)及配音

樣本(Guide Track)給客戶批閱(Double Head)。上述的製作程序又被稱為

Off-line Editing，完成後再進行 On-line Editing。首先把菲林進行真

正校色(Telecine, TC)，確定廣告片的整體色調，例如黑白、偏藍、偏綠、

偏黃等等。然後會進行電腦加工(Video Transfer, VT)，例如把不需要的

東西刪除、加上字幕、電腦特技等。與此同時，配樂師(Composer)會就導

演的音樂樣本創作配樂。創作人亦要選擇合適的旁白員(Voice Over 

Talent)錄音及加上音響效果。最後再就配樂、旁白及音效進行混音

(Mixing)。經客戶最後批閱後，一支廣告片正式完工。不過，廣告片仍須

得到電視台的最後審批，才可真正在電視螢光幕與觀眾見面。 

電視廣告播放只是幾十秒的事，但當中所涉及的程序卻多得很，所以，一般

廣告 都要花上個多月，甚至接近一年的時間才可以正式播出。 

此外，而業界聯廣則對於廣告策略之規劃，也曾提出一實際運作架構，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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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廣告策略規劃業界實際運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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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整合行銷 

整合行銷傳播自Don E. Schultz發表相關著作至今，學術界中各種不同觀點

相繼而出。然而，在整合行銷相關論點如雨後春筍般地充斥中，究竟哪家學派的

觀點最契合整合行銷傳播的核心運作方式，並能接受時代潮流的衝擊？在經過多

年洗禮後，整合行銷傳播是否能在抽象的概念中，找出一個最適宜的衡量指標，

以驗證確實較傳統行銷手法之績效為佳？整合行銷是否可能存在一個較為完整

的企劃模式及流程，以作為企劃人員在規劃產品行銷時的一個依據？綜觀言之，

國內外不論在學術界或實務界，對整合行銷傳播的重視均與日俱增。 

發展至今，整合行銷傳播在學術界中的討論觀點雖百家齊鳴，然而實務界對

整合行銷傳播的實作卻仍尚未全面普及。根據Sales and Marketing Management

的調查顯示，在美國受訪的179家企業中，僅有53.6%的企業施行整合行銷傳播；

而在執行整合行銷傳播的過程中，絕大多數的企業（74.9%）會應用資料庫，但

是其應用的大多是相當基層的，如顧客的名單資料庫的使用，只有30%的企業會

從消費者的購買習慣來發展區隔和深入的消費者類型的分析（蔡美瑛和陳蕙芬，

1998）。 

而國內根據2000年的資料顯示，台灣只有56%企業主將重心放在推行整合行

銷傳播的概念上，另外，雖然台灣的企業主有81%知道此概念，卻只有不到六成

的企業主實際執行或正在做整合行銷傳播（許安琪，2001）。由此可見，企業在

施行整合行銷傳播上仍有阻力，如企業的管理階層間對整合行銷傳播的觀念不

一，各部門本位主義的阻礙等，導致不但未達『整合』的效益，還造成成本超支

的反作用。 

茲舉此兩個整合行銷之實例如下：10  

身處國內家電業高達80 多個激烈競爭品牌中，聲寶家電決定捨棄傳統價格

戰之惡性競爭，運用整合行銷傳播的理念，更新企業識別系統，作為統籌品牌管

理的主軸，同時進行必要的企業分割和流程改善，將旗下各關係企業之資源整

合，以對巿場及顧客做出迅速反應，結果不但巿場營收增加，同時因創新的「24 

小時顧客服務中心」之售後服務糸統運作良好，而使得顧客滿意度及忠誠度提昇。 

而櫻花企業集團在近幾年隨著國內營建業的景氣蕭條浮沈後，決定以日本科

技技術介入傳統的衛浴工業，將旗下台灣櫻花及櫻花建設兩大上巿公司之資源有

效整合分配，不但強調以「顧客為導向」，更建立「櫻花整體浴室」的整合行銷

                                                 
10  1997 年 9 月，聯廣公司舉辦「整合行銷傳播的台灣精品經驗研討會」，會中特別介紹國家

精品獎得主客戶－聲寶家電及台灣櫻花如何成功運用整合行銷傳播策略，達成品牌管理、商品開

發和巿場定位目標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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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模式，整合物流控制與顧客需求管理系統，以追求整體效益，使得櫻花不但

贏得磐石獎、台灣精品獎，更獲得巿場成長率高達10倍以上，成功地發揮整合行

銷傳播策略的運用。 

上述二個案例，雖然個案的形式不同，但其共通點都是結合各種不同的公司

資源，並以顧客需求為導向，修正產品或服務的內容，甚至是企業形象，利用不

同的行銷傳播通路，與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進行溝通。例如聲寶運用以24 小時

顧客服務系統的直效回應（Direct Response）的方式，直接獲得民眾對於產品

使用的反應；而台灣櫻花則以整合衛浴概念，在不同的通路行銷（Channel 

Marketing）方式中與消費者溝通，並試圖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建立長期的品牌形

象，甚至促使資訊接受者能有實際購買行為，達到行銷最終目標。 

但是，凡是運用兩個以上的溝通方式就該有整合的動作。以IBM 為例，在未

經整合行銷方式前，公司的個別銷售人員及巿場行銷是同屬於行銷部門的兩大單

位，他們面對一樣的顧客群或經銷商，但卻因其職責及目的不同而在與顧客或經

銷商進行溝通時，發生了收到不同DM 的訊息，造成顧客或經銷商對公司的訊息

混淆。由此可知，傳統的行銷方式雖然各有功能，卻可能因為沒有事先規劃及整

合，而終至無功而返，甚至損及企業形象！整合行銷傳播策略之重要性，可見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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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產品生命週期 

Murphy 指出，隨著產品生命週期之各個階段，應擬定不同的產品策略，而

我們也可搭配廣告策略整理如下表所示。表中，係以產品策略為主，並搭配適當

的訂價、通路、推廣等行銷策略及廣告策略。根據此表，可以具體指出每個階段

的主要挑戰和提供幾種主要的策略。 

表 3-3 產品生命週期之產品與廣告策略 

產品生命週期 產品策略 廣告策略 

產品開發階段 如何結合消費者，開發新產品。分為

集結新創意、篩選適當創意、測試創

意、商業分析、製作實體模型、測試

市場等六個階段。 

尚未需要。 

導入市場階段 在確定目標市場之前提下，大量行

銷、使用促銷策略。 

搭配大量廣告，目的

在於使新產品更容易

推廣。一開始較重視

形象廣告，在導入期

多以拉攏「新知」的

廣告為主 

成長階段 取得市場占有率，分為兩種方法，即

從競爭者手中搶走顧客或開發的新顧

客群。產品策略包括建立產品忠誠

度、打價格戰、全方位產品線、產品

線及品牌延伸、重新定位…等策略。

成長期新知舊雨並

重。 

成熟階段 分為防守型及攻擊型策略。防守型策

略是降低成本和改善目前產品缺點，

維持市場占有率。攻擊型策略是為老

產品開發新市場，即調整原有產品之

包裝、促銷…等策略。 

成熟期之後以舊雨為

主。而成熟期後鎖定

（lock in）效果強，

顧客的轉換也較為困

難。 

衰退階段 削減產品線，分為三種，即維持原有

行銷計劃、撤掉所有行銷計劃、集中

火力於市場潛力最強的目標市場等，

直到產品停產為止。 

減少廣告預算。 

 

 



 47

 

茲以電信業為例，說明以上廣告策略於實務上的應用： 

表 3-4 廣告策略於電信業上之應用 

產品生命週期 廣告策略 

產品開發階段 尚未需要。 

導入市場階段 大 量 知 曉 性 的 形 象 廣 告

(image)，以拉攏「新知」的廣告

為主 

成長階段 形象廣告與強調其費率為主的廣

告兩者並重。 

成熟階段 比較廣告運用的很多。雖然台灣

電信剛開放，但在短短四五年內

已進入成熟期（普及率達 80%以

上）的價格戰，故廠商會挑出某

些消費者在意的部分來進行比較

廣告。而比較廣告是針對游離分

子及價格敏感者。 

衰退階段 減少廣告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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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廣告與行銷組合之應用 

在競爭激烈的工商社會中，環境的多變及資訊的充斥，使企業同時面臨大

量的營運風險及獲利機會。是否能從環境分析中掌握到攸關資訊，進而研擬適當

之策略，是決定企業優勝劣敗之關鍵。尤其是在行銷管理、行銷組合方面，消費

者的人口結構及生活型態之蛻變，產品日新月異，品牌忠誠度日漸衰退、價格競

爭愈演愈烈…等，皆使得企業（廣告主與廣告商）陷入難以刺激需求之困境。企

業必須能夠找出目標市場之需要與欲求，並且有能力較競爭者有效率、有效果地

遞送顧客所滿意的產品。 

而公平法主要的功能不再於賦予政府一個積極的干預權，來控制企業（廣

告主與廣告商）的經營活動。而是在維持市場機能的前提下，建立一套公平合理

的遊戲規則。 

由於公平法所涵蓋的領域相當廣泛，尤其對於企業的行銷秩序與活動更有

相當明確的規範。因此，企業（廣告主與廣告商）必須充分了解公平法的真正內

涵，並以「法律經營」的想法，融入各項的活動。 

雖然過去企業就原本已有法律經營的觀念，但未有一部法律能像公平法一

樣，如此直接而廣泛地影響到企業的行銷上面，這其中更包括行銷方針、行銷策

略以及行銷組合計畫的訂定。因此廣告主與廣告商了解公平法也成為企業經營必

須加速進行的當務之急。以下僅就公平法實施對於企業行銷可能產生之影響作一

列舉。 

（一） 市場範圍之法制化 

（二） 通路秩序維持更加不易 

（三） 推廣活動植基誠信真實 

另外，行銷所強調的是整體戰，政策面的 STP 策略與執行面的 4P 策略間之

關係是互相支援且息息相關的。行銷之政策面包括市場區隔、目標市場界定、產

品定位等；執行面則是在擬定行銷政策之後，將之落實於現實環境中，包括產品、

定價、通路、推廣等戰略。至於行銷運作是否成功，則須看消費者是否會投下信

任票而定。因此，在擬定行銷策略之前，必須先進行市場調查，即現有市場結構

分析及潛在市場預測分析，取得市場資訊，形成決策之依據。 

而廣告主與廣告商則應了解公平法相關的規範，此不僅可消極地避免觸

法，更可積極地開創行銷機會，並爭取到更有利的利基市場。以下僅綜合前述公

平交易法的主要內容，針對企業行銷策略有關之行銷目標、目標市場以及包括產

品、價格、通路與推廣等策略之行銷組合，簡要分析未來企業在規劃及推動行銷

活動時，所應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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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企業規劃行銷活動應注意事項 

行銷組合  行銷目標 目標市場 

產品策略 價格策略 通路策略 推廣策略

內
涵 

經過市場調

查、根據市

場資訊之獲

得加以訂

定。 

檢視區隔規

模與成長

率、區隔之

結構吸引

力、企業之

目標與資源

等，以決定

目標市場。 

包括產品組

合策略、產

品線策略、

品牌策略、

包裝策略

等。 

找出消費者

心中的價格

帶。對消費

者而言，價

格帶可便於

區別欲購買

之產品；對

廠商而言，

價格帶則可

有助於瞭解

在消費者心

中，競爭者

是誰。 

通路設計決

策可為四個

步驟。這些

步驟包括分

析消費者之

需要、建立

通路目標、

確認主要通

路方案、評

估方案等。 

為了使產品

在顧客心目

中留下深刻

的印象，推

廣策略是行

銷組合中不

可或缺的一

部份。其工

具有四種，

即廣告、直

效行銷、促

銷活動、人

員銷售等。

不
公
平
競
爭
部
分 

強調價格、

數量、品質

或服務之效

能競爭 

注意目標市

場間是否有

不當之差別

待遇 

避免仿冒他

人商品或服

務表徵，混

淆消費者認

知 

避免約定轉

售價格。避

免不當差別

取價或價格

優惠。 

避免不當限

制經銷商之

事業活動。

多層次傳銷

應報備，契

約應適法。 

避免虛偽不

時或引人錯

誤之標示或

廣告。避免

不正當之脅

迫、利誘或

不符正常交

易習慣之促

銷活動。 
11

                                                 
11. 參照「公平交易法規範下企業策略性行銷規劃之因應對策」王志剛, 翁景民, 趙義隆（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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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對比較廣告之實證研究 

第一節、消費者對於電信產業使用比較廣告之評價 

廣告是一種說服性的溝通。在溝通的過程中，傳播者有意向訊息接收者傳遞

經過思考設計的傳播訊息，希望能藉此改變訊息接收者的信念、態度或行為（白

明勝，民 84）。Brock and Shavitt (1983)評論道：「訊息接收者不可能每天都

詳察過多而沒興趣的訊息。由於時間與能力的因素，大多數的人應該是花時間思

索較為迫切需要或較有興趣的傳播訊息。」（白明勝，民 84）。而就理論上，比

較廣告即是透過對比刺激、顯著性來提高觀眾的注意力，選擇性注意以及獲得選

擇性記憶。 

過去此方面的研究常探討一個重要的問題：訊息接收者在什麼樣的情境下，

會使用哪一種類型的說服途徑？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訊息接收者本身的動機

（如議題與個人是否相關、認知需求的高低、個人涉入度等）與能力（對訊息是

否瞭解、是否具有處理資訊的基模等）是訊息接收者決定使用中央路徑或邊陲路

徑來處理訊息的重要因素（Petty and Cacioppo,1986）。 

在學術研究中，廣告效果的相關研究多從產品類別、廣告音樂、一般廣告訴

求（理性訴求、感性訴求、性訴求、幽默訴求或恐懼訴求等）或消費者的人格特

質與涉入程度等來探究廣告效果。事實上研究者認為：廣告效果更應與廣告訊息

內容的呈現息息相關，然而廣告中呈現不同的需求或慾望刺激，往往使得廣告的

說服效果產生差異。 

另外，從廣告實務的面向來看，廣告的任務應致力於消費者心中所期望，進

而引發消費者的態度，甚至使消費者產生記憶、購買產品的行為。所以一切理應

訴諸有理、立基於消費者的需求之上來討論。亦即廣告訊息的構思不能只是天馬

行空、毫無根據，因其賦有將產品賣出的使命，本研究小組也希望提醒廣告人做

廣告時應要更貼近消費者的心理與動機需求。 

另一方面，比較廣告也有可能造成認知失調。而本節茲依據所做的消費者焦

點團體（FGD）訪談與以上學術理論，整理下為比較廣告之優缺點： 

 

（一）比較廣告優點 

1、比較廣告經由指陳有意義的差異，來提供對產品的認知。 

2、比較廣告可藉由提供重要績效標準來幫助消費者評估產品品牌績效。 

3、增加及改善消費者之產品資訊。 

4、為了能達到獨立專業性之要求，企業必須執行更精準之市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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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增加市場競爭性。 

6、由於增加市場競爭性，因而刺激產品之改良。 

7、比較廣告可幫助新品牌或較小品牌在消費者認知中對領導品牌的相似

性或相異性。 

8、減弱獨佔品牌之獨占地位。 

9、能產生較好之廣告效果。 

 

（二）比較廣告缺點 

1、 比較廣告會造成消費者認知混淆，尖銳對立之廣告訴求、過多負荷之

產品資訊以及誤導性之產品資訊會造成消費者之困擾及混淆。 

2、 由於不可信任之比較廣告訴求及反擊訴求造成大量沒有效果的廣告。 

3、 由於額外的研究和澄清，造成廣告成本的提高。 

4、 比較廣告常會造成更多的抱怨和法律官司。 

5、 由於惡意、蓄意中傷毀謗，造成公司商譽受損。 

6、 品牌領導者之不公平資本投資於品牌。 

7、 對廣告之可信任性造成傷害。 

然而與消費者生活息息相關的廣告之所以會這麼繁多，而且變化多端，主要

是企業希望藉由廣告能打開其行銷市場，提供其商品與增加自身的知名度，提供

商品的資訊給消費者，以吸引廣大的消費者前來與之交易，獲取利潤，是故企業

對於對於廣告的製作與表達方式，無不絞盡腦汁，花費心思，以期廣告的陳述內

容與表現手法，加深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與企業的印象，博得消費大眾的好感，

吸引其前來購買使用。 

同時，商場的競爭日趨激烈，企業間往往為了能取得優勢地位，廣告活動的

相互較勁即是其手段之一。正因如此，廣告的內容與表現方式不僅眾多而且日新

月異，甚至屢屢出奇翻新，以致於部份企業常挖空心思，使用一些誇張或奇特的

手法，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推銷商品，惟其結果常常造成消費者的誤解，或是內

容不實誤導消費者，或欺騙了消費者，還可能造成生理或心靈的創傷與損害，侵

害消費者的權益。同時，在交易的市場的影響，也可能會損害到其他企業的生存

或發展，形成不公平競爭。 

是故從事不當比較廣告的企業不僅破壞了消費者對其好感，而且也讓消費者

對相類似的其他產業的廣告行為產生不信任感，使其他企業喪失與消費者交易的

機會。同時，從事不當比較廣告的企業在獲取利益後，還會利用這筆資金擴張其

規模，威脅到相類似的其他產業的發展，進而影響交易秩序，對整個產業也造成

不公平競爭。 

雖然，目前各廣告媒體業者大多有其廣告自律公約不為不實或不當比較廣告

的廣告，惟因部分不肖廣告代理業的招攬廣告時，基於利潤誘導下，為求業績，

就不顧這些自律公約的約束，加以播送或刊登不實或不當比較廣告，以致使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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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律公約形同虛設，有名無實，造成社會的廣告在高度成長的同時，不當比較廣

告的廣告卻也會增加，不僅廣告主與廣告代理業因製作不當比較廣告，使得消費

者不願再與之交易，自食惡果，同時也讓播放或刊載的媒體業者留給消費者不好

的印象。因此使消費者認為廣告是虛偽的、誇大的，並對廣告存有警戒之心，使

得廣告的說服力無形中削弱許多功能與作用，因此站在企業經營的立場上，廣告

主與廣告代理業在執行廣告製作時，對於誇大的問題必須密切注意，盡量消除消

費者心中認為廣告是誇大的預設立場。各傳播媒體、廣告主與廣告代理業的自律

才是正本清源之道，但當這些消極之道失效時，具有積極功能的廣告法規就有制

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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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成果 

一、消費者焦點團體討論之分析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一年六月一日使用焦點團體法 FGD 瞭解消費者對於比較廣

告瞭解度、態度、資訊揭露接受度等等，採用焦點團體法 Richard Kruegger 具

有五項優勢，分別是： 

1. 是一種社交取向的研究方法，掌握了社會環境中的現實生活資料。 

2. 具有彈性。 

3. 表面效度高。 

4. 能迅速產生結果。 

5. 成本低。 

除了有以上優勢，Morgan （1993）更建議可使用焦點團體法來為後續調查

研究產生問卷問題。此次研究主題為電信產業所使用比較廣告，例如和信電訊的

廣告『中華英雄與台灣大哥篇』。受訪者為 20～30 歲之學生。 

FGD 結果摘要如下：  

 消費者對於比較廣告的瞭解程度 

突顯自己優點，隱藏缺點的廣告，有攻擊性，通常是第二品牌在使用，但

品牌不容易記得。 

 消費者對比較廣告的態度 

能夠吸引注意力，但會存疑，跟自己有相關性的才會去注意。 

 比較廣告是否為消費者提供資訊 

有幫助，相關費率列出能幫助消費者瞭解費率，通常轉換品牌第一考慮的

也是費率，但要到了必須換品牌時才會去瞭解這些資訊。 

 理想電信廣告 

形象最重要，費率雖然也很重要，但是無法在廣告中完整呈現，形象訴求

要明確，再加入消費者所關心之訊息，例如費率等。 

 消費者對於比較廣告的接受程度 

可接受者四票，有幫助的二票。比較廣告能幫助消費者瞭解產品重心，最好

是以幽默訴求呈現。訴求重點也必須是消費者所關心的，而不是一昧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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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廣告公平性對消費者的影響 

