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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為了促進商品或服務交易，事業不免透過廣告凸顯自己商品、服務、交易條

件之優點，此為效能競爭所必須。由於商品或服務之廣告或標示，對於競爭秩序

往往會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而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為競爭秩序之基

本規範，因此，不實廣告、比較廣告等行為之規範，除了可能涉及特別法之規範

外（例如：藥事法對於藥物廣告規定），亦與公平法適用具有密切關係，此等情

形尤可見於不實廣告案件在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處理案件所佔比

例。 

在競爭秩序維護及消費者保護架構下，事業所為之廣告或標示行為不得違反

真實原則（truthful and non-deceptive; das Wahrheitsgrundsatz）；廣告內容若背離

真實、引人錯誤、或於廣告中提及損害競爭者相關事項，該廣告行為即可能構成

不正競爭行為，違反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

四條之禁止規定。為了有效執行公平法、闡明執法原則與明確性，公平會針對廣

告或標示行為涉及之公平法適用問題，進一步訂定「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易法一

覽表」、「處理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原則」、「命為刊登更正廣告案件之處

理原則」；針對房屋仲介業、流通事業、酒類等特定行業或產品之標示或廣告問

題，另有諸多公平會處理原則與行業導正。由上述規範與公平會諸多實務個案可

知，公平法對於廣告行為適法性認定與競爭秩序維護之重要性。 

公平法雖欲透過法令規範、處理原則頒定的方式明確界定廣告行為之適法

性，惟隨著傳播媒體之多元化、行銷手法與策略之推陳出新，仍不免有其困難，

廣告內容隱藏條件或有負擔、限制者，即屬近年來重要不實廣告類型。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競爭秩序維護及消費者保護角度而觀，廣告內容必須合理、充分揭露商品

或服務之重要內容，亦即需有明確、顯而易見的資訊揭露（clear and conspicuous 

disclosures），特別是攸關相對人交易與否之重要條件與資訊；否則該等附隱藏條

件、負擔或限制之廣告，即可能引起相當數量之一般或消費大眾錯誤的認知或交

易決定。 

惟從傳播、廣告行銷學理、廣告實務來看，在有限的時間、空間限制下（例

如：有限的廣告時間、廣告製作目的係為產生最大的商品或服務銷售），立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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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凸顯商品或服務之優點，以吸引交易相對人注意、進而從不同競爭商品中

脫穎而出，實乃廣告之最大目的與傳播效益所在。在上述前提與目的考量下，商

品或服務提供者、廣告行銷業者自會從眾多資訊與內容中，選擇首要揭露資訊，

易言之，減少不必要資訊與內容。 

前述為保護消費者之廣告資訊透明與廣告客觀條件限制之揭露資訊範圍

間，或有兼顧之困難，因而即須釐清廣告資訊充分揭露之範圍、廣告隱藏條件、

負擔或限制行為之適法性。上述問題之處理，可能涉及我國公平法第十九條第三

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惟前述規定畢竟僅屬原

則性、通案性之規範，具體個案上應如何解釋適用該等規定，進而確立公平法對

此之違法衡量因素及判斷基準，實有探究之必要。 

美國、歐體、日本等先進國家之競爭法及相關主管機關，均已就廣告行為之

規範問題，頒布諸多處理原則與法令規範適用說明；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UWG）

修正草案於今年一月底提出，關於廣告行為涉及之不公平競爭問題，亦為修正重

點之一。前述先進國家之規範與實務見解、廣告傳播學理與實務相關理論之分

析，可為我國法令實務妥善處理此等問題之重要參考。 

綜合而言，本研究之目的，最終係為提供公平會作為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

負擔相關案件之執法參考，研究議題以三大項為主： 

（1）蒐集近年美、歐、日等先進國家對於不實廣告、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

擔之法律規範及實務，藉以瞭解先進國家之執法經驗，以為我國法制增訂

及執法之參考。再者，在全球化發展及我國加入 WTO 後，跨國商業行為

及商業行銷已日趨活絡，事業在先進國家所採取的廣告及其他行銷行為，

極有可能亦在我國展開，我國競爭法及消費者保護主管機關實有必要瞭解

國外法制實務發展。此外，在跨國交易障礙消彌後，我國企業勢必將商業

行為及行銷目標放眼於國際市場，國外法制實務發展對於國內產業界亦有

參考價值。 

（2）廣告或其他商業行為中，最常碰到者乃消費者資訊充足與廣告促銷宣傳之

間，所可能產生的衝突問題。此等衝突即有必要從消費者保護、競爭秩序

維護、傳播理論實務、商業行為等不同面向切入，藉以在不同觀點、利益

考量下，取得最妥適的平衡。 

（3）綜合前述國外法制實務發展、傳播理論實務研究後，即應綜合研究分析我

國公平會所處理之相關案件，進而確立法理、實務上可資適用的執法標

準，以達法令適用明確、安定性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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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方法與步驟簡述如下： 

1、問題瞭解及法令相關文獻探討 

為使本研究之結果能充分符合委辦單位之需要，而不致落於空泛或只是純理

論性之探討，因此首先將與公平會相關人員廣泛交換意見，以充分掌握研究之方

向與議題。 

除國內資料外，國際上對相關議題之發展情形，以及各國相關規範及實務判

決等資料，對本研究案之進行亦屬不可或缺。因此，乃透過網際網路、專業書籍、

國內外期刊文獻、親赴國外資料蒐集等管道，取得必要之參考資料。 

2、傳播學理論及實務觀點分析 

以研究廣告實務面對客觀條件限制，所可能揭示資訊之適當範圍，進而界定

廣告行銷之資訊揭露合理範圍。例如：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在不同商品或

服務類型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又如，依據廣告所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不同

內容或類型，界定資訊揭示之合理性。 

3、分析與檢討建議 

針對前述關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各項議題，詳細瞭解其他國家是

否有相關之規範，若有，則進而比較不同國家間規範之異同，以及實務見解之異

同；並就各項議題，分別從國內規範之角度，以及國際規範之角度，詳細分析研

究我國與其他國家就相關問題之處理態度與方法。 

經過詳細之比較、分析之後，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規範與執法

標準，積極提出建議與結論，以供委辦單位之參考。 

第四節 章節結構 

本研究報告預定於最後完成時，所呈現之章節結構如下： 

第一章 緒論 

包括內容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章節結構。 

第二章 國內外廣告學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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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進國家就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規範與實務 

包括內容為：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之競爭法規範、

實務案件等分析。 

第四章 國內外廣告學實證調查及分析 

包括內容為：從廣告學原理及觀點分析公平會處分案、廣告學觀點

之分析與建議。 

第五章 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規範與建議 

包括內容為：國外法令實務與廣告學及實證之處理態度、廣告隱藏

條件、負擔或限制之適法性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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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廣告學原理 

第一節 影響消費者購買之因素 

壹、外在因素 

影響消費行為的外在環境因素包含：文化、社會階級、人際（如：參考團體、

意見領袖等）、家庭與情境等面向。舉例而言，根據市場之長期觀察，可發現經

濟景氣狀況與消費行為、行銷重點之兩極化關係：當經濟繁榮時，消費能力與意

願增高，消費者選購因素較重視品牌、品質等產品之功能利益，此時，商品廣告

正是促進消費行為之有利工具；而當經濟不景氣時，消費者是較為價格敏感的，

選購標準傾向於尋找降價或額外誘因等激勵，此時，促銷活動之使用將較廣告積

極。 

    貳、行銷環境 

所謂行銷環境泛指一切企業所製造對其營運有利的消費環境，亦即產品（開

發、包裝、品牌）、通路、價格、推廣（如：廣告、公關、促銷、人員銷售等）。

行銷者透過了解消費者欲求，提供能夠滿足消費者心理之行銷組合，尤其在具有

潮流或時尚性的商品上，行銷環境的影響力尤為見效。 

近年來盛行的整合行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簡稱

IMC）則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發展出一切有利於品牌資產建立的傳播活動，希冀長

期建立與顧客之間的良好關係，讓品牌本身成為消費者選購的指標。這種思維之

下的實務操作趨向於整體一致性的溝通，而不強調工具（包裝、廣告、公關、促

銷、直效行銷、POP…）間的分工。 

參、消費者之個人因素 

消費者之個別差異如：年齡、家庭循環、價值觀、職業、生活方式、資源、

知識、動機、態度、自我形象與個性等因素是最終決定購買行為的分界。舉例而

言，有很多因素可能讓消費者誤解廣告訊息，包括：涉入程度（Johar ，1995 ; 

Karde， 1988），隱藏條件限制（Joh，199 ; Preston， 1989），延伸涵義（Burke et al.， 

1988），以及不周全的比較（Shimp， 1978）等。其中，消費者對特定產品之關

心度（involvement level），是決定該消費者購前資訊蒐集程度、評估流程、誤購

風險認知之重要關鍵；意即，一個高關心度的商品或服務將會使消費者付出更高

的搜尋成本，以及更高的購後滿足或購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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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告本質與特性 

壹、定義 

目前廣告最被普遍接受之定義乃是根據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簡稱 AMA）於 1984 年所定義出：「所謂廣告，是由一位特定的廣告

主，在付費的原則下，藉非人際傳播的方式，以達到銷售一種觀念、商品或服務

之活動」。 

廣告最早之拉丁原文 ”advertere” 意為使人注意或左右大眾心意（to make 

known or to turn the mind to），正是闡述了廣告告知、說服與改變其目標對象之本

質。 

貳、 廣告訊息 

廣告雖屬傳播溝通，但由於其服務行銷目的的本質與其他傳播行為，如：新

聞報導、戲劇傳播不同，傳播的過程上必須更為精準，以達到預期的投資報酬。 

因此，訊息在編碼（包裝）上常是透過專業化過程，根據對訊息接收者（消

費者）訊息解碼（如何解讀廣告）的了解來制定。 

 

coding media de-coding  

 

sender message receiver 

feedback 

 

 

 

 

圖一、傳播過程 

由於使用媒體須付費，而媒體費用不貲，因此購買的時間與版面變得有限，

因此廣告訊息必然是片面性、選擇性的，以廣告學角度而言原本是無可厚非，但

究竟資訊要披露到何種程度，才算是善盡告知義務，目前並無一定的說法。 

根據 David M. Holley（1998）於”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Sales” 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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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賣方有義務誠實回答顧客問題」的前提下，此資訊揭露的原則可依層次分成

以下數種： 

1、最少資訊原則（Minimal Information Rule） 

詢問商品相關資訊的責任歸於消費者。除非消費者有特別詢問，賣方無義務

提供任何資訊。 

2、基本資訊原則（Modified Minimal Information Rule） 

賣方有義務提供使消費者免於傷害的資訊（安全資訊）。 

3、平等原則（Fairness Rule） 

除了之前所述的安全資訊，賣方還必須提供消費者在考慮是否購買時所需的

資訊。這些資訊除非賣方主動提供，否則消費者無從得知。 

4、互惠原則（Mutual Benefit Rule） 

除了安全資訊，在消費者考慮購買產品時，賣方有責任提供幫助消費者做出

合理判斷所需的資訊。 

5、最大資訊原則（Maximal Information Rule） 

賣方應盡全力提供所有可能資訊，將資訊透明化。 

其中有兩種辦法可以形成使交易中根據資訊所做出的判斷臻於典範的體

系：一是要求賣方揭露有助於消費者做出合理判斷的資訊（互惠原則），另一則

是要求賣方僅須提供消費者無從自他處得知的資訊，且消費者應肩負在合理範圍

內，其理應能夠尋求到所需資訊的責任（平等原則）。若憑互惠原則進行交易，

消費者根據獲得的資訊所做的判斷與滿意度都將比平等原則高出許多。 

另外，廣告是先改變消費者的心理，進而改變消費者的行為，如消費者的認

知、興趣與欲望。根據 Fred W. Morgan＆Jeffery J. Stoltman（1997）的說法，大

多數的消費者證言他們確曾仰賴廣告，而這對於被告來說實在難以有力反駁。只

有消費者知道他到底看到什麼、想些什麼。 

而廣告是普遍性的，透過大眾媒體的重複播放，造成大眾的普遍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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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廣告效果 

廣告最終目的即是在某種程度上提升立即性的銷售總額，這方法通常也被用

來衡量廣告活動的結果。在某些狀況下，例如郵購或零售廣告，立即的銷售增加

是一個很好的可操作性目標，但是在其他狀況，立即銷售的增加僅能扮演指引廣

告活動的角色。 

根據 DAGMA 理論（R. H. Colley, 1961），除了時效性廣告（如促銷廣告）

以外，廣告的傳播效益遠大於銷售效益，它的作用在於改變消費者的認知與態度。 

因為不適合將立即性的銷售當成廣告目標的原因主要有兩點：一是廣告只是

影響銷售的眾多因素之一；二是因為廣告的效果經常是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就

第一點來說，其他影響銷售的因素尚有：價格、通路、包裝、產品特質、競爭活

動、消費者需求和品味的改變等等。 

而就第二點來說，廣告可能可以吸引一群忠實的消費者去做持續好幾年的消

費，也可以促使一個新的正向態度的發展，這態度可能最後會總結成購買行為。

要從銷售資料來推論效果，可能必須在廣告活動結束一段時間後才看得出來，這

樣會有兩個問題產生：其一，在一個廣告活動進行的同時，廣告費用和銷售回應

會不斷增加的同時，有些決策必須馬上做出裁決，實無法等到廣告活動結束後的

所謂長期銷售資料的分析出爐才做決定，其二是為了得到更即時和準確的資訊，

廣告和銷售之間仍存有許多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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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進國家就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規範與實務 

第一節 美國 

壹、法令規範架構 

美國 FTC關於不實廣告規範，最重要者為 FTC Act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條以下規定。FTC Act第五條規定，不公平或欺罔的行為

或活動，乃法律所禁止；同法第十二條就食品、藥物、醫療器材或化妝品銷售之

不實（false）廣告，為特別規定；第十五條則就第十二條之「不實」廣告定義，

亦即其乃關於實質上重要之點有所誤導（misleading）1。 

惟法律所為之抽象性規定，在具體適用上仍有其困難，因此，FTC乃透過詳

盡內容，就不同的產業別、廣告目標對象及廣告方式，訂以政策揭示（FTC 

Statement）、規範原則（Guide）等方式說明FTC之執法標準，例如：網際網路廣

告及行銷基本原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The Rules of the 

Road）、遠距交易廣告（Making Sense of Long Distance Advertising）、廣告為環保

表示（Sorting out “Green“ Advertising Claims）、針對消費者之出租廣告

（Advertising Consumer Leases）、FTC關於欺罔之政策聲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價格欺罔處理原則（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FTC關於

不公平之政策聲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FTC關於欺罔之政策聲

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2。 

另外，需要特別注意者為，FTC雖然針對廣告行為訂定諸多處理原則或基本

原則，但關於不實廣告或其他行銷規範之具體落實及實際執法，係由各州主管機

關為之3。 

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問題，FTC 目前尚無單一、適用於各產

業別或所有廣告方式的處理原則。有鑑於此，本文以下除了探討廣告隱藏條件、

限制或負擔所涉及之美國現行法外，亦一併討論 FTC 就特別產業或廣告方式所

頒布之政策聲明或處理原則中，關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各該規範，以

瞭解美國立法例上對於此一問題之處理態度。 

                                 
1 http://www.ftc.gov/bcp/policystmt/ad-decept.htm (visited on July 16, 2003), at 1. 
2 美國FTC所頒定的政策揭示及處理原則，參見：http://www.ftc.gov/bcp/menu-ads.htm; 
http://www.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ad-faqs.htm (all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3 關於美國聯邦與州政府間之消費者保護立法及執法關係探討，參見A Brooke Overb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nsumer law, 34 Vand. J.Transnat’l L. 1219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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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行法關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 

一、廣告適法性之要件與判斷標準 

（一）廣告應遵循之基本原則 

依據 FTC Act 第五條規定：禁止廣告中有不實、引人錯誤或欺罔之陳述，或

廣 告 中 欠 缺 實 質 上 的 重 要 資 訊 （ omission of material information in 

advertisements）。廣告主所應依循的真實廣告（truth-in-advertising）基本原則有： 

1、廣告必需真實，不能欺罔 

為了確立廣告是否欺罔之具體判斷標準，FTC在一九八三年公布「FTC關於

欺罔之政策聲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4。亦即：廣告中之陳述

或所欠缺之資訊，（a）在合理的情況下，若極可能誤導消費者行為；且（b）其

對消費者做成交易之重要決定，有實質的影響者，即該當欺罔廣告。例如：為「結

束營業大拍賣」廣告，但實際上並無結束業務的打算，即屬不實廣告。 

除此之外，FTC亦針對價格欺罔行為，另行頒布「價格欺罔處理原則」（FTC 

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5。 

2、廣告中之聲稱應有證據支持 

廣告主或廣告代理業對於廣告中之聲稱，應有某種程度的證據支持，否則極

可能構成欺罔、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為了具體說明執法標準，FTC在一九八四

年發佈FTC關於「廣告實證之政策聲明」（FTC Statement of Policy Regarding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6。 

3、廣告不能不公平（unfair） 

廣告真實與否之判斷標準，FTC於一九八０年頒定「FTC關於不公平之政策

                                 
4 可由FTC網站下載：http://www.ftc.gov/bcp/policystmt/ad-decept.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本政策聲明之介紹，參見羅明宏，論不實廣告之判別準則—從消費者角度觀察，公平交易季刊，

第二卷第二期，頁 58-63. 
5 可由FTC網站下載：http://www.ftc.gov/bcp/guides/decptprc.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6 可由FTC網站下載：http://www.ftc.gov/bcp/guides/ad3subst.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關於本

政策聲明介紹，參見比較廣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與不公平競爭相關問題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

委員會九十一年度合作研究報告九，頁 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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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7。據此，所謂不公平的商業行為，

係指（a）其會造成或極可能造成消費者受到傷害，在合理狀況下消費者對此無

法避免；且（b）其對消費者所帶來利益並未遠大於傷害。 

（二）FTC對於不實廣告之判斷標準8

1、以理性消費者觀點判斷之 

FTC 在判斷廣告是否有不實時，係以理性消費者（reasonable consumer）觀

點判斷之，亦即該廣告之典型目標消費者（typical person looking at the ad）。但該

廣告若有特定的目標消費者群體，諸如針對孩童、青少年，則以該目標消費者群 

體之觀點判斷之。 

至若所判斷的廣告內容，係以該廣告之整體、上下文及其後關係（ in 

context），諸如文字、段落、圖片，判斷消費者對此之看法。 

2、廣告之直接陳述及隱喻均納入判斷 

不論是廣告的直接陳述或隱喻，均納入判斷。例如：「A 產品能預防感冒」、

「A 產品能殺死引發感冒的病毒」。後者乃隱喻的廣告陳述，理性消費者在接收

前述資訊時，極可能會進一步理解：「因此，A 產品能預防感冒」。廣告中不論是

直接陳述或隱喻，均應有事實加以支持。 

3、FTC 審視廣告中欠缺哪些資訊 

亦即 FTC 審視廣告中若未包含某資訊，將使消費者對該產品有錯誤的理解

（with a misimpression），亦即該資訊具有實質上的重要性，該資訊內容將會或極

可能會影響消費者之行為或交易決定。例如：廣告成套書籍（a collection of 

books），消費者實際上會收到書籍簡要版的彙編，此一廣告即屬欺罔。 

特定資訊之存在，可避免誤導消費者之選擇與判斷，該等資訊之省略即為誤

導性的不作為（a misleading omission）。FTC在判斷特定資訊之省略是否構成欺

罔時，會審視商業行為、聲明或表示之整體內容9。 

                                 
7 可由FTC網站下載：http://www.ftc.gov/bcp/policystmt/ad-unfair.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8 FTC之執法標準與內容，可參考FTC關於欺罔之政策聲明。 
9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 F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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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TC 審視哪些資訊係屬實質上的重要 

實質上的重要資訊係指，左右消費者做成交易與否決定之資訊。典型的重要

資訊例子為：商品的功能、效能、特點、安全性、價格、成本（cost）、保證、

品質、耐用年限；涉及安全或健康之資訊，亦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另外，FTC

在香菸廣告案中認為，性質（nature）、外觀（appearance）及商品使用目的（intended 

use of a product）會影響消費者觀點10。 

5、FTC 審視廣告主是否有證據支持廣告陳述 

在做成廣告、對外宣傳前，廣告主必需有足夠的證據（sufficient evidence）

支持該廣告陳述及內容。亦即必需有合理的基礎（reasonable basis）、客觀證據

（objective evidence）。例如：「三分之二以上的醫師推薦 A 產品之止痛功能」，

此等廣告聲明必需有可信賴（reliable）的調查結果支持。另外，諸多廣告乃關於

商品的檢測或研究結果，亦需有該商品領域之專家以適當方式為檢測或研究。 

（三）廣告中的哪些資訊容易引起 FTC 注意 

如下類型的廣告，較容易引起 FTC 注意及不公平競爭疑慮： 

（1）廣告中涉及健康與安全的表示：諸如 A 產品會降低皮膚癌發生風險。 

（2）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消費者難以判斷：諸如 A 冰箱可節省消費者 25％用電

量、B 髮膠無害臭氧層。反之，廣告乃主觀性的內容者，較不易引發不公

平競爭疑慮，例如：A 可樂味道極佳。 

（四）廣告代理業對於廣告內容亦負注意義務 

廣告代理業亦有一定程度的義務，確認廣告中之實質重要性資訊，不能逕稱

信賴廣告主的陳述。對此，FTC 會考量：（a）廣告代理業在系爭廣告之參與程度；

且（b）廣告代理業是否知道或應該知道廣告包含錯誤或欺罔內容。 

二、免費或低價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 

許多免費（free）或低價（low price）廣告中，往往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

FTC 對於此等廣告行為之規範與適法性判斷，可參見「價格欺罔處理原則」、「廣

告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之處理原則」（Guides Concerning Use of the Word “Free” 

                                 
10 FTC對此之執法標準，參見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 Part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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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一）價格欺罔處理原則 

FTC 之價格欺罔處理原則，主要可分為五大類型：（a）與先前售價之比較

（Former Price Comparisons）；（b）與其他同業之價格或價值比較（Retail Price 

Comparisons; Comparable Value Comparisons）；（c）製造商所訂定或建議的價格

（ Advertising Retail Pric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or Suggested by 

Manufactures）；（d）以購買其他商品為基礎之優惠（Bargain Offers Based Upon the 

Purchase of Other Merchandise）；（e）其他類型的比較價格（Miscellaneous Price 

Comparisons）。本文以下僅探討與本研究議題相關部份。 

1、與其他同業之價格或價值比較11

廣告中通常會聲明，該商品價格低於同業的售價；此等價格比較可能基於暫

時性或永久性的基礎（on a temporary or a permanent basis）。無論價格比較基礎為

何，優惠價格之聲明不能是想像性的或誤導性的。另外，廣告中所聲稱之較高價

格，不能是難以察覺的；亦即，必需有相當數量的商品確實係以較高價格銷售，

因而消費者會認為乃真正的優惠價格或可節省支出。 

舉例說明如下：X 品牌鋼筆在特定市場之通常售價為 10 美金，甲廣告內容

為：「X 品牌鋼筆他處賣 10 美金，本店賣 7.5 美金」。此廣告不會構成不實廣告。

但廣告內容若為：「X 品牌鋼筆零售價 15 美金，本店賣 7.5 美金」，而事實上只

有在郊區的極少數商店，其售價始為 15 美金，其他附近大型購物中心或商店售

價均為 10 美金，此等情況則構成不實廣告。蓋郊區極少數商店之售價較高，對

於甲的顧客而言，並無真正的重要影響；而廣告中聲稱的 15 美金，反而會使顧

客認為甲商店售價特別優惠，而不知該較高價格只是某一地區特別之價格，為市

場上不具代表性之比較價格。 

與前述相類似的比較廣告，則為價值比較廣告，亦即廣告中所比較者乃不同

廠牌的相類似商品。關於此類價值比較廣告之適法標準，亦同於前述之價格比較

廣告，其價值之差異同樣的要讓消費者得以察覺。例如：廣告聲明「X 品牌鋼筆

較同類商品便宜 15 美金」，此時在相同地理區域之合理範圍內，確實有相似的 Y

品牌鋼筆，且其價格有 15 美元差異。 

                                 
11 http://www.ftc.gov/bcp/guides/decptprc.htm (visited July 19, 2003), at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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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造商所訂定或建議的價格12

製造商所訂定或建議的價格若為該商品之通常售價、或有相當數量的商品係

以該定價出售者，則相較於該等定價而降低之售價，對於消費者而言即為優惠。

反之，若在多數情況下，製造商所訂定或建議的價格並未被廣泛採用13，則以該

定價所做的比較價格優惠行為，則為欺罔、誤導廣告。 

由於難以瞭解製造商所訂定或建議的價格，是否實際上被具體採用；此外，

在現今情況下，只有極少數的商品是真的以製造商定價或建議的價格銷售。據

此，以此為基準所做成的價格比較廣告，甚易構成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美國競

爭法主管機關對此所衍生的執法基本原則為：如果製造商的定價或建議價格，遠

超過該商品在特定市場內之最高售價者，該比較廣告即有誤導消費者之嚴重可能

性。需特別注意的是，主管機關認為，相較於郵購業者、批發商或其他類型的銷

售業者，零售商對於商品在市場上的實際售價較有概念，因此，零售商以製造商

定價或建議價格所為之比較價格廣告，更應謹慎為之。 

舉例說明如下：X 品牌鋼筆製造商，在全國性的雜誌所登載廣告說明「建議

售價 10 美金」，且該等定價乃基於市場調查結果；市場上多數的大型量販店或銷

售商，均以該建議價格定價。甲零售商之廣告內容為：「建議售價 10 美金，本店

7.5 美金」。此一比較廣告不會構成不實廣告。 

3、以購買其他商品為基礎之優惠 

廣告中所提供的優惠，常常係以附帶條件方式處理，諸如消費者必需額外購

買其他商品，廣告商品始能享有廣告中之優惠價格。此類型廣告所使用的描述語

言或文字，有諸多不同態樣，例如：「免費」（Free）、「買一，免費送一」（Buy One – 

Get One Free）、「買兩件算一件」（2 For-1 Sale）、「半價優惠」（Half Price Sale; 

50% Off Sale）。 

前述廣告中雖有「免費」、「優惠」等用語，但廣告主實際上並無「無條件奉

送」、「無條件半價」之意，消費者被要求先購買商品，始能免費得到另一件商品。

其適法性之判斷標準為：該等條件、限制或負擔，並無誤導消費者。 

如下情況乃引人錯誤廣告之例：（a）消費者必需購買之商品，其售價高於通

常價格；（b）消費者必需購買之商品，其品質較常態差或數量較常態少；（c）消

                                 
12 http://www.ftc.gov/bcp/guides/decptprc.htm (visited July 19, 2003), at §233.3. 
13 例如：製造商定價或建議價格，只被郊區的少數商店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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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必需購買之商品，另有條件限制。 

綜合而言，商品價格優惠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者，所有的條件或限制，必

需在一開始就清楚而明確的揭示。 

（二）廣告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之處理原則14

對於消費者而言，基本上以選擇最優惠的商品為基本原則，因而常可見商品

促銷打出免費廣告，例如：「免費」、「買一，免費送一」、「買兩件算一件」、「半

價優惠」、「買兩件打五折」（50％ with purchase of Two）。其他與「免費」相類

似的廣告用詞，亦甚為常見，諸如「贈品」（gift）、「免費贈送」（given without 

charge）、「紅利」（bonus）等。廣告中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往往可吸引消費者

的注意，因此，商品廣告應特別謹慎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以免產生誤導或欺罔。 

1、商品之品質、數量或價格應近似於近期內所提供商品 

由於廣告中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通常係用於商品價格之描述，因此，亦應

有價格欺罔處理原則之適用。據此，不論是免費的廣告商品，抑或是消費者所必

需購買的商品，其品質、數量、價格均應近似於近期內所供應之該商品；所謂「近

期內」，則為合理適當的期間，例如：三十天。在商品或服務價格屬波動狀況者，

近期內之「相似」價格，則為該期間內（如前述之三十天）之最低價格。 

2、應清楚而明確的揭露其條件、負擔或限制 

免費或優惠供應商品、服務背後，通常會有一定的條件、負擔或限制；其應

於要約之初，即清楚而明確的揭示，所有的條件、負擔或限制，並應緊靠著免費

等廣告陳述。例如：在「免費」用字旁，以星號或其他標示加註，並於註腳中說

明條件、負擔或限制者，不會被競爭法或消費者主管機關認為已盡要約之初的揭

示義務。 

惟在符合下列要件情況，條件、負擔或限制雖未緊靠著「免費」用詞，仍不

被認為屬不實廣告：（a）「免費」或其他類似陳述之廣告，僅在說明特價或優惠

商品區域，「免費」用詞不構成特定商品要約之一部分；且（b）明確告知消費者，

該特價或優惠區域所附帶的條件、負擔或限制，可在何處獲悉詳情；且（c）不

需先購買商品始能獲悉條件、負擔或限制；且（d）要約或其他條件、負擔或限

制說明，沒有其他欺罔情事。 

                                 
14 http://www.ftc.gov/bcp/guides/free.htm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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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優惠商品之商店揭示 

優惠之促銷活動，若由供應商所為，原則上供應商應使零售商均進行該促銷

活動15。若該促銷活動廣告，在特定市場範圍內可被周知、周見，但僅有部份零

售商或加盟店參與者，廣告中應清楚揭示，該優惠活動僅限於參與的零售商或加

盟店，並應在廣告中使用「部份」（some）、「所有」（all）、「多數」（a majority）

或「一些」（a few）用詞，以使消費者明確知悉提供優惠商品之商店數目。 

4、不適合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之情況 

特定 A 商品或服務並無市場上的通常價格，而是透過協商或討價還價

（bargaining）而決定價格者，購買 A 商品不得作為免費獲得 B 商品之條件。蓋

每一消費者買受 A 商品之售價係經由協商而確定，在各個價格有高有低情況下，

殊難確定消費者是否真的免費獲得 B 商品。 

與此相同的情況為：A 商品雖有市場上的通常價格，但其他重要因素諸如品

質、價格或大小係由協商或討價還價決定者，A 亦不得作為免費獲得 B 商品之

條件。 

5、促銷期間與促銷商品數量 

以免費作為商品促銷，在十二個月內促銷期間不能多於六個月，該等促銷活

動至少應有三十天的間隔；廣告主所促銷的免費商品，不得超過其所銷售商品的

50％。 

三、擔保及保證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 

關於商品或服務之擔保（warranties）或保證（guarantee）規定，美國係以

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規範16，商品或服務宣傳所涉及之擔保及保證廣告，

非屬該法規範範疇，仍應適用FTC Act關於不實、欺罔廣告之各該規定。為了具

體闡釋執法標準，FTC於一九八五年訂有「擔保及保證廣告處理原則」（Guides for 

the Advertising of Warranties and Guarantees）。 

                                 
15 此乃依循FTC之另一處理原則：Guides for Advertising Allowances and Other Merchandising 
Payments and Services. 
16 美國法對於商品及服務保證之詳細規範內容，參見

http://www3.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warranty.htm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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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告中如何落實交易前消費者獲悉擔保條款原則 

擔保及保證廣告處理原則建議廣告主，商品或服務若適用FTC所頒定的「交

易前消費者獲悉擔保條款原則」（Rule on Pre-Sale Availability of Written Warranty 

Terms）17者（亦即交易標的價值超過 15 美金），不論是平面媒體或廣播電視之

廣告，均宜通知消費者，在做成交易決定前，擔保資料影本可向商品或服務銷售

所在地索取；平面媒體或廣播電視廣告陳述，消費者可透過電話或郵件方式交易

者，亦應一併說明消費者如何取得擔保資料影本。 

相反的，若交易標的價值為 15 美金或低於 15 美金者，廣告中無需為前述擔

保資料之揭露。 

2、「不滿意退款」保證之應揭露事項 

廣告中常出現「保證滿意」、「不滿意退款」保證（"satisfaction guaranteed"; 

"money-back guarantee"），FTC 建議廣告主，除非真的願意不問任何原因而無條

件退款，否則不應使用該等廣告用詞。再者，退款保證廣告中，應清楚（clearly）、

明確（conspicuously）揭示（disclosing）關於退款之實質上重要限制或條件，例

如：顧客必需出示購買證明、返還尚未使用的商品（returning the unused portion of 

a product）、主張退款之期限限制。 

3、終生保證 

廣告中雖常常使用「終生」（lifetime）保證，但其乃非常不明確的廣告用詞，

容易被認為係屬誤導性廣告；消費者時常難以確知廣告主實際所擔保之期限與範

圍。舉例而言，汽車消音器（muffle）廣告聲明「終生保證」，可能產生完全不

同的解讀結果：（a）廣告主對於消音器之品質保證，直至消音器完全壞損而必需

更換新的消音器為止。（b）廣告主對於消音器的保證，直至所安裝的汽車報廢為

止。（c）廣告主對於消音器的保證，直至購買人死亡為止。（d）廣告主聲稱「終

生保證」，只是為了說明該商品之耐用性。 

為了避免「終生保證」廣告對於消費者產生誤導，FTC 建議廣告主明確告

知，該保證所指為何。 

                                 
17 美國國會在訂定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時，要求FTC要負責部份法制落實工作，因而乃

由FTC依據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訂定附屬法令，除了本文所提到的「交易前消費者獲悉

擔保條款原則」外，另有「擔保條款及條件揭露原則」（Rule on Disclosure of Written Consumer 
Product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及「爭議解決原則」（Rule on Informal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參見前揭註16，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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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定類型廣告之特別規定 

（一）郵購之保證條款限制18

以郵件、傳真、電話或電腦所為之直接交易（direct marketing），若廣告中

有「保證滿意」、「不滿意退款」保證（"satisfaction guaranteed"; "money-back 

guarantee"），事業必需誠信遵守之。FTC 所處理的諸多此類廣告聲明保證個案，

事業未能即刻（promptly）、完全的（fully）退回消費者支出，包括價金、運費、

退貨處理費用，因而被認定屬不公平、欺罔廣告。 

另外，郵購等之退款保證廣告，在如下情況下，同樣會被認為乃屬不公平、

欺罔之廣告。亦即：該廣告中並未清楚（clearly）、明確（conspicuously）揭示

（disclosing）關於退款之實質上重要限制或條件者，例如：顧客必需出示購買證

明、返還尚未使用的商品（returning the unused portion of a product）、主張退款之

期限限制。 

前述關於郵購等保證之基本原則，FTC亦適用於一般零售業之保證廣告19。 

（二）電腦、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廣告之隱藏條件或限制20

在電腦出售、網際網路撥接之交易廣告中，常常使用「免費」（free）、「低

價」（low-cost）等陳述，其優惠亦常動輒數百美元。有鑑於此，FTC 特別針對電

腦、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廣告所隱藏的條件或限制，揭示主管機關看法。 

FTC認為，電腦、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廣告之「低價」或「免費」用詞，往往

省略該交易之重要限制或條件，或是該等條件、限制隱藏（bury）於細小的字體

（in fine print）或不顯眼的廣告位置（obscure locations）。但這些資訊實際上應

該清楚而明確的在廣告中揭示，以使消費者在做決定前據以評估各該條件、限制
21。 

                                 
18 http://www.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checklist.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19 http://www.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ad-faqs.pdf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at 24. 
20 FTC Facts for Business: Big Print. Little Print. What’s the Deal? How to Disclose the Details, 詳細

內容可由網站下載：http://www.ftc.gov/bcp/conline/pubs/buspubs/bigprint.htm (visited on July 19, 
2003). 
21 除了本文以下討論內容外，FTC在該份資料亦討論電腦、網際網路撥接交易之網路廣告資訊揭

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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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應揭露條件或限制 

電腦或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廣告中，如下條件、限制內容應揭示之： 

（1）關於附屬性費用支出：電腦或網際網路撥接交易，除了主要的電腦或設備

交易外，通常必需伴隨其他附屬性的服務或交易。事業在為電腦、網際網

路撥接交易廣告時，除了以顯著方式廣告優惠價格外，同樣的亦應將其他

附屬性費用揭示之，或以關鍵用詞（key term）方式揭示免費、低價交易

之條件或限制，以使消費者明確獲悉應支付之費用總額、應承諾使用網際

網路撥接交易之最低期限要求等，進而利於消費者為商品及價格之比較。 

（2）關於網際網路撥接交易提前解約之賠償或費用：部份網際網路撥接優惠交

易之負擔或條件，乃要求提前解約消費者需支付全額之實際費用（未優惠

費用），或支付額外的費用作為賠償。 

（3）享受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優惠期限。 

電腦或網際網路撥接交易所包含範圍，必需在廣告中揭露。例如：廣告中有

電腦螢幕照片，但交易中並未包含螢幕。簡而言之，廣告所陳述的事實必需清楚

而顯著。 

2、平面媒體廣告不能隱藏的細節內容 

廣告必需清楚而明顯揭露所有實質上的重要資訊；其中，影響消費者決定之

最重要資訊，必需緊鄰價格。平面媒體廣告（print advertisers），不能以如下方式

隱藏真實價格、重要內容或重要條件： 

（1）放在不顯眼的廣告位置，例如：平面媒體廣告中的邊緣位置（the border area 

on a print ad）。 

（2）以細小、內容繁複、密集及擁擠的字體隱藏之。 

（3）包含於註腳中，以細小的文字揭示。 

3、電視廣告不能隱藏的資訊 

若為電視廣告形式者，不能以如下方式隱藏關鍵資訊： 

（1）以快速閃過方式（a fast moving “crawl”）顯示關鍵資訊。 

（2）用上標或下標的細小字體（superscripts or subscripts using small print sizes），

或字體顏色與背景相近而模糊。 

（3）在螢幕呈現方式太過快速，使得消費者無法閱讀或理解（type that dis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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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screen too fast for consumers to read and comprehend）。 

（4）廣告內容過長，核心之關鍵資訊只出現在很短的時間。 

參、實務個案 

一、Dell及Micron電腦租賃廣告揭露方式不當案22

一九九九年八月與 FTC 達成和解協議的 Dell 及 Micron 電腦租賃廣告案，乃

關於廣告資訊揭露不當之一例。本案被指控之不實廣告廣告主為 Dell Computer 

Corporation 及 Micron Electronics, Inc.（以下簡稱廣告主），其以電視、網際網路

及平面媒體方式，廣告電腦設備租賃，但未以適當方式揭露實質上的重要資訊，

亦即僅在廣告末端（at the bottom of the advertisements）、以細小印刷字（in fine 

print）方式說明重要資訊，因而被控違反 FTC Act 第五條及消費者租賃廣告法

（Consumer leasing Act, CLA）兩法案。其廣告內容如下： 

1、雜誌廣告內容 

"Millennia 300 Personal Edition . . . 
$2,099 
Consumer lease $84/mo.

. . . 

Millennia 333 DVD Edition . . . 
$2,999 
Consumer lease $119/mo."

[A fine print disclos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ad states: 

". . .prices do not include shipping and handling and any 
applicable taxes. . . . Business lease prices based on 36-month 
lease, and consumer lease prices based on 30-month lease. . . ."] 

                                 
22 DOCKET NO. C-3887; File No. 982 3565; DOCKET NO. C-3888; 
http://www3.ftc.gov/os/1999/05/del/micronanalysis.htm; 
http://www.ftc.gov/opa/1999/08/FYI9921.htm (all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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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紙廣告內容--有五個租賃廣告要約，包括有： 

"Millennia LXE 166 . . . 
Starting at: $1,199 
Consumer lease $48/mo.

. . . 

Millennia XKU 266 . . .

Starting at: $2,299

Consumer lease $92/mo.

[A fine print disclos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ad states: 

". . .prices do not include shipping and handling and any 
applicable taxes. . . . Business lease prices based on 36-month 
lease, and consumer lease prices based on 30-month lease. . . ."] 

3、電視廣告內容： 

"TRANSPORT TREK.266.13.3" 
A true desktop replacement you can actually afford 

. . .

Total System Price as Configured:$2499 
How would you like to purchase? 
Order online with credit card (Secure) 
Business Lease $86.72 per month* (Secure) 
Consumer Lease $98.96 per month** (Secure) . . ."

[A fine print disclos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ad, on the last screen 
in a series of screens, states: 

"** Based on 15% purchase option 30 month"](Micron Exhibit 
C). 

關於 FTC Act 第五條引人錯誤、欺罔廣告之違反部份，廣告主被控，在電腦

租賃廣告中僅以顯著方式表示，消費者可以月租方式承租廣告中的電腦設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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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廣告並未適當揭露如下重要資訊：（a）每月必需支付之租金數額，亦為該租賃

要約之一部分。此等資訊存在與否，對於消費者而言乃具實質重要性，並會左右

消費者是否做成租賃之決定。（b）該電腦租賃條款，例如：除了每月租金外，在

租賃物交付前，消費者所應預先支付的數額為何。此等條款對於消費者而言乃十

分重要，會左右消費者是否承租廣告之電腦設備。 

關於 CLA 及其他相關法令之違反部份，廣告主並未以清楚而明顯的方式揭

露如下租賃條件：（a）廣告之交易為租賃；（b）租賃物交付前或租賃物運送至消

費者之前，消費者所應預先支付之數額為何；（c）租賃契約簽訂時，所涉及之其

他費用支出與否，例如：稅捐、授權費註冊費、州法或其他地方自治法明定應事

前揭露之費用負擔；此外，該租賃契約是否有擔保條款（security deposit）及每

月何日、何時需支付租金、應支付數額為何。 

本案之廣告主在廣告中，實際上已包含了實質上的重要資訊；所謂實質上的

重要資訊，係指會影響消費者做成交易決定之重要資訊，諸如租賃之月租費、其

他費用支出內容、租賃重要條款。廣告中雖有實質上的重要資訊，但 FTC 認為，

廣告主之揭露方式不當，於廣告末端以細小字體揭露重要資訊，並不符合法律所

要求的「明確」而「清楚」要件，因而仍構成引人錯誤、欺罔廣告。 

二、維他命及止痛藥不實廣告處理23

今年（二００三）六月 FTC 及食品藥物檢驗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就維他命及止痛藥不實廣告，採取較直接而明確的禁止措施。被控違反

FTC Act 之廣告主甚多，包括：Kevin Trudeau、Robert Barefoot、Shop America 

(USA), LLC、Deonna Enterprise, Inc.等（以下簡稱廣告主）。 

廣告主在全國性的電視頻道（諸如 Women’s Entertainment、Comedy Central、

Discovery Channel 及 Bravox）、商品的宣傳手冊中宣稱，高劑量珊瑚鈣（Coral 

Calcium Supreme）維他命，能用來治療或預防癌症及其他疾病，諸如血管硬化、

心臟病。FTC 調查後發現，廣告主所銷售的珊瑚鈣成分，主要來自於日本沖繩附

近海域的珊瑚礁，一個月份量（九十顆）售價 19.95 美金；該等廣告對於珊瑚鈣

之醫療功效宣稱，已超乎現今科學證據與證明。另外，廣告主宣稱珊瑚鈣對於癌

症及其他嚴重疾病之醫療功效，已經知名醫學期刊所證實；每日服用一單位的珊

                                 
23 http://www.ftc.gov/os/2003/06/coralcalciumcmp.pdf; 
http://www.ftc.gov/os/2003/06/coralcalciumexhb.pdf; http://www.ftc.gov/opa/2003/06/trudeau.htm (all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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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鈣，相當於攝取兩加侖的牛奶，且立即為身體所吸收，吸收率為一般鈣片的一