消費者通常不會去瞭解比較廣告內容是否為真。一旦知道不公平，會不相信

攻擊的一方並留下不好的印象。 

 消費者對於第三者資訊搜尋的使用程度 

幾乎沒有。通常是問朋友，或是上網路搜尋資訊，不會額外尋找第三者資訊

來源，例如一般市面上的手機雜誌費率比一比。 

整體來說，消費者認為比較廣告在注意程度上是能夠引起消費者注意的，而

在資訊揭露上，是提供資訊給消費者的，以消費者購買過程模式來看，比較廣告

是在訊息收集、品牌篩選以及品牌評選時影響消費者的決策模式。且消費者會喜

愛比較廣告之原因是能夠幫助消費者瞭解產品重心、品牌相對間的優缺點，能夠

讓消費者思考哪些產品特質對消費者較重要。 

而資訊收集的過程中，由於網路發達，消費者除了考量產品特性，詢問親友

之外，另一途徑就是上網查詢相關訊息。而此次 FGD 成果，可以提供將來欲做比

較廣告之企業主一些重要資訊，即尋找該產品對消費者而言最重要的特質，並且

搭配幽默手法呈現，廣告較易受消費者注意及喜愛。 

二、廣告從業人員對比較廣告之分析 

本研究於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二日訪談聯廣業務總監及資深策略規劃在九月

二十四日使用焦點團體法 FGD 瞭解廣告從業人員對於比較廣告瞭解程度、態度、

資訊揭露接受度等等。 

 在台灣現今的市場，廣告商對於比較廣告的印象。 

1. 第一個印象是想到 Audi 與雙 B，但是其比較廣告的層次拉太遠，成效

反而不佳。 

2. 如果是單就本質挑明的比較，其實對消費者是有益的。 

3. 比較廣告其實不錯，但是執行上可能會出現某些問題。例如：財力強

的廣告主才能不斷申訴，壓倒了弱勢的一方。 

4. 電信業到最後只打價格戰，且消費者完全被混淆。業者受害，消費者

過程沒事、長期反而也可能受害。 

5. 雞精則是揭露了一些消費者未知的資訊（如內含膠糖）。法規應保護

弱者、缺乏辨識能力者。 

6. 曾經有過在超濃縮洗衣粉方面，比較廣告出現爭端，但因業界太小，

比較廣告到最後，由內部協調解決、道歉了事。 

7. 業界主張公交會法規要寫的清楚，較不容許模糊的比較。 

8. 比較廣告有時即使消費者相信廣告內容，但已經損傷本身的 brand 



 55

equity，所以究竟值得嗎？ 

 比較廣告在電信上運用會考慮所謂的「產品生命週期」嗎？ 

是會考慮產品的生命週期，各種產品生命週期中有不同的廣告手法，在成熟

期時，較易使用比較廣告。 

 對於比較廣告常用參考數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及其來源。 

在過往，比較廣告一定要出現參考數據的 source，而公家機關多不願給於

support，因此在民間機構調查下，只落得主觀性的真實。一般像媒體會調查市

場現況並提供廣告主相關數據。 

 在什麼情況下會運用比較廣告。 

在業者要求時，或是用比較廣告有實質利益時，可以快速表達出想達到的訴

求。然最近也流行自己和自己比較。 

 關於公平會制定比較廣告相關法條制定，廣告從業人員的看法？ 

主張公交會法規要寫的清楚，較不容許模糊的比較。認為應附上執行細則

的解釋。有執行細則也才能輔佐以辦案。基本上是贊成何之邁等委員所提出之第

一版處理原則的方向。其實比較廣告只是一種手法，但是機制仍要建立，有清楚

的機制才能避免違法，要清楚界定底限。若是公正的事實，似乎不用加以干涉。

仍主張將焦點擺在「不實廣告」，毋需刻意規範廣告手法。公平會的 guideline

不能給的太細也不能太粗，太細就會限制創意。 

 公平會的判例會影響廣告主與代理商之間的關係嗎？會影響使用比較廣告

嗎？ 

字眼上可能有一點，但仍會視目的以決定是否使用比較廣告。使用比較廣告

時，客戶的法務部往往會審視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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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對比較廣告系爭之反應 

一、[永慶房屋領先一分鐘] 案例 

永慶房屋在九十一年五月間，使用比較廣告指出領先其他仲介業者服務

速度快一分鐘。信義房屋的反應為懇請公平會查明事情真象，不與永慶房屋

正面回應。 

二、烤米片 V.S. 洋芋片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權經銷其所進口泰國南僑有限公司生產之

『烤米片』，委託廣告公司製播烤米薄片廣告「惹火篇」。引發一系列的廣告

大戰。僑聚在報張雜誌上提出了聲明啟示。而寶僑與台灣百事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等聯合來表達，希望公平會來伸張正義。做出了下列反應： 

（1） 假如為正面，寶僑他們表示支持。 

（2） 這樣的廣告是創意嗎？有趣好玩嗎？ 

其為誇大、負面的，具體來說，沒有提供消費者正面的資訊。 

（3） 皆為碳水化合物，也沒有正確告知釀成火災的真正原因，其為誇大負

面。 

（4） 產品本身為零食，以休閒好吃為主，並不是健康食品。 

（5） 對產品力、促銷、廣告都是重大影響因素。但廣告排程受影響。價格

策略也有所變動。 

三、中華電信費率引述不實被檢舉之案例 

中華電信因其他業者費率天天都在改變，且未強調〞僅適用 XXX 專案〞

客戶，並非所有客戶皆適用。而被檢舉引述不實。 

 中華電信在製做此廣告的過程中與廣告業者討論的過程是互動，其廣告

的考慮重點是怎麼突顯產品，只能包裝個有利的價格，但又不可以太低價，

訴求點是便宜。找到 USP，然後比較容易打動消費者。在被檢舉後，以後遇

到可能會觸法的議題時，將會請法務組的來參與討論。 

四、結論 

在業者面臨比較廣告的系爭時，反應不一，不同的市場狀況，廠商所處

的競爭位置不同，以及比較廣告所呈獻出的手法不同，都會造成業者不同的

反應。層出不窮的比較廣告，的確容易讓消費者產生注意力，因為從比較廣

告中出現些平常不為人知的資訊，但不能忽視消費者知的權利，尤其現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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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漸漸透明化，消費者自己也會做選擇，不是業者說了就算的。 

比較廣告之爭議，往往發生在廣告中提供多家事業之消費資訊，其中內

容有虛偽不實，或廣告主提供比較資訊有揚己貶人之意圖。比較廣告並非萬

靈丹，業者在廣告中出現褒己貶人或侵害他人的信譽時，仍受公平法的規

範，不但如此，對形象的受損相當大，不可不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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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先進國家對比較廣告之規範與資訊處理之研究  

歐盟執委會認為比較廣告對消費者在商品選擇上，有助於資訊的取得與判斷

的作成，且市場上存在有優勢地位的事業時，比較廣告有助於居於劣勢、新的、

小規模的業者參入市場，進而促進自己商品的銷售，因此在考量某些特殊狀況

下，採取了在合於一定條件下，允許作比較廣告的立場。 

 

日本的公平交易委員會（公正取引委員會）鑑於其國內業者所做比較廣告的

混亂狀況，於是參考了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於 1979 年發佈的「比較廣告政策聲

明」（Statement of Policy o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歐洲各國相關法令，

以及歐體在 1984 年公佈「有關欺罔及引人錯誤廣告」的指令（Directive 

84/450/EEC），在昭和 62（1987）年 4 月 21 日發佈「景（贈）品表示法上有關

比較廣告的觀點」12。 

德國立法中並未就比較廣告之合法與否予以明文規範，比較廣告之合法與否

係由法院依個案判定，是否有違反不正競爭法第 1 條「違反善良風俗」之情形。

自帝國法院至聯邦最高法院以來，經長時間判決之累積，漸次形成一套對比較廣

告採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判例法。迨至歐體通過比較廣告指令13後，聯邦最高

法院始逐漸改變舊有之見解。 

至於我國對比較廣告的規範並無文化與歷史因素所形成的確切的政策，為求

法令規範與處理原則的細緻化，除前述各章之廣告實務觀點，本章將介紹歐盟執

委會與日本對比較廣告的觀點、指令以及相關案例外，並進一步針對我國不同於

他國的特殊立法體例加以考量，分別情形量身訂造一套較適合我國的比較廣告處

理原則，期能有助於主管機關的執法。 

第一節、歐盟 1997 年有關比較廣告的指令與案例   

對於比較廣告究竟應否允許，歐盟會員國因各國文化與歷史背景不同，法令

的規範也就有所差異，其正反兩派各提出理論依據，分述如下： 

                                                 
12生駒賢治・平川真二，比較広告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考え方」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439

號，1987 年 5 月，第 21 頁以下。 
13 Richtlinie 97/55/EG des Europae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s vom 6. 10. 1997 zur 
Aenderung der Richtlinie 84/450/EWG ueber irrefuehrende Werbung zwecks Einbziehung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ABl. L 290/18 vom 23.10.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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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認為：（1）競爭者的名譽應被保護，他人無權評判干涉，而比較廣告

正是利用競爭者的名稱與商品加以干涉；（2）競爭者專有商號、商標的使用權，

作為商品促銷之用，此為競爭者的權利，不應任意被拿來作比較廣告，此與向來

保護競爭者商號、商標的權利有所抵觸；（3）包含競爭者商品特徵等等的相關事

項，他人很難在比較廣告中確實而公正的評價或判斷，因此在廣告中要作一適正

的比較表示是非常困難的；（4）廣告主若採用非類似商品作為比較的對象，這樣

的比較廣告有導致消費者誤認的危險；（5）廣告原本在傳達足以信賴的真實資

訊，但比較廣告會導致損害信賴；（6）比較廣告對於廣告主並無促進銷售的效果，

反而對因廣告而被使用的競爭者產生有利的機能；（7）比較廣告會對商品市場帶

來混亂，並造成業者內部的對立關係；（8）消費者對於原來商品的優劣有其自身

判斷的的立場，廣告主提供比較廣告只會造成消費者判斷的混亂；（9）廣告主為

了將比較的內容放進廣告中，勢必要作特別的調查、檢驗或檢討，這些為了比較

廣告所做額外的支出成本，結果必轉嫁到商品的價格上。上述（1）、（2）兩點係

侵害競爭者的權利；（3）、（4）兩點則會引起誤認；（6）、（7）則屬比較廣告的機

能並不明確。14

    贊成者則認為：（1）一般而言對廣告的自由與限制的作法也應同等適用在比

較廣告才是恰當的，比較廣告是商業言論從言論的基本自由來看，比較廣告也應

受保障，若不准比較廣告則會侵害商業言論自由；（2）比較廣告是消費者選擇商

品時的資訊來源之一，透過比較廣告，消費者可以進行適當的選擇，可以使消費

者立於更有利的地位，例如對同種、同品質的商品，消費者可以透過比較廣告而

買到更廉價的商品；（3）由於廣告主與競爭者的商品比較，可以使未知的新商品

有宣傳效果，再者商品的比較能使市場透明，若市場透明高，對於消費者的選擇

商品是有利的；（4）在比較廣告中對商品特徵的比較指摘，能促使業者努力向上

改善品質；（5）比較廣告能傳達有益的知識，有教育方面的意義，在效果上，比

較廣告比普通廣告更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對特定媒體也有更高的吸引性；（6）

反對論者所提比較的困難處與可能引起誤認的情況是可以透過一定的約束與限

制來克服的，其謂比較廣告會引起混亂而有害的論點是不成立的。15

 

（一）、比較廣告的定義 

     由於歐體在 1984 年公佈「有關欺罔及引人錯誤廣告」的指令（Directive 

84/450/EEC），其內容過於複雜且用語艱澀不明，因此遭受歐盟各國嚴厲的批評，

認為該指令不僅無法整合各國間有關比較廣告的紛歧規定，反而會增加問題的發

                                                 
14 長尾治助，不正競爭防止法の改正と消費者保護—ECの比較広告法制を例とて， ジュリス

ト第 1026 號，1993 年，第 123 頁。 

James Maxeiner and Peter Schotthofer，ADVERTISING LAW---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Deventer  Boston，1992，pp85,92,100。 
1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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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為了歐洲市場的統合，在市場內商品、勞務、資本的自由流通均應加以保

障，而廣告則是開拓市場的重要手段，比較廣告更能提供消費者有關商品或服務

的相關資訊，提高市場的透明度，並促進市場的競爭，倘禁止跨國性的比較廣告，

將妨礙商品與服務的自由流通而扭曲了市場的競爭，故有必要對比較廣告作統一

的規範。但各會員國對比較廣告的規範寬嚴不一，因此，經討論後，其部長會議

於 1991 年提出對該指令加以修訂的「比較廣告及修正引人錯誤廣告之建議準則」

提案，其中第二條第三項將「比較廣告」定義為「任何廣告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

指陳競爭者或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comparative advertising, means "any 

advertising which explicitly or by implication identifies a competitor or goods or 

services offered by a competitor".），從該定義中並未使用「比較」二字可知其涵

蓋的範圍相當廣，包括在廣告中對相競爭者的詆毀16。嗣後又經會員國討論，執

委會在 1997 年公佈的指令（Directive 97/55/EC）中更修訂了允許＜比較廣告

＞的相關要件。 

     

（二）、比較廣告在合於一定條件的情況下是被允許的 

在1997年的指令中確認了比較廣告可促進商品及服務提供者間的競爭而有

利於消費者，以及消費者獲取資訊之權利的基本原則，該指令的第一條即闡明本

指令是為了保護消費者，任何人從事貿易、商業或執行業務，為了公眾利益而反

對引人錯誤的廣告與不公平的結果，在一定的條件下，比較廣告應被允許。因此，

指令的第三條第一項明定只要比較廣告合於下列八款的情況下是被允許的17： 

1、不會誤導。 

2、比較商品或服務符合相同的需求或有相同目的的意圖。 

3、必須客觀的比較那些商品或服務的一個或多個重要的、相關的、可驗

                                                 
16
 向田直範，ECにおける最近の広告規制問題，公正取引第 502 號，1992 年 8 月，第 37

頁。「歐洲之比較廣告概述」，Dr. Annette  Kur ，德國馬普研究所（Max Blank Institute）

研究員之演講，民國 88年 1 月 7日，王文宇教授英譯，黃慧嫺摘錄整理。 
17
 （a）it is not misleading;  

  （b）it compares goods or services meeting the same needs or intended for the same purpose;  

  （c）it objectively compares one or more material, relevant, verifiable and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of 

those goods or services, which may include price;  

  （d）it does not create confusion in the market place between the advertiser and a competitor;  

  （e）it does not discredit or denigrate the trade marks, trade names or other distinguishing signs of 

a competitor;  

  （f）for products with designation of origin, it relates to products with the same designation;  

（g）it does not 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reputation of a trade mark，trade name or other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competitor or of the designation of origin of competing products;  

（h）it does not present goods or services as imitations or replicas of goods or 

services bearing a protected trade mark or trad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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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和有代表性的特徵，其中尚包含價格。 

4、不得造成混淆廣告主和競爭者在市場上的地位。 

5、不得貶損或詆毀商標、商號名稱或其他足以辨識競爭者標識的商譽。 

6、與商品來源有關的原產地名稱，必須符合原產地標示的規定。 

7、不得從競爭者的商標信譽、商號名稱或其他足以區別競爭者的標識，

或競爭商品的原產地標示獲取不正利益。 

8、不得呈現其商品或服務係模仿或複製受相關保護的商標或商號名稱的

商品或服務。 

     

第 2 款係為了預防比較廣告被使用在反競爭及不公平的方法上，其比較只有

存在於競爭的商品或服務是為了相同的目的而符合相同的需求或意圖時，始被允

許。第 3款中的比較，如果只有價格時，若與某些狀況（certain condition）

有關，尤其不應有引人錯誤的情形。第 6款則是鑑於歐體 1992 年 7 月 14 日第

2081 號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2081/92 of 14 July 1992）有關

農產品與食品的地理標示與原產地標示的保護規定。第 7款係對商標專用權的保

護，若比較廣告只是單純為區別和強調彼此的不同，在符合指令規定沒有獲取不

正利益的情形下，應不違反商標專用權。 

又第 8款係規範所謂「tables de concordance」的問題，「tables de 

concordance」法文的意義係指，將著名且昂貴的香水與販售味道相近之廉價香

水的店鋪或銷售管道，以表列方式比較其優缺點，以使消費者選擇味道相類之廉

價香水，而非而昂貴的香水。此種表列式的香水比較廣告一度為法國香水工業所

抵制，故有此一規定18。 

此外，執委會也說明，當第三人所做的測試比較被引用或複製在比較廣告

時，應符合國際公約對著作權的保護以及國內法令有關契約或非契約上的義務。

又在遵守條約(Treaty)約定下，會員國沒有義務去允許那些以易受傷害的消費團

體為對象的商品或服務所作成的比較廣告及市場行銷手法；會員國在遵守條約

(Treaty)約定下，依會員國自己所制訂對專業性服務的規範，得維護或引進法令

來限制此等專業性服務使用比較廣告的手法。至於業者的自律行動也應受到鼓

勵，以避免逕自訴諸行政主管機關或司法單位。總之，在合於指令的條件下，規

範廣告是必須的，為的是要使國與國之間市場的運作更圓滑順暢，以及合於共同

體（Community）一定標準的需求；採用本指令可說是一個較適當的工具，因為

那是一個統一的一般性原則，而這些原則允許會員國在合於條款內容的情形下去

選擇其形式或適當的手法以達成其目的19。 

                                                 
  引自 http://europa.eu.int/smart…/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1997 L0055&model=guichet   2002/5/1 
18 
同註 4，Dr. Annette  Kur 的演講。 

19
 引自http://europa.eu.int/smart…/sga_doc?smartapi!celexapi!prod! CELEXnumdoc&lg = 

en&numdoc =31997 L0055&model=guichet   2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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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例 

1、在Toshiba Europe GmbH  v  Katun  Germany GmbH （Case  C-112/99  

2001/10/25）20一案中，原告Toshiba Europe GmbH是日本Toshiba公司在德國的

子公司，其在歐洲銷售影印機及零件與消耗品（如碳粉）；被告Katun  Germany 

GmbH則銷售適用於Toshiba公司影印機的零件與消耗品。為確認影印機與其零

件、消耗品的搭配使用，原告採用特殊的相關型號（例如Toshiba 1340），也使

用不同的商標，而且每種商品都有一個商品號碼；被告則在其目錄中以下列方式

表明其所銷售適用於Toshiba公司影印機的各種零件與消耗品。 

Each product is identified in the catalogue in the following way:  

KATUN  

Katun-Produkte  fur  Toshiba-Kopierer 2510/2550  

OEM Art.-Nr Katun Art.-Nr Beschreibung  Modelle  

T2510  43013746  Toner, schwarz; 450 g Kartusche 

 (Preis pro Kartusche, Verkauf im 

4er-Paket)  

2510.2550 

( extract from the catalogue) 21

the catalogues conta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ith Katun toner for 

Toshiba copier models 2510/2550 and 3220/4010 you can reduce your 

overheads without any loss of quality or performance」 

原告認為被告以比較的方式將原告的商標用在目錄上，乃自抬身價並從該比

較廣告上競爭對手的商譽獲取不公正的利益（takes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reputation of a distinguishing mark of a competitor），已侵害原告的商標

權，於是起訴請求法院禁止原告的侵害行為與損害賠償。被告則抗辯此一比較乃

必要的行為，唯有如此才能使消費者弄清楚其商品型號的適用性。 

                                                 
20 Case C-112/99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LEGER   delivered on  

8 February 2001；JUDGMENT OF THE COURT (Fifth Chamber)  25 October 2001 

引自 http://curia.eu.int/jurisp/html/text.htm  2002/5/3 

 
21 Produkte 即產品；fur 即for；Beschreibung 說明 描述；Modelle即model     

  Toner 碳粉；schwarz黑色；Kartusche 筒；Preis pro Kartusche 每筒價格； 

  Verkauf im 4er-Paket 每四個一包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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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法院的初審法院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Europe）認

為在本案中被告若不以原告的商品序號為依據，則其商品的比較將有困難，而且

其清楚明確的比較二商品，對於被告的商品來源並未產生誤認的印象。至於是否

會從比較廣告上競爭對手的商譽獲取不公正利益的問題，當只有在廣告直接給人

們內心的印象創造出有相關效果的聯想時，才能使其從附屬在商標上的聲譽獲取

不當利益，因此，有爭論性的廣告的全面表達以及廣告所企圖要影響的不同類型

的人，都應該要被考量。  

 

2、在 Institute des mandataires agrees pres l＇Office europ een des 

brevets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ase  T-144/99   

2001/3/28）22一案中，歐洲法院的初審法院指出，在遵守歐盟條約（Treaty）的

條款下，會員國被授權去支持或訂定禁止事業業服務的比較廣告規定。而委員會

（The Commission）在規範限制競爭的那些關於禁止對專業代理人作比較廣告的

條款，違反條約第 85 條的精神。畢竟，在任何一個他們提供服務的品質與收費

但卻無法掌控的市場中，廣告在競爭地位上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它對於市場

上的每一個競爭者提供了一個較佳的美麗圖像。而且當它是公平且根據適當的規

則，比較廣告尤其可能提供更多的資訊給使用者，並幫助他們在他們所能接觸到

的會員體中選擇一個更好的專業代理人。因此，一個簡單的比較廣告的禁止，限

制了更有效率的專業代理人去發展他們服務的能力。基於上述歐洲法院的見解，

委員會最終的決定，因而確認公平且適當的比較廣告在競爭上有利於效率；反

之，任何廣告手法形式的禁止將導致競爭的限制。 

    本案中所涉及的爭議點在於專利代理人所提供的專業性服務是否可採用比

較的方式作廣告，其困難點在於專業性代理人（例如律師、地政士、專利師、會

計師等）所提供服務的品質、價格倘以比較廣告的方式呈現時，該如何判斷其比

較的標準，尤其是單純的價格比較的廣告，雖其收費較為低廉，但其實包含了其

所提供服務品質的良窳，根本就難有一客觀的判斷標準。因此，若未能在律師法、

專利師法（專利代理人規則）、地政士法、會計師法等或其相關倫理規範中明文

禁止比較廣告23，而欲透過競爭法加以規範時，在法律無明文規定，而消費者（即

                                                 
22引自http://curia.eu.int/jurisp/html/text.htm  2002/5/3 

本案原告針對專利代理人自律的行為規範向歐盟執委會申請反面釋疑（negative clearance）與

豁免（exemption）不適用於禁止限制競爭的行為，但歐盟執委會未同意，原告於是向歐洲初審

法院提起訴訟。 
23我國目前律師法第 30 條規定：「律師不得以自己或他人名義，刊登跡近招搖或恐嚇之啟事。」  

第 35 條規定：「律師不得挑唆訴訟，或以不正當之方法招攬訴訟。」又依律師法第 15 條第 2項

為依據所制訂的律師倫理規範第 12 條規定：「律師不得以誇大不實之宣傳支付介紹人報酬、聘

顧業務人員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招攬業務。」同規範第 43 條規定：「律師不應詆毀、中傷其他

律師，亦不得教唆或放任當事人為之。」同規範第 45 條規定：「律師不得以不正當之方法妨礙

其他律師受任事件，或使委任人終止對其他律師之委任。」除上述規定外，其他並無禁止作比

較廣告的規範（例如收費價格較便宜），是否可解釋為上述所規定的「不正當之方法」，實有疑

問？因此，律師若作比較廣告，恐怕也難排除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四條的適用。 

  又地政士法第 26 條第 1項規定：「地政士受託辦理各項業務，不得有不正當行為或違反業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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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人）又普遍欠缺相關資訊的情況下（病人在選擇就醫時，大不了選擇大型醫