百倍以上。前述廣告聲稱亦被 FTC 認定不具有科學上的事實根據。 

近來 FTC 已注意到對於前述維他命廣告及其他維他命、健康食品廣告可能

產生之欺罔、引人錯誤結果。除了本案外，FTC 另案處理 Kevin Trudeau 之不實

廣告案，Kevin Trudeau 被控在廣告中，對於其所生產的鈣片、止痛劑等商品，

其效益（benefits）、功能（performance）及效能（efficacy）為不實陳述。 

FTC 除了針對廣告主採取必要的行政措施外，亦同時以發送網站通知信

（notice letter）方式，要求該等網站應停止刊登或傳送不實維他命、健康食品廣

告，以免違反食品藥物相關法令。 

鑑於近來維他命、健康食品之不實廣告問題日趨嚴重，FTC 乃於本案新聞

稿中特別提出，任何廣告主在廣告中之陳述，必需要有事實與科學根據，對於此

等欠缺科學根據、揭露資訊不當之廣告，FTC 未來將採取更積極的制止行動，特

別是廣告中宣稱可以治療嚴重疾病者。 

三、美容豐胸商品不實廣告案24

今年（二００三）七月十日 FTC 針對 Wellquest international, Inc.及 Tony 

Hoffman Productions, Inc（以下簡稱廣告主）之豐胸、治療打鼾商品廣告更正措

施，乃關於不實廣告、廣告中隱藏條件、負擔等重要資訊、廣告宣稱內容未經科

學證實。本案廣告商品有四項：Bloussant 女性豐胸商品、EnerZ 男性壯陽商品、

D-Snore 減緩打鼾商品；此外，另有併同前三項商品行銷的俱樂部會員招募。FTC

於本案重申，廣告主在廣告中的宣稱，必需有嚴密的科學事實（rigorous scientific 

substantiation），本案廣告卻為膨脹（inflated）宣傳，無科學基礎。 

廣告主在廣告中聲稱，Bloussant 商品有刺激胸部細胞功能，多數女性（in 

most women）使用後可成長兩個罩杯；該等功效乃經過臨床試驗（be clinicaly 

proven），對於絕大多數女性消費者確實有效；Bloussant 商品兩個月供應量之售

價為 220 美金，八個月供應量則為 547 美金。該等廣告在諸多雜誌（諸如

Mademoiselle、Elle）、宣傳單、三十個地區性主要有線電視、網際網路中散佈。

消費者若依循廣告指示撥打服務電話者，廣告主亦一再重複前述廣告聲明。惟

FTC 認定該等廣告內容並非真實、欠缺科學依據。除了 Bloussant 商品外，廣告

                                 
24 http://www.ftc.gov/os/2003/07/wellquestcmp.pdf; http://www.ftc.gov/os/2003/07/wellqueststip.pdf; 
http://www.ftc.gov/opa/2003/07/wellquest.htm (all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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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亦同樣在各大媒體廣告中，宣稱 EnerZ 及 D-Snore 之壯陽、減緩打鼾效果。 

除了被控欠缺科學根據的廣告宣稱外，為 FTC 非難之另一廣告行銷行為

乃：消費者在與廣告主聯絡，並決定購買前述任何商品後，待消費者以信用卡刷

卡或提供行銷人員信用卡號碼之後，行銷人員會進一步招募消費者參加俱樂部會

員，並宣稱其乃免費試用、消費者並無任何義務（on a ”no obligation” free trial 

basis），消費者適用不滿意後，無條件退出，無需負擔任何費用。該等俱樂部會

員招募行為，被 FTC 指控：廣告主並未適當揭露「消費者在試用期過後若未主

動表明終止，即會以信用卡開始扣款、負擔會員費」；此外，廣告中宣稱不滿意

無條件退出，實際上幾乎無成功退出案例。 

FTC 認定，前述廣告主之廣告內容欠缺科學根據，係屬 FTC Act 關於引人

錯誤、欺罔廣告禁止規定之違反；另外，同一行銷行為中包含另一商品（俱樂部

會員招募）之廣告，該等廣告隱藏付款之重要限制（試用期滿消費者需主動表示

終止）與負擔（未主動表示終止則會以信用卡付款），該等行為亦違反 FTC Act

之各該規定。經過 FTC 調查、確認違法屬實後，FTC 命令廣告主應立即停止不

實及不正確的廣告聲稱，廣告主並應支付三百二十萬美金罰鍰，以作為對於消費

者之更正補償（in consumer redress）。 

肆、小結 

美國法對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仍係適用 FTC Act 所確立之

不實廣告禁止原則及適法性判斷標準。亦即：廣告必需真實、不能欺罔；廣告內

容是否引人錯誤，其判斷基準為一般理性消費者之觀點；該等內容是否使理性消

費者產生誤解，並可能影響消費者之交易決定。 

綜合而言，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適法性，考量重點有：（a）所隱藏

的條件、限制及負擔，其「內容」是否為實質上的重要資訊；（b）條件、限制或

負擔在廣告中之「呈現方式」是否妥當；（c）消費者對於該條件、限制或負擔所

應承受的不利益，是否異於通常的交易內容。 

1、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內容」 

客觀性的資訊較易為 FTC 認定屬影響交易決定之實質上重要資訊，包括： 

（1）商品之功能、效能、特點、安全性、價格、成本、保證、品質、耐用年限。 

（2）安全或健康資訊。 

另外，廣告中所為之科學性或事實宣稱，應有證據支持，不能僅以想像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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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膨脹廣告詞吸引消費者注意。新近 FTC 對於健康食品、維他命所採取的不實

廣告措施，即有其重要指標性意義。 

鑑於「免費」、「低價」、擔保或保證廣告往往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FTC

乃特別頒定價格欺罔處理原則、廣告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之處理原則及擔保及保

證廣告處理原則。依據各該原則規定，廣告主在免費或低價廣告中所隱藏的條

件、限制或負擔，該等重要資訊若可能使理性消費者產生誤解、並可能影響其交

易決定者，即應明確而清楚揭露，包括： 

（1）消費者「免費」或「低價」優惠所應附隨購買之商品、優惠之條件。 

（2）提供優惠商品之商店揭示：諸如部份、所有或多數商店參與該優惠活動。 

（3）其他附屬性之必要費用支出。 

（4）終止協議或提前解約之賠償或費用。 

（5）優惠期間。 

（6）擔保內容之獲悉可能性。 

（7）不滿意退款之要件、期間。 

2、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呈現方式 

廣告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若被認定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則需進一步

判斷該等資訊之揭露方式。FTC 在諸多處理原則及個案中均闡釋，實質上的重要

資訊應在廣告中緊鄰價格，而不能以註腳、較小字體方式呈現，FTC 在一九九九

年所處理的 Dell 電腦設備租賃案即為一例。電視廣告雖有廣告時間限制，但對

於實質上的重要資訊不得以快速閃過、上標或下標之細小字體、以冗長廣告混雜

核心資訊等方式，影響消費者獲悉實質各該資訊。 

3、條件、限制或負擔之不利益是否異於以往交易 

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若為消費者必需購買其他商品，該等商品之品質是否

較差、價格是否較貴、提供的保證內容是否較少、所購買的商品是否另有其他條

件限制，此等因素亦影響該廣告之適法性判斷。廣告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

對於消費者之不利益，若確實異於以往交易者，就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引人錯誤、

欺罔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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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歐盟 

壹、法令規範架構 

在歐洲共同體市場統合、促進內部市場之商品、服務、人員及資金自由流通

此等既定發展方向下，廣告乃企業開拓市場的重要手段。但引人錯誤廣告或廣告

中之不實訊息，不僅不利於消費者保護，亦會阻礙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之透明

化，引發企業間之不公平競爭及扭曲內部市場之競爭秩序。有鑑於此，歐體早於

一九八四年即已頒定 84/450 號指令25，藉以就欺罔及引人錯誤之廣告行為，確立

會員國內國法律及行政規定之規範原則。由於 84/450 號指令之用語過於艱澀不

明，遭會員國之嚴厲批評，認為該指令不僅無法整合會員國關於不實廣告之分歧

規定，反而會增加問題之發生26。因此，一九九七年頒布 97/55號指令27修正 84/450

號指令規定。今（二００三）年六月十八日，歐體執委會則向歐洲議會及部長理

事會提出「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84/450/EEC, 97/7/EC and 

98/27/EC, the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28，本指令（草案）包含 84/450

號指令之不實及引人錯誤廣告規定；本指令（草案）預計可於二００五年生效。 

廣告中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行為，可能該當前述 84/450 號指令、97/55 號

指令之引人錯誤廣告，亦可能受到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之規範。本文以

下乃簡介各該指令及指令（草案）中，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各該規定。 

貳、法律規範 

一、84/450 號指令 

84/450 號指令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引人錯誤廣告」，係指以任何方式的宣

傳或表徵，欺騙或相似手段欺騙廣告目標顧客，且由於該欺騙或相似手段而影響

                                 
25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of 10 September 1984 relating to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misleading advertising, 
Official Journal L 250, 19/09/1984, P.0017 – 0020. 
26 比較廣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與不公平競爭相關問題研究，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九十一年度

合作研究報告九，頁 59. 
27 Directive 97/55/EC of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6 October 1997 amending 
Directive 84/450/EEC concerning misleading advertising so as to includ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Official Journal L 290, 23/10/1997 P.0018 – 0023. 
28 COM (2003) 356 final, 2003/0134 (COD), SEC (2003) 724, Brussels, 18.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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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顧客之經濟行為，或因而傷害競爭者、競爭秩序 29 （Art.2 II, 84/450 

Directive ）。據此，只要廣告行為會「潛在性的引人錯誤」（ potentiell 

taeuschende），即為 84/450 號指令所禁止30。 

具體判斷廣告是否該當「直接或潛在性的引人錯誤」，應考量因素有（Art.3, 

84/450 Directive）： 

（1）商品或服務特性，諸如其性質、內容、製造方法及日期、使用目的、用途、

品質、原產地、其用途之期待。 

（2）價格、或定價之計算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條件。 

（3）廣告的性質、廣告顧客的權利及對該廣告的貢獻。 

84/450 號指令第四條及第五條明定，共同體會員國應以內國法規範引人錯誤

廣告，並採取適當措施管控之，以確保消費者、競爭者及公眾利益。因該引人錯

誤廣告而使合法權益受侵害者，應可採取法院、或（且）行政主管機關之救濟程

序，諸如停止刊載或傳播、為適當的更正措施。 

二、97/55 號指令 

97/55 號指令係修正 84/450 號指令，最重要之修正部份為：增訂比較廣告

（comparative advertising）之具體規範31。依據該指令第一條規定，符合一定條

件之比較廣告，應被允許；比較廣告應符合之條件為（Art.3a, 84/450 Directive）
32： 

                                 
29 Art.2 II, 84/450 Directive: 

'Misleading advertising' means any advertising which in any way, including its presentation, 
deceives or is likely to deceive the persons to whom it is addressed or whom it reaches and which, 
by reason of its deceptive nature, is likely to affect their economic behaviour or which, for those 
reasons, injures or is likely to injure a competitor. 

30 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S.405, 407. 
31 關於歐體 97/55 號指令比較廣告之詳細討論，參見前揭註26，頁 58-61. 
32 Art.3a, 84/450 Directive: 

Directiv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shall, as far as the comparison is concerned, be permitted whe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a) it is not misleading according to Articles 2 (2), 3 and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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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ervices, which may include price;  
(d) it does not create confusion in the market place between the advertiser and a competitor or 
between the advertiser's trade marks, trade names, other distinguishing marks, goods or services and 
those of a competitor;  
(e) it does not discredit or denigrate the trade marks, trade names, other distinguishing marks, goods, 
services, activities, or circumstances of a compet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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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會引人錯誤。 

（2）所比較的商品或服務，滿足相同的需求或有相同目的之意圖。 

（3）乃客觀比較商品或服務之一項或數項重要的、相關的、可驗證的及有代表

性的特徵，價格比較可包含其中。 

（4）不得造成混淆廣告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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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符合該商品之原產地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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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識、或從競

爭商品的原產地標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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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

品或服務。 

三、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 

（一）立法背景 

二００一年歷經歐體境內消費者保護及產業團體、商業及法律專家學者充分

討論、意見溝通所完成的歐體消費者保護綠皮書（The Green Paper on EU 

Consumer Protection），勾勒出歐體消費者保護立法改革之基礎架構33，以使消費

者在跨國界的商品及服務活動過程，能有充分的保護，並促進競爭、擴大歐洲境

內中小企業之發展規模。前述綠皮書亦提及共同體就不公平商業行為訂定特別的

規範指令，以為歐體境內消費者保護法制改革之重要基礎34。 

另外，共同體境內現行之不公平商業行為問題，歐體目前雖頒定有 84/450

號指令（規範引人錯誤廣告）、97/7 號指令35（規範遠距交易契約）及 98/27 號指

                                                                                              
(f) for products with designation of origin, it relates in each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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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關於歐體消費者保護綠皮書及相關團體、專家學者之討論內容，可由網站下載：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green_pap_comm/green_pape
r.htm (visited on June 25, 2003). 
34 關於歐體立法過程與本指令（草案）介紹，參見Hans W. Micklitz, Juergen Kessler, Europaeisches 
Lauterkeitsrecht, Dogmatische und oekonomische Aspekte einer Harmonisierung des 
Wettbewerbsverhaltensrechts im europaeischen Binnenmarkt, GRUR Int, 2002, 885-901. 
35 Directive 97/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May 1997 on th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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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規範消費者保護之強制令）36等，但各該指令僅明定會員國內國法應規範之

基本原則，具體規定內容及執行方式，會員國可自行決定，造成各國法令規範上

之差異；內國法關於不公平商業行為之管制或限制，亦有錯綜複雜的法律適用及

法院判決結果37。 

在前述立法背景下，乃有今年六月執委會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之提

出，以整合現行歐體不公平商業行為各該指令及內國法相關規範38。本指令（草

案）並未實質的改變歐盟境內既有不公平商業行為各該指令之規定內容或基本原

則，本指令（草案）亦未加重事業之經營負擔39。另外，會員國既有的自律性規

範，諸如廣告自律規範（advertising codes）仍可繼續施行。 

（二）規範客體--針對消費者之「商業行為」 

舉凡以消費者為對象之商業行為，均為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之規範

客體，包括不公平廣告、行銷及其他以消費者為對象之商業行為（unfair advertising, 

marketing and other commercial practices used by business in their dealings with 

consumers），特別是具有誤導性或侵略性（aggressive）的商業行為，更為本指令

（草案）所明定禁止之行為。 

本指令（草案）所規範之商業行為，係指任何作為、不作為、行為或表示、

商業溝通，包括廣告（advertising）、行銷（marketing）及售後服務（after-sale 

services）等（Art.2 (e)）；特別是指該等商業行為實質的（materially）會影響消

費者決定，例如：購買商品與否之決定，或該商業行為影響消費者是否依據交易

契約行使權利之決定，例如：決定就交易活動提出申訴、決定依契約退回商品、

決定撤銷借貸契約或終止繼續性契約（Art.2 (f)）。至若商業行為之交易型態為何

（諸如街角小販、網路購物），則非所問。 

                                                                                              
of consumers in respect of distance contracts - Statement by the Council and the Parliament re Article 6 
(1) - Statement by the Commission re Article 3 (1), first indent, Official Journal L 144, 04/06/1997 
P.0019 – 0027. 
36 Directive 98/2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May 1998 on injun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terests, Official Journal L 166 , 11/06/1998 P. 0051 – 0055. 
37 歐體執委會曾就會員國內國法對於不公平商業行為之規範內容進行調查與彙整，在長達一百

六十三頁的問題提出與會員國回覆上，可以發現內國法規範、對於事業之要求及執行程序等各

方面，有極大的差異。該意見調查及彙整報告，可由網站下載：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national_laws_en.pdf (visited 
on July 01.2003). 
38 本指令（草案）共有四章，條文共計二十條。 
39 關於本指令（草案）之立法背景、參見MEMO/03/135; COM (2003) 356 final, p.2-7;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impact_assessment_en.pdf 
(visited on July 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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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行為非以消費者 40 為對象，諸如事業間之商業行為（business to 

business）、商品或服務涉及之安全、健康或契約法問題，並非本指令（草案）之

規範客體。 

（三）商業行為「公平」與否之判斷標準 

本指令（草案）所規範的「不公平」商業行為，係指（Art.5 II）41： 

（1）事業之商業手法或注意行為，未符合預期中之通常標準（fail to comply with 

the usual standards of care and skill expected from a trader），亦即不符合該專

業領域之注意義務（contrary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diligence）；

且 

（2）該等行為極可能限制一般消費者，在做決定前事先獲悉內容；或該等行為

極可能使消費者做成相異的決定（be likely to constrain the average 

consumer’s ability to t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or 

she is likely to take a different decision from the one they would have made 

otherwise），例如：誤導消費者或強迫消費者購買商品。 

據此，商業行為是否符合該行業之一般要求、有無實質上扭曲（distort）消

費者態度，乃判斷商業行為是否公平之重要標準。 

1、事業未善盡專業領域之注意義務 

判斷商業行為是否有引人錯誤，首先應考量事業對該商業行為是否善盡注意

義務。具體標準為歐體會員國多數法律，對於該商業手法或注意行為，所要求之

注意義務；亦即：在多數法律規範下，對於特定產業或專業活動，所課以或承認

之商業行為標準（Art.2 (j)）。 

2、該商業行為對於「一般消費者」之影響 

依循歐洲法院所確立的見解42，商業行為是否會引人錯誤，係以「一般的歐

洲消費者」（the “average” European consumer）觀點來判斷。亦即：一般的歐洲

消費者，在合理的事先被告知及合理的注意及謹慎程度下（reasonably well 

                                 
40 以一般消費者為對象之商業行為固為本指令（草案）之規範客體，除此之外，本指令（草案）

亦規範以孩童為目標對象之廣告行為。 
41 MEMO/03/135, p.3. 
42 C-351/92, Verband Sozialer Wettberb eV v. Clinique Labatories SNC and Estée Lauder 
CosmeticsGmbH (1994) ECR I-317; Case C-210/96, Gut Springheide GmbH v. Oberkreisdrektor des 
Kreises Steinfurt (1998) ECR I-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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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ed and reasonably observant and circumspect），該商業行為是否會引人錯誤

（Art.2 (b)）。 

在通常情況，商業行為是否引人錯誤，係以一般的歐洲消費者觀點來判斷；

但若該商業行為係以特定身份者為目標客體者，諸如孩童及青少年，則以該特定

身份群體之平均觀點作為判斷基礎。 

3、該商業行為確實或極有可能影響一般消費者之交易決定 

事業之商業行為雖不符合其專業上應善盡之注意義務，從一般消費者觀點判

斷，亦屬不公平的商業行為，但若該行為不會影響消費者之交易決定者，即不構

成本指令（草案）所禁止之不公平商業行為。據此，消費者行為改變受到相當程

度的影響（a significant enough effect to change）或極可能因此而受改變（be likely 

to change），即為商業行為公平與否之必要判斷標準。 

（四）作為或不作為均可能構成引人錯誤或誤導之商業行為 

積極的作為（action）或消極的不作為（omission）均可能造成引人錯誤或

誤導結果。本指令（草案）並不明確而詳盡的列出事業必需主動揭露的資訊；本

指令（草案）的作法，反而是告知事業，不能隱藏或省略哪些實質的必要資訊

（material information），其乃一般消費者在做交易決定時，必需知曉之內容，例

如：關於商品特性、價格已含稅。在交易過程中，消費者若無法明確知悉此等實

質上的必要資訊，事業即有揭露之義務。值得注意的是，本指令（草案）認定商

業行為是否構成引人錯誤或誤導，重要判斷原則乃該商業行為（作為或不作為）

所產生的效果，亦即：對於消費者做成交易決定與否之影響為何43。 

1、引人錯誤的積極行為 

本指令（草案）第六條明定引人錯誤的積極行為，係指任何形式的商業行為

或表示，造成或極可能造成一般消費者做成相異的交易決定，且由於該消費者被

欺瞞（deceive）或極可能被欺瞞如下資訊內容： 

（1）關於商品之重要特點（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諸如商品為

限量與否（availability）、購買之優點與風險、內容、附屬品（accessories）、

售後之消費者服務、申訴處理、製造方法及日期、有效期限、運送、使用

目的、用途、品質、特性、地理產地及製造地（geographical or commercial 

                                 
43 COM(2003) 356 fin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No. 62. 

 31



 

origin）、商品被預期的效果、該商品被測試或檢測的結果（the results and 

material features of tests or checks carried out on the product）。據此，欺瞞消

費者關於商品之預期效果者，諸如體重減輕、頭髮再生、效能增加，即為

引人錯誤之商業行為44。 

（2）任何聲明或表徵，直接或間接指明該事業或商品已經保證或認可（any 

statement or symbol in relation to direct or indirect sponsorship or approval of 

the trader or the product）。 

（3）價格、關於價格計算方式（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rice is calculated）或具

有特別價格優惠之情況（existence of a specific price advantage）。 

（4）所購買商品需要額外的服務、配件、零件更換或修繕（the need for a service, 

part, replacement or repair）。 

（5）事業或其代理商之重要資訊（the nature, attributes and rights of the trader or his 

agent），諸如 identity、status、資產（assets）、合格或受有許可與否

（qualifications, approval）、關係企業（affiliation）、所擁有之產業、商業

或智慧財產權、受頒獎或傑出表現（awards and distinctions）。 

（6）事業無法證實之商品宣稱（claim about the product which the trader cannot 

substantiate）。 

（7）消費者的權利或其應面對的風險。 

涉及下列商業行為，且由事實關係（in its factual context）、考量所有的關鍵

因素及狀況，其會影響或極可能影響一般消費者交易決定者，亦被視為乃引人錯

誤： 

（1）商品之任何行銷行為（包括比較廣告），其會造成與其他競爭者商品、商號

或識別標誌之混淆。 

（2）依據商業同業組織之自律規範（codes of conduct）45，事業應信守特定承諾

（commitment）卻違反，且該承諾確實存在、亦可證明，該等商業自律規

範內容亦對外公告周知者。 

（3）主管機關依據本指令（草案）規定，命令事業應停止特定不公平行為，而

事業違反該命令。 

                                 
44 COM(2003) 356 fin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No. 61. 
45 關於商業規範之定義，明定於本指令（草案）第二條(g)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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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引人錯誤之積極作為的商業行為，執委會舉例說明如下46：某甲收到A

公司郵件，聲稱經過實驗測試（tried and tested），其所生產的洗髮精會幫助頭髮

在三個星期內長回來。甲購買商品，使用後並無效果。依據本指令（草案）規定，

A公司在郵件中的廣告聲明乃屬不實，蓋A公司既然聲明該商品之使用效果是經

過實驗測試，則必需具有事實基礎。 

2、引人錯誤之消極不作為 

本指令（草案）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引人錯誤之消極不作為，亦即：

從事實關係、考量事實特點與狀況，商業行為省略實質上的重要資訊（omit 

material information）應被認為乃引人錯誤；該等資訊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是

必要的，且由事實關係來看，事先告知消費者該等資訊，消費者會做成相異的交

易決定，或極可能做成相異決定。事業隱藏該等重要資訊，或以不清楚（unclear）、

無法瞭解的（unintelligible）、模糊的（ambiguous）或不合時宜的（untimely）方

式呈現該等重要資訊，或事業無法使消費者確知該商業行為之商業意圖者，亦被

視為構成引人錯誤之消極不作為47。 

在要約之引誘（invitation to purchase）48情況下，如下資訊之欠缺，視為重

要資訊欠缺（Art.7 III）；但非要約之引誘者，諸如一般性的商品行銷行為，則無

需包含如下資訊49： 

（1）關於商品之重要特點。 

（2）事業商號。 

（3）含稅價格；另外，如果個案允許，額外運費、郵寄費用或其他消費者在合

理狀況下無法事前預測應額外支付之其他費用。 

（4）依據一般商業慣例，應告知之付款、運送及交易方式、申訴處理程序

（complaint handling policy）。 

                                 
46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directive_en.htm (visited on 
July 16, 2003). 
47 Art 1: Misleading omissions 

(1) A commercial practice shall be regard as misleading which, in its factual context, taking account 
of all its features and circumstances, omits material information that the average consumer need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to take an informed transactional decision and thereby causes or it likely to 
cause the average consumer to take a transactional decision that he would not have taken otherwise. 
(2) It shall also be regarded as a misleading omission when a trader hides or provides in an unclear, 
unintelligible, ambiguous or untimely manner such material information or fail to identify the 
commercial intent of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48 要約之引誘定義於本指令（草案）第二條（k）款。 
49 COM(2003) 356 final, Explanatory Memorandum No.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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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交易若涉及撤回或取消交易者，關於該等權利存在之說明。 

另外，共同體對廣告、商業往來或行銷所訂定之特別規定50，該等規定所要

求之資訊，亦視為本指令（草案）所稱之重要資訊（Art.7 IV）。 

關於引人錯誤之消極不作為的商業行為，執委會舉例說明如下51：A園藝公

司出售來自於國外的香草類植物。某甲在三月間購買某植物，種植於自家花園，

但不到一週該植物即枯萎。甲乃至A公司要求退款，A公司主張該植物枯萎乃甲

本身的錯誤造成，因該植物係屬室內植物，不應種植於花園；A公司並主張甲應

對該植物種類及種植方式有所認識。本指令（草案）生效後，A公司之前述行為

會被認定為不公平商業行為。由於園藝公司所出售的植物，一般而言會被認為是

栽種於室外花園，而非室內盆栽，此等重要資訊會影響甲決定是否從事此一交易

行為；判斷A公司與甲的交易過程，並無明顯狀況使得甲能知悉該重要資訊，A

公司未充分說明乃構成使人錯誤之誤導行為。 

（五）不公平商業行為之黑名單 

為使共同體內部有一致性的執法標準，執委會分別彙整二００一年及二００

二年完成之歐體消費者保護綠皮書、綠皮書對外意見徵詢等內容，於本指令（草

案）附件一列出絕對禁止之不公平商業行為黑名單（blacklist），內容上分為兩大

類：（a）引人錯誤的商業行為；（b）侵略性的商業行為（Art.5 I, III, IV）。會員

國應於內國法中明文禁止此等不公平行為；惟黑名單僅為不公平商業行為之例示

規定，其他對消費者保護、競爭秩序維持有重大不利影響之不公平商業行為，內

國法亦應明文禁止之。 

由於黑名單乃本指令（草案）之附件，屬於指令規定之一部分，因此，黑名

單內容之更新、修正或檢討，均應依循一般歐體指令增訂之立法程序，亦即執委

會提案，經歐洲議會及部長理事會以多數決通過52。 

與本研究議題相關者，乃本指令（草案）關於引人錯誤商業行為之黑名單內

容，以下探討本指令（草案）附件一所列出，不論在任何狀況下，均應禁止之引

人錯誤商業行為。 

（1）聲稱已加入商業自律規範，但實際上並未加入。 

                                 
50 本指令（草案）附件二列出該等歐體之特別規定。 
51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directive_en.htm (visited on 
July 16, 2003). 
52 MEMO/03/13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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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聲稱該商業交易規則已經過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認可。 

（3）誘餌廣告（”Bait Advertising”），亦即廣告某商品有特別的交易條件，但實

際上無法現貨供應該商品，或僅以象徵性的現貨數量供應；且經由合理的

理由可以確信，該事業不僅無足夠的商品供應，亦無法從其他事業調貨而

有足夠的供貨數量。 

（4）”bait and switch”：以特別的價格作為要約之引誘，但拒絕向消費者展示所

廣告的商品，在合理期間內拒絕提出該商品、貶抑該商品（disparaging the 

product）或展示有瑕疵的樣品，而其企圖係為宣傳其他的商品。 

（5）不實聲稱該商品係屬限期商品，只有在非常短的期間內才有可能購買到，

以引誘（elicit）消費者立刻做成交易決定，並剝奪消費者有足夠的機會或

時間事前比較、選擇商品。 

（6）允諾提供售後服務，但在消費者做成交易決定後，始說明僅在特定狀況下

才有售後服務，而其內容與原先所說的完全不同。 

（7）宣稱該商品銷售乃合法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8）不實聲稱消費者若未購買該商品，消費者或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乃處於危險

狀態。 

（9）老鼠會（pyramid schemes）之建立、運作或宣傳行為，其參加人所取得的

佣金或對價，主要係基於介紹他人參加，而非基於所銷售或推廣該商品

者。老鼠會之行銷手法，乃使消費者誤認該網絡組織有繼續擴張及運作之

特性，其乃明顯的引人錯誤表示，因此，老鼠會之建立、運作及推廣行為

應予以禁止。除此之外，無引人錯誤之多層次傳銷（multi-level marketing）

行為，則不在禁止之列；本指令（草案）亦明定其應遵循之基本原則。 

（10）並未提供商品促銷規則之附件或附錄（annex）資訊；或所提供的附件資

訊，乃錯誤、不清楚或模糊的履行義務要件（Failing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stipulated in the Annex of the Regulation on Sales Promotion or 

provid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false, unclear or ambiguous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Annex）。 

（11）為「倒閉大拍賣」、「清算拍賣」（liquidation sale）或其他類似宣傳手法，

但實際上該事業並未打算停止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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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務個案 

一、Nissan汽車廣告案53

歐體近來較引起各會員國關注之不實廣告案件，乃一九九二年間之 Nissan

汽車廣告案。本案廣告中之 Nissan 汽車價格，遠低於市場上之一般銷售價格，

惟廣告中對於所銷售汽車之部分資訊並未完全揭露，因而引發爭議。 

本案廣告刊登事業為比利時汽車銷售商，其在法國刊登大篇幅廣告，宣傳低

價的 Nissan 汽車銷售、且享有完全的汽車製造商保固（Herstellergarantie）。廣告

中的 Nissan 汽車價格遠低於法國當地汽車銷售商所出售之 Nissan 汽車，惟廣告

中並未完全揭露，消費者所購得之 Nissan 汽車係由比利時所製造、再運送至法

國銷售；另外，比利時與法國兩地所生產的 Nissan 汽車在基本配備上

（Grundmodelle）亦有不同，比利時 Nissan 汽車零配件較少，此亦為比利時汽車

銷售商宣稱有較優惠價格之原因。再者，廣告中宣稱消費者享有完全的汽車製造

商保固，實際上提供保固服務者，乃比利時汽車銷售商在法國的簽約維修站。 

本案引發爭議在於涉案汽車之其他相關資訊，廣告中並未說明，此等資訊是

否為影響交易決定之重要資訊、未揭露該等資訊是否構成引人錯誤廣告。歐洲法

院在本案判決認為，廣告中未揭露交易條件、限制或負擔，若事實上足以影響「相

當數量消費者（ eine erhebliche Zahl von Verbrauchern）」做成交易決定

（Kaufentscheidung）與否，始構成引人錯誤廣告；所謂相當數量乃至少 30％的

消費者受到影響。據此，市場上其他競爭事業欲主張特定事業之不實或引人錯誤

廣告者，必須證明該廣告之對象消費者，有相當數量之交易決定受到影響。 

歐洲法院之本案決定在德國地區引發爭議與討論，蓋德國法院實務對於引人

錯誤、不實廣告之認定係採較嚴格標準，無須達到「相當數量」之一標準。為此，

德國法院實務特別舉行討論會，結論係與歐洲法院相左。德國見解認為，針對國

外車種所為之「新車特價」（Neuwagen-Discount）或「特惠價」（Sparpreis）廣告，

其零配件、售後服務或其他銷售條件，若異於德國市場上同類車，且其內容非交

易相對人所顯而易見者，廣告中卻未揭露，即構成引人錯誤廣告。另外，德國法

院實務不以「交易相對人『事實上』受到廣告影響」為必要54。 

                                 
53 I-131ff, GRUR Int. 1993, 951. 
54 德國文獻關於本案討論，參見Rolf Sack, Die Bedeutung der EG-Richtlinien 84/450/EWG und 
97/55/EG ueber irrefuehrende und vergleichende Werbung fuer das deutsche Wettbewerbsrecht, GRUR 
Int. 1998,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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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ute Springenheide廣告案55

本案廣告商品乃雞蛋，販售雞蛋之標示及廣告歐盟頒有 2771/75 號規則（Die 

Verordnung Nr. 2771/75 des Rates vom 29.10.1975 ueber die gemeinsame 

Marktorganisation fuer Eier）及 1907/90 號規則（Die Verordnung Nr. 1907/90 des 

Rates vom 26.6.1990 ueber bestimte Vermarktungsnormen fuer Eier），特別是關於雞

蛋品質及重量分級、包裝、運送等之規定。1907/90 號規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雞蛋包裝之必要標示事項，包括生產者名稱、住址、生產日期，在特定情況下尚

須標示經銷商名稱及地址；同條第二項允許雞蛋包裝標示廣告相關文字，但該等

廣告文字不得誤導買受人；同條第三項明訂包裝可標示生產雞蛋之雞種、原產

地。依據 1907/90 號規則第十四條規定，其他資訊亦得於雞蛋包裝標示。 

本案被告 Gute Springenheide GmbH，在販售的雞蛋包裝上標示：「以六種穀

類飼養雞之十顆新鮮蛋（6-Kron-10 frische Eier）」，包裝內部附有小紙片，詳細說

明生產雞蛋的雞是以哪些飼料飼養。被告被認定其包裝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因

為被告並不是完全用六種穀類飼養雞，廣告中所聲稱之六種穀類，只佔混合飼料

60％，主管機關認為該等標示或廣告，會使消費者誤以為，雞蛋係由六種純穀類

飼養的雞所生出，因而具有較佳的品質；被告雖然在包裝中另以小紙片詳細說明

廣告所指之飼料、穀物內容及比例為何，該等資訊揭露仍屬不當。本案被告則主

張，該廣告不會使理性消費者產生誤解。歐盟會員國如何認定廣告是否對消費者

產生誤導，乃德國行政法院訴請歐洲法院認定之爭點。 

歐洲法院在本案中表示，廣告所揭露資訊是否適當、重要資訊是否充分揭

露、是否對消費者產生誤導，必須由各會員國受理法院判斷之。亦即：判斷正常

的被告知（ durchschnittlich informieter）、注意（ aufmerksamer）及理解力

（verstaendiger）之平均消費者（Druchschnittsverbraucher），極有可能所認知的

廣告內容及資訊。在前述原則下，歐盟會員國之受理法院若無法自行判斷消費者

是否被誤導，則應依據內國法規定，進行市場調查或消費者問卷。 

由於歐盟僅以指令方式明訂不實廣告、比較廣告規範之基本原則，具體規定

內容及適用仍應回歸會員國內國法及會員國內國法院處理，歐洲法院僅就法令適

用疑義出具意見。據此，本案廣告是否會引人錯誤，必須由德國法院處理。但歐

洲法院在本案所揭示之重要原則為：廣告中僅大概說明重點，另以小紙片方式詳

細說明其細節與內容，此等廣告方式是否使消費者產生誤認、混淆，受理法院在

                                 
55 C-2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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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及判決時，應適時以市場調查或消費者問卷結果做為佐證及判決基礎。 

肆、小結 

歐體現行法對於廣告、行銷等商業行為之規範，並未直接針對廣告隱藏條

件、限制或負擔有所規定，具體適用上仍應回歸現行法關於不實、引人錯誤或欺

罔廣告之規範。 

判斷廣告內容是否引人錯誤，係以一般的歐洲消費者、在合理的事先被告知

及合理的注意及謹慎程度，判斷之。歐洲法院過去並未要求會員國在審理個案

時，應有市場調查佐證，但近來法院判決認為，法官判斷應基於市場調查結果56。 

引人錯誤的廣告必需影響交易決定，至若哪些資訊係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

會誤導消費者、對於交易決定產生影響，執委會於日前提出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

（草案）有較具體規定，該草案亦明定積極或消極商業行為之適法性判斷。據此，

廣告中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不得違反不公平商業行為指令（草案）之各

該規定。亦即：廣告中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若為本指令（草案）條

文及附件黑名單所明定之實質上重要資訊，極可能構成不公平商業行為。綜合而

言，應以清楚而明確方式揭露的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有： 

（1）關於商品之重要特點，諸如商品為限量與否、購買之優點與風險、內容、

附屬品、售後之消費者服務、申訴處理、製造方法及日期、有效期限、運

送、使用目的、用途、品質、特性、地理產地及製造地、商品被預期的效

果、該商品被測試或檢測的結果。 

（2）任何聲明或表徵，直接或間接指明該事業或商品已經保證或認可。 

（3）價格、關於價格計算方式或具有特別價格優惠之情況。 

（4）所購買商品需要額外的服務、配件、零件更換或修繕。 

（5）事業或其代理商之重要資訊，諸如 identity、status、資產、合格或受有許可

與否、關係企業、所擁有之產業、商業或智慧財產權、受頒獎或傑出表現。 

（6）事業無法證實之商品宣稱。 

（7）消費者的權利或其應面對的風險。 

                                 
56 GRUR Int. 2000, 354, 356 Nr.31; C-210/96, GRUR Int. 1998,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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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商品之任何行銷行為（包括比較廣告），其會造成與其他競爭者商品、商號

或識別標誌之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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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 

壹、法令規範架構 

德國關於廣告、行銷行為之規範，主要係適用不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s, UWG）。為了配合現代化商業及交易活動之需求，德

國政府自二０００年起，即委託學者以歐盟競爭法調和為思考出發點，進行UWG

修正研究，該研究計畫在二００一年六月完成，並公布於德國法務部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網站57。參酌學者所完成的研究成果，德國政府

於日前完成UWG修正草案條文58，其修正幅度甚鉅、放寬廣告限制之過時性規

定，諸如關於換季或年終拍賣規定（Schlussverkaeufe）59；UWG修正草案已於

八月二十二日送交國會審議60。 

除了前述由國家立法的廣告行為規範外，德國另有兩個最重要的廣告自律組

織：德國廣告協會（Deutsche Werberat; German Advertising Stands Council, DW）
61、不正競爭對抗中心（Zentrale Zur Bekaempfung unlauteren Wettbewerbs; Centre 

for Combatting Unfair Competition）62。該等自律組織實際上並未頒定過多的廣告

自律規範，而是依循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63之廣

告相關自律規範64。 

本文以下除了探討 UWG 現行法、德國政府委託學者所做之 UWG 修正研

究、UWG 修正草案規定等，關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重要內容外，亦

一併探討影響德國廣告自律規範的 ICC 廣告自律規範，最後再探討德國新近重

                                 
57 Modern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chts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aofu der Grundlage 
einerEuropaeisierung des Wettbewerbsrechts, 15. Juni 2001 (以下簡稱BMJ – Gutachten UWG)，完整

一百餘頁研究報告，可由網站下載：http://www.bmj.bund.de/images/10919.pdf (visited on July 22, 
2003). 
58 德國政府所提出之修正草案條文，可由德國法務部網站下載：

http://www.bmj.bund.de/ger/service/gesetzgebungsvorhaben/10000709/?sid=65572b020b7d296c8ffc1
50d7afab7c1 (visited on July 22, 2003). 

德國國會目前審議中之修正草案條文，參見BT-Dr. 15/1487, 
http://dip.bundestag.de/btd/15/014/1501487.pdf (visited on October 25, 2003). 

59 UWG修正草案之提出，除了修正現行法之各該規定外，另一重要目的在將歐體 2002/58 號個

人資料及電子交易指令（Richtlinie 2002/58/EG des Europae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ueber 
die Verarbeitung personenbezogener Daten und den Schutz der Privatsphaere in der elektronischen 
kommunikation）轉換為內國法。 
60 BT-Dr. 301/03. 
61 網頁為http://www.interverband.com (visited on July 22, 2003). 
62 網頁為http://www.wettbewerbszentrale.de/de/ (visited on July 22, 2003). 
63 網頁為http://www.iccwbo.org (visited on July 22, 2003). 
64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national_laws_en.pdf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at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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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實務個案。 

貳、UWG 相關規範 

UWG 之保護對象為消費者、商業行為之競爭者及一般大眾，據此，交易行

為之參與者均受該法之規範。 

一、UWG 現行法 

（一）不公平競爭行為 

1、不公平競爭行為之禁止 

UWG 第一條規定：凡於商業交易過程，為競爭目的而從事違反善良風俗之

行為者，得被請求不作為（停止該行為）及損害賠償。 

UWG第二條乃關於比較廣告（vergleichende Werbung）之規定65。所謂比較

廣告，係指直接或間接使其競爭對手或競爭對手所提供商品或服務明顯可知之廣

告。比較廣告所使用的比較方式，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該當UWG第一條善良風

俗之違反（UWG第二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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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商品、服務之一項或多項特性或價格，不論從本質、關連性、可驗證性及

典型上來看，客觀上並無關連。 

（3）於商業交易上造成廣告主與其競爭對手之混淆，或造成與其競爭對手所提

供商品或服務、或所使用商號之混淆。 

（4）以不正方式利用或損害競爭對手所使用商號之信譽、商譽。 

（5）貶抑或毀謗競爭對手之商品、服務、活動、個人或商業關係。 

（6）抄襲或仿冒他人已受保護之商號，且該商號用於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 

另外，比較廣告之內容或目的，常常係為提供特別價格或其他優惠條件，於

此狀況，應將特價期間之截止日明確揭露；廣告之際尚未開始特價期間者，則應

                                 
65 關於德國UWG比較廣告之相關規定及實務個案，參見註26，頁 65-71；Mattias Johannes 
Nordmann, Neuere Entwicklungen im Recht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GRUR Int 4/2002, 
297-303.. 