院就醫；但纏訟的當事人該如何選擇律師，恐怕連挑選律師的資訊也需付出相當

的成本代價），比較廣告所提供的資訊對消費者而言，其利弊的判斷恐難有明確

                                                                                                                                            
應盡之義務。」同法第 27 條規定：「地政士不得有下列行為：一、違反法令執行業務。二、-----

三、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四、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廣告。五、----六、

-----。」至於會計師法第 22 條規定：「會計師不得為下列各款之行為：一、-----二、-----

三、----四、----五、----六、-----七、-----八、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九、為開業、遷

移或受託以外之宣傳性廣告。十、-----。」若將該第八款第九款作擴張解釋，或許能以此為

依據禁止作比較廣告，不過即便如此，會計師違反時也不過是交付懲戒，並不表示即排除公平

交易法的適用，蓋二者規範目的不同，不能以公平交易法第四十六條為據來排除公平交易法的

適用。因此，若欲禁止此種專業性服務業作比較廣告，還是應立法明文禁止之。例如醫師法第

18 條規定：「醫師對於其業務不得為醫療廣告。」既然不得為廣告，當然也不得為比較廣告。

有問題的是條文明訂不得為「醫療」廣告，若醫師僅作價格的比較廣告，是否也在禁止之列？

實不無疑義。從文義解釋，價格原非醫療，似不應在禁止之列，但價格的高低將牽涉「醫療品

質」，而醫療品質實難以客觀標準化，因此，根本解決之道，宜修改為「不得為醫療及價格廣

告」。惟此種全面性禁止廣告是否果真對消費者最有利，仍有商榷之餘地。 

另醫療法第 8條規定：「本法所稱醫療廣告，係指利用傳播媒體，宣傳醫療業務，以達招徠患

者醫療為目的之行為。」同法第 59 條規定：「非醫療機構，不得為醫療廣告。」第 60 條規定：

「醫療廣告，其內容以左列事項為限：一、醫療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

通路線。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歷、經歷及其醫師、專科醫師、優生保健醫師證書字號。 

  三、公務人員保險、勞工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四、診療科別、病

名及診療時間。五、開業、歇業、停業、復業、遷移及其年、月、日。六、其他經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利用廣播、電視之醫療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

化方式為之；惟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第 61 條規定：「醫療廣

告，不得以左列方式為之：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二、利用出售或贈與醫療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四、摘錄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五、藉採訪或報導為

宣傳。六、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聯合或並排為宣傳。七、以其他不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62 條規定：「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醫療業務者，視為醫療廣告。醫療機構有關醫學新知或研

究報告之發表或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徠醫療業務者，不視為醫療廣告。」 

第 77 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十

一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四十九條、第六十條、第六十一條之規定或擅自變

更核准之廣告內容者，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醫療廣告違反第六十條、第六十一條之

規定或擅自變更核准內容者，除依前項之規定處罰外，其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得處一個月以上

一年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開業執照，並得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撤銷其負責醫師之醫師證書；

其觸犯刑法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理。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事實或有傷風化者。 

  二、以墮胎、婦科整型為宣傳者。三、以治療性機能或增強性能力為宣傳者。四、以包醫包

治為宣傳者。五、一年內已受處罰三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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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此一問題確實值得吾人深思。 

第二節、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對比較廣告的規範24

 

（一）不正競爭防止法對比較廣告明文規範的立法背景 

    長久以來，德國立法中並未就比較廣告之合法與否予以明文規範，比較廣告

之合法與否係由法院依個案判定，是否有違反不正競爭法第 1條「違反善良風俗」

之情形。自帝國法院至聯邦最高法院以來，經長時間判決之累積，漸次形成一套

對比較廣告採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判例法。迨至歐體通過比較廣告指令25後，

聯邦最高法院始逐漸改變舊有之見解，而立法上德國則於公元 2000 年 9 月 1 日

通過不正競爭法之修正條文，將歐體比較廣告指令之內容，實際轉換至內國法26

中。其規定如下： 

第一條 

凡於商業交易過程中，為競爭之目的而從事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者，應就他

人不作為及損害賠償之請求，負其責任。 

第二條 

比較廣告係指直接或間接使其競爭對手或競爭對手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明

顯可知之廣告。 

比較廣告所使用之比較方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違反第一條所稱之善良風俗： 

1. 未與比較之商品或服務使用於同一需求或符合同一目的； 

2. 與商品或服務之一項或多項基本地、具相當重要性、可茲檢驗且典型之

特性，於客觀上並無關連； 

3. 於商業交易上造成廣告者及其競爭對手之混淆，或與其競爭對手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或所使用之標示造成混淆； 

4. 以不正之方式利用或損害競爭對手所使用商標之聲譽； 

5. 貶抑或毀損競爭對手之商品、服務、活動、個人或營業關係； 

6. 抄襲或仿冒他人以受保護之商標而為銷售之商品或服務。 

 

比較之內容係與提供特別價格或其他特別條件等優惠有關者，應將優惠之截止日

期，以及，若尚未開始優惠者，優惠開始之日期，明確標示之。若優惠僅針對現

存之商品或服務者，亦應將該等事實一併告知。 

 

                                                 
24
 本節有關德國對比較廣告規範的研析係由資策會科法中心黃慧嫻專員執筆。 

25
 Richtlinie 97/55/EG des Europae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s vom 6. 10. 1997 zur 

Aenderung der Richtlinie 84/450/EWG ueber irrefuehrende Werbung zwecks Einbziehung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ABl. L 290/18 vom 23.10.1997. 
26
 現規定於不正競爭法第 2條，中譯文詳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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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理上之分類 

1、關連性廣告 

德國學說上將比較廣告置於關連性廣告（Bezugnehmende Werbung）之

上位概念下加以處理，並在概念上將關連性廣告與系統比較

（Systemvergleich）廣告加以區隔。此外，學說上一般又將關連性廣告再

區分為人格性之比較廣告、批評性之比較廣告、以及聯想性之比較廣告三

種類型。一般而言，廣義之比較廣告係包含前述三種類型，至於狹義之比

較廣告則專指批評性之比較廣告。學說上關於究竟應否准許比較廣告之爭

議，主要係針對狹義之比較廣告，亦即批評性之比較廣告：至於人格性之

比較廣告以及聯想性之比較廣告，長期以來學界通說均認為係違反善良風

俗之行為27。 

以下先說明人格性、批評性、以及聯想性三種比較廣告類型之定義，以使

三種類型之比較廣告得在概念上加以釐清與區隔。 

（1）人格性之比較廣告（persoenliche vergleichende Werbung） 

係指營業人於其廣告之內容中，不就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特色加

以說明，而竟以批判性之方式針對其競爭對手之人格特性加以指摘，以致

降低一般大眾對其競爭對手之評價。例如：於廣告中暗示其競爭對手係處

於破產狀態，致使公眾對其信用能力產生動搖；或於廣告中指出其競爭對

手為外國人、隸屬某一種族或曾受刑事追訴28。此外，不論使用明示或默示

之廣告手法，廣告內容必須與特定競爭對手有所關連，如果缺乏此一關連

性，則僅為系統比較廣告，而非此所謂之人格性之比較廣告，此種關連性

亦為系統比較與關連性廣告最大之不同。 

依德國法院及一般學說通說之見解，此類型之比較廣告非但構成不正

競爭法第 14 條及第 15 條之毀謗或貶損行為，且即令其廣告之內容並無不

實，但因人格性比較廣告之內容，實質上對於不正競爭法所欲保護之效能

競爭（Leistungswettbewerb）並無任何助益，因此，原則上亦屬不正競爭

法第 1條所禁止之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 

（2）批評性之比較廣告（kritische vergleichende Werbung） 

批評性之比較廣告係指於廣告之內容具體指稱特定、可資辨認之競爭

對手，並於廣告中對該競爭對手之產品給予負面評價或詆損。至於前開要

件是否符合，則需以廣告所欲放送之交易對象如何解讀廣告內容判定之。 

批評性之比較廣告與人格性之比較廣告之不同之處在於，批評性之比

較廣告內容並不涉及競爭對手之人格本身，而係針對競爭對手所提供之服

務，並且藉由批判性之方式以達突顯自身產品與服務之特質。因此，批評

                                                 
27
 Hans-Guenther Borck, Vermutungen ueber vergleichende Werbun, ueber Wertreklame und 

deren weitere Entwicklung, in WRP 10/2001, S. 1124, 1126. 
28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age, S. 80,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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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比較廣告必然會以明示或默示之方式，提及特定之競爭對手29。倘無此

一特定競爭對手之對比，則該等廣告屬於所謂之系統比較。 

長久以來，有關比較廣告許可與否之爭議，即係針對批評性之比較廣

告，至於人格性之比較廣告與聯想性之比較廣告，德國學界則一致認為此

類比較性廣告係違反善良風俗。從而， 學說上有將批評性之比較廣告歸屬

於狹義之比較廣告，而為探討應否准許比較廣告之重心與爭議之所在。 

（3）聯想性之比較廣告（anlehende vergleichende Werbung） 

聯想性之比較廣告與批評性之比較廣告相同，均於廣告中直接指稱或

間接影射某特定之競爭對手之產品或服務，其所不同之處在於，批評性之

比較廣告中，營業人係於廣告之內容使用批評性之字眼以貶抑或詆毀其競

爭對手者；反之，聯想性之比較廣告則係利用競爭對手良好之聲譽，使人

對其產品或服務產生如其競爭對手之品質之錯誤聯想。例如：於廣告中吹

捧自身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正如某某競爭對手之產品或服務品質一般。 

鑑於聯想性之比較廣告多數涉及恣意榨取他人努力之成果，因而德國

法院判決一般認為，使用聯想性比較廣告之行為係屬違反善良風俗之行

為。除非基於公眾之特別利益之考量而必須於廣告中提示一般性之資訊，

例如，對於生產或販售零組件、配件等商品之營業人，必須容許其於廣告

中指出，其所生產或販售之產品係提供何種機器、設備使用。否則，聯想

性之比較廣告歸屬於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不正競爭行為，自為法所不許。 

 

2、關連性廣告與系統比較（Systemvergleich）廣告之區隔 

系統廣告係指廣告內容並未針對特定競爭對手，而係抽象地就整體產品

或服務、其生產方式或銷售系統等而為比較30。 

基本上，系統比較之內容若係屬整體性且正確之媒介，則為法所允許。唯若

其廣告之內容有所偏頗，僅單方強調自己所提供商品或勞務之優點，以致使人產

生其他所有同類商品或服務之缺失之整體印象時，則該系統比較廣告亦構成違反

不正競爭法第 3條之規定。 

此外，若系統比較廣告之內容已對其他競爭對手所提供之商品或勞務造成整

體之形象詆毀，且該等涉及形象詆毀之廣告內容在客觀上又無法檢證時，則亦構

成不正競爭。與此同時，德國學說上亦指出，在實際檢證系統比較廣告是否構成

不正競爭行為時，應採取較為保留之態度，此乃因廣告實際上必須使用簡潔之文

字，如果在判定系統比較廣告是否對其他競爭對手所提供商品或勞務造成整體形

象詆毀時，採用過於嚴格之標準，則恐會導致必需全面禁止系統廣告之結果，此

一結果適將與原則容許系統廣告之精神相違背31。 

 

                                                 
29
 同前註，S. 81。 

30
 同前註，S. 82。 

31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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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實務見解 

德國司法實務上對於比較廣告所採取之見解可分為以下三時期分別說明之： 

    1、帝國法院 

1909 年不正競爭法剛通過時，一般通說從當時之不正競爭法第 13、14

條推論：若批評性比較廣告之內容係屬中肯適切，則基本上只要不會造成特

別不公平則許可為之32，此一見解同時也是瑞士法院判決長期以來之看法33。 

惟在 1917 年，學者Kohler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依據善良之商人風俗，

每一處於競爭中之營業人應當有權請求其競爭對手，不可對其為負面之評

價。」此一見解深為帝國法院所奉行採納，因此自 20 年代開始，帝國法院

漸漸在一連串與比較廣告有關之法院判決中，對比較廣告之許可性予以限

制。並在 1931 年 10 月 6 日之Hellegold乙案34中，確立了禁止比較廣告之基

本原則。帝國法院在本案中認為，被告將原告之商品與其本身之商品並列，

並以貶抑他人商品之方式來吹抬自己之商品（學說上稱之為「Hellegold動

機」），此等行為係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35，因為「即令其競爭對手（即原告）

之商品確實較為無法發揮產品效能，亦無須他人大加聲張，並且藉由此種方

式來提高自身產品之效能」36，尤其，帝國法院亦特別指出，對於涉及己身

之事無人得自為裁判者（niemand koenne Richter in eignener Sache sein）
37。 

從Hellegold案開始，德國法院實務上一般就比較廣告所採取之態度，均

認為其Hellegold動機應予以無價（Unwert）之判斷。事實上，自Hellegold

一案以來，德國法院一向認為使用比較性之廣告方式，實際上阻撓競爭之目

的或成分大於提供消費者更為廣泛資訊之目的。因此，比較性廣告之使用若

與「處在一般客觀第三者地位之商人之正直、誠實感情」（Anstandsgefuehl 

der billig und gerecht dendenden Durchschnitts-Gewerbetreibenden）

不符
38
，則構成不公平競爭法第 1條違反善良風俗之規定。 

2、聯邦最高法院 

聯邦最高法院承襲帝國法院一貫之見解，並援引不正競爭法第 1條之規

定，維持原則上禁止比較廣告之見解。惟自 1960 年代漸漸出現對法院既有

見解加以批判之聲音，其或從不正競爭法第 3條及第 14 條加以推論；或引

                                                 
32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age, S. 83, 1998。 

33
 同前註。 

34
 Hellegold案係德國第一個涉及比較廣告之判例。Hans-Guenther Borck, Vermutungen ueber 

vergleichende Werbung, ueber Wertreklame und deren weitere Entwicklung, in WRP 69, 1124, 

1125。 
35
 Hans-Guenther Borck, Vermutungen ueber vergleichende Werbung, ueber Wertreklame und 

deren weitere Entwicklung, in WRP 69, 1124, 1125。 
36
 同前註。 

37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age, S. 84, 1998。 

38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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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本法第 5條為立論依據；亦有引據歐體條約第 30 條及第 36 條之精神，

而認不正競爭法之精神係為對抗不實之陳述，而非限制營業人自己或其競爭

對手所為之真實陳述39。因此，自 60 年代中期開始，聯邦最高法院對比較廣

告嚴格禁止之態度開始鬆綁，聯邦最高法院在比較廣告之個案審查中，如果

符合下列二要件即可例外予以許可40： 

 

 營業人對自身及競爭對手之產品或服務使用比較廣告之行為，有充分合理化

之動機（hinreichender Anlass），且其所為之比較內容或方式亦顧及他人

之合法利益41。 

 

 廣告之內容或陳述，依其所使用之方式及所牽涉之範圍（nach Art und 

Ausmass），符合必要性及客觀真實性之要件42。 

 

至於法院判決上所累積，符合上開要件而可例外許可得為比較廣告之案例，

可歸納為下列三種類型： 

 

 應消費者之要求而提供相關資訊之比較 (Auskunftsvergleich)。 

 

 比較廣告之行為，係針對同業或競爭者所散布之具有殺傷力之指控或毀謗所

提出之回應或反駁 (Abwehrvergleich)。 

 

 由於科技之進步與發展，致傳統上就所提供商品特性之描述已不再正確時，

亦可以比較廣告之方式提出說明，表示其改良之商品與其他類似產品相較之

下，足以表彰科技與經濟之進步 (Fortschrittsvergeich)。 

 

3、比較廣告指令公布後（「試用價格」Testpreis-Angebote案43） 

自比較廣告指令公布後，1998 年一年中，共有三個44有關比較廣告之案例

                                                 
39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age, S. 84, 1998。 

40
 然而德國法院於審理比較廣告之案例時，不但未利用此等極具彈性、極為開放之標準，其於

具體個案中，反而有採早期嚴格與保守之態度的趨勢。在大多數提及競爭者名字及商品之商標的

案例中，原則上仍有極為嚴格之限制，不得任意為之。因此，實際上聯邦最高法院仍維持禁止比

較廣告之一貫態度。惟此等原則同時賦予德國法院處理同類案件時，有極大之彈性與極為開放之

空間，在面對歐盟對比較廣告採取越來越開放之趨勢之際，德國法院因此可本於此等原則，與時

調整其對比較廣告之審理態度。 
41
 Volker Emmerich, Das Recht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5. Auflage, S. 84, 1998。 

42 
同前註。 

43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 BGH NJW 1998, 2208 = EuZW 1998, 474 mit Anm. 

Bayreuther, Dazu auch Leible/Sosnitza, NJW 1998, 2507 u. BGH NJW 1998, 948. 本判決全

文可自http://www.jurpc.de/rechtspr/19980098.htm下載。 
44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Urteil des BGH vom 23. April 1998; Urteil des 

http://www.jurpc.de/rechtspr/199800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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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訴 至 聯 邦 最 高 法 院 。 其 中 ， 聯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 試 用 價 格 」

（Testpreis-Angebote）一案中，變更其爾來有關比較廣告所持立場，並對

其如何調整舊有見解與比較廣告指令間之衝突，做出詳細與深入之解說。 

「試用價格」（Testpreis-Angebote）案中，涉案廠商為網球拍之銷售

廠商，其使用比較性之廣告方式並於廣告中提出所謂之「試用價格」，同時，

亦在廣告之內容中特別指出：「當然，我們絕不敢給您一些廉價的合成網球

拍」(“of course, we do not dare to offer you any cheap composite 

rackets“)。本案中聯邦最高法院使用比較廣告指令中對於比較廣告之定義

規定，而關於此一比較廣告之內容，聯邦最高法院提出三點重要之論點45： 

 

 雖然廣告中並未直接提及特定廠商之商品，然而使用「合成網球拍」之字眼，

亦可得認定為一種比較廣告； 

 

 而廣告中之用語已對合成之網球拍商品構成詆毀。 

 

 即令歐盟比較廣告指令中所規定之轉換期限尚未屆至46，該指令仍可直接適

用於本案之審理47。 

 

聯邦最高法院對此進一步指出，聯邦最高法院於此引用歐盟比較廣告指令規

定並作出與指令內容相符之解釋，並不致有侵害立法權之疑慮，因不正競爭法第

1條之原則性條款，已使聯邦最高法院在審理本案時有足夠之解釋空間，因而，

事實上即使聯邦最高法院引用不正競爭法第 1條規定，亦可得出與比較廣告指令

精神相符之結論48；再者，對立法者而言，其除依指令內容轉換為內國法外，別

無其他有關比較廣告之實質內容之立法空間
49
，因此，聯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直

接宣示歐盟比較廣告指令於轉換為內國法前，即可做為裁判之依據並直接適用，

實質上並未侵害立法權。 

 

如果仔細觀察聯邦法院在「試用價格」（Testpreis-Angebote）乙案中所列

舉之判決理由，尚可進一步發現，聯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亦自行省視其過去對於

違反善良風俗之判斷基準是否仍符合一般交易社會之普遍觀點。聯邦最高法院一

                                                                                                                                            
BGH vom 15. Oktober 1998. 
45
 聯邦最高法院最後引用比較廣告指令之規定，禁止涉案廠商刊登該等比較廣告。 

46 
依歐盟比較廣告指令（Richtlinie 97/55/EG）第 3條規定，各會員國應於本指令公布於歐盟

公報（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之日起之三十個月內，將其相關之法

律、規章及行政規則轉換為與本指令內容相符之規定。據此，比較廣告指令之轉換期限為 2000

年 4 月底。 
47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Abs. 38. 

48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Abs. 36. 

49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Ab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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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肯認不正競爭法第 1條禁止違反善良風俗規範之必要性，並指出：「、、、

此種以原則性條款50來判斷競爭者之行為模式是否符合善良風俗之判斷方式，使

法院可隨經濟生活之發展、交易觀點之轉變並顧及一般大眾之觀感，而為法律之

適用，並使法官造法之功能得以繼續發展、、、」51

 

而在另一方面，聯邦最高法院亦承認「、、、比較廣告指令不僅使我們重新

思考過去有關比較廣告所為之裁判基礎及依據，同時也提示（本院）對某一競爭

行為是否構成違反善良風俗之邏輯思考方式，亦即，一個歐盟立法者認為基本上

合法之行為52，不論其轉換期限是否已經屆至，都不應再被（本國）視為違反善

良風俗之行為。藉由善良風俗之概念，本國立法者不僅應順應轉變中之交易價值

觀而調整原有立場，亦應開創新的價值觀點，而這套價值觀點事實上已經見諸本

國其他法令及歐盟其他國家之立法，並且已對善良風俗之概念在整體法秩序上有

一致之解釋、、、」53。依德國聯邦最高法院之看法，營業人之競爭行為若為歐

體法所容許之合法行為，則不構成不正競爭法第 1條所稱之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
54。 

 

本案之判決中相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德國聯邦最高法院於該判決中，相當

急切地宣示引用歐盟比較廣告指令之規定55。事實上，本案若引用德國法院過去

之判決所形成之原理、原則，亦可得到相同之判決結果。聯邦最高法院此一宣示

行為顯示其將德國有關比較廣告之規範，納入歐盟之體系下之決心，也似乎欲透

過此一司法判決告知立法機關，其已將比較廣告指令納入為內國法之一部分。 

 

 

 

 

 

 

 

 

 

                                                 
50
 聯邦最高法院於此所指之原則性條款即不正競爭法第 1條所謂之「禁止違反善良風俗」。 

51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Abs. 34. 