長久以來，德國競爭法實務均認為，比較廣告係透過自己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商品或服務之比

較，以說服廣告商品之優點與優勢，此等行為有違善良風俗（die guten Sitten），構成 UWG 第

一條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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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揭露開始時間。僅對現存商品或服務提供特價者，亦應將此等事實明確揭露

之（UWG 第二條第三項）。 

不公平行為係定義於 UWG 第三條，其內容與歐體 84/450 號指令及 97/55

號指令之規定相當：凡於商業交易過程，為競爭目的而就商業關係（ueber 

geschaeftliche Verhaeltnisse）為引人錯誤的表示（irrefuehrende Angaben zu machen）

者。特別是關於如下內容為錯誤表示者，乃不公平行為，行為人得被請求不作為：

關於特性、原產地、出產地、個別或整體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計算、價目表、商品

種類或商品來源（ueber die Art des Bezugs oder Bezugsquelle von Waren）、商號、

商品販售之原因或目的、存貨數量。 

行為人意圖呈現較佳的商品或服務條件，在對於一定範圍目標客體之公開宣

傳中，就商業關係故意為不實的（wissentlich unwahre）或引人錯誤的表示，特

別是關於特性、原產地、出產地、個別或整體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計算、價目表、

商品種類或商品來源、商號、商品販售之原因或目的、存貨數量，該等行為亦構

成不公平行為（UWG 第四條第一項前段）。 

2、判斷標準 

商業行為是否該當UWG第三條之不公平、引人錯誤，可由如下兩個面向判

斷66： 

（1）客觀事實之錯誤陳述 

只要是故意的陳述錯誤的客觀事實，即為不公平行為。至若錯誤陳述方

式，不以積極方式為必要，陳述中隱含（innewohnend）虛偽、錯誤事實，

亦屬之67。 

（2）交易資訊陳述引起主觀誤認 

關於重要交易資訊之陳述，若會引起一定比例之目標視聽大眾誤解者，亦

為不公平行為。所謂的重要資訊，特別是指商品成分、製造過程、價目表、

來源、認證與否、銷售原因、存貨量。具體而言，交易資訊所陳述的事實

為A，但訊息接收者確認為之事實為B，此即構成引人錯誤。至若要引起

多少比例的訊息接受者誤認，根據德國法院判決所確認，至少有 10％-15

                                 
66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national_laws_en.pdf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at 26. 
67 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S.4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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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接受者誤認成B事實者，即會構成引人錯誤68。 

UWG並未定義何者為實質上的重要資訊（material information）、哪些資訊

必需揭露於交易相對人，僅例示部份資訊，實際認定仍需由個案判斷。另

外，契約法（contract law）之部分基本原則亦可能於個案判斷中援引，亦

即締約前之重要資訊提供義務。在部份個案，廣告或其他行銷活動中若未

適當揭露UWG第三條明定之各該資訊者，會構成引人錯誤、欺罔廣告69。 

法院進行個案審理，欲判斷交易資訊之陳述是否引起消費者主觀誤認，原

則上必須有市場調查（die Demoskopie）結果作為佐證，除非（a）廣告標

的物乃關於日常生活所需商品（um Waren des taeglichen Bedarfs zu 

handeln）；且（b）審理法官亦為該廣告之消費族群；且（c）對於法官之

事實判斷並無值得懷疑或質疑情況70。據此，德國關於不實廣告之實務個

案，市場調查原則上是適法性判斷所不可或缺的重要基礎，但學者間對此

亦有批評者71。 

特定行為是否構成UWG第三條、第四條明定之不公平行為，應同時審視該

等資訊之呈現（den dort bezeichneten Angaben bildliche Darstellungen）及其他的

活動，是否被預期有該等資訊之呈現、或該等資訊之呈現是否妥當（UWG第五

條）。諸如字體印刷是否過小（small print）、未揭露或省略行為（silence or 

omissions）之妥適性。UWG立法基礎及法院實務上，甚而有從憲法所保障的基

本權（Grundrecht）角度討論其妥適性者。蓋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 GG）第

二條第一項明定人格自由發展權（das Recht auf die freie Entfaltung seiner 

Persoenlichkeit），事業之資訊揭露不當，係為操縱消費者之交易行為，因而構成

對消費者人格自由發展之限制72。 

除了前述 UWG 所明定之判斷原則外，同樣的，商業行為之否認

（disclaimers）、字體印刷過小、未揭露或省略行為，亦可能適用契約法處理之73。 

                                 
68 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S.404. 
69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national_laws_en.pdf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at 58. 
70 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S.404. 
71 蓋市場調查結果是否真的能顯現事實真相，亦屬未必，有學者例舉政治性選舉前所做的市場

調查結果，常常與選舉結果不同，以說明市場調查結果與事實真相間之不確定性。因此，有學

者認為，廣告是否有引人錯誤，審理法官可依據其專業能力與經驗法則決定之。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S.404f. 
72 BMF – Gutachten UWG, 前揭註57, p.55, 56. 
73 http://europa.eu.int/comm/consumers/cons_int/safe_shop/fair_bus_pract/national_law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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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律效果 

不公平行為之行為人、委託或雇用他人為不公平行為者，諸如廣告主及廣告

代理業，將處以兩年以下自由刑或罰金（UWG 第四條）。 

因不公平行為而受有影響之利害關係人，包括相關市場之競爭者、具行為能

力之商業團體、商會，得請求停止不公平行為；不公平行為若為引人錯誤廣告者，

利害關係人得請求廣告主撤回廣告。但利害關係人不得濫用不作為請求權，且利

害關係人受有損害者，亦得請求損害賠償（UWG 第十三條）。 

（二）拍賣或折扣活動之限制 

德國法制對於商業活動有較嚴格的限制，除了 UWG 及其他法令另有規定

外，零售商店為了加速商品銷售、提升銷售利益所舉辦的全館拍賣活動

（Sonderveranstaltungen），或為全館拍賣活動之宣傳（UWG 第七條第一項），應

禁止之。但如下情況則不受拍賣或折扣之限制： 

（1）零售商店中，僅特定商品之特價（Sonderangebote）行為（UWG 第七條第

二項）。 

（2）如下之全館拍賣活動，且其拍賣期間為十二個工作天者（UWG 第七條第

三項） 

--冬季及夏季拍賣：一月及七月最後一個星期一開始的換季拍賣，商品為

服飾、鞋類、皮飾或運動商品。 

--商店成立二十五週年慶（Jubilaeumsverkaeufe）。 

（3）符合特定要件與程序之清倉拍賣（UWG 第八條） 

清倉拍賣原因限於（a）因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不可歸責於事業事由，

所造成之商品損害；或（b）為了進行店面整修。清倉拍賣之宣傳及廣告

中，應揭露拍賣原因。清倉拍賣期間最長為二十四個工作天；事業至遲應

於清倉拍賣舉行前一至兩星期，檢具相關資料通知當地工商主管機關。 

另外，事業聲請破產後，可能會就存貨進行銷售及宣傳。UWG 第六條規定，

出售商品雖來自於破產財團（Insolvenzmasse），但已不屬於破產財團者，在對於

                                                                                              
(visited on July 20, 2003), at 67. 

例如：二００一年十一月德國債法修正後，大幅修正債務不履行、買賣瑕疵擔保之各該規定。

依據現行債法規定，出賣人就買賣標的特性所為之公開表示（諸如廣告），若未符合預期特性

者，構成物的瑕疵擔保；在引人錯誤廣告情況，即可能適用債法上之物的瑕疵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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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之商品宣傳中，禁止提及該商品來源為破產財團。故意或過失違反該等禁止

規定者，最高可處五千歐元罰鍰（UWG 第六條）。 

（三）對消費者表示其乃製造商或大盤商之限制 

為了維持交易秩序，避免製造商、大盤商與最終消費者間之交易行為對於中

游廠商或零售商產生不公平競爭情事，UWG 原則上禁止製造商、大盤商在對外

宣傳或廣告中，對個別消費者表示其乃製造商或大盤商，僅在符合嚴格要件情

況，始不在禁止之列。 

UWG 第六 a 條第一項規定，在商業活動中，對最終消費者（der letzte 

Verbraucher）表示，其乃所銷售商品之製造商者，得被請求不作為（停止該聲稱

行為）；但符合下列情況之一者，不在此限： 

（1）該事業所製造商品直接銷售最終消費者； 

（2）以其售與下游廠商或零售商之價格出售最終消費者； 

（3）無所誤導（unmissverstaendlich）的表示，出售最終消費者之售價，高於下

游廠商或零售商所出售的價格；或該等事實乃消費者所明確知悉

（offenkundig）者。 

在商業活動中，對最終消費者表示其乃所銷售商品之大盤商（Grusshaendler）

者，得被請求不作為（停止該聲稱行為）；但該事業主要商品係銷售中游廠商或

零售商，且符合 UWG 第六 a 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者，不在此限。 

（四）對最終消費者核發證書之限制 

為了避免商業活動中，不當的證書核發而影響正常的競爭秩序，UWG 第六

b 條乃明定：商業活動中，為了競爭目的而對最終消費者核發所出售商品之證明

書（Berechtigungsscheine, Ausweise）、其他證書（Bescheinigungen），或在出售商

品中展示證明書者，得被請求不作為（停止證明書核發或展示行為）；但該等證

書係針對單一交易及每一交易商品所核發者，不在此限。 

據此，除非每一商品交易均會有證書，否則不得廣泛的宣稱所出售商品具有

保證或證明。 

由前述簡介可知，現行 UWG 第一條不公平行為禁止規定及其他規定，對於

廣告或其他商業行銷行為之規範甚為嚴格。換季拍賣、清倉拍賣、改裝拍賣等之

宣傳均有嚴格的要件或時間限制；對於最終消費者之廣告或其他商業行為，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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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隨意聲稱其為製造商、中盤商，或廣泛聲稱所銷售商品具有保證或證明。 

二、UWG 修正草案 

二００三年五月由德國政府所草擬完成的 UWG 修正草案，修正幅度甚鉅，

並變更現行法之條文條次；新法（草案）有二十二條，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總則

（Allgemiene Bestimmungen）、第二章為法律效果（Rechtsfolgen）、第三章為程

序規定（Verfahrensvorschriften）、第四章為罰則（Strafvorschriften）及第五章為

附則（Schlussbestimmungen）。以下僅討論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草案條文。 

（一）立法目的及定義規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UWG修正草案將消費者（Verbraucher）列為本法之保

護對象，以符合諸多法院判決74及消費者團體呼籲。據此，除了維持競爭秩序、

確保市場上競爭者之利益外，消費者保護亦為本法立法目的之一（UWG修正草

案第一條）。 

UWG 修正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定義競爭行為（Wettbewerbshandlung），

只要是商品、服務銷售及其相關行為，不論是為自己利益或為他人利益，均為

UWG 所規範之競爭行為。另外，配合網際網路運用及電子商務發展，UWG 修

正草案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亦明定，本法所規範之資訊（Information）或訊息

（Nachrichten）包括紙本、電子儲存媒體等以不同形式呈現者。 

（二）不公平競爭行為之禁止 

不公平競爭行為，其足以對競爭對手、消費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之競爭產生

非不顯而易見（nicht unerheblich）之不利者，應禁止之（UWG 修正草案第三條）。 

UWG 修正草案第四條例示不公平競爭行為態樣： 

（1）所從事之競爭行為，其乃運用壓力或其他不適事宜、不恰當的影響力，妨

礙消費者或其他市場參與者之決定自由（Entscheidungsfreiheit）者。 

（2）所從事之競爭行為，其乃利用消費者對於交易活動之無經驗，特別是孩童

或青少年，或其輕率（Leichtglaeubigkeit）、恐懼或強迫狀態者。 

（ 3 ） 隱 匿 競 爭 行 為 之 重 要 的 宣 傳 文 字 （ den Werbecharakter von 

Wettbewerbshandlugnen verschleiert ）： 特 別 是 指 依 據 電 信 法

                                 
74 重要法院判決參見：GRUR 1999, 751ff; NJW 2000, 864; GRUR 2002, 45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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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dienstegesetz）或其他多媒體法令，其規定該等廣告所必需揭露之重

要宣傳內容。 

（4）促銷措施，例如減價、附加物品或贈品，其必需該當之條件未清楚而明確

的揭露。 

（5）懸賞（Preisausschreiben）或抽獎（Gewinnspielen）活動宣傳，其參與條件

未清楚而明確的揭露。 

（6）商品或服務獲得與否，需視消費者參與懸賞或抽獎活動與否者。但懸賞或

抽獎活動在性質上本來就與商品或服務併存者，不在此限。 

（7）貶抑或毀謗競爭對手之商號、商品、服務、活動、個人或商業關係者。 

（8）針對競爭對手之商品、服務或事業、或關於該事業或其事業管理階級之事

實，所為之聲稱或宣傳，且該等事實未經證實（nicht werweislich）其為真

實者，因而對競爭對手之事業經營或信用造成傷害者。但若為可靠的消

息、消息來源或接受者對此有正當利益者，僅在聲稱或宣傳內容違反事實

真相時，始為不公平行為。 

（9）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乃模仿競爭對手之商品或服務者，且： 

（a）造成交易相對人誤認交易之事業主體者；或 

（b）不當利用或妨礙被模仿商品或服務之價值者；或 

（c）不當獲取模仿所需之知識經驗或數據者。 

（10）阻礙競爭對手，並達成目的者。 

（11）違反法令規定，且其乃針對市場參與者利益之市場行為所為之規定者。 

（三）關於引人錯誤廣告之特別規定 

除了前述不公平競爭行為之例示外，UWG 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一項進一步規

定，引人錯誤的廣告（irrefuehrende Werbung），亦構成不公平競爭行為。 

判斷各該廣告是否引人錯誤，應綜合考量廣告之全部組成部份，特別是廣告

中所包含的如下內容（UWG 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二項前段）： 

（1）商品或服務的特徵（Merkmale），諸如供應可能性（Verfuegbarkeit）、種類、

規格形式（Ausfuehrung）、裝配組合（Zusammensetzung）、製造或生產的

程序與時間、適當的使用目的（Zwecktauglichkeit）、使用可能性

（Verwendungsmoeglichkeit）、數量、特性、地理產區及製造商、使用後

之預期結果（die von der Verwendung zu erwartenden Ergebnisse）、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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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測試結果或其主要內容。 

（2）出售原因、價格、價格計算方式、商品運送條件或服務提供條件。 

（3）關於廣告主商業關係之相關資訊，特別是關於其性質、特性，諸如其財產、

智慧財產權、能力、所受的獎賞或榮譽。 

另外，未適當揭露事實亦可能引人錯誤；在判斷是否引人錯誤時，應特別考

量未揭露之事實對於交易決定做成有無重要性、是否影響交易決定之作成（UWG

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二項後段）。 

前述關於引人錯誤廣告之規定，於比較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圖示或其他活

動，亦同樣適用之（UWG 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三項）。 

為減價之廣告，但低價供應期間顯不合理過短者，推定為引人錯誤廣告。低

價供應期間是否過短及其相關爭議發生時，舉證責任由廣告主負擔（UWG 修正

草案第五條第四項）。 

考量商品的種類、廣告及宣傳之方式，事業若無適當（angemessen）存貨以

供應預期需求者，該等廣告行為亦為引人錯誤。所謂適當存貨係指，正常情況下

的兩天存貨量；但事業能證明，有權為較低存貨量者，不在此限。前述規定亦適

用於服務提供之廣告行為（UWG 修正草案第五條第五項）。 

（四）關於比較廣告之規定 

關於比較廣告之規範，乃規定於UWG修正草案第六條，僅條次變更，規定

內容維持不變75。 

（五）法律效果及罰則 

關於不公平競爭行為、引人錯誤廣告、比較廣告之法律效果及罰則，基本上

與現行 UWG 規定相同，而分別規範於第二章及第四章。 

由前述說明可知，相較於現行法，UWG修正草案對於不公平行為、引人錯

誤廣告行為有更明確的規定，亦訂有較具體的適法性判斷標準。此外，UWG修

正草案亦刪除現行法關於季節性拍賣、整修、自然災害商品特賣之限制規定，蓋

在折扣減價法（Rabattgesetz）及附加費用法（Zugabeverordnung）廢止後，研擬

修正UWG之專家小組即不斷檢討，是否仍應維持特價活動之相關規範。最後專

                                 
75 參見本節前述之UWG現行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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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一致認為，限制特價活動乃不合時宜，應刪除現行法之規定，但以特價活

動方式促銷或推銷商品、服務，仍會受到禁止不公平競爭、引人錯誤廣告等之規

範76。 

參、ICC 廣告自律規範 

ICC（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國際商會）成立於一九一九年，

係由法國商業部長所發起，首要目標係為活絡商品、服務交易市場，促進資本自

由流動。關於商務仲裁、爭議解決、貿易開放、企業自律、反貪污、經濟犯罪等

議題，ICC 均訂有自律規範或準則。ICC 雖為唯一的全球性商業合作組織，但由

於其總部設於巴黎，亦以歐洲所在地之法人、商業組織、團體為主，因此，對於

歐洲地區之商業活動具有較大的影響力。 

ICC就廣告、行銷行為所訂定之一般性自律規範有：二００二年之商業促銷

國際準則（ICC International Code of Sales Promotion，以下簡稱SP Code）77、二

００一年之行銷國際準則（ICC International Code of Direction Marketing，以下簡

稱DM Code）78、一九九七年之廣告行為國際準則（ICC International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以下簡稱Ad Code）79。綜合前述各準則規定，彙整與本研

究議題相關之自律規範內容如下。 

1、促銷、行銷行為不得引人錯誤 

所有的行銷行為必需合法、公正、誠實及真實（DM Code 第一條）；促銷之

宣傳及表示，不論是以何種廣告方式進行，均不得誤導或引人錯誤（SP Code 第

四條）。 

對於極可能影響消費者決定之因素，應在做成交易協議以前，以適當方式、

於適當時間，清楚的使消費者知悉，以列入做成交易與否之考量；字體大小、字

型極可能實質影響閱讀難易性及明確性者，應避免之。應儘可能的在促銷內容及

表示中，清楚的呈現商業交易之重點（essential points），並避免快速閃過該等重

點資訊（DM Code 第二條及第五條）。 

                                 
76 關於UWG刪除特價活動限制規定之考量與討論，參見UWG修正草案立法說明A. IV.5.a. 
77 http://www.iccwbo.org/home/statements_rules/statements/2002/code_of_sales_promotion.asp 
(visited on July 23, 2003). 

78 http://www.iccwbo.org/home/statements_rules/rules/2001/code_of_direct_marketing.asp (visited on 
July 23, 2003). 
79 http://www.iccwbo.org/home/statements_rules/rules/1997/advercod.asp (visited on July 2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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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真實表示之資訊 

廣告之聲明或畫面，不得以直接或間接、省略、含糊其詞或誇大的方法誤導

消費者，尤其是關於如下內容（Ad Code 第五條第一項）： 

（1）關於商品特性，諸如性質、成分、製造方法及日期、使用範圍、效率、功

能、數量、商業或地理產區對於環境的影響80。 

（2）商品價值或實際上應支付之總金額。 

（3）交貨、更換商品、退貨、修理、保養維修。 

（4）保證條件。 

（6）專利、商標、外觀設計、模型、商號等著作權或工業財產權。 

（7）政府許可、核准、獎章或榮譽。 

（8）對慈善事業之貢獻程度。 

廣告不得錯誤的使用研究成果或錯誤的引用科學或技術文獻。不得使用統計

資料以誇大廣告宣傳效果；亦不得在廣告中使用科學術語，以誤導廣告中所聲稱

的科學效果（Ad Code 第五條第二項）。 

對於極可能影響交易決定之條件或限制，應在消費者做成決定前，使其知悉

該等條件；在可能情況下，特別是如下內容應在促銷表示中揭露（SP Code 第九

條）： 

（1）關於促銷活動內容、條件（諸如獲得免費贈品、紅利點數）之清楚的指示

或揭露。 

（2）額外提供消費者利益之主要內容與特點。 

（3）促銷活動期限。 

（4）促銷活動適用地理區域、年齡層、促銷商品或額外贈品之供應數量。在供

應數量有限情況下，應使消費者事前適當的獲悉替代商品或退款安排。 

（5）相關費用支出（諸如運費）、付款程序及條件。 

（6）完整的促銷者姓名及地址、申訴地址。 

                                 
80 亦參考DM Code第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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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比較方式行銷及廣告 

關於商品或服務之比較，不得產生誤導，影響競爭秩序及商標保護；比較基

礎必需基於事實，不得選擇對廣告主有利者比較（DM Code 第七條及 Ad Code

第六條）。 

4、「免費」用詞之使用限制 

廣告中使用「免費」、「贈品免費」或相類似用詞者，僅限於如下情況（SP Code

第十一條）： 

（1）促銷活動未附隨其他義務。 

（2）消費者至多僅能被要求支付運費及處理費，且該等費用不能超過促銷者之

實際支出。 

（3）購買特定商品始能獲有贈品者，該商品之售價不得提高，以填補全部或部

份贈品之支出。 

5、「驗證」用詞使用之限制 

除非能證明或驗證其乃真實的、可確信的、基於相關經驗知識之專家驗證

者，否則不得在廣告中聲稱或援引，特定事實乃經過驗證（Testimonials）或支持

的（endorsement）（Ad Code 第八條）。 

6、「保證」用詞之使用限制 

僅在清楚的列出所有的保證條件及相關補償措施、或購買者可以在銷售所在

地及其他適當處所索取書面保證內容情況下，始得在廣告中使用「保證」、「被保

證」、「擔保」、「被擔保」或其他類似用詞（Ad Code 第十五條、DM Code 第九條）。 

廣告中之描述、聲稱或案例涉及可證實的事實者，廣告主應能實際掌握該等

事實；在廣告自律組織要求廣告主提供事實證明時，應能即刻提出（Ad Code 第

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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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務個案 

一、套裝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揭露案81

今（二００三）年二月德國聯邦民事法院（BGH）做成套裝行程

（Pauschalreiseangebot）廣告案判決，主要判決重點在於廣告資訊揭露之必要性。 

本案被告乃套裝旅行業者，依據各該旅遊行程所安排的滑雪活動內容，諸如

標準或越野滑雪活動、滑雪裝備及住宿提供，推出不同的套裝旅遊行程，並製作

成廣告文宣。但廣告文宣中，並未揭露或詳盡說明各個套裝行程之價格計算基礎

及內容，例如：套裝行程包含滑雪裝備之提供者，所提供滑雪裝備之品質或品牌

為何。 

本案原告乃滑雪職業協會（Berufsverband），其主張套裝行程之廣告文宣中，

並未揭露價格計算基礎，以滑雪裝備為例，各個不同廠牌所生產的滑雪裝備，品

質優劣差異甚大。以套裝行程方式進行宣傳，會使消費者認為該等價格乃優惠價

格，但廣告文宣未揭露價格計算基礎、單一服務或商品價格，使得消費者無法檢

驗套裝行程價格是否最為優惠。因而向法院主張，被告之套裝行程廣告違反 UWG

第一條不公平競爭行為。 

被告則抗辯，廣告文宣中無法一一說明套裝行程不同項目之單一價格，消費

者若對於被告所推出的套裝行程感興趣，只要向旅行社詢問即可知悉。依據商業

習慣與實務運作，套裝行程無須詳列細部項目之價格比較表。 

聯邦民事法院受理本案後認為，競爭法原則上允許事業，透過總價方式將不

同商品或服務以包裹、套裝形式宣傳、廣告；事業不負有義務詳細列出單一商品

或服務項目之價格，有理性的消費者（ein verstaendiger Verbraucher）亦不會對此

有所期待；詳盡列出套裝商品或服務單一項目價格，亦不符合實務常態。僅列出

套裝商品或服務總價、不一一細數單一商品或服務價格，係事業自由競爭

（Freiheit des Wettbewerbs）之範疇，除非該等行為涉及其他不公平競爭行為或

優勢地位濫用。例如：廣告中宣稱，套裝商品或服務之其中一部份乃完全免費或

價格特別優惠。UWG 或其他競爭法，並不意欲使消費者透過廣告，即可完全獲

悉商品或服務價格之計算基礎及價格形成要素；相反的，應該由消費者自己去比

較價格、瞭解商品或服務內容是否具有該等價值。就本案而言，套裝行程所提供

的滑雪裝備，固然為套裝行程總價之重點之一，但消費者向旅行社詢問即可獲悉

                                 
81 BGH, Urteil v. 27.02.2003, I ZR 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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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與結果，因此，商品或服務宣傳文案中未揭露此等訊息，並不構成引人

錯誤廣告。 

二、手機併同電信公司促銷第一案82

本案之原告及被告均為手機銷售業者，被告之手機促銷廣告，乃刊載於一九

九四年五月二日的 Sueddeutsche Zeitung 之八頁夾報廣告文宣，閱讀者一眼即可

獲悉的廣告內容與呈現方式為： 

MOTOROLA 527 只要三十馬克     D2 
上述優惠價格需搭配 Mannesmann 公司的 D2 電

信，且在購買手機時一併簽約 

使用 D2 電信之費用支出項目如下： 

簽約後之首次線路費     78,20 馬克 

每月基本費             78,20 馬克（D2-Netz） 

每單位通話費（國內）   最高為 1,39 馬克/每分鐘（D2-Netz） 

原告主張，被告的手機廣告隱匿真實的商品售價，廣告方式與內容有引人錯

誤之嫌，乃 UWG 第一條之違反。原告認為，被告以大標題與字體宣傳手機售價

僅要三十馬克，但享受該等優惠價格必須同時搭配 D2 電信，所以，消費者為了

購得該手機實際上必須付出的成本為：三十馬克加上至少一百五十馬克的電信費

用。因此，原告要求法院禁止該廣告行為，並主張類似手機促銷廣告所宣傳之價

格，必須是消費者實際支出總數（Gesamtpreis），不得單獨以最優惠的手機作為

宣傳價格。 

原告之前述主張為聯邦民事法院所駁回，聯邦民事法院認為，事業所為之

A、B 商品（或服務）銷售行為，若限制 A 及 B 商品必須同時購買始能享受優惠

價格者，事業負有義務，在該等商品的宣傳廣告中揭露 A 及 B 商品共同購買之

總價，不能僅宣傳 A 或 B 之最優惠價格。惟前述廣告主或事業必須揭露之價格

資訊情況，並不存在於本案。本案廣告所涉及價格有兩個，其一乃被告自行銷售

之手機價格，另外則為被告所仲介之電信費用；由於後者之電信費用支付多寡，

完全視手機購買者之消費內容與結果而定，被告在宣傳手機時並無法完全確知。

因此，A 商品價格乃固定的，必須同時搭配購買之 B 商品價格，卻會隨著消費

                                 
82 BGH, Urt. V. 8.10.1998 – I ZR 7/97, GRUR 1999,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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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個人或時間因素而有極大差異，於此情況，事業並不負有義務在廣告中揭露 A

及 B 商品之購買總價。 

除了關於商品總價之揭露外，原告亦向法院主張，被告廣告中並未揭露與電

信公司之最少簽約期間及每月最低通話費，未達最少簽約期限或每月最低通話費

者，消費者必需支付額外費用，因此前述廣告有誘餌消費者之嫌。對於前述主張，

聯邦民事法院贊同之，認為該廣告未揭露電信使用之最少簽約期間及每月最低通

話費，有違價格明確與真實原則（das Gebot der Preisklarheit und Preiswahrheit），

構成 UWG 第一條之違反。雖然 UWG 及其他法令並未明訂事業必須揭露哪些交

易資訊，消費者亦不應期待商品或服務特點之完全揭露，但在 A 及 B 商品共同

購買始可享有優惠之情況下，最低簽約期限、簽約後之首次線路費、每月基本費、

每月最低通話費及每單位通話費，均為消費者是否能依據本案廣告享有優惠之重

要條件，因而必須使消費者在一眼（blickfangmaessig）獲悉優惠價格同時，知曉

該等條件限制；前述重要資訊之揭露，必須是「易讀（gut lesbar）易懂

（grundsaetzlich vollstaendig）」。本案被告已在廣告中以合理的字體大小揭露手機

搭配電信一事，所搭配電信之簽約後之首次線路費、每月基本費及每單位通話費

雖以加框及較小字體方式呈現，但仍緊鄰搭配電信之條件說明。惟最少簽約期限

及每月最低通話費亦為重要資訊，廣告中並未揭露。 

由前述判決可知，以優惠價格進行廣告宣傳，必須以「易讀易懂」方式完全

揭露享有優惠價格之重要條件、對於消費者不利之其他條件，否則法院實務則會

認為該等廣告乃引人錯誤。 

三、手機併同電信公司促銷第二案83

與前述手機併同電信促銷第一案相當時間，聯邦民事法院亦就相同產品及廣

告內容做成另一判決。本案原告及被告亦為手機銷售業者，原告主張被告之手機

促銷廣告乃誘餌廣告，其內容亦有引人錯誤之嫌，構成 UWG 第一條之違反。被

告廣告內容與形式如下： 

“D-Netz 手機     
∗0,00（免費） 
…….（其他廣告文字） 

                                 
83 BGH, Urt. V. 8.10.1998 – I ZR 187/97, GRUR 1999, 264. 

 54



 

Bosch 品牌 XXX 配件    49 馬克 

XXX 配件              49 馬克 

XXX 配件               49 馬克 
 

∗上述優惠價格需搭配 D 電信，且在購買手機時一併簽約 

簽約後之首次線路費     XXX 馬克 

每月基本費             XXX 馬克 

XXX                   XXXX 

與本文介紹之前一案相同，聯邦民事法院在本案亦表示，手機與通話線路兩

項產品並不存在主要商品與附屬商品關係，蓋對於消費者而言，此二商品乃各自

獨立。消費者若需共同購買不同商品始能享有優惠情況者，事業負有義務，在該

等商品的宣傳廣告中揭露不同商品共同購買之總價，不能僅宣傳 A 或 B 之最優

惠價格。惟本案電信費用支付數額之多寡，與消費者通話時間或簽約年限長短有

密切關連，因而本案被告在宣傳手機時無法完全確知不同商品共同購買之總價。

此外，從長久以來的交易經驗來看，消費者不會因閱讀本廣告而誤認可完全免費

獲得價值數百馬克的手機，且無其他附屬義務存在。據此，單就本案廣告僅大大

宣傳手機免費而言，不會對於消費行為產生誤導或誤認，因而無 UWG 第一條及

第三條不公平競爭行為、誘餌廣告之適用。 

惟對於免費獲得手機所必須搭配電信簽約一事，廣告中是否充分而適當的揭

露重要訊息，聯邦民事法院則有詳盡闡述。法院再次重申，現行法令並未要求事

業應揭露哪些交易資訊，消費者亦不應期待商品或服務特點之完全揭露。但免費

獲得手機的前提，建立於消費者同時簽訂電信通話契約，關於首次線路費、每月

基本費、每月最低通話費及每單位通話費等，均為電信契約之重要內容，亦影響

消費者決定是否進行此等經濟活動。此等資訊與內容，乃電信契約之重要內容，

必須適當揭露。 

廣告中對於重要資訊的揭露方式，固然可以「∗」或其他符號方式，於廣告

中之適當位置詳盡說明重要資訊。但須特別注意者為，該等重要資訊之位置

（raeumlich）必須妥適，揭露方式亦必須「容易獲悉及可以清楚而容易的閱讀

（leicht erkennbar und deutlich lesbar）」。本案廣告雖已揭露電信契約（亦即本案

消費活動）之重要資訊，但相較於廣告中以字體斗大而明顯方式說明「手機免費」

之一訊息，關於電信契約之重要訊息則以「∗」方式加註，詳盡說明之位置不僅

未緊鄰「手機免費」廣告文句，字體亦小到幾乎難以辨識。消費者在一眼獲悉「免

費手機」訊息同時，無法同時一眼獲悉重要資訊。據此，本案廣告對於重要訊息

之揭露，在位置及方式上，並不妥適，構成 UWG 第一條及第三條引人錯誤、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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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商業行為。 

伍、小結 

關於不實廣告、比較廣告之規範，歐體雖已頒定指令，以統合共同體內部之

執法標準。惟指令中關於不實廣告、比較廣告、不公平商業行為之各該規定，僅

是最低標準（Mindeststandart），落實到歐體會員國可能產生不同結果。由前述德

國 UWG 現行法及修正草案內容可知，UWG 修正草案雖刪除特價活動之限制規

定，但德國法對於廣告行為實採較嚴格立法，規定內容亦較具體。 

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者，所隱藏的資訊若會引人錯誤，即可成立不公

平競爭行為。引人錯誤與否之判斷標準，應從接受訊息的消費者角度考量，德國

法院所確立的原則為：造成 10％-15％合理消費者誤認者，即為引人錯誤。至若

該等消費者對於所隱藏資訊，應負擔何等注意程度，德國法院判決係以「快速狀

況下平均消費者」（fleuchtiger Durchschnittsverbraucher）判斷之，並應有市場調

查結果佐證84。 

德國法院亦透過判決，闡釋廣告中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之方式，其位置必

須妥適，並且是「容易獲悉及可以清楚而容易的閱讀（leicht erkennbar und deutlich 

lesbar）」。屬於重要訊息之交易條件、限制或負擔雖於廣告中有揭露，但該等重

要訊息在位置上或字體上欠妥者，仍難謂之合法。重要訊息固然可以「∗」方式

加註，但詳盡說明之位置如未緊鄰優惠廣告之文句，字體亦小到幾乎難以辨識，

使得消費者在一眼獲悉優惠訊息同時，無法同時一眼獲悉重要資訊者，法院實務

極可能會認為該等廣告乃引人錯誤。前述聯邦民事法院所做成之兩件手機電信廣

告案判決，可為實務見解之重要參考。 

以同時接受兩件以上商品或服務為優惠條件者，該廣告必須揭露商品或服務

之「總價」，不得僅宣傳最優惠之商品或服務價格。除非其中一商品或服務價格

會隨著消費者個人或時間因素而有極大差異時，始免除廣告中揭露商品或服務總

價之義務。 

另外，進一步需探討者為：所誤認之事實是否影響交易決定。綜合而言，

UWG 現行法、修正草案、影響德國廣告自律規範之 ICC 準則，容易被認定屬影

                                 
84 BMJ – Gutachten UWG, 前揭註57, p.24. 

相較於歐洲法院所確立之原則乃：一般的歐洲消費者、在合理的事先被告知及合理的注意及

謹慎程度下（durchschnittlich informierter, aufmerksamer und verstaendiger 
Durchschnittsverbraucher），是否會誤認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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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交易決定之事項有： 

（1）商品或服務的特徵，諸如供應可能性、種類、規格形式、裝配組合、製造

或生產的程序與時間、適當的使用目的、使用可能性、數量、特性、地理

產區及製造商、使用後之預期結果、商品或服務之測試結果或其主要內容。 

（2）出售原因、價格、價格計算方式、商品運送條件或服務提供條件。 

（3）關於廣告主商業關係之相關資訊，特別是關於其性質、特性，諸如其財產、

智慧財產權、能力、所受的獎賞或榮譽。 

另外，促銷條件亦應在宣傳中清楚而明確的揭露。考量商品的種類、廣告及

宣傳之方式，事業若無適當存貨以供應預期需求者，該等廣告行為亦為被認定乃

引人錯誤。德國 UWG 修正草案明定適當存貨為「正常情況下的兩天存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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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 

壹、概說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引進獨占禁止法，將一部份不公平競爭方法之規制移

植過來。在制定當時，僅規定獨占性格強烈的競爭方法，其他不公平競爭方法則由

公平交易委員會另行指定，但並未將不當表示亦列為其中之一。在昭和 28 年（1953

年），獨占禁止法改正趨緩之際，不公平競爭方法相反地卻被重視，而認為有補充之

必要。在該方法中，因加入以交易上不當地位之利用等之違法類型而擴大其內容，

故改稱為「不公平交易方法」；其在獨占禁止法上之定義及規定多包含抽象的行為類

型，具體的類型就由公平交易委員會公告指定，不當表示便是於此次首度納入之。 

當時，因戰爭破壞之經濟漸漸復活，市場上多數的商品均回籠，不當表示的問

題便越來越多，但此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將不當表示適用於獨占禁止法的意識

尚且薄弱。直到昭和 35 年（1960 年）牛肉罐頭事件，才引發獨占禁止法與不當表

示之正面衝突。 

由於過高的贈品行為及不當表示行為誘引顧客，有其影響性、高漲性及特殊

性，獨占禁止法無法充分規範之，再者，即使事業本身自律，為了確保其實效性，

各界仍是認為需要有個明確的法規範存在，故在昭和 37 年時制定不當贈品與不當表

示防止法（以下簡稱景表法），並陸續修改之，最近一次的改正便是在平成 15 年（2003

年）5 月。 

本節介紹日本對於不實廣告之基本規範，佐以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之指導

方針，再分析實務及學說關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見解，企以釐清該等行

為之本質及適法判斷標準。 

貳、相關規範及其要件 

一、不正競爭防止法 

在「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十三款85規定：「在商品或勞務或其廣告或交易

                                 
85 不正競爭法第 2条 13 款：「商品若しくは役務若しくはその広告若しくは取引に用いる書類若し

くは通信にその商品の原産地、品質、内容、製造方法、用途若しくは数量若しくはその役務の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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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使用之文件或通信上，關於商品的原產地、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用途或數

量或其勞務之品質、內容、用途或數量為使人發生誤認之表示；或是讓與、交付，

或為讓與或交付而展示、輸出、或是輸入為此表示之商品；或是提供為此表示之勞

務之行為。」 

在此所指的「廣告」，係指以營利為目的，向不特定公眾所傳達之表示，除了

以小冊子、傳單之文書型態為之以外，口頭宣傳亦包括在內，再者，在報章雜誌、

屋外廣告物、屋內廣告物等所有之媒體上所為之廣告，亦屬之86。 

其態樣有三87： 

（1）商品之原產地、出產地之誤認行為 

商品之原產地除了農作物出產地以外，還包括農作物第二次加工製品的加工

地及工業製品的製造地。 

（2）商品品質等之誤認行為 

在此種誤認行為中，包含商品之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用途及數量。從過

去之判例來看，大多有關商品的品質及內容。 

（3）勞務之品質及內容之誤認行為 

此種使人誤認之表示，包括所提供勞務之具體內容、品質，及其他如形式、

有效期間等均屬之。 

二、不當贈品與不當表示防止法 

最重要的景表法第四條，在於補充公平交易委員會依獨占禁止法規定，所告示

「不公平交易方法」第八款88之不足。 

                                                                                                 
内容、用途若しくは数量について誤認させるような表示をし、又はその表示をした商品を譲渡し、

引き渡し、譲渡若しくは引渡しのために展示し、輸出し、若しくは輸入し、若しくはその表示を

して役務を提供する行為。」 
86 大阪辯護士會友新會株式會社、民事法研究會，最新不正競爭關係判例　實務，頁 61，2000 年 5

月 11 日一刷。 
87大阪辯護士會友新會株式會社、民事法研究會，最新不正競爭關係判例　實務，頁 62-67，2000

年 5 月 11 日一刷；小野昌延、山上和則編，不正競爭の法律相談[改訂版]，頁 345 以下，青林書院

出版，2002 年 4 月 10 日。 
88 第８款：「自己の供給する商品又は役務の内容又は取引条件その他これら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

ついて、実際のもの又は競争者に係る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又は有利であると顧客に誤認させ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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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示的定義 

依景表法第二條第二項89之規定，是指事業為誘引顧客，與其商品、服務或其

他交易相關條件之交易事項所為之廣告或其他表示，經公平交易委員會指定者90，

其分類如下： 

（1）商品、容器、包裝或在其添附物上所為之廣告及其他表示。 

（2）在範本、廣告文宣、小冊子、說明書面及其他類似書面上之廣告及其他表示，

口頭為之亦同（包含電話所為者）。 

（3）在海報、看板（包含公告、建築物或電車、汽車上所為者）、霓虹燈、廣告氣

球、其他類似物上所為之廣告及在陳列物上、或實際演出之廣告。 

（4）在報紙、雜誌或其他出版物、電視、電影、戲劇或廣播上之廣告。 

（5）在用以提供訊息處理機器上之廣告或其他表示（包括網際網路、電腦通信等

設備）。 

鑒於表示的多樣性，今後也可能出現其他新的表示型態，若於景表法中具體規

定表示的範圍，反而可能妨害法效果的運用，故具體的表示容許公平交易委員會因

應時代及交易型態的不同而裁量之91。 

（二）不當表示之類型 

                                                                                                 
ことにより、競争者の顧客を自己と取引するように不当に誘引すること。」 
89 景品表示法第二条第二項：「この法律で「表示」とは、顧客を誘引するための手段として、事業

者が自己の供給する商品又は役務の内容又は取引条件その他これら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て

行なう広告その他の表示であつて、公正取引委員会が指定するもの。」 
90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２条の規定により景品類及び表示を指定する件第二項：「法第

２条第２項に規定する表示とは，顧客を誘引するための手段として，事業者が自己の供給する商

品又は役務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て行う広告その他の表示であって，次に掲げるものをいう。

一商品，容器又は包装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及びこれらに添付した物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

二、見本，チラシ，パンフレット，説明書面その他これらに類似する物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

（ダイレクトメール，ファクシミリ等によるものを含む。）及び口頭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電

話によるものを含む。）三、ポスター，看板（プラカード及び建物又は電車，自動車等に記載され

たものを含む。），ネオン・サイン，アドバルーンその他これらに類似する物による広告及び陳列

物又は実演による広告。四、新聞紙，雑誌その他の出版物，放送（有線電気通信設備又は拡声機

による放送を含む。），映写，演劇又は電光による広告。五、情報処理の用に供する機器による広

告その他の表示（インターネット，パソコン通信等によるものを含む。）」 
91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著，Q&A景品表示法－景品、表示規制の理論と実務，頁 156-157，青林書

院，2002 年 1 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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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人誤認較為優良之表示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92規定：「事業於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

對一般消費者為較其實際情形優良之表示，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良之表

示，致不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本款於平成 15 年（2003 年）5 月 16 日修正，於同年 11 月 23 日施行；雖將法

條文字稍做調整，將「對於一般消費者」加以明示，刪去「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

文字，但非謂此款之表示不致消費者之誤認。 

本款之客體，包括「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所謂之「品質」，是指商

品的成分及其屬性，成分包括了原材料、濃度、純度、添加物、混用率等；屬性則

是指其性能、效能、效果、安全性、耐用度、耐熱度、乾燥度、鮮度、衛生性、構

造、營養價值等等。所謂之「規格」，則是指由國家、公益團體或民間團體所制定之

規格、等級、基準等。例如JIS規格及JAS規格等。而「其他內容」則是指原產地、

製造方法、使用方法、製造設備、有效期限、製造年月日等等對於商品之品質及內

容有影響者，均屬之93。 

其態樣有二94： 

（1）較實際商品顯著優良之誤認 

此種態樣是指關於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之表示，給予一般消費者悖於事實，

較實際商品顯著優良之印象，或即使未悖離事實，但更為誇張之表示。 

（2）較其他競爭同業顯著優良之誤認 

於此又包括兩種類型，一為對於競爭同業所供給商品、勞務之品質、規格或

其他內容為虛偽或誇大之表示；二為雖然正確將競爭同業之商品及其內容表

                                 
92第四条第一款：「商品又は役務の品質、規格その他の内容について、一般消費者に対し、実際の

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であると示し、又は事実に相違して当該事業者と競争関係にある他の事業

者に係る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であると示すことにより、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公正な競争を阻

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表示。」 

舊第一款：「商品又は役務の品質、規格その他の内容について、実際のもの又は当該事業者と競争

関係にある他の事業者に係る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であると一般消費者に誤認されるため、不

当に顧客を誘引し、公正な競争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表示。」 
93向田直範，不当禁止の表示，公正取引 625 期，頁 50-51，2002 年 11 月。 
94向田直範，不当禁止の表示，公正取引 625 期，頁 51，2002 年 11 月，公正取引 627 期，頁 29，

200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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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來，該事實與自己之商品或勞務幾乎相同，但特別強調競爭同業缺點之

情形。 

2、使人誤認較為有利之表示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95規定：「事業意圖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其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其他交易條件，為較其實際情形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有利之表示，

致不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本款中，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對象，除了價格之外，尚包括其他的交易條件，

如數量、內容、大小；贈品的有無、種類及提供方法；修理、檢查之服務、保證之

內容、期間、條件；支付之條件、期限、利息之有無、利率等等。而為了更詳盡本

款所規範之態樣及內容，公平交易委員會亦另外為一指導方針「不當價格表示在景

表法上之基本思考」。 

3、其他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指定事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96規定：「除前兩款規定外，事業就與商品或服務之交易相

關事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之表示，致不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及

經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指定者。」公平交易委員會所指定的事項，包括「不含果汁成

分之清涼飲料的相關表示」、「商品之原產國相關不當之表示」、「消費者信用之融資

費用相關不當表示」、「不動產之招攬廣告相關表示」、「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 

（三）舉證責任之配置 

在平成 15 年（2003 年）5 月修正時，新增第二項97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為

                                 
95 第二款：「商品又は役務の価格その他の取引条件について、実際のもの又は当該事業者と競争関

係にある他の事業者に係るものよりも取引の相手方に著しく有利であると一般消費者に誤認され

るため、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公正な競争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表示。」 
96 第三款：「前２号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商品又は役務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て一般消費者に

誤認されるおそれがある表示であつて、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公正な競争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あ

ると認めて公正取引委員会が指定するもの。」 
97 第二項：「公正取引委員会は、前項第一号に該当する表示か否かを判断するため必要があると認

めるときは、当該表示をした事業者に対し、期間を定めて、当該表示の裏付けとなる合理的な根

拠を示す資料の提出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いて、当該事業者が当該資料を提出し

ないときは、第六条第一項及び第七条の規定の適用については、当該表示は同号に該当する表示

みな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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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是否該當前項第一款之規定，認為有必要時，應定期間要求為該表示之事業，

就該表示之內容提出合理、有根據之資料；若未為提出時，關於第六條及第七條第

一項之適用，認定該表示為第四條第一款之表示。」但此項於平成 15 年（2003 年）

11 月 23 日才開始施行。 

原由公平交易委員會來證明該表示的效果及性能，因需要由專業機關鑑定，不

僅費時且花費甚鉅，在為此項修正後，若事業無法對本身所為之表示提出合理的根

據，就以第四條第一款之優良誤認表示論，不但縮短了事件處理之時間，同時也能

防止被害消費者之擴大。 

三、不正競爭法及景表法對於不實廣告規範之比較 

（一）保護法益 

不正競爭法基本上是對於事業個別間私人利益保護為目的；而景表法是以競爭

秩序的保護為目的。 

（二）對象範圍 

兩法之規範範圍大抵均為商品、勞務之原產地、品質、內容等之行為，但較不

同的是，景表法是以概括規定來規範，故其範圍較不正競爭法為廣。 

（三）規制手段 

景表法是以行政規制為主要手段，事前以公正競爭規約來防止，事後以排除命

令之方式來處分；不正競爭防止法是以民事損害賠償及刑事處罰之手段來排除不當

之表示。 

參、不當表示的共通要件及判斷準則 

一、共通要件98

（一）使一般消費者誤認 

所謂的「一般消費者誤認」，指的是一般具有常識性知識的消費者在通常的情

                                 
98 向田直範，不当禁止の表示，公正取引 625 期，頁 50，200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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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會產生誤解的情形。即若具有某種程度的專業知識便不會產生誤認，但該知