52
 即比較廣告之行為。 

53 
Urteil des BGH vom 5. February 1998, Abs. 37. 

54
 Matthias Johannes Nordmann, Neuere Entwickling im Recht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in GRUR 4/2002, S. 297. 
55 
Dr. Annette Kur, 歐洲之比較廣告概述（Competitive Advertising in Europe），本篇論文

為Dr. Kur於 1999 年 1月 7日於公平交易委員會競爭政策資料及研究中心所做之專題演講，全文

亦刊載於競爭政策通訊第 3卷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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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比較廣告的觀點與案例 

 

  （一）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比較廣告的觀點 

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局於昭和 62（1987）年 4月 21 日發佈「景（贈）

品表示法上有關比較廣告的觀點」，其內容如下： 

甲、關於比較廣告在景（贈）品表示法上的基本想法，去年六月，有以 

下的明示： 

       1. 景（贈）品表示法第四條雖然禁止於自己商品的內容或交易條件使一

般消費者誤認為比其相競爭事業的商品內容或交易條件明顯優良或

有利的不當表示，但並不禁止或限制和相競爭事業的商品作比較。 

       2. 為使一般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得以適切的比較有關同種商品的品質

或交易條件的特徵，希望比較廣告能提供具體的資訊。從而例如下述

的比較廣告，妨害了適切的比較商品特徵，而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1）未經實證或舉沒有得到實證的事項作比較 

         （2）對一般消費者的商品選擇而言並非重要的事項，而卻加以強調比

較以及恣意的選出比較商品等，以不公正的基準來比較。   

         （3）對一般消費者未提供具體的資訊，而單純的中傷或誹謗相競爭之

事業或其商品。 

       乙、在我國（日本）比較廣告至此不得再投機取巧，於上述狀況，為使比較 

廣告適當進行，而不致立刻成為景（贈）品表示法上麻煩問題的想法是 

恰當的。 從而當前的措施，列舉原則上不致成為景（贈）品表示法上問 

題的比較廣告的要件，以圖防範比較廣告違反景（贈）品表示法於未然。 

丙、今後，各廣告主作比較廣告時應參酌下列事項適當而正確為之。 

       1. 比較廣告規範對象的範圍（即比較廣告的定義） 

        比較廣告係就以下事項與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勞務（以下簡稱「商品 

等」）有競爭關係的特定商品等作為比較對象的表示（包含暗示的情 

形），而於商品等的內容或交易條件，依據客觀的測定或評價所做比較 

的廣告。   

          上述以外之型態的比較性廣告，依個別事例，參酌以下事項，來判斷是

否符合景（贈）品表示法的規定。 

      2. 基本觀點 

（1） 依據景（贈）品表示法的規範宗旨 

景（贈）品表示法第四條禁止於自己所提供商品等的內容或條件，使

一般消費者誤認比實際或比相競爭業者商品等的內容、條件顯著優良

或有利的不當表示。 

（2） 適當的比較廣告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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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比較廣告不致成為不當的表示，須以不會造成一般消費者誤認為

必要。因此，必須滿足下列三要件： 

A、在比較廣告中主張的內容必須要客觀的被實證 

          B、經實證的數值或事實必須正確且適當的引用 

          C、比較方法必須是公正的 

      3. 在比較廣告中主張其內容係經客觀的實證調查 

         摘示經客觀實證的數值或事實作比較之情形，通常不致造成一般消費

者誤認時，不構成不當表示。 

        （參考）所表示的內容顯然係空想，對一般消費者而言很明顯並不實 

的情形，一般消費者不會誤認該事實的存在，不構成不當表示。 

        所謂「經客觀的實證」，必須考慮下列事項： 

      （1）需實證的事項範圍 

           需實證事項的範圍以在比較廣告中所主張的事項為範圍。 

             例如：以「在某市調查的結果，乙商品比甲商品優秀」為比較廣告 

情形。 

A、於某市進行有關甲商品和乙商品優秀性的調查。 

B、出現其所主張的調查結果。 

      （2）實證的方法及程度 

               於比較的商品或服務的特性，若有實證被確立的方法（例如關於

汽車燃料消耗率的效率，10 motor）時，依據該被確立的方法；在

沒有的情況下，依社會通念及經驗法則上被認為是妥當的方法（例

如在隨意抽樣法中選出相當數量的樣本，不會產生以刻意調查的方

法為之的疑慮）能認知其所主張事實存在的程度為之。 

            「社會通念及經驗法則上被認為是妥當的方法」以及「能認知其

所主張事實存在的程度」，其具體的程度應斟酌比較商品或服務的特

性、廣告影響的範圍及程度加以判斷。 

          例如：一般而言，對於本公司的製品與他公司的製品，有關消費者喜

好的程度，在相當廣泛的地區，進行比較廣告的情形下，選出

相當數量的樣本作調查來作為實證是必要的。對此，中小企業

在如味噌般低價額的商品，限定在一部份的地域進行比較廣告

的情形下，選出比較少的樣本數作調查即足矣。 

                再者，公家機關所公告的數值或事實，以及提供比較對象商品

等的事業者在小冊子等的公佈，對客觀上被認為得以信賴的

數值或事實能以實證來處理該數值或事實。 

      （3）調查單位 

           作調查的單位係廣告主或無關係的第三者（例如國公立的試驗研究

機關等的公家機關，立於中立立場進行調查研究的民間機構等），

雖然其調查被認為是客觀，而希望採用其調查之結果，但即使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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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無關係之第三者所做的，也限於其實證方法等是妥當的為限，

始能作為比較廣告的根據。 

     4. 正確並適當引用經實證的數值或事實 

        正確且適當地引用客觀上經實證的數值或事實的情況下，通常因一般消 

費者不會誤認，因此不構成不當表示。 

        所謂「正確且適當地引用」，必須考慮下列事項： 

（1） 調查結果的引用方法 

A、 在經實證事實的範圍內加以引用   

例如：作為實證根據的調查在一定限制的條件下所為時，必須在

該限制的條件下作比較。 

                     對此種在一定限制條件下所作的調查結果，卻被引用在所

有條件下都適用（例如有關在溫暖地區機油性能的比較廣告，係

以在溫暖地區所作比較實驗結果的內容為根據，卻主張自己公司

的製品在國內所有地區都是優秀的），關於其所主張的事實（如

本例於國內所有地區內本公司製品的優秀性）因未經實證，有構

成不當表示之虞。 

  B、引用調查結果一部分的情形下，其引用需依循調查結果的旨趣 

             例如： 有關各公司的製品，引用以多數項目作比較測試的調查結

果的一部份，依自己的判斷，以恣意的取用任一項目而將

其評價數量化求其平均值的方法加以使用，其引用將與該

調查結果本來的旨趣截然相異，此種主張自己公司製品的

優秀性，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2）有關調查方法的資料表示 

             引用某一調查結果作比較時，為使一般消費者能正確認識調查結

果，有關調查單位、調查時點、調查場所等調查方法的資料要在廣

告中適當的表示。但調查方法以能適切說明為限，至於因廣告空間

等的關係而無法表明這些資料，這並無問題。 

             但調查單位或調查時點等未表明，而有關調查的客觀性或調查時

點等，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認時，則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例如：在廣告中說「依調查的結果，100 人中有 60 人說使用的感覺， 

乙商品比甲商品好。」但有關調查單位、調查時點、調查場所

等都未表明；或用「依最近權威性的調查」的文字，宛如似第

三者的單位最近所做的調查，而實際上是自己公司以前所做的

調查，則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5.比較方法要公正 

        在比較方法是公正的情況下，通常，一般消費者不會誤認，所以不構成

不當表示。 

      為使「比較的方法公正」，應考慮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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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示事項（比較項目）的選擇基準 

          一般而言，任何事項的比較都不是問題。但關於特定事項的比較，儘

管不怎麼影響該商品的全體機能、效用等，然而卻強調該商品全體的

機能、效用等是優良的情形下，則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例如：自己公司的製品只不過是枝微末節的改良，卻宣稱與他公司原

來的製品相比是畫時代的新產品，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2）成為比較對象商品等的選擇基準 

          一般而言，選擇有競爭關係的任何商品作為比較對象都沒有問題。但

社會通念上或交易通念上並不認為是同等級的比較，而其表示卻宛如

是同等級的比較時，則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例如：自己公司的豪華型汽車內部裝潢的豪華於比較廣告中，和他公 

司商品的標準型的內部裝潢加以比較，尤其是不提及其等級不 

同，但其表示卻宛如是同等級的類似汽車的比較，則有構成不 

當表示之虞。 

          再者，與已經停止製造或販賣的商品相比較，其廣告表示卻宛如和現

在還有製造、販賣的商品相比較，也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例如：自己公司的新產品和他公司已停止製造的舊型產品相比較，尤

其是不提及和舊產品相比較，但其廣告的表示卻宛如是和同類

新產品的比較，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3）缺點（短處）的表示 

          一般而言，有關某事項比較的情形下，不表示出其所附隨的缺點，並

沒有什麼特別的問題。但附有表示的義務，或在通常表示的事項中，

所主張和優點有不可分離的一體關係的缺點，沒有特別表示出，也沒

有明白表示的情況下，有關商品全體的機能、效用等，因會給一般消

費者造成誤認，則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 

          例如：比較土地價格的情形下，自己公司販賣的土地上被架設了高壓

電線而有價格較便宜的情事，關於此點特別不提及時，有構成

不當表示之虞。 

     6. 中傷、誹謗的比較廣告 

        一般而言，中傷、誹謗乃係指未提供有關商品等具體的資訊，而單純的 

誣陷相競爭的事業或其商品，特別是指摘其缺點而言。此種中傷、誹謗的 

比較廣告中的違反事實，會給一般消費者誤認的情形，有構成不當表示之 

虞。 

        再者，即使基於事實，但涉及信用墜落、人身攻擊等，從廣告整體旨趣 

觀察，會給一般消費者有宛如比起比較對象商品的實際內容還要低劣的印 

象，故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甚至更成為刑法等其他法律問題，也會惹起 

倫理上的問題、攸關品味的問題，應加以注意。 

     7. 公平交易協議會等各種團體於大眾傳播的自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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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事項係有關比較廣告在景（贈）品表示法上的一般原則。但考量各   

種商品等的特性、廣告影響的範圍及程度，應確立有關比較廣告的正常商 

業習慣，為使適正的比較廣告得以實施，公平交易協議會等團體宜依循上 

述事項，制訂有關比較廣告的自主規範基準，由公平交易協議會等的自主 

規範機關適切的加以運用。另外，處理廣告的大眾媒體對比較廣告個個實 

施適正的自主規範也是很重要的。 

     8. 其他問題 

        即使非景（贈）品表示法上問題的比較廣告，其表示內容、調查結果的 

        引用方法或對象商品等種類，若依著作權法等係被禁止者，也應特別注 

意。 

 

 

（二）案例 

 

1、昭和 46（1971）年 1月 26 日名古屋地方法院判決56，被告公司為了自

己製造販賣商品的宣傳，散發有關自己與原告不實的傳單，而其內容已逾越一般

社會觀念所能容忍的程度，故法院認為被告已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一項

第六款（舊法）營業誹謗行為的規定。 

 

2、昭和 56（1981）年 2月 25 日東京高等法院有關「香水格調」事件57中，

法院認為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五款（新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引起

質、量誤認行為的規定必須使人產生混同或誤認才構成，被上訴人將其生產的香

水（sweetlover）與上訴人生產的香水並列，且香水的外觀及風格與上訴人生產

的香水相同，但除此之外，被上訴人尚明白指出其香味與上訴人的香水相似，而

使消費者有此一認知，從而使消費者在購買時不會誤認為是上訴人所生產的香

水，既不會造成混同，當無該條的適用，故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本案所引用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五款（新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

引起質、量誤認的行為），相當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與比較廣

告的獲取不正利益的不公平競爭的概念不同，尚不能相提並論。倘從下述歐盟

1997 年有關比較廣告指令的第八款係為法國香水工業所特別考量的原則來看，

實在還存有商確的空間。 

 

    3、平成 9年（1997 年）判第 4號審決對「宇多商會股份有限公司」事件，

該公司於廣告中使用比其他競爭者商品「顯著」優良的用語，然事實上並無顯著

優良，其已造成一般消費者誤認而被認定違法。所謂「顯著有利」是否會被誤認，

其判斷標準是指超越一般可被容許的誇張程度而影響對商品或服務的選擇與否

                                                 
56
 名古屋地判昭和 46（1971）年 1月 26 日，無體財產權裁判集 3-1 號第 1頁。 

57
 東京高裁昭和 56（1981）年 2月 25 日判決，無體財產權裁判集 13-1 號第 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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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判斷58。 

 

    4、平成 11 年（1999 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電氣通信事業代理店的衛星放

送受信契約收費的不當表示作成警告，該代理店係有關衛星放送受信契約的居間

者，在其店面散發傳單「請比較、這樣的便宜」、「○○TV! ○○パック 3,980

圓」、 

「□□TV 12,530 圓」，並有該公司所代理衛星放送事業的節目收費和其他衛星

放送事業的節目收費的比較記載，而且表明前者比後者便宜，實際上，雖然為了

比較而可合計後者每個節目的收費來與前者パック（pack）的收費加以比較，但

有關同等內容服務收費的比較，卻難以言喻59。 

    從本案例可以看出，雖然價格的比較看似客觀明確，但只要涉及服務內容的

品質時，其價格的比較，也很難說哪一家是比較便宜的。所以日本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該案僅加以警告，並未作成正式審決，是可以被理解的。 

 

    5、平成 12 年（2000 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證券公司的金融商品的收益性

使人誤認較優良的廣告作成警告。證券公司於報紙廣告等將其所販賣金融商品的

目標總收益率與銀行的超（スーパー；super）定期、郵局的新（ニュー；new）

定期及定額儲金的回收利息作比較，該廣告的表示使人認為宛如該證券公司的金

融商品比其他的金融商品有較高的回收利息，而有較優的收益性。實際上，該證

券公司的金融商品儘管有不保證本金及利息回收的商品特性，但卻未將其要旨加

以表示，而且也未將有中途解約限制的要旨加以明示，此點有被誤認較為有利之

虞60。  

    本案雖未指明被比較的競爭者商品，且其所比較的僅屬同類但並不相同的金

融商品，但其相關資訊的揭露並不完整，故而被警告其為不當表示。 

 

   6、平成 12 年（2000 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葬儀社所提供服務的不當價格比

較廣告作成警告。葬儀社於夾報廣告傳單上記載「其他葬儀社葬儀總費用約 60

万圓~70 万圓；本葬儀社葬儀總費用約 40 万圓」，實際上有關從 60 万圓~70 万圓

價位的競爭業者的價格及葬儀服務的內容，並未基於正確的調查來比較表示61。  

    在服務業中所提供的服務，即便只是作單純的價格比較廣告，但因涉及的服

務內容品質不同，其價格的比較即不易有客觀的標準。 

                                                 
58 
原一弘，「不当の価格表示についての景品表示法上の考え方」について（下），公正取引第 

601 號，2000 年 11 月，第 65 頁。 
59 
後藤正和，最近の景品表示法違反事件の處理狀況，公正取引第 597 號，2000 年 7 月，第 75 

頁。 

60 山岡誠朗，最近の景品表示法事件の處理狀況，公正取引第 608 號，2001 年 6 月，第 62 頁。 
61
 同前註，第 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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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平成 12 年（2000 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酒類的不當價格比較廣告作成警

告。酒類販賣業者，就其所販賣的酒類，在夾報廣告傳單上記載「酒，最便宜」、

「請比較他店的傳單，」、「以地域No.1 為目標提供服務」等，宛如表示其於周

邊地域中販賣酒類的價格是最便宜的，實際上，該業者對於競爭者的販賣價格並

未作正確的調查，其廣告的表示並沒有根據62。 

    本案顯示，未作正確的調查而擅稱「第一」或「最---」，將可能構成不當表

示。 

 

   8、平成 12 年（2000 年）公平交易委員會對計程車業者的不當價格比較廣告

作成警告。競爭業者先實施計程運費減價以及回數折扣運費制（提供使用金額為

5000 圓而每張 500 圓的計程利用券），而該計程車業者在計程車窗表示「在○○

第一便宜的計程車」、「最便宜」，其後，競爭業者降價至該計程車業者的運費以

下，於一上車的運費及計程後加算的運費相比較，變成該計程車業者的運費比競

爭業者的運費還高，嗣後，亦未明白表示其適用回數折扣運費的情況下會變成比

競爭業者的運費便宜，依然在車窗表示於○○市的地域該計程車業者的運費最便

宜63。 

    日本的計程車去年已開放競爭，不再採取統一費率。因此，不同收費制度（如

回數票）的採用才會產生較低的價格時，仍有義務要揭露完整的資訊，否則有不

當表示之虞。 

 

 

 

 

 

 

 

 

 

 

 

 

 

 

 

                                                 
62
 同前註。 

6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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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美國對比較廣告的規範 

 

（一）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TC）對「比較廣告」的政策聲明 

    在 1960 年代前半期，美國對比較廣告採取否定的態度，到 1970 年代之後才

逐漸被重視。1960 年代之前，美國媒體業者對比較廣告的自律採取較嚴格的態

度，一直到 1966 年至 1969 年之間，AAAA(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y)的理事會對比較廣告的態度才逐漸採取善意的態度，而 NBC（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也是在 1960 年代中才表示對比較廣告採取較寬容的態

度。 

    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TC）於 1971 年說服了原先全面禁止比較廣告的 CBS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與 ABC（The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1974 年 CBS 與 ABC 正式發布有關比較廣告的處理原則 ，同年 AAAA

的理事會也發布新的處理原則，認為使用真實而公正的比較廣告可以提供必要且

有益的資訊給消費者。 

    除了比較廣告被認為屬於憲法所保障的商業言論自由之外，美國聯邦貿易委

員會（FTC）認為比較廣告有利於消費者，因此於 1979 年 8 月 13 日正式發布「有

關比較廣告的政策聲明」，其基本態度為：（1）比較廣告可以對消費者提供更多

而重要的資訊，有助於消費者於購買時作出合理的決定；（2）可促進市場的參入

競爭，有助於價格的下跌以及品質的改善，對於廣告主、廣告代理業、媒體業以 

及自律規範團體也是有益的。聯邦貿易委員會的作法如下：（1）鼓勵業者於比較

廣告中表明競爭者的名稱或提及競爭者；（2）要求業者提供明確且必要而沒有欺

瞞的標示與資訊給消費者；（3）貶低性的廣告是被允許的，只要內容真實而且沒

有欺罔，（disparaging advertising is permissible so long as it is truthful 

and not deceptive.）；（4）對於真實而沒有欺罔的比較廣告的使用，媒體業者

以及自律規範團體都不應該依據其自律規約來加以限制；（5）對於比較廣告內容

的「實證」要求，採取與一般廣告同等標準的評價，業者團體的自律規範若有較

高基準的要求或解釋，則是不適切的，應加以修正（見附錄一）。 

    聯邦貿易委員會並未對比較廣告制訂指導原則（guideline）或規則，其認

為對於所有的廣告都應適用同一的欺瞞或不公正的基準，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是

否有誤導或欺罔的意圖與可能性，這是事實問題，須依個案的事實基礎來判斷，

因此並沒有必要對使用有比較的廣告訂定特別的規則，是以只對比較廣告發佈政

策聲明64。 

 

（二）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FTC）對有關「廣告實證」的政策聲明 

聯邦貿易委員會於 1984 年 7 月 27 日發布「有關廣告實證的政策聲明」（見

                                                 
64 

同前註。Boddewyn , J.  and  Marton, K.,  Comparison Advertising , 1978 a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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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該政策聲明，主要分成五部分： 

1、合理根據（reasonable basis）的要求 

    委員會重申合法的廣告實證要求係建立在合理的基礎上。委員會堅定繼續強

力執行之前的合法要求，亦即不論廣告主對於商品或服務的明確表示或暗示的訴

求，都應客觀的主張，廣告主應有合理的根據來支持其主張。有實證的表示，對

消費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消費者知道沒有真實可信且沒有充分合理的根

據，消費者根本不會對廣告主在商品或服務上的主張產生信賴。因此，業者若沒

有客觀的主張及合理的根據，將違反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 5條的不公正及欺罔的

行為。 

2、先前實證的基準 

    許多廣告明指或暗示廣告主的商品訴求有一堆的證據可支持。當實證的訴求

是明確時（例如「測試證明」、「醫生推薦」、「研究顯示」），委員會期待業者至少

有廣告所稱的實證。一個廣告所暗示的可能比其明示的有更多的實證，或者對消

費者暗示，公司有一定類型的證據可支持，在此種情況下，公司應有一定的類型

證據可確實傳達給消費者。 

    欠缺明示或暗示的相關證據，而這些證據是消費者所期待的，委員會即假設

消費者所期待的是「合理的根據」（reasonable basis）作為訴求。委員會認定

甚麼是構成「合理的根據」（將它當作是一種不公正的分析），是依據一些有關其

所特別訴求的證據的成本與效益的要素，這些要素包括：訴求的型態、產品、錯

誤訴求的結果、真實訴求的利益、為了該訴求所研發此實證的成本，以及此一領

域中有關該實證的專家相信其為合理的數量。 

    對於決定消費者所期待支持特殊商品訴求的實證以及廣告主所擁有適當的

證據是居於何種層次，外部證據（例如專家的證言或消費者的觀察）是有用的。 

有問題的是暗示訴求的證據。縱使業者未必持有暗示訴求的證據，他們一般而言

應該可以覺察到合理的說明而且將被期待對該訴求會有先前的實證，委員會將小

心謹慎去確認那是否只是在挑戰廣告訴求的合理性說明。 

3、為了獲得實證的過程 

    以往委員會從企業求得實證有兩種不同方式：一是透過整體產業，對於包含

標的產業在內的一連串產業或在不同產業的業者作相同類型的主張，要求其作同

一或實質上相同的內容而發給公開的調查書；另一則是在調查過程中依個案對個

別企業發給特別的要求書（specific requests）。委員會檢視後指出，前者的作

法對業者與機關耗費成本，其法律上的執行效益遠低於後者，甚至沒有效益。 

    委員會傳統的調查程序允許官員在一個產業中同時對一連串的業者進行調

查，在所調查的領域中去發展出所需要的專業知識，並在需要對公眾告知或來自

公眾評論的情況下公開發佈委員會的行動。委員會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對於本法有

執行成效。無論如何，既然「實證」原則上是法律執行工具，在此種調查中委員

會所關心的是廣告主所擁有的「實證」，以及在調查過程中公眾可能無法（若有

的話）提供任何訊息。因此，委員會期望在他們完成前能難能可貴地公開作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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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於是，委員會已決定未來將依賴直接對個別的公司非公開的要求「實證」，

此乃藉由非正式的「接觸信函」（informal access letter）為之，或若有必要，

仍將藉由正式的行政調查要求為之。委員會相信在同一產業中不論是否直接對一

家公司或數家公司適當的對特別業者的要求，在法律執行的技術上是更有效益

的。在廣告實證的領域，委員會目前無法預知對產業廣泛無遺的接觸調查是適當

的。  

4、在實證事件主張後的相關證據 

「合理根據」的原則要求業者在散佈其廣告的主張之前要有實證。無論如

何，委員會沒有（理由）必要行使他的裁量去考慮在（廣告）散佈之後所發展出

來有支持性的資料。委員會在裁量時不會在一份文書上事先認定其將考慮在實證

事件主張後的證據的情況。此一指示能提供闡明計畫程序的實際操作以及在適切

的事件中集中焦點去考量（廣告）主張後的證據。委員會強調業者在廣告被散佈

之前欠缺合理的根據，屬違反聯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將被追訴。要求廣告實

證的目標是在確保廣告的真實，無論如何，（廣告）主張的真實或虛偽總是與委

員會的深思熟慮有關。因此，機關不只是對廣告主事前的實證加以替代，其在下

列情況下，保持審慎且彈性的態度去考量追加的實證證據是非常重要的：（1）在

發追訴決定書之前，先確定追訴企業是否合乎公共利益，（2）在追訴正式作成前，

評估廣告主所持有之實證的適當性，（3）對之前所散佈欠缺合理根據的廣告物的

業者發佈命令是否必要，或對其所發命令的範圍是否適切。 

首先，使用（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去評價主張的真實性，或使用此一證據

來認定其符合公共利益以便繼續從事調查或發動追訴是否是一個適當的政策。當

業者創造出（廣告）主張之後的實證去證明其主張的真實性時，並不意謂著委員

會將延緩行動，也不意味其後真實的證據可以免除業者並未事先擁有實證的責

任。委員會改換焦點於是否既存證據的主張是真實的，且可引導委員會在行使追

訴裁量時去拒絕開始法律的執行程序。若有可利用的（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能

證明其主張是真實的，而以違反必須事先有實證的要求為由對業者提出追 

訴，特別是對委員會資源需求的競合觀點而言，經常是不恰當的。 

    其次，（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可能顯示之前的主張係明顯的證據資料不足

而沒有實際的意義。在評估先前實證的適當性時，委員會將只考量能將事前存在

的實證釐清的（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因此，廣告主將不被允許創造完全新的

實證，僅僅是因為他們先前的實證是不適當的。 

最後，委員會在決定對之前所散佈欠缺合理根據的廣告物的業者發佈命令是

否必要，或對其所發命令的範圍是否適切，可能會使用（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

因此，當追加的證據提供第一次審理時所提（廣告）主張係真實的提議時，委員

會將作出比沒有（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更小範圍的命令。委員會言明保持先前

實證的要求，並進一步相信這些隨意的要素將提供所需要的彈性。委員會僅在上

述所列的情況下會考慮（廣告）主張之後的證據。但在一些特殊的案件是否會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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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保留其裁量。 

5、自主規制團體與政府機關 

    委員會依舊與依規制政策來作初步執法的自律團體以及政府機構保持工作

上的密切關係。但無論如何，並不因自律團體的規制而延緩委員會的認定，也不

會因自律團體的認可而遮斷委員會的追訴，而且自律團體的一個不利決定並不意

謂委員會將自動的唱反調或立即認定其責任，委員會將獨立作判斷、評估每個個

案的功過。委員會將繼續維持與自律團體的有益關係，而且在追訴案件的過程中

盡可能的依據專家以及其他政府機構的認定來處理。 

 

（三）執行食品廣告的政策聲明-----比較營養成分的廣告65

     由於食品涉及人身健康與安全，聯邦貿易委員會在執行此一政策時，除配

                                                 
65 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Food Advertising ,  May 1994 . FTC.   

 III、Nutrient Content Claims 

A、Claims Describing the Absolute and Comparative Nutrient Content of Foods  

2、Comparative Nutrient Content Claims   

  In examining comparative claims, several principles are likely to be applied by the 
Commission. First, comparative claims should make clear the basis for the comparison. 

Claims should identify the reference food to which the product is being compared to so 

that the appropriate comparison is clear to consumers. Second, consistent with the 

position it has taken on the use of descriptors, the Commission believes that advertisers 

using unqualified comparative terms must meet FDA's minimum percentage difference 

requirements for those claims. For example, if an ad represents that a food has "less 

fat than Brand X," without indicating the percentage or absolute difference in fat, the 

Commission will rely on FDA's 25% minimum difference requirement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claim is deceptive. Third, comparative claims should not overstate the significance 

of a nutrient difference. For this reason, some comparative claims may need to be 

qualified in a manner sufficient to ensure that consumers are not misled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utrient difference. For example, a simple statement of percentage 

difference for a food that contains only a small amount of a nutrient, such as "our 

crackers have one-third less fat than Brand X," may suggest that the nutrient difference 

is greater in an absolute sense than it actually is.  This type of claim may need further 

qualification to prevent the claim from creating a misleading impression (e.g., "one 

third less fat than Brand X -- theirs has 3 g., ours has 2 g.").  Even where nutrient 

differences are substantial in an absolute sense, careful qualification may be necessary 

for products that despite such absolute reductions, still contain appreciable amounts 

of a nutrient, to ensure that consumers are not misled regarding the absolute level of 

the nutrient. Thus, a claim such as "20% less fat in our frozen entree compared to Brand 

X," regarding a product that nevertheless contai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fat, may need 

to identify the quantitative amount of fat in the advertised food and the reference food 

(e.g., "20% less fat than Brand X -- Brand X has 25 g. fat, ours has 20 g. fat"), 
particularly in situations where consumers are not likely to be aware that the item is 

generally high in fat. In summary, the Commission ordinarily will not challenge 

comparative nutrient content claims that comply with FDA's regulations, and will 

carefully scrutinize comparative nutrient content claims that characterize nutrient 

differences in ways that do not comply with FDA's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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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聯邦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DCA)）、

營養標示與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NLEA)）及聯邦

食品、藥品管理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s (FDA)）的規則外，並堅

持下述幾個原則： 

    1、比較聲明應明確說明比較的基礎。聲明應先確認被比較的商品，以便能

清楚地對消費者表示適當的比較。 

    2、須符合敘述所要使用的地方。FTC 堅持廣告使用未被限制的比較條件時， 

一定要遵守 FDA 最低百分比的不同要求。例如：有食品廣告聲稱「比某 

品牌低脂」，而沒有指明百分比或脂肪的絕對性差異，FTC 將依據 FDA 的 

25%最低限的不同要求，來決定其是否構成欺罔。 

    3、比較廣告不得過度聲明不同營養價值的意義。由於此一理由，有些比較 

聲明將須被限制，如此以便充分確保消費者在有關不同營養價值意義的觀 

念上不會被誤導。例如：一個食品只含有少許的營養成分而作簡單的不同 

百分比的聲明，如「我們的脆薄片比某品牌的含脂量低三分之一」將暗示 

其不同的營養成分在絕對的感覺上（absolute sense）比實際上大很多。 

此類聲明須進一步加以限制，要求其明示出其實際含量的情形，以防止其

產生誤認的印象（例如「比某品牌的含脂量低三分之一-----他們的有 3

克，我們的有 2克」）。即便在絕對感覺上營養成分差異也是重要的，儘管

在絕對的減少，仍然包含可以感受得到的營養量，因此，對食品小心謹慎

的限制是必要的，以便確保消費者在有關營養的絕對標準方面不會被誤

導。尤其在消費者不容易察覺到在脂肪這一項目比一般高的情況，例如一

個食品聲稱「我們的主菜比某品牌的含脂量低 20%」，儘管其含有相當數

量的脂肪，仍有必要確認廣告的與被比較的食品在脂肪上的實際數量（例

如：比某品牌的含脂量低 20%---某品牌有 25 克的脂肪；我們的有 25 克

脂肪）。 

總之，FTC 通常不會去挑戰符合 FDA 相關法令的比較營養成分廣告，但 

將會小心謹慎地詳細查看比較營養成分的聲明是以不合乎 FDA 相關法令 

的方式去突顯不同營養成分特質的廣告。 

 

（四）Sheila F. Anthony 委員對電信費率比較廣告的發言66

                                                 
66
 Truth In Advertising I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icity  ：  Remarks By 

Commissioner Sheila F. Anthony  Befor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gulatory Utility 

Commissioners Washington, D.C. March 6, 2000.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s a popular 

component in many ads. There is no legal prohibition against advertisers making truthful 

references to competitors or competing products. However, to avoid deceptio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must be clear and, if necessary, contain appropriate disclosures. 

Further, an advertiser must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to support its own claim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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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ony 委員稱：比較廣告是眾多廣告的一部份，並沒有法律禁止廣告主

真實的陳述競爭者或相競爭的產品。無論如何，比較廣告必須清楚，沒有欺罔，

必要時，須適當的揭露。此外，廣告主必須有合理的根據去支持他自己的主張和

提及競爭者的商品或服務。例如公司廣告的表達聲稱其電話費率最低，並使用圖

示和其他競爭者所提供每分鐘的費率作比較，廣告主必須確保競爭者的費率是現

在而不是過期的，換言之，當使用比較廣告時，廣告主不但必須確保自己的是真

實且能實證，也必須確保其所提供競爭者的也是真實且能實證。 

 

（五）自律團體的規範與指導原則 

1、NARB 的比較廣告要旨報告書 

    National Advertising Division（NAD）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也提供處理私人有爭議的比較廣告，其參加雖係自願，但成效頗著67。NARB

（National Advertising Review Board）係於 1971 年設立的廣告自主規律團體，

由廣告代理業、廣告主、媒體、學者專家所組成，其作成的決議雖無法律的強制

力，但可拘束其成員。NARB即依據NAD及NARB所處理的案例提出要旨報告書，內

含簡例說明，分述如下： 

（1）有意以優越的主張作比較時，應有一般使用狀況的證明。 

            例如：主張輪胎優越的剎車性能，其事實是在乾的道路測試證明，而

在其他通常使用狀況亦即在濕的容易滑動的表面也有同樣優

秀的事實。 

（2）在諸多情況下，其中只有一個有利，卻暗示主張具有全面性的優越。 

         例如：主張去除油垢的洗潔劑較優越，但有其他同樣重要而成效恐怕

不能說是優越的地方時（例如污垢的浮出水面、汗垢、衣服的

褪色），卻暗示其產品具有全面性的優越。 

（3）在產品一定範圍內的等級品，和競爭者作等級品的比較。 

         例如：在輪胎的比較廣告中，主張比競爭者的輪胎有更長的持久性，

但事實上卻是以頂級的和底級的作比較。 

（4）在廣告中敘述某種意義時應以消費者所述的為準。 

                                                                                                                                            
as the claims made about a competitor's product or services. For example, if a company's 

ad conveys the representation that its telephone service rates are the lowest and uses 

a chart that compares its per-minute rate to the rates offered by a competitor, the 

advertiser must make sure that the competitor's rates are current and not outdated. In 

other words, when using comparative ads, the advertiser must not only make sure its own 

claims are truthful and substantiated, but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ut the 

competitor is also truthful and substantiated.」 

67 
James Maxeiner and Peter Schotthofer，ADVERTISING LAW---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Deventer  Boston，1992，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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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含有特殊裝備為條件的汽車價格比較，競爭者的價格或許包含

不一樣的特殊配備也說不定，但比較廣告中卻無視於競爭者的

汽車價格已包含特殊裝備價格的事實。 

（5）在採用實際表演作比較的情形，其所提示的態樣要公正。 

          例如：二者同時並列實際表演時，二者均應同時遵從標示的指示，且

二者觀點的條件應該以相同的著眼點為之。 

（6）於資訊的提供方面，在比較時應避免誇張對於消費者的有益性。 

         例如：在自己的軟性飲料使用低熱量方面，只有二卡路里，其他競爭

者有四卡路里的情形，而在廣告中聲稱「50﹪低卡路里」，此

即意謂著可能過度誇張對消費者有益的資訊。 

（7）基於測試所做的比較，測試的結果被用來作暗示的主張。 

         例如：在供玩賞用動物所吃的食品方面，自己的比競爭者的含有更多

的蛋白質，此經實驗室測試的判定，雖然是事實的報告，但卻

有暗示基於測試而具有全面性優越的營養成分。 

（8）測試結果，依據大部分的人實際使用產品所能達成者。 

         例如：產品依循指示實際操作時，表示有比競爭者的更為優異輝煌的

情形，使用這亮麗的成績之前，在廣告或商業廣告沒有被提及

有特別的準備行為。  

（9）為了比較廣告而在選用媒體之際，應允許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以便能

適切地告知事情的梗概。當為了適切提供比較而被要求更充分的時間

與空間時，其只有三十秒的商業廣告或小印刷廣告的片段資訊，將會

增加消費者誤認的機會。 

（10）由於比較廣告可提供重要、可理解且有益的比較事實，既然可提供更

有利的資訊，吾等即應確實幫助消費者的選擇。若對消費者而言是重

要之點，不能單單為了作有關優越性的主張，而單純的貶低競爭者的

商品。 

   

2、AAAA 對比較廣告的政策說明與指導原則 

    在聯邦貿易委員會說服各媒體自律組織開放作比較廣告後，AAAA 理事會於

1974 年對比較廣告訂定新的政策說明與指導原則，其內容如下：在真實而公正

使用，且提供必要而有益的資訊給消費者時，AAAA 理事會承認比較廣告，但應

給予高度的注意，使用比較廣告，的確在性質上有扭曲事實的可能性，或者含蓄

的說，也有可能對消費者提供不實表示的資訊。所以，理事會確信比較廣告一定

要遵從下述的指導原則： 

（1）廣告的目的應該是在提供資訊，不得對競爭者或有競爭關係的產品或

服務貶損信用，也不得有不公正的攻擊。 

（2）明指有競爭關係產品的名稱時，一定要有重要競爭的市場存在。 

（3）競爭一定要能公正且適當地被識別，對於有競爭關係的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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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有能被識別出有貶低性評判的態樣或語調。 

（4）廣告應該要比較有類似關連性的內容，像產品的特性、構成要素或特 

徵等。 

（5）識別是為了誠實的比較目的，不能只是根據連想而單純抬高評價。 

（6）實施競爭測試（test）的情況下，為了使測試的真實性不受懷疑，測

試應有客觀而獨立的來源。 

（7）在任何情況下測試可於廣告中被使用，而且應支持所有有根據的測試 

的主張。 

（8）為了避免使消費者導引出不適切的結論，廣告不得使用結果的一部分 

或強調不重要的差異點。 

（9）被比較的特性應從產品的價值或有用性的觀點，且對消費者而言是重 

要的。 

（10）用證言（見證）來敘述的比較廣告，個人只是一個樣本，不能代表大

部份的見解，也不能暗示其證言超過一個人的看法。 

    AAAA後來在 1990 年 9 月 18 日亦公佈運作標準（Standards of Practice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認為對於比較廣告的

管理也應適用相同的真實、重要聲明、高雅、---------等等的標準，就如同適

用在其他類型的廣告一樣68。 

除上述 AAAA 理事會之外，其他如 CBS、ABC、NBC、NAB 也發佈類似的比較廣

告指導原則，ABC 的原則甚至包含有對比較廣告的異議程序。 

 

（六）案例 

   1、Amana 公司帶有烤箱的爐灶比較廣告（1983.9.30 FTC 停止命令）   

    Amana 公司於比較廣告宣稱其產品比起在標準以上的九家公司還要安全、質

優，結果經測試認定，不只 Amana 公司，其他九家公司的產品也一樣安全、質優。 

 

   2、Adria 製藥公司的鎮痛劑比較廣告（1983.11.18 FTC 同意審決命令） 

    該公司宣稱其鎮痛劑沒有加入阿斯匹靈及退熱劑，其在比較廣告中稱沒有阿

斯匹靈的副作用或比阿斯匹靈的副作用要少，結果被認為和其他公司的產品有同

樣的副作用。 

 

   3、Blue Luster 的地毯用洗潔劑比較廣告（1985.10.28 FTC 同意審決命令） 

    印第安那州的 Blue Luster 公司於比較廣告稱其產品在獨立的研究機構

（American Societyof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D 3050-75）進行洗劑

有效性的試驗，其商品在熱水中洗滌的去除污垢的效能，是（相競爭者）Lakdoctor

                                                 
68 原文為「Comparative advertising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same standards of truthfulness, 

claim substantiation, tastefulness, etc., as apply to other types of advertising.」

引自http://www.aaaa.org/inside/standards.pdf 2002/9/20 

http://www.aaaa.org/inside/standar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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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倍，是（相競爭者）Zamax 的三倍半，在一般水中更是大幅領先。對上述的

廣告，Blue Luster 表示其有合理的根據（reasonable basis），但實際上 Blue 

Luster 在作上述表示時並未擁有合理的根據，而且沒有進行比較產品順位

（comparative product ranking），因此其所做地毯洗劑有效性的比較，不能說

是適當的試驗方法；反過來其他公司的產品若依據 Blue Luster 公司的試驗方法

則其他公司的產品優於 Blue Luster 公司的產品。因此 Blue Luster 公司的比較

廣告構成欺罔。 

 

4、Avis Rent A Car System, Inc. vs. The Hertz Corporation（782 F. 2d 

381  2nd cir. 1986）69

    號稱美國汽車出租業第一位佔有率的Hertz公司從 1984 年 3 月到 4月，在華

爾街雜誌（Wall Street Journal）、高爾夫雜誌（Golf Magazine）、美國航線

（American Airlines）的機內雜誌「美國線」（American Way）等進行大手筆的

下述廣告。廣告開頭有很大的粗體字「Hertz比Avis持有更多的新車」（Hertz has 

more new cars than Avis has cars.），下面斜體字載明「我們有超過 135,000

輛的 1984 型的汽車出租」（We're rolling out over 135,000 1984 cars.），並

有一張汽車技術人員引導一批新車進駐機場的停車場照片，其下尚有說明的文字

「閣下若想開最新的車，請向Hertz承租；因為比起Avis 和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所

持有的新型車或舊型車，Hertz持有更多最新的 1984 型車。」（If you'd like to 

drive some of the newest cars on the road, rent from Hertz. Because we 

have more new 1984 cars than Avis or anyone else has cars -- new or old.）

「附豪華的Continental Mark II AM/FM立體聲音響，以及如野馬戰鬥機般可變

換的巡航控制，像巨鳥般輕盈的起飛」、「節省油料的經濟護送者」、「想開車的你，

有充分的機會找到辦公用或休閒用的國產車或外國車」、「你行動的的旅行代理店 

Hertz  電話 1-800-654-3131 請試開 84 年型車」，末了還記載大的粗體字「租

車的最佳方法」（The #1 way to rent a car.）。在該廣告之前，從 1984 年 2

月 27 日到 3月中，Hertz在廣播電台作下述的廣告「今年本公司出租 135,000

輛的PICA PICA 最新的 1984 型車，這是比Avis 和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所持有的新

型車和舊型車還要多的可靠新車」。 

    位居該業界第二位的Avis對該指明的比較廣告早有因應對策，1984 年 3 月

16 日依蘭哈姆法（Lanham Act）43（a）項70（15 U.S.C. §1125（a））以「Hertz

                                                 
69 AVIS RENT A CAR SYSTEM, INC., Plaintiff-Appellee, v. THE HERTZ CORPORATION, 

Defendant-Appellant                      No. 85-7692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782 F.2d 381; 1986 U.S. App. LEXIS 22059; 228 U.S.P.Q. (BNA) 

849   November 6, 1985, Argued    February 3, 1986, Decided 

取自 Lexis Nexis 資料庫. 
70
 Lanham Act第四十三條(a) 項規定：「任何人在其物品、服務、容器、或物品之容器，附上 

或應用於虛偽之來源說明，或任何虛偽之描述，此項描述包括文字、有意虛偽表示之標誌，而使

上述物品或服務使用於商業上。任何明知其虛偽的來源說明、描述或表意，而在其他地區運送、

使用於商業，其虛偽表意致使任何人相信而遭受可能之損害者，將負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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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比Avis還多的新車」係虛偽不實向紐約東部地區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禁止該廣