識並非一般消費者所通常具有時，若導致一般消費者誤認，則該表示仍為不當之表

示。此外，在該商品或勞務之使用者範圍是有所限制的情況下，便認定該商品或勞

務之需求者團體為一般消費者，例如，在以兒童為導向的玩具商品上，兒童便成為

該商品的一般消費者，因此只要以兒童是否會產生誤認來判斷即可。 

而所謂的誤認，是指實際上的商品或勞務與一般消費者從表示上所得之印象產

生了差距。再者，即使表示所生之效果並不顯著，雖然一部表示是正確，但從表示

的全部來觀察時，仍會使人誤認，此亦是誤認之一種。 

（二）不當引誘顧客 

事業所為之表示，幾乎都是以誘引顧客為目的，因此，若該當使一般消費者誤

認之表示，其本身便屬不當引誘顧客。在表示中，並非只有不當之表示，且非僅禁

止不當之表示。本要件中之「不當」，只是在確認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表示均屬於不

當。再者，事業對於其商品、勞務之品質或其他內容、價格及交易條件為正當之表

示，將正確的商品知識傳達給消費者而誘引之，即使其廣告量比競爭者多，此種誘

引非屬不當之誘引。 

（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所謂「妨礙公平競爭」是以減少自由競爭之程度、競爭手段本身之不公平及侵

害自由競爭之基礎等三點來判斷之，並不需要該妨害公平競爭之事實上已發生，只

要有可能足認其會發生者，即屬之。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認之表示，奪取了為正當

表示事業之顧客，進而使一般消費者未能為正常商品選擇之不公平競爭手段。因此，

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誤認之表示，無論從競爭手段或本質來看，均妨礙了公平競爭，

而毋庸細問其是否有妨害公平競爭之結果。亦即，所謂「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要

件，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表示通常是其具備要件。 

綜上所述，不當表示的共通三要件，其實只要該當第一要件－使消費者誤認之

表示，其他二要件即為充足，無須多論之，亦即，不當表示之要件以「使一般消費

者誤認」為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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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斷方法99

商品的表示，鮮少有僅以單一事項出現，通常是以複數組合的型態（如品質、

價格、規格等等）出現在消費者的面前，因此對於複雜之表示型態，就需有一定的

方式來加以判斷之必要。如何來判斷該表示是否不當，採用下列三種方式來加以判

斷： 

（一）隔離觀察 

隔離觀察是指，在不同的時間及地點，由該商品或勞務的需求者來觀察，以其

所認為的狀態來判定的方法。當然，在這個方法下，觀察者對於有問題的表示，與

其他同種且類似的表示一起觀察，並未有凝視、比較、分析的行為，把該表示侷限

於個別的、一般人對通常表示施以有限注意的情況下，以記憶為基準的方法來判斷，

有認為是應被檢討的。 

（二）全部觀察 

在包含多數事項的表示下，依該表示所示是否會使人產生誤認，無法從個別事

項來加以判斷，而以各該事項之間相互關連所給予人的全體印象來加以判斷之方法。 

（三）主要部分觀察 

也稱為分離觀察，以全體觀察為基礎，對顧客具有強力識別性的部分給予其如

何之印象，來判斷其是否使消費者產生誤認之方法。 

肆、「不當價格表示在景表法上之基本思考」、「關於誘餌廣告之表示」

及其運用基準中對於隱藏條件、負擔之不實廣告之認定 

綜上所述，於日本對於不實廣告的相關規範中，雖未於相關法規範中明確指出

何謂隱藏條件、負擔之廣告，但與其關係最密切的，便是由景表法第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中所衍生出來的「不當價格表示在景表法上之基本思考」及「誘餌廣

告之相關表示」及其運用基準之規定。 

                                 
99 植木邦之，判、審決例からみた－不當表示法，頁 97-105，社團法人商事法務研究會，199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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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當價格表示在景表法上之基本思考100

此基本思考是針對「以一般消費者為對象的價格表示」，表明景表法中關於不

當價格表示的相關類型及觀點，以期能防止事業違反景表法之行為，促進事業間公

平且自由競爭，確保一般消費者能正確選擇商品或勞務。 

其適用的範圍，包括製造業者、批發業者、零售商、郵購業者、進口代理商、

服務業者等，不問事業型態，只要是以一般消費者為對象，為商品或服務之價格表

示即屬之。而不論事業於何種媒體上對一般消費者為價格之表示，均有此基本思考

之適用。 

在此基本思考中，列出了不當價格表示的主要類型，關於隱藏條件、負擔廣告

之部分如下： 

（1）在該基本思考第三點「關於販賣價格表示」中，因在特定商品販賣之際，表

示販賣價格的情形下，消費者是以表示的價格來做為購買之考量，因此對於

該販賣之價格、該價格的適用範圍（其相關商品、是否一併提供服務等）及

適用該價格顧客之條件，均有必要正確表示之，若對於上述事項為與實際不

同之表示，或為曖昧之表示致一般消費者對販賣價格產生便宜之誤認，便有

該當不當表示之虞，因此，其認為若表示上之販賣價格，其適用之顧客有所

限定，而在表示中並未明示該條件時，即為不當之表示。 

（2）另外，平成 14 年（2002 年）12 月對此基本思考所為之修正中，在第六點「其

他強調販賣價格優惠之表示」增列，若事業在廣告上強調自己的販賣價格比

競爭同業便宜時，對於其廣告商品之交易設有消費者無法輕易判斷之限制條

件，或以比「價格優惠之本文」顯著微小的文字來表示該限制條件，此種未

明示限定條件，卻更加強調自身價格之有利性，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自身的販

賣價格較其他競爭同業更為便宜之表示，亦該當為不當表示。在此所謂之「顯

著微小之文字」，在當初欲擬定此基本思考修正草案而彙集各方之意見書101

上，有建議「在強調自身價格優惠內容之表示時，有義務在此表示旁標明其

                                 
100 不当な価格表示についての景品表示法上の考え方，網址：

http://www.jftc.go.jp/keihin/1/keihyohou.htm，瀏覽日期：2003 年 4 月 27 日。 
101価格表示ガイドラインの一部改定（原案）に寄せられた主な意見及びそれらに対する考え方，

網址：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2.december/02120502.pdf，瀏覽日期：200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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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條件，對於其文字的大小應設定標準值」。 

但公平交易委員會認為，對於其限定條件未明顯表示於價格優惠內容之文字

旁，而消費者未予注意之情況，固然為不當表示，但即使表明在旁，該表示

是否有景表法上之問題仍須就個別案件來判斷之；再者，文字的大小，需從

廣告文宣整體之文字、表明價格優惠之文字與限定條件之文字的相對比例來

判斷之。 

同時，在該意見書上中，亦認為「價格保證販賣之表示」102是未經他店同意，

將其價格用以作為與自身價格對照比較之對象，然卻無法獲知他店價格制定

及更動之依據，且此種販賣方式違背公序良俗，應全面禁止之；但公平交易

委員會認為，關於此種表示方式，雖其未明示關於價格保證內容及對象之限

制條件，然其本身過於強調其商品價格之有利性及限定交易商品之情形，本

就該當不當表示，故不會有不當表示無法規範之情形存在。 

二、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其及運用標準103

對於一般消費者提供商品或勞務的事業，在提供自己商品或勞務時（不包括不

動產之交易），為下列引誘顧客之行為，其中與隱藏條件、負擔廣告較有關係者，乃

第二、三點： 

（一）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勞務，並未為交易上之準備，實際上亦無法因應

交易需求之表示 

以下是該當於「未為交易上準備」之情形，但若該情形非可歸責於事業，且對

於欲為該項廣告商品交易之顧客均已先於廣告、傳單上明確告知交易之條件，且不

遲滯交易之進行者，便不該當不當表示： 

（1）店鋪通常會在店頭展示其欲販賣之商品，卻未在店頭陳列廣告商品。 

（2）對於需要提貨期間的商品，該店鋪對於其廣告商品的提貨期間比通常期間來

的長。 

                                 
102 所謂之「價格保證販賣之表示」，是指為「保證比他家店鋪賣得便宜」之表示。 
103 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及「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等の運用基準，網址：

http://www.jftc.go.jp/keihin/3/otori.htm，瀏覽日期：2003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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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廣告、傳單上所表示的販賣數量，無法提供其全部或一部為交易的情形。 

（4）廣告商品其全部或一部未能與廣告、傳單上之照片符合，而無法提供交易之

情形。 

（5）單一事業在同一廣告、傳單上表明廣告商品於多家店鋪販賣，但其揭載之店

鋪有一部份並未販賣廣告商品。 

（二）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勞務限定其供給量，但卻未將其限定的內容明瞭

記載於該商品或勞務之表示 

所謂「顯著限定其供給量」，是指廣告商品的供給數量不到預測購買數量一半

的情形。該預測購買數量是以該店鋪曾經以同樣的廣告、傳單，對於同一或類似之

商品或勞務所提出之購買數量、該廣告商品的內容、交易條件來計算。 

再者，一事業在同一廣告、傳單上表明有多家店鋪提供販賣時，原則上，需明

確記載各家店鋪所販賣之數量，若在廣告上記載各店鋪販賣數量有困難時，亦應記

載所有店鋪的總販賣數量，同時表明依店鋪不同而異其販賣數量及所有店鋪中提供

最少販賣數量之店鋪。 

（三）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勞務限定其供給期間、供給對象或一人一份之供

給量，但卻未將該限定內容明確記載於該商品或勞務之表示 

限定其供給期間、供給對象或一人一份之供給量，需在廣告、傳單上明確記載

實際的販賣日、販賣時間、販賣對象或一人一份之販賣數量，只記載限定之意思，

並非謂明瞭記載限定之內容。 

（四）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勞務，無正當理由妨礙交易之成立及其他實際上

無交易意思情形的商品或勞務之表示 

本款為一概括規定，如有其他情形時，即使最後事業仍與消費者達成交易，仍

該當不當表示。 

伍、日本對於隱藏條件、負擔廣告之態度 

事業乃交易上之強者，其對商品之了解較消費者深入，故在提供消費者為購買

之參考時，負有將該商品之資訊完整傳達給消費者之義務，進而能使消費者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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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易選擇。若事業者憑藉本身優勢，隱匿交易上重大資訊，來吸引消費者與其交

易時，就有受規範之必要。日本雖未直接對隱藏條件、負擔廣告另為規範，惟如前

所述，於誘餌廣告及不當價格表示之基本方法相關規定可見端倪。另外，以下實務

及學說涉及本研究議題者，可供參考。 

一、對於單純不表示其限制條件之界定 

景表法雖然基本上規範的是於外部所表現出之觀念或事實，但即使其外部所未

表現出來而應為表示事項，亦受同法之規範，由下列公平交易委員會所為的排除命

令中，可得知： 

（一）昭 38（排）5  日本住宅（株）事件 

日本住宅公司，其欲為交易之住宅用地，乃距離國鐵中央線三鷹車站十分鐘之

高級住宅用地，將該住宅用地之價格以每坪一萬八千五百元表示之。但實際上，該

住宅用地之一部已預定要架設高壓電線，在該高壓電線下之 53.72 坪乃是受到電器

工作物規程所限制之建設區域。而在該廣告中並未將此受高壓電線限制建設之意旨

表現出來。 

（二）昭 41（排）16 東通興業觀光（株）事件 

東通興業公司在為住宅用地交易之廣告時，對於該住宅用地未記載其已有抵押

權之設定，反而以「只要繳交三分之一頭期款即可擁有之」，亦即繳交三分之一頭期

款，即可取得無瑕疵之所有權表示之。但實際上，該住宅用地已設定了高額之抵押

權。 

（三）昭 57（排）8  三和總合住宅（株）事件 

三和總合住宅是以標榜買賣住宅連同土地而為之交易，適合一般消費者。但實

際上其受有建築基準法之限制，不得為新建、改建或增建，但其並未在前述傳單上

為任何記載，即未表示該住宅、土地之利用應受何種之限制。 

由上述排除命令可知，在特定事項未表示之情況下，從所表示出外部之事項來

看，一般消費者對於其表示之印象，認為與其他同種無瑕疵商品並無不同。 但不當

表示之所以受規範之原因，是因其致消費者產生誤認進而為錯誤商品選擇，影響公

平競爭。由於一般消費者乃具有一定常識為前提選擇商品，故隱匿特定之事實，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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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消費者因此產生錯誤判斷，實際上與積極誤認表示所造成之效果並無不同，因此

單純不表示之廣告之所以構成不當表示，並非其外部所為之表示不正確，而係未表

示某特定事項（大部分是不利事業為交易之事項），從其表示之全體觀之，仍為不當

之表示。 

最初在社會上所通用之「買方亦需注意」之原則下，對於買方亦要求高度之注

意義務，因此對單純不表示之規範相形困難。因此為不當表示規制的對象，僅限於

法律有特別規範者。但這樣的原則在現今已逐漸被揚棄，商品的供給者，因為對於

交易之內容十分熟悉且基於誠實信用原則，不表示因此被認為是具有惡性的。因此，

雖未將不表示特別列入規制的對象，但因為景表法是將表示列為規範之對象，非謂

不能將未表示之廣告列入規範之對象。而困難的是，在公平交易委員會未有一具體

標準下，何種事實未為表示即屬於不當表示，學者104認為或可由上述排除命令推論

得知： 

（1）假設未為表示之事實讓顧客知曉後，會對交易與否產生重要之影響。 

（2）若積極地將該表示之內容重新組合，會產生具有另一種效果之表示。 

二、對於雖有限定意旨之表示、但其表示未臻明確之界定標準 

如前所述，在誘餌廣告及不當價格表示之基本思考中，對此種表示有所說明，

若在表示中僅表明具有限定條件之意思，但並未具體說明其內容（如限定時間、限

定數量多寡或其他交易條件之限制）或表示不明確時，就會被認為有該當不當表示

之虞。但事業為如何不明確限定條件之表示，始有受規範之必要，學者間並未有明

確之界定標準，僅能如前述意見書所述，建議公平交易委員會為一制式標準來要求

事業遵守。但該會未採納之理由，仍是認為需依個案來解釋此種類型是否為不當之

表示。公平交易委員會嘗試依各行業之不同，對於其行業所為之表示為實態調查，

針對各種不同類型之表示行為，來判斷是否為不當表示，希冀能先藉由行政指導或

該行業之自律團體為督導，以期防止事業為違反景表法之行為。 

平成 15 年（2003）5 月 9 日發布，公平交易委員會做成對保險事業廣告之調查

                                 
104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著，Q&A景品表示法－景品、表示規制の理論と実務，頁 179-180，青林書

院，2002 年 1 月初版二刷；植木邦之，判、審決例からみた－不當表示法，頁 64-67，社團法人商

事法務研究會，1996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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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蓋因該會不斷被消費者投訴，認為保險商品之廣告，雖然強調其商品內容之優

良性及其具備交易條件之有利性，但重要事項並未對消費者表示或者以顯著微小之

文字表示。 

在該調查報告中，列出如下有關限制條件之表示： 

（一）與保險內容有關之限制條件之表示 

（1）保險責任何時起算之限制條件 

保險之起算時間對於消費者而言，乃是屬於重要事項，若未明確表示時，消

費者便會認識是以初次繳納保險費時起算。但實際上如癌症保險、高齡者住

院保險是由繳交保險費後 91 日起算；而高齡者之死亡保險則是由契約訂定後

兩年內發生保險事故才為給付。然此等限制條件並未出現於表示中，抑或是

以顯著微小之文字來表示之。雖然事業宣稱在宣傳手冊上及重要事項說明書

中均有所記載，但公平交易委員會仍認為此種未表示之行為或以顯著微小文

字表示之行為，難謂使消費者明瞭限制條件之行為。 

（2）其他與保險內容有關之限制條件 

如在廣告上聲稱「癌症入院給付金額一天一萬日圓」、「急性心肌梗塞及腦中

風之診斷給付金額一律 150 萬日圓」、「只要被判為急性心肌梗塞、腦中風者，

之後免保險費」，但實際上宣傳手冊上是「第 61 天後為 5000 日圓」及「要接

受醫師診療 60 日後，經醫師仍判定欠缺勞動能力者，才享有免保險費之給付

及 150 萬日圓之保險金。」公平交易委員會亦認雖於宣傳手冊上有以顯著微

小文字為表示，惟仍非使消費者明瞭限制條件之表示。 

（二）關於保險費之表示 

在保險商品之廣告中，對於其保險費之表示，為了強調其便宜及有利之處，而

將該保險費適用年齡之條件以顯著微小之文字來表示之。如以強調最低年齡層之保

險費之表示，「月付 2190 日圓即享有終生保障」，但將限制條件「此為滿 20 歲女性

                                 
105保険商品の新聞広告等における表示について，網址：

http://www.jftc.go.jp/pressrelease/03.may/030509.pdf，瀏覽日期：2003 年 5 月 31 日。相関

調査書：「証券投資信託の広告表示に関する実態調査結果について」，平成 11 年 8 月 11 日，「環境

保全に配慮した商品の広告表示に関する実態調査について」，平成 13 年 3 月 21 日，「インターネ

ット接続サービスの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の実態調査」，平成 15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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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率。依年齡不同而異其條件。」以顯著微小文字表示；或強調「一定期間內事

故沒發生時，給付保險費百分之四十」之表示，但實際上，是依訂定契約之年齡來

決定現金回饋之比率，年齡越高比率越低。公平交易委員會亦認為此非使消費者明

瞭限制條件之表示行為。 

該會認為，從導正保險商品之廣告表示觀點來看，在保險商品之內容有一定之

限制條件之情況下，為了避免消費者誤認，在內容優良性之表示上應把該限制條件

為使消費者明瞭之表示；再者，若於表示保險費等交易條件之情形，在強調與特定

年齡有關之交易條件時，為避免招致消費者誤認，應將該特定年齡層及依年齡不同

而有相異之條件為明確之表示，同時希望能夠透過保險協會對其所屬會員為勸導及

改正，以期能達到表示適當化之目的。 

綜上所言，在單純不表示之情形，日本對於此種情形並沒有另為明確之法規來

處理，公平交易委員會仍依景表法之規定，及透過解釋來處理此種情形；雖就外觀

而言單純不表示及表示未臻明確之表示均為真實，但最大之不同點在於，單純不表

示的廣告之外部未表明實際存在之限定條件；而表示不明確之廣告外部雖表現出其

限制條件，但未明確說明其內容（如時間有限、數量有限等），抑或是雖於表示中表

明了限制條件，但該限制條件乃是以消費者不易注意、難以察覺之方式為之。 

三、新近日本關於廣告資訊揭露重要案例 

（一）山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不當表示之警告事件 

二００一年七月三日公平交易委員會基於下列之事實，認為山田電機股份有限

公司在報紙夾帶廣告單中就其家用電器產品之價格表示，有違反景表法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之虞，爰於本日對於該公司實施警告。  

1、當事人 

事業名稱 住所地 代表人 

山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群馬縣前橋市日吉町四丁目

40 番地之 11 

董事長 山田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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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實之概要 

山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山田電機）在報紙夾帶廣告單中，表示其家用電

器產品之價格比其他兩家競爭商店之廣告單標示之價格便宜 10%以上；惟該兩家競

爭商店之廣告單所列產品項目分別為 310 項及 322 項，山田電機於其店內實際展示

得與上揭各該產品項目為價格比較之產品，僅分別為 87 項（28.1%）及 76 項（23.6%）。 

另外，上述得為價格比較之產品項目中，山田電機之店內價格並未低於其比較

產品價格 10%以上者，分別為 18 項（20.7%）及 35 項（46.1%）。 

店舖名 宇都宮本店賣場 

（位於梔木縣） 

江戶川店賣場 

（位於東京都） 

販售期間 2001 年 5 月 18 日（星期五）~24 日

（星期四） 

2001 年 6 月 1 日（星期五）~7 日

（星期四） 

報紙夾帶廣告單之表示 每日徹底查價。山田比其他商店廣告

單表示之價格便宜 10%以上！！ 

每日徹底查價。山田比其他商店廣

告單表示之價格便宜 10%以上！！

競爭商店廣告單中揭載

之產品數 

 

310 項目 

 

322 項目 

山田電機於其店內實際

展示得為價格比較之產

品 

 

87 項目 

 

76 項目 

 

事 

 

實 

山田電機之店內價格並

未低於其比較產品價格

10%之產品 

 

18 項目 

 

35 項目 

3、措施之內容 

山田電機於其廣告單中表示，經由徹底查價之價格比其他競爭商店之廣告單標

示之價格便宜 10%以上，惟其實際上得為價格比較之產品，僅為產品項目之一部份；

並且該得為比較之產品項目並非全部低於其比較產品價格 10%以上。上述有關家用

電器產品之價格表示，將使一般消費者誤認其產品價格較實際價格低廉，有違反景

表法第 4 條第 2 款規定之虞，爰對該公司為今後不得再為同樣不當表示行為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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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收費老人安養院之不當表示106

二００一年六月二十九日公平交易委員會針對收費老人安養院，就其提供服務

之表示實施普遍調查之際，發現位於近畿地方之四家收費老人安養院業者，就其提

供服務之內容，有為下列足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表示，爰予以警告（違反景表法第

4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 

1、警告事實之概要 

（1）有關醫療等事項之表示 

--表示其已經與相關醫療機構建立醫療支援合作關係；惟實際上並無此醫療

支援合作關係之建立。 

--表示其可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之醫療服務體制；惟實際上該安養院設施內並

無常駐醫師或夜間看護職員。 

（2）有關機能復建訓練及其他設備之表示 

--表示得於該安養院設施內實施機能復建訓練；惟實際上此屬必須在醫療機

關內實施之醫療行為。 

（3）有關終生安養事項之表示 

--強調即使係癱瘓臥床者亦可提供其終生安養服務之表示；惟實際上業者得

於一定情形下解除該安養契約，且其安養設施未必能提供終生安養服務。 

（4）有關交易條件之表示 

--對於原本應由安養者負擔之安養基金準備金107，表示由安養院方負擔；惟

實際上該準備金仍轉嫁予安養者負擔。 

（5）有關其他之表示 

--表示其安養院內有臨時看護室、特別浴室等設施；惟實際上並無該等設施。 

                                 
106 詢問部門：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總局；近畿中國四國事務所交易課（電話：06-6941-2175）；經濟