告及損害賠償。 

    地方法院認為：（1）Hertz於 1983 年秋天決定訂購 1984 年 135,000 輛的新

車比往年提早數個月，廣告中有問題的是，對於至 1984 年 2 月 15 日比Avis所持

有出租的台數還多的1984年型出租車的調查，此一調查，其中一部分是依據1984

年型車預測交付的期限，但此一預測交付的期限，有點過於樂觀。1984 年 3 月

及 4月中，隨著日子的經過，對於Hertz持有 1984 年型車輛數的急速增加，Hertz

提出Avis持有出租車的輛數沒有相對變化的證據，而Avis沒有提出反證。（2）

Hertz在 1984 年 2 月 29 日當時持有 1984 年型車不到 90,141 輛（本公司擁有

84,199 輛，被授權的有 5,942 輛），而Avis在 1984 年 2 月 28 日當時持有 103,049

輛（本公司擁有 75,446 輛，被授權的有 27,603 輛）。（3）於 1984 年 3 月 1 日以

後最近的期間Hertz擁有 1984 年型車 97,000 輛（本公司持有 91,000 輛，被授權

的約有 6,000 輛），而Avis總共擁有 102,000 輛（本公司持有 5,503 輛，被授權

的約有 1,273 輛）。因此，地院認為「Hertz持有比Avis還多的新車」的主張並不

是指租出去的可能輛數，而是指擁有的全部輛數，基於此一事實的認定，故認為

該主張乃虛偽不實，但該主張在 1984 年初期遲早會被實現，因為Hertz是基於合

理期待的調查，所以認為不具有虛偽的意圖，故僅禁止其使用在時點上未被實證

而不真實的資料，並命被告Hertz負擔費用在其所登載廣告的媒體上刊登法院所

認定內容的更正啟事，其內容為「Hertz於 1984 年 3 月在該雜誌所登持有比Avis

還多的新車，此一表示是一個計畫中的聲明，作成廣告表示的時候尚非真實。」

（This representation was a projected claim which was not true at the time 

it was made.） 

    被告不服，提起上訴主張，地院不應該作成禁止命令（不作為命令）及更正

聲明的命令，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 Hertz 會再重覆為該有問題廣告的疑

慮，並主張該廣告並未製造出錯誤的印象而具有足夠的持久性去保證此一劇烈的

輪廓。同時 Hertz 所稱比 Avis 還多的車係指可出租的車輛而不包括已標示要出

售的車輛（earmarked for sale）。 

本案關鍵性的問題在於廣告的主張究竟是指可能出租的輛數或指公司全部

擁有的輛數。 

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對於解釋的基本原則應從文章前後文的關係及事件的環

境背景作解釋而不應只從文字的表面作解釋（Fundamental to any task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inciple that text must yield to context.），而

且被告提出補強證據，在所訪談的消費者中有 87%認為該廣告所指的是有關汽車

出租而不認為是公司所擁有的汽車數。另外，被告的廣告代理商作證稱該廣告係

指出租汽車，此點亦經原告的廣告代理商所確認，而原告 Avis 在結辯中也聲稱

消費者所在乎的是有關出租的新車，而不是在乎公司所擁有的是更多的或新的車

輛。第二巡迴法院因此認定 1984 年 3 月 Avis 持有 102,000 輛的汽車中，標示要

出售的自己公司的車輛有 5,503，被授權的有 1,273 輛，這些已不可能出租（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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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 shows we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sold and were no longer available 

for rental），扣除這 6,776 輛（5,503＋1,273），Avis 可能出租的車輛僅有

95,224，而 Hertz 則有 97,000 輛（扣除少數的例外）1984 年型的新車可出租，

Hertz 可出租的車輛確實比 Avis 多。並認為地院所認定的事實與結論中並沒有

充分說明其對廣告的解釋為何作如此採信的理由，有必要進一步補充說明，而其

它部份也同樣不足。因此，推翻地方法院的判決。 

 

   5、PIZZA HUT, INC., vs. PAPA JOHN'S INTERNATIONAL, INC.; PAPA JOHN'S 

USA,INC.,（5th cir , September 19, 2000）71

    本案起因於被告使用四個字的口號"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被告抗辯未違反蘭哈姆法（Lanham Act），因為沒有不實；但PIZZA HUT

認為若檢視PAPA JOHN'S廣告的所有內容，其傳達了不實的聲明，故違反蘭哈姆

法 43（a）項。達拉斯的地方法院在評估陪審團對被告的一連串質問後，拒絕了

PAPA JOHN'S對該案作為法律事件72（非實質證據的事實事件）來審理的申請，並

認為被告的廣告有錯誤及誤導的敘述，已違反蘭哈姆法，包括廣告單與電台的廣

播內容都應停止。地院認為該四字口號單獨來看，對消費者所依賴認定的事實並

不是具體化的敘述，尚難以蘭哈姆法 43（a）項來控訴，但若與 1997 年 5 月以

後的比較廣告連結在一起使用，特別是調味料和麵團廣告活動傳達了被具體化且

誤認的事實。被告不服而上訴，第五巡迴法院認為，由於PIZZA HUT並未援引任

何證據去證明PAPA JOHN'S的四字口號所直接傳達的事實實質的影響消費者的購

買決定，而且地院犯了一個錯誤，亦即拒絕PAPA JOHN'S對該案作為法律事件來

審理的申請，因此推翻了地院的判決，並將該判決發回地院。 

    Pizza Hut 是 Tricon Global 餐廳的子公司，在美國超過 7,000 家（包括

本店以及加盟店），是美國最大的披薩連鎖店，而 Papa John's 則超過 2050 家，

是美國第 3大披薩連鎖店。1995 年 5 月 Papa John's 採用新的標語"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並於 1996 年向聯邦專利商標局申請註冊，並被

獲准，Papa John's 到 1995 年對"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商標已

投資超過三億元建立消費者商譽，該標語很明顯的出現在數以百萬的招牌、T

恤、菜單、披薩盒、餐巾紙和其他項目，並且很規律的以"tag line"出現在 Papa 

John's 的廣播和電視廣告，或以公司的標誌印在廣告中。1997 年 5 月 1 日 Pizza 

Hut 舉辦「全新披薩」活動，該活動為期九個月以五千萬美元的計劃對爛品質的

披薩宣戰，其總裁更公開的說"declared war on skimpy, low quality pizza."，

並有試吃及尋找更好披薩（find a "better pizza."）的活動。 

在 1997 年 5 月初 Papa John's 也舉辦第一次全國性的廣告活動，並直接指

向 Pizza Hut 和他的 Totally New Pizza 活動。其中有一對電視廣告，裡面有位

原係 Pizza Hut 的共同創始人之一的 Frank Carney 聲稱 Papa John's 的披薩比

                                                 
71 取自http://laws.findlaw.com/5th/0010071cv0.html 
72 PAPA JOHN'S是依據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50 的規定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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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zza Hut 的優越（superiority）。而這位 Carney 在 1980 年代離開披薩業，後

來又重新加入 Papa John's 的連鎖店，因為他喜歡 Papa John's 的比其他市場上

任何一家披薩更好的口味。此一廣告顯然非常成功，在 1997 年的 5月份比前一

年同月份的銷售量提昇 11.7﹪，而 Pizza Hut 則下滑 8﹪。緊跟著 Carney 廣告

的成功，在 1998 年 2 月 Papa John's 又推出第二系列的廣告去招來消費者比較

兩家的試吃結果，在廣告中 Papa John's 自誇在試吃中他們贏一大截（won big 

time），而且在該廣告中回應 Pizza Hut 是否膽敢再尋找更好的披薩（response to 

Pizza Hut's "dare" to find a "better pizza."）。此一試吃活動顯示消費者

寧可選擇 Papa John's 的傳統的硬皮口味披薩，超過 Pizza Hut's 十六個百分

點(58% to 42%)，此外消費者寧可選擇 Papa John's 的薄的硬皮披薩十四個百分

點(57% to 43%)。隨後 Papa John's 又作一系列廣告，以使用在他們披薩上的特

別材料和其他競爭者的相比較，在這些廣告的過程中，Papa John's 提供資訊稱

其調味醬與麵團是最好的，其調味醬是新鮮成熟的番茄所做，那是一套經所謂

"fresh pack"的程序作成的罐頭，而包括 Pizza Hut 在內的其他競爭對手所做的

調味醬是用再製的蕃茄醬所做。在麵團部分，Papa John's 稱其使用乾淨的過濾

水作成披薩麵團，而這最大連鎖店則使用不管如何的從水龍頭出來的水。此外，

Papa John's 聲稱他們給酵母菌數天的時間去發酵，而有一些人們（some folks）

則使用冷凍的麵團或當天所做的麵團。又在靠近每一個廣告的地方，Papa John's

使用其標語"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來加重其成分的比較。 

Pizza Hut 並未顯示去論辯 Papa John's 一系列廣告所稱事實的真實性。

Pizza Hut 爭論的是他自己獨立的試吃口味和其他科學的證據所證明其使用的水

和過濾水所作成的披薩麵團沒有差異，而兩家公司不同製程的調味醬也沒有味道

上的差異性，新鮮的麵團也沒有優於冷凍麵團。Papa John's 回應 Pizza Hut 的

科學證據時聲稱每一個聲明都涉及普通常識的選擇（involves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choice），新鮮與冷凍、罐頭蔬菜和水果與再製的醬、過濾水與未

過濾水，這都有關個別消費者每天所能作的外觀的選擇，不需要科學的或專家的

輔助。 

1997 年 11 月 Pizza Hut 對 Papa John's 的標語 "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廣告活動，向自律團體的 NAD（the National Advertising 

Division 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申訴，但 Pizza Hut 並沒有得到滿

意的結果，於是在 1998 年 8 月 12 日向德州達拉斯的聯邦地院提起民事訴訟，主

張被告違反蘭哈姆法不實廣告的規定（Section 43(a)(1)(B) of the Lanham 

Act）。本訴所應解決的主要是立基於上述的電視與活動以及 249 件的廣告印刷

物，1999 年 3 月 10 日 Pizza Hut 提出訴訟修正的申請。Papa John's 否認其廣

告與標語違反蘭哈姆法，此外，提起反訴，指稱 Pizza Hut 從事不實廣告。當事

人同意在聯邦法官審判前由陪審團審理，並進一步同意責任問題由陪審團決定，

而衡平法上的禁止令（injunction）與賠償金額則屬法院的範疇。1999 年 10 月

26 日開始審理，超過三週，在快結束時，Papa John's 提請以法律事件審判（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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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此一提議每次均被拒絕，地方法院沒有

異議，（1）並將責任問題及特別的問題委由陪審團透過特別的質問來處理，包括

標語，以及有關調味醬、麵團、試吃的味道、材料等一系等列的廣告。1999 年

11 月 17 日陪審團回應這些問題，認為 Papa John's 的標語及有關調味醬、麵團

等的廣告有虛偽或誤導以及欺罔或近似欺騙消費者；（2）陪審團又決議 Papa 

John's 的試吃味道（taste test）廣告沒有欺罔或近似欺騙消費者，所宣稱的

材料沒有虛偽或誤導；（3）關於 Papa John's 的反訴，陪審團認為三分之二的

Pizza Hut 電視廣告有虛偽或誤導及欺罔或近似欺騙消費者；（4）2000 年 1 月 3

日審判庭基於陪審團的決議以及當事人為申請禁止令與損害賠償所提出的證

據，做出最後的判決並發佈相關意見與命令的備忘錄。法院總結認為該四字口號

單獨來看，對消費者所依賴認定的事實並不是具體化的敘述，尚難論以違反蘭哈

姆法 43（a）項規定，但若與 1997 年 5 月以後的比較廣告連結在一起使用時，

以整體的廣告來看， "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的四字口號變成了

污點，另外調味料和麵團廣告活動傳達了被具體化且誤認的事實，因此地院命被

告將來不得再使用口號來組成可辨識的各種變化的句子或用來修飾強調材料或

（和）披薩，並禁止 Papa John's 使用 Frank Carney 係 Pizza Hut 共同創始人

的身份，除非此一廣告以高分貝、印刷物、特別強調的訊息說明 Frank Carney

自從 1980 年就已經和 Pizza Hut 沒有關係了，並禁止任何廣告傳遞先前明示或

暗示的聲明或暗示「Papa John's 的材料優於 Pizza Hut 披薩的相同材料」。最

後，法院禁止 Papa John's 明示或暗示宣稱「Papa John's 的材料優於 Pizza Hut

披薩的相同材料」，除非其較優的聲明有下列之一的支持：（1）因為有科學的證

明其較優，或（2）試吃的調查；此外，如果其聲明是以試吃調查為之，則廣告

應包括印刷品的說明、高分貝、超級，無論哪一個適當的方式說明舉辦試吃的地

點，並包括舉行調查的日期，以及這特別的的披薩被試吃。另外，並命賠償 Pizza 

Hut $467,619.75 美元的損失去作更正的廣告。 

2000 年 1 月 20 日Papa John's不服而提起上訴，第五巡迴法院允許暫停禁

止令並認為由於PIZZA HUT並未援引任何證據去證明PAPA JOHN'S的四字口號所直

接傳達的事實實質的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定，而且地院犯了一個錯誤，亦即拒絕

PAPA JOHN'S對該案作為法律事件（非實質證據的事實事件）來審理的申請。此

外，認為法律允許商人就其商品在一定程度範圍內允許其吹噓（puffery），只要

其吹噓沒有給予保證或理性（reasonable）的消費者不會依據該吹噓而決定購

買，則並不構成蘭哈姆法 43（a）項規定的違反，而"Better Ingredients. Better 

Pizza."只是一個觀念的表達，無法量化成為消費者所決定購買的依據，因此，

該標語只是一種觀念而不被追訴（is one of opinion not actionable under the 

Lanham Act.），即便其與一系列的廣告活動結合觀察，也沒有足夠的證據去支持

陪審團所認為會誤導的結論。基於以上理由，第五巡迴法院推翻了地院的判決，

並將該判決發回地院73 74。 

                                                 
73 第五巡迴法院花了十幾頁的篇幅，並羅列相當多的相關案例去說明蘭哈姆法 43（a）項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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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nergiser （Eveready永備）  vs.  Duracell（金頂） 75

    Duracell於 2001 年在電視上打出一個比較廣告，一隻使用Duracell電池並

打著鼓的卡通邦妮兔和其他兔子賽跑橫越沙漠景觀，其賽跑每次都贏，並伴隨聲

音聲稱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 (batteries)無法匹敵，而三倍強的Duracell

總是獲勝。Energizer因此控告Duracell的廣告會誤導及欺罔，聯邦法院於是頒

發禁止令（injuntion），Duracell 因此修正該廣告，但聯邦法院於 2001 年 12

月仍認為修正後的廣告會誤導。Energizer所爭議的是Duracell所作比較廣告中

使用的是不同型的電池，其比較基礎不同，Duracell 僅使用鹼性電池（ alkaline 

batteries），而Energizer的電池從鹼性到碳性鋅電池（carbon zinc batteries）

都有，包含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 的品牌。雖然鹼性電池比碳性鋅電池的

電力強，但價格卻是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的一點五倍，在澳洲簡直有一

半是不能再充電的碳性鋅電池，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是最大的品牌，佔

有市場的三分之一。Energizer抗辯Duracell應該講清楚Energizer也有銷售鹼性

電池，或者說清楚Duracell的電池比較貴。但上訴審法院則推翻地院的禁止令，

上訴審認為當消費者去結帳時，他們能夠決定價格在自己心中的價值，如果消費

者相信Eveready沒有比Super Heavy Duty品牌更強的電池，那就與Duracell的廣

告無關，對Eveready而言比較適當的補救方式是在他自己的廣告中去改正此一假

設（如果確實存在的話）76。 

 

 

（七）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對資訊揭露的一些看法 

    除了不實或誤導之外，資訊揭露的不足或無意義的資訊也可能被認定構成聯

邦貿易委員會法第五條的欺罔（deception）。例如某菸商聲稱其香菸所含焦油與

尼古丁比其他廠牌的香菸還低，這是無意義的，因為就算真的比較低，其對人體

的健康依然有害。又如某廠商宣稱其狗食品中含有奶蛋白（milk protein）而其

                                                                                                                                            
適用要件、舉證、及其他程序，還有為何以法律事件（moved for a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處理較為適當的理由。 
74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izza Hut uses the slogan "The Best Pizza Under One Roof." Similarly, other nationwide pizza chains employ slogans touting their  

pizza as the "best": (1) Domino's Pizza uses the slogan "Nobody Delivers Better."; (2) Danato's uses the slogan "Best Pizza on the Block."; (3) Mr.  

Gatti's uses the slogan "Best Pizza in Town: Honest!; and (4) Pizza Inn uses the  slogans "Best Pizza Ever." and "The Best Tasting Pizza." 

從這些現象觀察可知美國對此種比較級或最高級的slogan 的規範係採從寬的態度。因其認為"The Lanham Act does not prohibit false statements generally. It prohibits only false or 

misleading description or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of fact made about one's own or another's goods or services."  參照the Second Circuit has observed that "statements 

of opinion are generally not the basis for Lanham Act liability." Groden v. Random House, 61 F.3d 1045, 1051 (2d Cir. 1995). 

75  Leonie Wood， Battery bunnies still beating the drum，July 27 2002   

   2002 The Age Company Ltd advertise   取自http://www.theage.com.au     

ENERGIZER HOLDINGS, INC., Plaintiff, v. DURACELL, INC. and THE GILLETTE COMPANY, Defendants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EASTERN DIVISION     May 23, 2002, Decided    

76 The appeal judges said consumers could make up their own minds about value for money when they got to the checkout. If consumers believed Eveready did not have batteries 

more powerful than its Super Heavy Duty brand,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uracell's ads.The appropriate remedy was for Eveready to correct such assumptions, if they  

        existed, by its own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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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廠牌沒有，即便真實，這也是無意義的，因為狗只需很少量甚至不需要這種奶

蛋白。又如一種阿司匹靈的替代品，其廣告忠實的說明不含阿司匹靈，這不適當

地暗示該產品沒有阿司匹靈副作用的影響。另外，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也要求更

完整的資訊或正確的說明，例如產品對於「疲勞的感覺」有幫助，不能說是有效

的治療；又如對於禿頭的治療被要求必須指出這通常是遺傳與無法治療的

（untreatable）；又如玩具通常被假設是安全的，因此玩具廠商有特別的責任去

指出他們的玩具有哪些可能不安全的情形。觀察上面的說明可知，在廣泛種類的

廣告商品品牌的完整資訊的揭露，對FTC來說，有一條漫長又很大壓力的路要走，

只因為消費者欠缺能力、知識去獨立判斷商品的有效性，FTC就能要求廣告主確

實的說明商品的性能、功效、安全性、品質、或比較價格77。 

 

 

 

 

 

 

 

 

 

 

 

 

 

 

 

 

 

 

 

 

 

                                                 
77 David A. Aaker , Rajeev Batra , John G.Myers，ADVERTISING  MANAGEMENT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Inc. 1992, 4th edition ,pp534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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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跨國比較廣告之規範 

一、永備（ENERGIZER）  v.  金頂（DURACELL）＆ 吉利（GILLETTE）78

原告永備公司向伊利諾州北區地方法院起訴，控告金頂與吉利公司的鹼性電

池比較性廣告欺罔消費者，違反藍哈姆法 43(a)（Lanham Act）。法院同意對被

告發禁止令（injunction），金錢的損害賠償保留，另駁回被告提出 Summary 

Judgment 的申請。 

原被告均生產鹼性電池與碳鋅電池，由於碳鋅電池品質差很多，但價格也便

宜許多，百分之九十五的國內消費者偏好使用鹼性電池，尤其是高耗電量的遙控

玩具更是如此。 

原告所生產的碳鋅電池取名為"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但原告並未將

其與鹼性電池作比較，也未建議此種電池適合使用在高耗電量的產品。 

    被告 Duracell 也產銷碳鋅電池，並標明為"Mallory Super Heavy Duty"。

其他銷售碳鋅電池的廠商包括 Rayovac 公司及 Panasonic 公司也標示 "heavy 

duty" 或 "super heavy duty" 。 

    1999 年被告 Duracell 委託作全球性橫跨 27國超過 27,000 位消費者使用各

類電池的調查，該研究顯示接受調查的消費者中有 31﹪同意認為"heavy duty"

（沒有其他前後文）意指該電池壽命比鹼性的電池更持久,被告因此決定利用此

一調查報告作一個稱為"Robot Fight Club"的三十秒廣告。在 2001 年 7 月被告

Duracell 對此事又委託其他單位作一系列研究，以確認消費者對" Super Heavy 

Duty."用詞所了解的含義。其中一個研究調查顯示有 67﹪接受調查的消費者認

為是「最強力的電池」（the most powerful type of battery）。  

    被告的廣告係四個機器的戰鬥，以其中一個遙控的機器警察玩具與其他三個

不同類型的遙控玩具作追打比賽，前者係使用金頂鹼性電池，後三者則使用原告

"Eveready Super Heavy Duty"的碳鋅電池。廣告中有一人喊開始，所有玩具開

始啟動追打，一段時間後，後三者已停止活動，前者則持續活動中，此時另一個

人即宣佈「甚麼東西能比所謂 heavy duty 電池的壽命持續三倍長的時間」（"What 

lasts up to three times longer than so-called heavy duty batteries?"）。

廣告最後面出現一幅大 Duracell 機器戰警電池的圖片，在該戰警下面載有下述

文字 "Lasts Up to 3 Times Longer vs. Heavy Duty & Super Heavy Duty 

Batteries"，但前段的"Lasts Up to 3 Times Longer"的文字則以比"vs. Heavy 

Duty & Super Heavy Duty Batteries"還大的形式顯現，閃過此一畫面後，該宣

                                                 
78 Energizer HOLDINGS, INC., PLAINTIFF, V. DURACELL, INC. AND THE GILLETTE COMPANY,  

DEFENDANTS. CASE NO. 01 C 972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ILLINOIS, EA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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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者即陳述「它持續三倍長的時間」（It lasts up to three times longer.）。 

實際上在任何情況下，被告機器戰警的電池壽命並沒有三倍於其他競爭者的鹼性

電池。 

    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的廣告欺罔，因其會造成消費者錯誤的印象誤以為被告機

器戰警的電池比所有其他的電池持久，包括原告 Energizer 的產品，並攎掠了消

費者將"heavy duty"當作是最高品質的錯誤觀念，原告因此請求發禁止令與損害

賠償。 

被告抗辯原告的請求係「不淨之手」（unclean hands），因為原告以"super 

heavy duty batteries"促銷是欺罔性的掠奪（deceptive predatory），它也會

造成消費者誤認 "super heavy duty"的用語。 

    原告則堅稱其傳達給消費者的訊息，以及其所生產的碳鋅電池從包裝與價格

來看，其通常被使用在低耗電量設計的產品，且其未宣稱碳鋅電池的壽命比鹼性

電池長，所以原告乃「潔淨之手」（clean hands）。 

    法院認為該廣告並不屬文義上的虛偽（literally false），且事實上鹼性電

池的壽命確實比碳鋅電池長，原告依蘭哈姆法必須提出實質的證據（substantial 

evidence）來證明對該廣告的誤認，實際上是因消費者對廣告內容的混淆所引

起，還要證明被告知道消費者所了解的"heavy duty battery" 就是意謂「最強

有力的電池」，並意謂「比其他的鹼性電池更持久」。因此法院雖同意發禁止令

（injunction），但對金錢的損害賠償則保留，另被告提出 Summary Judgment

的申請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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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對比較廣告規範及建議 

    觀察前述各章說明可知，德國遵從歐盟 1997 年的指令而於 2000 年修正不

正競爭防止法對比較廣告的規範；日本則 1987 年於訂出較詳細的指導原則供業

者參考，其主要法律依據則為贈品及不當表示防止法；美國則於 1979 年發佈對

比較廣告的政策聲明，但並未進一步訂定指導原則，因聯邦貿易委員會認為對於

所有的廣告都應適用同一的欺瞞或不公正的基準，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是否有誤

導或欺罔的意圖與可能性，這是事實問題，須依個案的事實基礎來判斷，因此並

沒有必要對使用有比較的廣告訂定特別的規則，數年後又發佈有關「廣告實證」

的政策聲明，當然此一聲明也適用於比較廣告。 

不論如何，各國基本上均認為真實無誤的比較廣告能進一步提供相關資訊

給消費者，同時可促進市場的參入競爭，而有利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利益，因此

並未禁止比較廣告。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本上也採取相同態度，並訂有比較廣

告可能違法的一覽表，由於該表所述內容較為簡略，因此有訂定處理原則的提

議。本文以為有兩個可行途徑，分述如下： 

 

第一節、頒佈政策聲明或在個案中聲明處理的態度 

     

誠如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的看法，比較廣告也是廣告的一種，對於實或不

實、資訊揭露是否足夠、是否有確實的實證、------等等，實在沒有理由對比較

廣告要求得更嚴格。至於比較廣告是否會侵害他人的商標專用權，由於此種權益

屬私益，由被侵害的業者自行至法院提起訴訟，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並未以聯邦

貿易委員會法（FTC ACT ）第五條的欺罔或不公平交易慣行來處理沒有不實或誤

導的比較廣告，若競爭對手以權益受侵害而依 Lanham Act 第 32 條（a）項或第

43 條（a）項提起訴訟時，從 Hertz  vs.  Avis 汽車出租一案可知，比較廣告

中若有不實的情形，法院並不排除比較廣告有受 Lanham Act 43（a）項規範的

可能，這是美國法制歷史背景所使然，當然此種訴訟是否能成立尚涉及原告的訴

因及所能提出的證據而定。 

    又美國法院對「Puffing」與「passing off」作不同的處理，前者只是對自

己的商品的吹噓，其膨脹自己，通常合理（reasonable）的消費者不致因為此種

廣告就作成購買的決定，故不違反蘭哈姆法第 43 條(a)項的規定；而後者因會誤

導或因對商品的特性或特殊用途的不實描述或誤導，將可能使消費者作成購買的

決定，已構成不正競爭（Unfair Competition），其可能被控違反普通法（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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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或蘭哈姆法第 43 條(a)項的規定，當然這也同樣適用在比較廣告上79。 

至於我國商標法的爭議因也屬法院管轄，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可如美國聯

邦貿易委員會般，發佈政策聲明來表明處理的態度。若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沒有

像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有頒佈政策聲明的慣例，則可在個案處理時先聲明，在處

理的標準上不論是真實性、資訊揭露程度、實證要求方面、------等等，均與一

般廣告的認定標準一樣，至於涉及商標的稀釋與專用權侵害的問題80則屬商標 2

                                                 
79 「" Puffing' is exaggerated advertising, blustering, and boasting upon 

which no reasonable buyer would rely and is not actionable under S 43(a)." 3 J. 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S 27.044.[d] at 27-52  

  (3d ed. 1994). While product superiority claims that are vague or highly  

  subjective often amount to nonactionable puffery, Cook, Perkiss and Liehe, 911  

  F.2d at 246, "misdescriptions of specific or absolute characteristics of a  

  product are actionable." Id. (citation omitted). A specific and measurable  

  advertisement claim of product superiority based on product testing is not puffery. 

See Castrol, 987 F.2d at 946; see also W.L. Gore & Assocs., Inc. v. Totes Inc., 788 

F.Supp. 800, 809 (D.Del. 1992) (numerical comparison that product is seven times more 

breathable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laim is based upon independent testing " 

and "is not a claim of general superiority or mere puffing"). 」 

參 U.S. 9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Argued and Submitted February 6, 1996--Pasadena, 

California Filed March 11, 1997 

SOUTHLAND SOD v STOVER SEED SOUTHLAND SOD FARMS; PICKSEEDWEST INC., 

Plaintiffs-Appellants, v.  STOVER SEED CO.; WARRENS TURF NURSERY, D.C. No. 

Defendants-Appellees. TURF MERCHANTS INC.; 

取自 http://laws.findlaw.com/9th/9456137.html 

80 例如美國寶麗來（Polaroid）公司所註冊的商標「拍立得」，若一再被他廠商拿來作比較廣告，

長久以後難保該公司的「拍立得」商標不會被稀釋（淡化）（dilution）成一般商品名稱，一如

可口可樂的「可樂」被稀釋成商品名稱。 

另有關在比較廣告中使用他人商標而構成商標稀釋的美國案例請參：In Deere & Co. v. MTD 

Products, Inc., 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held that the defendant's 

use of an altered version of the plaintiff's famous "leaping deer" logo in comparative 

television advertising constituted trademark dilution under the New York 

anti-dilution statute. the Court pointed out that "the blurring/tarnishment dichotomy 

does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full range of uses that can dilute a mark under 

New York law." Thus, while ordinary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e., where a 

competitor's mark is not altered, or traditional non-commercial parody, are generally 

not actionable, MTD's use of an animated parody of Deere's famous logo solely for the 

commercial purpose of promoting MTD's competing product constituted dilution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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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law.  

取自 Newsletters and Special Information Bulletins / April 1995 / United States 

    本案法院認為被告在比較廣告中使用競爭者商標的情形已超越必要使用的程度且只是單純

為了提昇促銷自己商品的商業目的，故已構成稀釋而違反紐約州法。 

管見以為本案與前章歐盟 TOSHIBA 一案實有異曲同工之妙，亦即其「必要性」、「合理性」

的認定範圍何在？當然，其範圍仍須視實際個案而定，但主要的標準乃在於是否有助於提供更多

正確的資訊（包含同等級或不同等級的商品）給消費者作成正確的購買決定，如此才有助於市場

的競爭並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因此，比較廣告若使用不當，仍有可能構成攀附或商標的稀釋與專

用權的侵害。在下面註 2 中 SONY v. BLEEM 一案中，第九巡迴法院也認為被告將電玩螢幕作比較，

能更清楚提供消費者對電玩性能的瞭解而有助於消費者的購買決定，進而促進競爭與價格的下

降，其符合 FTC 對比較廣告所主張的政策聲明。當然在此種情形下，雖亦屬為商業目的而使用，

但不致於構成攀附商譽或商標的稀釋與專用權的侵害。 

另一個有關商標稀釋與侵害的案例請參：PEBBLE BEACH COMPANY; SEA PINES COMPANY 

INCORPORATED, Plaintiffs-Appellees-Cross Appellants, v. TOUR 18 I LIMITED, 

Defendant-Appellant-Cross Appellee. ； RESORTS OF PINEHURST INCORPORATED, 

Plaintiff-Appellee-Cross Appellant,  v. GOLFORMS INCORPORATED; ET AL, Defendants, TOUR 

18 I LIMITED, Defendant-Appellant-Cross Appellee.  Appe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Texas.  September 14, 1998 

該案被告在比較廣告中所使用的其中一部份商標被法院認為已超越合理的單純「列名使用」

（nominative use）而被認定違法。因此上訴法院認為被告若欲在比較廣告中使用他人商標時僅

限定在告知大眾的必要範圍內始可（但本案雙方當事人最主要的爭議點係在「trade dress」的相

關問題，相當於我國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 

（By definition, the defendant cannot use the mark to identify its goods because this 

would not be a nominative use, and it would also suggest affiliation, sponsorship, or 

endorsement.）（Because Tour 18（被告） used the Plaintiffs' marks in more than a merely 

nominative sense ）（we modify paragraphs (1) and (3) of the injunction to read as follows: 

(1) Defendant and all persons in active concert or participation with defendant are 

permanently enjoined from u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advertising, or sale 

of golfing services, any depiction or photo of the Harbour Town lighthouse.  (3) 

Defendant and all persons in active concert or participation with defendant are 

permanently enjoined from u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advertising, or sale 

of golfing services, the service marks "PEBBLE BEACH," "PEBBLE BEACH GOLF LINKS," 

"PINEHURST," "PINEHURST No. 2," "HARBOUR TOWN," or "HARBOUR TOWN GOLF LINKS," except 

that defendant may use these marks only to the limited extent necessary to inform the 

public which golf holes it copied.）。  

另參閱 the Ninth Circuit has recognized, where a nominative use of a mark occurs  

without any implication of affiliation, sponsorship, or endorsement- -i.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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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的範疇。另使用他人的報告、圖案等作為廣告的一部分或佐證時係屬著作

權的領域81，非公平交易法所應規範。 

 

第二節、訂定詳細的比較廣告處理原則 

 

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成立初期在處理比較廣告時，亦將其納入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一條不實廣告的處理原則中，由於有其特殊性，故特別規定在修訂前的處理

                                                                                                                                            
likelihood of confusion--the use "lies outside the strictures of trademark law."  

New Kids on the Block , 971 F.2d at 308. In order to avail itself of the shield  

of nominative use, the defendant (1) may only use so much of the mark a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product or service and (2) may not do anything that  

suggests affiliation, sponsorship, or endorsement by the markholder. See id. at  

308   13   ; cf. B.H. Bunn , 451 F.2d at 1263-64 (holding that references to a  

competitor's numbering system and prices are allowable only if solely used for  

comparison). See 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 , 978 F.2d 947, 953-54 (7th 

Cir. 1992) (holding that use of a mark as an "attention-getting symbol" in advertising 

was not a fair use)。 

另外在Sands, Taylor & Wood Co. v. Quaker Oats Co. , 978 F.2d 947, 953-54 (7th Cir. 1992) 

一案中，第七巡迴法院認為使用他人商標作為「引起注意的表徵」並不是合理的使用(holding 

that use of a mark as an "attention-getting symbol" in advertising was not a fair use.)。

取自http://laws.findlaw.com/5th/9621102cv0.html

    此外，美國在 1996 年 1 月 16 日所生效的聯邦商標稀釋法（Federal Dilution Trademark Law）

的第一次修正內容（First Amendment Concerns）有關豁免條款的第（1）點亦以在比較性商業廣

告內容的商標「合理使用」（fair use）才無聯邦商標稀釋法的適用（＂ fair use ＂ of a mark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ative commercial advertising or promotion.）。取自

http://www.ladas.com/BULLETINS/1996/ Federal Dilution.html 
81 比較廣告涉及侵害著作權的案例請參閱：U.S. 9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AMERICA, INC., a Delaware corporation, Plaintiff-Appellee, No. 99-17137   

v.  D.C. No.BLEEM, LLC, CV-99-01590-CAL  Defendant-Appellant ， Appeal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Charles A. Legge, 

District Judge, Presiding Argued and Submitted February 14, 2000--Stanford, California 

Filed May 4, 2000.  

取自 http://laws.findlaw.com/9th/9917137.html 

本案地院認為被告使用原告的電玩螢幕圖像作比較廣告已構成侵害著作權，但第九巡迴法院

則推翻地院見解，認為屬於「合理使用」（fair use）範圍，因此不構成侵害著作權。 

http://laws.findlaw.com/5th/9621102cv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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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第八點，後來鑑於比較廣告常因具體個案的不同，違法態樣複雜，可能分別

涉及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十九條第三款之規定，故

將之自處理原則中剔除，而另訂「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加以規範（如

表一）。 

至於比較廣告在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的適用，拙見以為：使用比較廣

告因不實、誤導、損害信譽、攀附或逾越合理而必要的程度以致被認定違法時，

係一種違背倫理性的不正競爭行為，與市場力（market power）無關，不論具有

市場力的大廠商或無市場力的小廠商都可能違反，故不屬反托拉斯（anti-trust）

的範疇，若大廠商頻頻以廣告作為阻礙潛在競爭者進入市場的手段則屬手段不當

或違法的問題，與廣告內容因上述因素而被認定違法情形不同，而公平交易法第

十九條第三款的適用有一前提要件，即「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其

中「妨礙公平競爭」係後來修法所增訂，但在解釋上仍宜以行為人擁有相對市場

力以上而濫用之情形，若不如此解釋而認為公平法第二十條以後的不正競爭均屬

同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的「其他不正當之方法」而與市場力無關時（同法第十九條

第五款係錯誤立法，蓋竊取機密不需市場力），將形成所有不正競爭的行為均有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或者形成有市場力的事業有不實或誤導的廣告時一律適用第

十九條第三款，而無市場力的小廠商有不實或誤導的廣告時則適用第二十一條的

規定，此種因大小廠商之市場力不同卻造成同樣作不實廣告或違法的比較廣告而

割裂適用的不合理情況，故拙見以為即便大廠商作違法的比較廣告也不可能有第

十九條第三款的適用。若不作此解釋，則勢必要將第十九條第三款與第五款作相

同解釋，不需以市場力為前提，此則與公平會實務運作有差距，甚至將使小廠商

作比較廣告也可能適用第十九條第三款，其間的適用矛盾顯然可見82。 

                                                 
82 參謝杞森，比較廣告與我國公平交易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關係----兼評豐力富奶粉 vs. 克寧奶

粉「真相快報 1」比較廣告案，公平交易季刊第 4 卷第 4 期，1996 年 10 月，第 15 頁、第 35 頁。 



 101

 

表 6-1：「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覽表」 

違反法條 類   型   與   要   件 

第十九條 

第三款 

符合左列要件者： 

A. 廣告中指出特定之比較廠商或企業名稱。 

B. 具有市場地位之事業以比較廣告使競爭之交易相對人對競爭者

產生排斥。 
 

第二十一

條 

符合左列類型之一者： 

A. 在廣告中未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且僅就自身商品

或服務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對被比較對象未有虛偽不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B. 廣告中雖已具體指出被比較之廠商或商品，但未有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情事，只有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 

C. 廣告中無具體比較對象，然而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同時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D. 廣告中有具體比較對象，廣告主本身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

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但未符合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二條要件者。 
 

第二十二

條 

符合左列要件者： 

A. 為競爭之目的。 

B. 具體明白表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不論自身商品實或不

實，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C. 不實內容非僅就產品優劣程度之比較，且比較之結果足以對他人

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結果；至是否貶損他人之營業信譽，應依具

體個案，衡酌交易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對人對於廣告內容之客觀

評價予以認定。例如廣告內容對於產品、營業、營業所有人或主

管人員等之不當貶損，導致被貶損人之交易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

對人，產生嚴重不信任感，致有拒絕交易或減少交易之可能等情

形。 
 

第二十四

條 

符合左列類型之一者： 

A. 廣告中未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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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無不實，僅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 

B. 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但自身之廣告商品或

服務並無不實，僅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 

C. 廣告中明白指出被比較之廠牌或企業名稱，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

務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亦有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由於上述一覽表僅係針對比較廣告中對廣告主自己商品不實或他人商品不

實時所應適用不同法條的說明，並未更進一步說明認定可能違法的基準，因此本

文建議增訂「比較廣告因資訊揭露不足而涉及公平交易法之參考基準」（如表

二）。二者在本質上並不互相衝突，前者係就適用不同條文的情形作說明，後者

則是對比較廣告個案在審理時可能違法的參考基準。 

表 6-2：「比較廣告因資訊揭露不足而涉及公平交易法之參考基準」 

    認  定  基  準                                說               明

一、比較廣告可使商品資訊更透明化，

提供消費者充分的資訊以作為決定

購買與否的依據，並可促使商品品

質的提升，導引價格的下降，有利

於市場的競爭，故適當的比較廣告

應受肯定與鼓勵。惟廣告主對於商

品或服務的明確表示或暗示的訴

求，都應客觀的表示，廣告主應有

合理的根據來支持其主張。 

 

一、宣示適當比較廣告的合法性與功

能，並予以鼓勵及肯定。有實證的

表示，對消費者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若消費者知道沒有真實可信且

沒有充分合理的根據，消費者根本

不會對廣告主在商品或服務上的表

示產生信賴。既然比較廣告可提供

重要、可理解且有益的比較事實與

資訊，事業即應確實幫助消費者的

選擇。若對消費者而言是重要而關

切之點，不能單單為了作有關優越

性的主張，而單純的貶低競爭者的

商品。為了作比較廣告而在選用媒

體之際，應允許有足夠的時間與空

間以便能適切地告知比較事件的梗

概。當為了適切提供比較而被要求

應有更充分的廣告時間與空間時，

其過短的商業電視廣告或小印刷廣

告的片段資訊，將會增加消費者誤

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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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謂比較廣告係指廣告主在廣告中

直接或間接指陳競爭者、競爭者之

品牌，或就競爭者所製造、銷售或

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之價格、單一特

質、多重特質的事實或客觀資訊在

廣告訴求中被暗示、明白指陳或被

示範宣傳。 

 

三、事業所為之比較廣告必須以下列所

例示客觀、公正的方式為之。倘有

引用實證或數據等資料時必須正確

而適當。 

（一）廣告的目的應該是在提供資

訊，對競爭者或有競爭關係的

產品或服務的資訊加以適當

比較是被允許的。 
（二）明指有競爭關係產品的名稱

時，一定要有重要競爭的市場

存在。 
（三）廣告應比較有類似關連性的內

容，像產品的特性、構成要素

或特徵等。 
（五）實施競爭測試的情況下，為使

測試的真實性不受懷疑，測

試應有客觀而獨立的來源。

（六）在任何情況下，測試可於廣

告中被使用，而且應支持所

有有根據的測試的主張。 
（七）被比較的特性應從產品的價

值或有用性的觀點，且對消

費者而言是重要的。 
（八）在比較廣告中敘述某種概念

或意義時應以消費者所認知

的意義作為認定標準。 
（九）在採用實際操作或表演作比

較的情況下，其所提示的態

樣要公正。 
     

二、對比較廣告作定義說明。 

 

 

 

 

 

 

 

三、比較廣告應以客觀、公正的方式為

之，本條文參考美國 AAAA、NARB
所作指導原則與要旨報告書，例示

作比較廣告時應注意事項，祈有助

於業者之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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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所為之比較廣告有下列情形之

一而引人誤認者，係屬不公平競爭

之行為，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

一條或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一）不同等級或基礎之比較 

1、以新舊產品或不同等級之

商品相互比較，而未明確

於廣告中揭示此一新舊或

不同等級差異之明確資訊

者。 

 

 

 

 

 

2、引用舊資料作比較，而未

同時揭露係何時的舊資

料。 

 

 

 

 

 

 

3、引用消費者之見解作比

較，而該部分消費者未

曾使用過被比較的商品

或並不具整體代表性。

 

 

四、由於比較廣告方式繁多而下列各款

情形可能會導致交易相對人，尤其

是消費者之誤認而作成購買之決

定，以致損害消費者利益或相競爭

者，而且不利於市場競爭，有違公

平交易法立法宗旨，故視個案實際

情形論以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

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下列行為雖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但仍須整

體觀察，綜合各種相關因素始能認

定比較廣告是否已構成違法。 
 

（一）不同等級或基礎之比較 

1、新舊或不同等級之商品因價值不

同，而交易相對人所願付出之

代價亦不同，故有必要明確告

知此一重要資訊。 
  例如：在輪胎的比較廣告中，主張比

競爭者的輪胎有更長的持久

性，但事實上是以頂級的和底

級的作比較，卻未在廣告中揭

示此一資訊。 
 

2、舊資料並不一定沒有價值，但為

避免被誤為新資料，故比較時

應明確告知何時的舊資料。 
  例如：例如電信費率因競爭關係經常

在調整，但廣告主所引用被比

較事業的費率並非本月最新調

整之資料，而是上個月的舊資

料。 
 

3、由於產品訴求的差異，消費族群

就會不同，若就非使用該商品

的消費者或僅係少數不具代表

性的消費者的見解作為比較的

基準將會誤導消費者對該商品

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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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就某一部之優越主張全盤

之優越，而未同時揭示

其商品弱勢之比較資

訊。 
 

 

 

 

 

 

 

 

 

 

    （二）引用對消費者調查之比較 

1、銷售全國或遍及國內外的

商品以消費者調查之資料

作比較，而該調查資料實

際上僅針對部份區域為之

而未明確揭露係於何地區

進行調查及由何事業或其

他單位所為。 

 

 

 

 

 

 

 

 

 

  例如：於廣告中聲稱「依調查的結果，

100 人中有 60 人說使用的感

覺，乙商品比甲商品好。」但

事實上該 60 人中有大多數的人

僅使用過乙商品，卻未曾使用

過甲商品。 

 
    4、商品差異性的訴求本屬市場競爭

的常態，也是商品優勢所在，

但每一商品各有優缺點，隱匿

缺點之所在，將使交易相對人

需另付出蒐集此一資訊之代

價，甚至會直接付出誤購的代

價。 
   例如：主張去除油垢的洗潔劑較優

越，但有其他同樣重要而成效

恐怕不能說是優越的地方時

（例如污垢的浮出水面、汗

垢、衣服的褪色），卻暗示其

產品具有全面性的優越。 
 
（二）引用對消費者調查之比較 

1、全國性或跨國性商品，若僅針對

特定區域進行消費者調查，其

代表性本即不足，故若欲引為

比較基礎，則有必要明確告知

係於哪些地區所做之調查以及

係由誰所作之調查 
  例如：對相比較的商品，在相當廣泛

甚至全國性區域行銷的情況

下，其所進行有關消費者喜好

程度的調查，應選出相當數量

的樣本作調查，但僅以單一城

市的消費者為調查對象，卻聲

稱以全區域的消費者為樣本作

抽樣調查，並以此為據，聲稱

優於被比較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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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一般消費者的商品選擇

而言非屬重要事項，卻特

別強調比較者。若其特別

強調比較係針對此一比

較事項有特別偏好的消

費者而為但未同時揭露

此一特別資訊者亦同。 

 

 

 

 

 

 

（三）測試之比較 

1、相關政府機關訂有國家標

準，而未遵循該標準作測

試或其他非以公正客觀

之科學方法所作測試之

比較。 

 

 

 

 

2、強調測試之一部分結果或

不重要之差異，而此部分

正足以誤導交易相對人。

 

 

 

 

 

 

 

 

 

 

 

 

2、商品的價格、性能、本質等重要

事項加以強調比較正屬消費者

所欲知悉，若對非重要事項特

別強調比較時很容易使非專業

的消費者誤認，故不得為之。

倘廣告主係針對此非重要事項

有特別偏好的消費者所為，則

應明確告知。 
  例如：自己公司的製品只不過是枝微

末節的改良，卻宣稱與他公司

原來的製品相比是畫時代的新

產品。 
 
（三）測試之比較 

1、根據不具公正客觀的科學方法所

作的測試，其欠缺比較之基

準，故所作之比較當然顯失公

允。 
  例如：例如電視螢幕解析度的測試有

其一定之標準，但比較廣告中

卻非以該公正客觀之科學方法

所作測試之基準作比較。 
 

2、測試的一部分結果或不重要的差

異即便是真實，但該部分的強

調，會使交易相對人誤為係該

商品的真正價值所在而作成錯

誤的購買決定。 
  例如：在供玩賞用動物所吃的食品方

面，聲稱自己的商品比競爭者

的含有更多的蛋白質，此經實

驗室測試的判定，雖然是事實

的報告，但卻有暗示基於測試

而具有全面性優越的營養成

分，而事實上該供玩賞用動物

並不需要如此高度之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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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在相同基礎或條件下所為

之測試比較。 

 

 

 

 

  

 

 

 

 

 

4、未經證實部分以懷疑、臆

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四）引用他人調查資料之比較 

1、引用行政機關或民間團體所

公布之資料，只擷取有利

於己的部份作比較，而未

同時揭露其他不利於己之

部份，容易誤導消費者認

為比競爭者商品更優越，

而使消費者做出錯誤的購

買決定。 

 

 

 

3、不同基礎或條件下所做出的測試

比較，其結果必然不同，即便

在廣告中有告知，但對非專業

的消費者而言，也無法了解其

差異的意義所在，故全面禁止

之。 
   例如：主張輪胎優越的剎車性能，其

事實是在乾的道路測試證

明，而在其他通常使用狀況亦

即在濕的容易滑動的表面也

有同樣優秀的事實。 
 
4、由於懷疑、臆測或主觀陳述在非比較

性的自己的廣告中為之，理性

的（reasonable）消費者可能會

認為是廣告主的自我吹噓，但

使用在比較廣告中將欠缺合理

的比較基準，對被比較的競爭

者不公平。 
例如：廣告主在主觀上自認以其使用

之特殊材質所製成的杯子經盛

水三十分鐘後飲用該水即有健

康療效，而事實上卻無醫學上

或科學上的實證，但卻聲稱其

杯子優於其他競爭者的杯子。

 
（四）引用他人調查資料之比較 

1、引用行政機關或民間團體所公布

之資料，往往更易取得消費者

的信賴倘未能同時告知消費者

該商品不利之處，必然會使消

費者做出錯誤的購買決定。  
   例如：有關各公司的產品，引用行政

機關或民間團體以多數項目

作比較測試的調查結果的一

部份，卻依自己的判斷，恣

意取用任一項目而將其評價

數量化求其平均值的方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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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用民間團體所公布之資

料，而該民間團體與廣告主

間有轉投資、贊助、收費、

---等等利益關係，而未於廣

告中同時揭露其間係何種關

係。 

 

 
 
 
 
 
 

（五）其他類似的不公正比較方式

而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交易

相對人的合理認知錯誤者。

 

 

 

五、為攀附商譽、提昇市場地位或稀釋

他人公司名稱、商號、商標、商品

外觀或其他足以顯示商品來源的表

示，於廣告中所作之比較，逾越合

理或必要程度時，對被比較之事業

構成不公平競爭，將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但經商標專

用權人或被比較之事業同意者，不

在此限。 

    前項所稱逾越合理或必要程度係指

純為提昇廣告主之商品在相關交

易相對人認知中的等級地位，而未

提供交易相對人作成交易決定時

所需商品功能、品質、或價格等等

以使用，其引用將與該調查

結果本來的旨趣截然相異，

而主張自己公司產品的優秀

性。 
 

2、為避免公佈資料的民間團體與廣

告主間因有利益關係而可能形

成偏頗，然所公佈之資料也可

能係公正的資料，故不加以禁

止，但要求其明確告知二者的

關係，以利消費者作進一步的

判斷。 
 例如：廣告主所引用民間團體公布之

資料，而該民間團體係廣告主

所贊助成立之研究單位，而未

於廣告中同時揭露其間的贊助

關係。 
 
（五）為恐掛一漏萬，故訂定概括條款

以涵蓋之。另為避免不當擴大解

釋，宜參照美國聯邦貿易委員會

以合理的（reasonable）認知為認

定是否違法的標準來限制。 

 

五、關於攀附商譽、提昇市場地位或稀

釋商標等不公平競爭行為宜納入規

範，理由如下： 
1、參照美國法院認定逾越合理或必要

程度的比較廣告論以違反聯邦商標

稀釋法（Federal Dilution Trademark 
Law）規定或普通法（common law）

的不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其雖屬法院權限，

並由被侵害人自行提起訴訟負舉證

責任，公權力並不介入。然我國公

平交易法立法體例與各國皆不相

同，美國所稱之不公平競爭行為，

於我國係歸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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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的比較。  

形式上雖提供前項所稱相關資

訊，但對交易相對人的購買決定不

具比較之實質意義時，視同第一項

之逾越合理或必要程度。 

 
 
 
 
 
 
 
 

 

 

 

 

 

 

 

 

 

 

 

六、其他不屬前項各款情形之比較廣

告，其處理的標準，不論是真實性、

資訊揭露程度、實證要求方面、價

格、------等等，依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處理之。 
 
七、於比較廣告中未對交易相對人提供

真實而具體的資訊而以不實情事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者依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處理之。 

 

八、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公會或事業團

體不得以章程或類似規約限制成員

作合於公平交易法精神之適當的比

管轄，故公平交易委員會仍得依公

平交易法之相關規定論其是否構成

違法。 
2、為避免廣告主假藉比較相關資訊而

達實質攀附被比較商品之商譽以

提升自己商品在市場上之地位，

例如相比較的商品品質差異極

大，而價格也差異極大，其比較

廣告對交易相對人即不具比較選

購之實質意義。 

 例如：歐盟 TOSHIBA 一案中，被告所

販售商品係使用於原告

TOSHIBA 所生產影印機的可

替代零組件，被告於比較廣告

中敘明其商品可替代

TOSHIBA 的影印機零件，且更

便宜。倘被告不使用 TOSHIBA
的商標作比較，則消費者將無

從知悉被告的商品可替換

TOSHIBA 的影印機零組件，故

被告的行為係屬必要、合理的

使用，故不構成攀附商譽的違

法行為。 

 

六、本點規定僅係宣示作用，蓋比較廣

告亦屬廣告的一種，除已宣示者

外，當與依公平交易法第二十一條

規定處理一般之廣告相同。 
 
 
七、事業於比較廣告中以不實情事損害

他人營業信譽者，因公平交易法第

二十二條另有規定，自當依該條處

理。 
 
八、適當的比較廣告既有益於消費者及

市場競爭，公會或事業團體在自律

規範中當不得限制會員為之，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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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廣告，違反者依公平交易法第二

章或第三章之規定處理之。 

 

九、比較廣告倘涉及商標法、專利法、

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適用

時，將函請當事人循相關單位處理

之。 

反而限制了市場競爭機制，違反公

平交易法鼓勵良性競爭的宗旨。 
 
九、除商標法、專利法、著作權法或其

他相關法規之適用時，本即不屬公

平交易委員會職掌，且此種侵害多

屬被比較者的個人私益，不宜由公

平會以公權力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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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Statement of Policy Regard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20580 August 
13, 1979 
 
      (a) Introduction 
      The Commission's staff has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 advertising media 
regarding their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policies. In the 
course of this investigation, numerous industry codes, 
statements of policy, interpretations and standards were 
examined. Many of the industry codes and standards contain 
language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discouraging the use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This Policy Statement enunciates the Commission's 
position that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should not restrain 
the use by advertisers of truthful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 Policy Statemen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has determined that it would 
be of benefit to advertisers, advertising agencies, 
broadcasters, and self-regulation entities to restate its 
current policy concern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1) 
Commission policy in the area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encourages the naming of, or reference to competitors, but 
requires clarity, and, if necessary, disclosure to avoid 
deception of the consumer.  

      Additionally, the use of truthful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should not be restrained by broadcasters or 
self-regulation entities. 

      (c) The Commission has supported the use of brand 
comparisons where the bases of comparison are clearly 
identifie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when truthful and 
non-deceptive, is a source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consumers and assists them in making rational purchase 
decisions.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encourages product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and can lead to lower prices in the marketplace. 
For these reasons, the Commission will continue to scrutinize 
carefully restraints upon its use. 
        (1) Disparagement 
        Some industry codes which prohibit practices such as 
"disparagement,"  "disparagement of competitors," "imp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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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aragement," "unfairly attacking," "discrediting," may 
operate as a restriction o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The 
Commission has previously held that disparaging advertising 
is permissible so long as it is truthful and not deceptive.  
        In Carter Products, Inc., 60 F.T.C. 782 modified [1963 
trade cases ¶ 70,902], 323 F.2d 523 (5th Cir. 1963), the 
Commission narrowed an order recommended by the hearing 
examiner which would have prohibited         respondents from 
disparaging competing products through the use of false or 
misleading pictures, depictions, or demonstrations, "or 
otherwise" disparaging such products. In explaining why it 
eliminated "or otherwise" from the final order, the Commission 
observed that the phrase would have prevented: respondents 
from making truthful and non- deceptive statements that a 
product has certain desirable properties or qualities  which 
a competing product or products do not possess. Such a 
comparison may have the effect of disparaging the competing 
product, but we know of no rule of law which prevents a seller 
from honestly informing the public of the advantages of its 
products as opposed to those of competing products. 60 
F.T.C.at 796. Industry codes which restrai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this manner are subject to challenge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2) Substantiation 
        On occasion, a higher standard of substantiation by 
advertisers us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has been required 
by self-regulation entities.  
        The Commission evaluates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the same manner as it evaluates all other advertising 
techniques.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e 
advertising has a tendency or capacity to be false or deceptive. 
This is a factual issue to be determin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However, industry codes and interpretations that 
impose a higher standard of substantiation for comparative 
claims than for unilateral claims are inappropriate and should 
be revised. 
     For purposes of this Policy Statement,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s defined as advertising that compares 
alternative brands on objectively measurable attributes or 
price, and identifies the alternative brand by name, 
illustration or other distinctiv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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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Statement of Policy Regarding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Program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July 27, 

1984  

Introduction  

On March 11, 1983, the Commission published a notice 
requesting comments on its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program.1 To facilitate analysis of the program, the notice 
posed a number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program's 
procedures, standards, benefits, and costs, and solicited 
suggestions for making the program more effective. Based on 
the public comments and the staff's review, the Commission 
has drawn certain conclusions about how the program is being 
implemented and how it might be refined to serve better the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a marketplace free of unfair and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This statement articulates the 
Commission'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The Reasonable Basis Requirement  
First, we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the underlying legal 
requirement of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that advertisers 
and ad agencies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advertising claims 
before they are disseminated. 
The Commission intends to continue vigorous enforcement of 
this existing legal requirement that advertisers substantiate 
express and implied claims, however conveyed, that make 
objective assertions about the item or service advertised. 
Objective claims for products or services represent 
explicitly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advertiser has a 
reasonable basis supporting these claims. These 
representations of substantiation are material to consumers. 
That is, consumers would be less likely to rely on claims for 
products and services if they knew the advertiser did not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believing them to be true.2 Therefore, 
a firm's failure to possess and rely upon a reasonable basis 
for objective claims constitutes an unfair and deceptive act 
or practice in violation of Section 5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Standards for Prior Substantiation  
Many ads contain express or implied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amount of support the advertiser has for the product claim. 
When the substantiation claim is express (e.g.., "tests prove", 
"doctors recommend", and "studies show"),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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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s the firm to have at least the advertised level of 
substantiation. Of course, an ad may imply more substantiation 
than it expressly claims or may imply to consumers that the 
firm has a certain type of support; in such cases, the 
advertiser must possess the amount and type of substantiation 
the ad actually communicates to consumers. 
Absent an express or implied reference to a certain level of 
support, and absent other evidence indicating what consumer 
expectations would be, the Commission assumes that consumers 
expect a "reasonable basis" for claims. The Commission's 
determina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a reasonable basis depends, 
as it does in an unfairness analysis, on a number of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substantiating a 
particular claim.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type of claim, 
the product, the consequences of a false claim, the benefits 
of a truthful claim, the cost of developing substantiation 
for the claim, and the amount of substantiation experts in 
the field believe is reasonable. Extrinsic evidence, such as 
expert testimony or consumer surveys, is useful to determine 
what level of substantiation consumers expect to support a 
particular product claim and the adequacy of evidence an 
advertiser possesses. 
One issue the Commission examined was substantiation for 
implied claims. Although firms are unlikely to possess 
substantiation for implied claims they do not believe the ad 
makes, they should generally be aware of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and will be expected to have prior 
substantiation for such claims. The Commission will take care 
to assure that it only challenges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s 
of advertising claims.3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Substantiation  
In the past, the Commission has sought substantiation from 
firms in two different ways: through industry-wide "rounds" 
that involved publicized inquiries with identical or 
substantially similar demands to a number of firms within a 
targeted industry or to firm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making 
the same type of claim; and on a case-by-case basis, by sending 
specific requests to individual companies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Commission's review indicates that "rounds" have been 
costly to both the recipient and to the agency and have produced 
little or no law enforcement benefit over a case-by-case 
approach. 
The Commission's traditional investigatory procedures allow 
the staff to investigate a number of firms within an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o develop necessary expertise within the 
area of investigation, and to announce our activities publicly 
in circumstances where public notice or comment is desirable. 
The Commission intends to continue undertaking such law 
enforcement efforts when appropriate. However, since 
substantiation is principally a law enforcement tool and the 
Commission's concern in such investigations i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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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tion in the advertiser's possession, there is 
little, if any, information that the public could contribute 
in such investigations. Therefore, the Commission anticipates 
that substantiation investigations will rarely be made public 
before they are completed. 
Accordingly, the Commission has determined that in the future 
it will rely on nonpublic requests for substantiation directed 
to individual companies via an informal access letter or, if 
necessary, a formal civil investigative demand. The 
Commission believes that tailored, firm-specific requests, 
whether directed to one firm or to several firms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are a more efficient law enforcement technique. 
The Commission cannot presently forese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past approach of industry-wide rounds would be 
appropriate in the ad substantiation area. 
Relevance of Post-Claim Evidence in Substantiation Cases 
The reasonable basis doctrine requires that firms have 
substantiation before disseminating a claim. The Commission 
has on occasion exercised its discretion, however, to consider 
supporting materials developed after disseminations The 
Commission has not previously identified in one documen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it may, in its discretion, consider 
post-claim evidence in substantiation cases.5 Such guidance 
can serve to clarify the program's actual operation as well 
as focus consideration of postclaim evidence on cases in which 
it is appropriate. 
The Commission emphasizes that as a matter of law, firms 
lacking a reasonable basis before an ad is disseminated 
violate Section 5 of the FTC Act and ar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The goal of the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requirement is to 
assure that advertising is truthful, however, and the truth 
or falsity of a claim is always relevant to the Commission's 
deliber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agency 
retain the discretion and flexibility to consider additional 
substantiating evidence, not as a substitute for an 
advertiser's prior substantiation, but rather in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When deciding, before issuance of a complaint, whether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in proceeding against a firm;  
When assessing the adequacy of the substantiation an 
advertiser possessed before a claim was made; and  
When deciding the need for or appropriate scope of an order 
to enter against a firm that lacked a reasonable basis prior 
to disseminating an advertisement.  
First, using post-claim evidence to evaluate the truth of a 
claim, or otherwise using such evidence in deciding whether 
there is a public interest in continuing an investigation or 
issuing a complaint, is appropriate policy.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postpone action while firms create 
post-claim substantiation to prove the truthfulness of claims, 
nor does it mean that subsequent evidence of truth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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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ves a firm of liability for failing to possess prior 
substantiation for a claim. The Commission focuses instead 
on whether existing evidence that claims are true should lead 
us in the exercise of our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to decline 
to initiate a law enforcement proceeding. If available 
post-claim evidence proves that the claim is true, issuing 
a complaint against a firm that may have violated the prior 
substantiation requirement is often inappropriate,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competing demands on the Commission's 
resources. 
Second, post-claim evidence may indicate that apparent 
deficiencies in the pre-claim substantiation materials have 
n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evaluating the adequacy of prior 
substantiation, the Commission will consider only post-claim 
substantiation that sheds light on pre-existing 
substantiation. Thus, advertiser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create entirely new substantiation simply because their prior 
substantiation was inadequate. 
Finally, the Commission may use post-claim evidence in 
determining the need for or appropriate scope of an order to 
be entered against a firm that lacked a reasonable basis. Thus, 
when additional evidence offer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rial 
suggests that the claim is true, the Commission may frame a 
narrower order than if there had been no post-claim evidence. 
The Commission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prior substantiation 
requirement and further believes that these discretionary 
factors will provide necessary flexibility. The Commission 
will consider post-claim evidence only in the circumstances 
listed above. But, whether it will do so in any particular 
case remains within its discretion. 
Self Regulation Group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Commission traditionally has enjoyed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self regulation group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whose regulatory policies have some bearing on our 
law enforcement initiatives. The Commission will not 
necessarily defer, however, to a finding by a self-regulation 
group. An imprimatur from a self-regulation group will not 
automatically shield a firm from Commission prosecution, and 
an unfavorable determination will not mean the Commission will 
automatically take issue, or find liability if it does. Rather 
the Commission will make its judgment independently, 
evaluating each case on its merits. We intend to continue our 
useful relationships with self-regulation groups and to rely 
on the expertise and findings of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in our proceeding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By direction of the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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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比較廣告與公平交易法中之不正競爭之相關議題，研究之取向有

二：一為信息揭露與信息處理，另一為法學之立法與執法。 前者乃從消費者行
為的角度出發探討消費者對比較廣告訊息之接收過程，研究比較廣告應揭露資訊
之完整程度。同時對於行銷人員與廣告代理商與被比較之廣告標的物亦加以探究
其信息之揭露與傳播效果。後者則從近年歐體、德、日、美等其他國家對比較廣
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之執法經驗及案例。國外的相關文獻參考有助於釐清本國所
需關注之政策重點。跨國比較廣告之實證，亦有助於不同國家之法規調和與資訊
揭露之釐清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涉入程度與訊息處理深度有正向相關，因此合適的比較

廣告對其有正面效果。對於行銷人員與廣告代理商而言，比較廣告的表現則抱有

較深邃的看法，雖然寬容、強調創意、但也力求適法經營。分析歐體、德、日、

美之規範，吾人得知各國有其法理背景，並經由法律條文和各級法院與案例審

理，而形成對比較廣告或是不當競爭的處理原則與認定標準。總體而言，各國多

已朝接納方向前進，同時對於不當表述造成之不正競爭亦有翔實之處置；是以吾

人據此擬為公平會未來執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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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bstract 
 

A study on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unfair competition in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This study is aimed at consolidating the crossroad between unfair 

competition concerning the Fair Trade Law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quirement concerning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By examining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made by the consumers, advertisers and 
advertising agencies,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in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can be revealed more thoroughly.  After the annexation of Taiwan into WTO, it 
is likely that increasing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across-borders will load 
even more burden on consumers, advertisers and law enforcers.  Supporting 
by a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 on the law enforcement of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among European Union,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egal binding and enacting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unfair competition 
are carefully studies.   

On the consumer side, the acceptability of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is 
evident especially for highly involved conditions. Both consumer and  
advertisers favor the fair use of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but the marketer 
and advertisers are more adapted to the legal restrictions.  Cross-border 
comparison shows that most of the nations are enacting for the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and drafting guidelines by trial on cases is also inevitable.  
Combining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ogether, the study summarizes certain 
appropriate guidelines and legal advices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al 
with comparative advertisement, which will result in ensuring fair competition 
both by requir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by permitting creativ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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