交易局交易部贈品表示監視室（電話：03-3581-3377）；網址：http://www.jftc.go.jp. 
107 所謂安養基金，係由全國收費老人安養院協會所設，由每位安養者繳交 20 萬日圓作為準備金，

倘發生安養院之經營業者破產等事故，致安養者難以繼續住居於該安養院時，該安養者即得獲取 500
萬日圓支付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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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管機關之意見表示 

為本件警告對象之事業，係屬社團法人全國收費老人安養院協會之會員，因此

公平交易委員會除促請其他會員事業，亦須遵守相關規定而為適當之提供服務之表

示外，並嚴格要求該協會今後須徹底注意收費老人安養院提供服務表示之適當性。 

同時，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厚生勞動省及相關府縣之地方主管機關，亦建請其

加強監督收費老人安養院提供服務表示之適當性。 

（三）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不當表示之排除命令事件108

1、案由 

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下稱「日本人壽」）經營人壽保險業之事業。日本人

壽自二００一年一月以來，推出所謂以被保險人經病理組織檢查診斷確定罹患癌症

為條件，得獲有相關診斷給付金、住院給付金、手術給付金、出院後療養給付金等

支付內容之「日本人壽癌症保險 EX」保險契約（下稱日壽癌症保險）。該保險契約，

大都係經由擔任人壽保險業務之從業員（下稱營業職員）與一般消費者進行交易。 

日本人壽指示其營業職員，對於一般消費者推銷該日壽癌症保險時，應向消費

者提示該保險契約內容之宣傳手冊及載有診斷給付金等給付金額與保險費總金額之

解說書。另外對於已經承諾簽約之消費者，應進一步向其說明「特別重要事項」契

約條款中有關「保險費․保障等注意事項」，並應將上述相關文書及載有該保險契約

條款之「保險契約指南」手冊，交付予該消費者。 

日本人壽自二００一年一月起至二００二年十一月間，就該日壽癌症保險之住

院給付金，分別為如下之記載表示： 

（1）於宣傳冊首頁以較大字體標示「為堅強抗癌！請加入日壽癌症保險 EX」、「本

保險方案專為堅強抗癌而企劃！」及「保障內容（『癌症住院給付金每天 10,000

日圓』）」，並於該標示下加註「癌症住院給付金，自住院首日起支付，無住院

期間或給付次數之支付限制。」及「住院 無限制癌症住院給付金 自首日起

每天 10,000日圓」等字句。另於該內頁以較大字體標示「『日壽癌症保險 EX』

相關注意點」，並於該標示下加註「非治療癌症之目的而住院者，於住院中經

                                 
108 2003年（排）第 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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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確定罹患癌症時，就該診斷確定前之住院期間不支付癌症住院給付金。」

等字句。 

（2）於解說書中以較大字體標示「日壽癌症保險 EX」，並於該標示下加註「住院給

付金，自住院首日起，無住院日數限制之支付。」另於「本次推薦保險企劃」

標示下，加註「癌症住院給付金 住院日數 支付次數 無限制 自住院首

日起」等字句。 

（3）於「保險費․保障等注意事項」條款中，為「非治療癌症之目的而住院者，

於住院中經診斷確定罹患癌症時，就該診斷確定前之住院期間不支付癌症住

院給付金。」之記載。 

上揭保險契約之內容，經由日本人壽之營業職員對一般消費者解說後，促使一

般消費者誤認加入該保險契約，除係非治療癌症之目的而住院者，於住院期間經診

斷確定罹患癌症時，就該診斷確定前之住院期間不得請求支付癌症住院給付金外，

倘係經由醫師診斷有罹患癌症之跡象而住院者，其於住院期間經診斷確定罹患癌症

時，得溯及自住院首日起請求支付癌症住院給付金。惟實際上，被保險人雖係經由

醫師診斷有罹患癌症之跡象而住院者，即使於住院期間經診斷確定罹患癌症時，日

本人壽僅願意支付自病理組織檢查診斷確定罹患癌症或實施癌症治療手術之日起，

至出院期間之癌症住院給付金，並非溯及自住院首日起支付。 

2、公平交易委員會決定 

本案經公平交易委員會認定，日本人壽就日壽癌症保險內容之表示，促使一般

消費者誤認可獲得較實際內容為有利之給付，爰有不當引誘顧客而阻礙公平競爭之

虞，核該行為違反景表法第 4 條第 1 款規定。據此： 

（1）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於二００一年一月起至二００二年十一月間，就其推

出之「日本人壽癌症保險 EX」保險契約與消費者進行交易，其中有關住院

給付部分，該保險契約表示，不論被保險人係由一般健康檢查發現癌症症狀

或專以癌症手術之目的而接受診斷，其經醫師診斷出有罹患癌症跡象而依指

示住院者，該被保險人將可獲得自住院首日起算之住院期間給付金。惟該保

險契約內容與實際有異，因此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除應向社會大眾公開

聲明該保險契約內容有促使一般消費者誤認之不實外，並應個別向上述期間

內與之締約之消費者為相關聲明之通知。上述公開聲明及個別通知之方式，

須事先送請本委員會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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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今後於健康保險之相關交易，負有採行必要措施以

防止再為同樣不當表示之義務。就此必要之防止措施，應向公司相關人員徹

底公告周知。 

（3）日本人壽相互保險公司，今後於健康保險之相關交易，不得再為促使一般消

費者誤認之不當表示。 

（四）有關英語會話補習班與消費者交易之適當化109

隨著英語會話練習之流行，英語會話補習班之家數持續增加，但是有關英語會

話補習班之消費者交易具有①締約時無從具體確認將來學習成果、②交易內容之講

授課程不透明等特性。另於近年流行之預約制課程形態（消費者先支付一定時數之

學費，即得於有效期限內任意預約上課時段），將導致上課時間不特定；並且由於契

約期間長期化及課程堂數增加之趨勢下，倘預先一次繳清學費者，其金額數目將頗

為高昂。 

職是之故，有關英語會話補習班之消費者交易，如何確保補習班業者於爭取交

易過程中正當從事廣告宣傳活動，俾使消費者得由該廣告宣傳中明瞭必要之資訊，

即為重要。 

公平交易委員會鑑於上述市場狀況之特性，為推動英語會話補習班與消費者交

易之適當化，爰以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之一百家英語會話補習班為對象，就其

廣告活動及相關表示事項實施調查，針對廣告中有關預約制之具體內容、教學方法、

學費及中途解約等事項之表示，是否已對消費者充分揭露必要資訊，公佈相關問題

點（一九九八年六月二十六日公佈）。 

公佈相關問題點中，被認為有構成不當表示之虞者，如下： 

（1）有關英語會話補習班課程內容之表示 

--實際上之課程時段有所限制，卻表示任何時段均可預約上課。 

--實際上並無具體之評比業績，卻表示比其他英語會話補習班具有優異教學

方法之業績。 

                                 
109 詢問部門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總局經濟交易局交易部消費者交易課（電話：03-3581-3375）; 
http://www.jftc.admix.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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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之師資為日本人教師，卻表示師資均為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 

（2）有關英語會話補習班課程價格及其他交易條件之表示 

--實際上不許可中途解約，卻表示中途解約之條件簡單。 

--實際上中途解約須繳交高額違約金，卻僅表示中途解約之條件簡單。 

--實際上設定超過一般學員學習程度之繁多課程堂數，卻僅強調表示其每堂

課程單價較其他英語會話補習班便宜。 

公平交易委員會將上揭調查報告書送達予受調查之英語會話補習班業者及其

事業團體，促請其注意今後廣告表示內容之適當性；並且針對採行預約制之英語會

話補習班，就其中有實施不當廣告表示之虞之業者，個別為表示內容改善之指導。 

該相關改善指導，計有 16 家英語會話補習班，25 件廣告表示接受指導。以表

示內容為分類，有關預約制之內容為 8 件、有關解約條件者為 14 件、有關學費及教

學方法者為 3 件。 

各該接受指導之事業，均已修正其相關表示內容，並於一九九八年十月底前報

告其改善狀況。 

有關英語會話補習班與消費者之交易，具有上揭所述之特性，因此為確保消費

者得以正確選擇英語會話補習班，有關預約制之具體內容、教學方法、學費及中途

解約等資訊，即應於廣告表示中向消費者充分揭露。 

公平交易委員會依據相關調查結果，雖已針對規模較大之英語會話補習班實施

表示內容改善之指導，惟因英語會話補習班之家數眾多，因此期待藉由相關改善內

容之公佈，促使其他英語會話補習班一致遵循相關之改善指導，俾從事適當之廣告

表示。 

（五）有關家電量販店以競爭商店為比較價格之表示110

近年，家電量販店業界，興起於廣告活動中強調其商品價格比其他競爭商店之

價格較為低廉之表示。上述價格比較之表示，倘其表示之價格果真較其競爭商店之

                                 
110 詢問部門：公平交易委員會事務總局經濟交易局交易部贈品表示監視室（電話：03-3581-3377）；
http://www.jftc.go. 

  78



 

價格為低廉者，該表示固無違法之問題；惟依消費者之反映，相關價格比較之表示，

其中亦有表示之價格未必低於其競爭商店之價格者。因此，公平交易委員會為促進

正確消費資訊之提供，以防止消費者誤認之情事發生，於二００一年四月對相關價

格比較之表示，調查其實施狀況，俾揭示如何之表示將有違反景表法之虞。 

公平交易委員會，除對相關表示有違法之虞之業者予以警告外，並將本件調查

結果送達都道府縣等地方主管機關，俾為相關事件處理之參考案例。同時，亦促請

社團法人全國家庭電器製品公平交易協議會，周知其所屬會員不得為相關之不當表

示。 

1、調查結果 

（1）調查方法 

公平交易委員會針對位於東京、名古屋、大阪、福岡近郊等地之家電量販店，

委託自願協助調查之消費者收集自 2000 年 12 月至 2001 年 1 月各該家電量販

店所散發之廣告宣傳單，就其表示事項之內容、揭示之價格及實際於店內表

示之價格等，實施調查。 

（2）家電量販店之廣告宣傳單表示之內容 

各該家電量販店均有若干程度強調其自家商品價格較為低廉之表示，其中更

有多數業者相互於廣告宣傳單中表示其價格低於其他競爭商店（例如「比他

店廣告宣傳單揭示之價格更便宜」、「比他店廣告宣傳單揭示之價格便宜 10%」

「經徹底查價後之最便宜價格」等表示）。另外，相關廣告宣傳單中均揭載有

商品名稱、型號及價格，亦有部分廣告宣傳單除揭示商品價格外，併附記「本

店最近將有降價」之表示。 

（3）以競爭商店之廣告宣傳單或其店內揭示之價格為對比 

家電量販店於其廣告宣傳單中，為其價格比其他競爭商店更為低廉之比較表

示者，由此廣告意旨之整體觀之，足使一般消費者認為該宣傳單所列全部之

商品均比任何其他競爭商店之價格較為低廉。惟實際調查結果： 

--與其他競爭商店之廣告宣傳單所列商品加以比對，發現其彼此所列之商品

極少為完全一致，平均僅一成之商品是為相同。 

--即使以廣告宣傳單彼此所列同一商品之價格為比較，發現彼此所揭示之價

格實屬相同，甚至亦有更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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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量販店廣告宣傳單所列商品，調查該量販店或其他競爭商店於各該店內

標示之價格，發現該量販店之店內標示價格，實際上與其他競爭商店之廣告

宣傳單或其店內標示之價格相同，甚至亦有更高者。 

2、調查後之因應 

依據上揭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調查之家電量販店業者中，確有部分業者於其廣

告宣傳單中強調其商品價格低於其他競爭商店，惟實際上其價格未必較為低廉，如

此之表示將有違反景表法之虞。 

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上述有違法之虞之表示，除對相關業者予以警告外，並

將本件調查結果送達都道府縣等地方主管機關，俾為處理家電製品價格表示相關事

件之參考。同時，亦促請社團法人全國家庭電器製品公平交易協議會，周知其所屬

之家電製品零售業會員，不得為相關之不當表示。 

陸、小結 

隱藏條件、負擔廣告，係指事業於其廣告上，對於所提供商品或勞務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或其他交易條件所為優惠表示，藉以引誘消費者，而消費者於交

易前難以或不能從廣告中得知該交易附有不利於消費者、且重大影響交易與否之限

制條件或負擔。 

質言之，隱藏條件、負擔廣告有以下特徵：（一）廣告所表示的優惠為真實（二）

除優惠外，另隱藏有限制條件或負擔（三）該限制條件或負擔難以或不能從廣告中

得知（四）該限制條件係事業主片面訂定，且不利於消費者（五）消費者對該限制

條件、負擔知悉與否，對交易有重大影響。 

日本於不實廣告之相關規定中，雖未有直接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行

為，另立條文或行政規則予以規範者，但從原有不正競爭防止法、景表法及日本公

平交易委員會發布之相關指定準則中，應可了解針對事業對於廣告或促銷行為中，

明表予以消費者優惠之價格或交易條件，暗中卻隱匿享受該等優惠之負擔、限制的

行為，並不能脫卸不實廣告之法律責任。 

其中要者，即如依景表法第四條規定所發布之「不當價格表示在景表法上之基

本思考」第三點，要求事業與廣告中對價格表示應具明確性，尤杜禁以曖昧不明方

式致令消費者產生誤導。上開基本思考第六點，亦認為事業強調本身販賣商品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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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比競爭者低廉時，如於廣告上另附消費者無法容易判斷之限制條件，或形式上以

微小不顯之文字為該等限制者，即構成不實廣告。 

同樣地，於「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中，認為下列行為構成不實廣告： 

（一）事業對於廣告中聲稱要提供之商品或勞務，並未為交易上之準備，實際

上亦無法因應交易之需求。 

（二）事業限定要提供商品或服務之數量，惟廣告中並未明確載明。 

（三）對所要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限定其供給期間、供給對象或一人限購一份，

卻未載明於廣告中。 

末者，涉及本研究議題，日本公平交易委員會實務見解及相關學說關於廣告中

隱藏重要交易資訊，以及雖已提供應揭露之資訊，惟方式上並未臻明確者，皆一再

強調廣告資訊充分完整及表現方式明確妥適於不正競爭適法性要求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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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外廣告學實證調查及分析 

第一節 從廣告學原理及觀點分析公平會處分案 

從廣告學原理及觀點，分析公平會就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申訴、主動

調查案如下： 

被檢舉人序號

與時間 

案由與爭議 決議 

1、菲夢絲國際美

容股份有限公司

(第 00516 次委員

會議；89.12.6) 

行政院新聞局來函，表示民眾抗議，

經電話詢問需先交會費，取得會員資

格才可以索取報名簡章，此舉有藉廣

告誘使少女入會之嫌？ 

無違法 

2、新唐城有限電

視事業股份有限

公 司 （ 公 壹 字

0910011439 號；

91.11.22） 

寬頻上網服務以「好禮四選一」作為

主要招徠消費者之重要內容，但廣告

傳單上沒揭示需經核卡通過之重要

交易條件，足致消費者誤認。 

違反公平法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 

被處分人對所促銷寬頻上網之贈品廣告，未

充分揭露關於取得贈品之重要交易條件，有

致消費者誤認之虞，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3、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公參字

0910003126 號；

91.04.08） 

以「以打二分鐘送五分鐘」促銷廣告

之價格、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 

被處分人於「打二分鐘送五分鐘」促銷廣告

中，僅強調其加計各種條件之最優惠價格，

積極隱瞞此一優惠價格之多重適用限制，且

比較表格臚列與其他競爭對手撥打大陸、美

國之每分鐘電話資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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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諸行為足認被處分人於廣告中就系

爭服務之價格、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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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平洋崇光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

（ 公 參 字

910008317 號 ；

91.08.26） 

於九十年十一月九日至二十日舉辦

週年慶活動，於海報上刊載「週年慶

期間購物滿三萬元以上之顧客可憑

發票至十二樓活動會館兌換『餐飲禮

券』，在活動期間至指定餐廳消費使

用」等字樣，惟實際上該活動僅限於

當日發票滿三萬元以上，才能兌換餐

飲禮券，故涉有廣告不實。 

違反公平法二十一條第一項 

被處分人舉辦週年慶活動，於促銷廣告上就

該交易所附帶提供之贈品或贈獎等相關訊

息，以爭取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時，當負妥

為注意之義務，以確保廣告之真實。被處分

人於系爭廣告上就加贈餐飲券之限制條件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神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壹字

0910003298 號；

91.04.12） 

於九十年七月推出百萬現金促銷活

動，活動內容自九十年八月至十月，

將自符合資格之客戶資料中抽出得

獎人。後該公司雖分別按月抽出得獎

人，但同年九、十月之得獎人因已停

機而不符合該公司抽獎資格，惟依網

頁廣告文意，應於符合抽獎資格中抽

出得獎者，但該公司卻刻意將不符資

格者混充，且廣告宣稱「…喪失得獎

資格，原獎項累計至下個月一併抽

出」，表示一定會找到合乎得獎資格

者，並把獎金送出，但該公司表示只

有得獎人無法通知或沒有領獎，該程

序方予適用。 

違反公平法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被處分人舉辦贈獎活動，自應於廣告文宣充

分揭露其活動內容與贈獎限制等相關重要

資訊，且避免於事後無正當理由而自行變

更。被處分人於銷售「神乎奇機」商品暨提

供資訊服務之廣告上，未就贈獎促銷活動附

有條件、負擔或其他限制予以明示，及違反

舉辦者應對宣稱內容所負之履行義務，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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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裕隆汽車製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參 字

900035100 號 ；

90.07.31） 

1、銷售 SENTRA180 汽車廣告對商品

之內容、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並於 NISSAN 車系形象廣告

未充份揭露相關訊息，致消費者誤

SENTRA180 汽車經日本安全評鑑。 

2、SENTRA180 汽車廣告中援引資料來

自「日本運輸省和 OSA 國家汽車安全

及受害者援助組織」所編制八十九

「JNCAP 日本新車評估」，但該報告並

未包含 SENTRA180 之測試結果。 

3、被處分人 SENTRA180 汽車比較廣

告上，未揭露充份資訊，就競爭商品

之內容、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

為。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四條

1、被處分人之汽車實際上的未接受 OSA 撞

擊測試，亦未獲日本官方之安全認證，但卻

逕以上述文字及安全比較表刊登在各大報

紙、雜誌等媒體上，易使消費者誤該認系爭

車款曾接受 OSA 的撞擊測試，其安全性能

較安全比較表上之他廠牌汽車優越，足認被

處分人於廣告中就系爭車款之內容、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類此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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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成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 

7、味全食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公

參 字 812096003

號；89.4.21） 

八十八年七、八月因報紙刊登被處分

人為促銷商品，將舉辦抽獎送 2600

支手機，而購買商品依廣告所示，將

「抽獎憑證」寄往權威通訊公司抽

獎。 

惟其書面通知中獎人如廣告表示繳

交設定費、保證金、和信門號外，尚

有月租費限用 560 元，不得選定超值

200 型，且須使用一年以上，若未滿

約定期退門號，須補繳手機差額為

300 元，剩餘月份及已繳納之保證金

2400 元均沒入。 

違反公平法二十一條 

事業為達促銷目的所提供之贈品、贈獎等活

動，對消費者往往具有極大吸引力，而包括

該贈品、贈獎之優惠內容、期間、數量、方

式等限制及其他負擔，均屬交易上重要訊

息，而足以影響消費者交易與否之決定，故

事業就上揭重要訊息事項於廣告上應為具

體、明確之標示，倘有未載明部分訊息情

事，而致消費者誤認之虞者，其廣告即屬不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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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喬登有限公司

（ 公 參 字

8808548004 號；

89.04.08）        

於報紙刊登「暑期特惠專案」減肥廣

告，表示減肥只要 1999 元，卻在檢

舉人量過身高體重後，要求其支付

1999 元，表示是第一堂課費用，要求

再付 18000 元，要求檢舉人簽切結

書，若在一個月內減 10 公斤，則只

需交 3000 元之挑戰費，餘額全部退

還。 

違反公平法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

項 

本案被處分人於系爭廣告上表示： 「暑期

特惠專案： 減肥只要 1999 元，外加免費

減肥送給你。 」惟查實際則為一堂課程收

費 1999 元， 僅於優惠期間以參加之課程數

再贈送等值之課程，例如參加 10 堂之課程

另送 10 堂， 故 20 堂課程收費共計 1999

元× 10=19990 元，並非花費 1999 元即可

達到減肥之目的，故系爭廣告顯有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情事。 

9、中國信託商業

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 （ 公 參 字

8812692004 號；

89.05.15） 

於八十八年六月十一日在〈聯合報〉

上刊廣告表示，七月底前申請貸款，

可獲「達美樂外帶」之贈品，然檢舉

人於七月底已申請貸款，卻未獲贈

品。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

一項 

被處分人系爭廣告行為，就所提供貸款服務

之贈品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中國信託商業

銀行股份有限公

司 （ 公 參 字

8812692005 號；

89.09.05） 

於「天生家超值存款」廣告文宣上未

註明優惠條件限定適用於申請「活存

透支型」貸款者，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

一項 

本處分人未在「天生嬴家超值存款」套餐單

張雙面廣告、「中國信託理財手冊」廣告文

宣上註明限定貸款項目之優惠條件，為引人

錯誤之表示。 

11、家福股份有限

公司(第 00454 次

委 員 會 議 ：

89.06.23) 

於八十八年七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

六日，廣告刊物上所載之 CANON 相

機之機型，經查證為整理品，卻未於

DM 及賣場揭露該訊息。 

不予處分，但以「警示」方式處理，並協助

單一業者建置「自律規範」之首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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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屈臣氏百佳股

份有限公司（公參

字 0910003359

號；91.4.15） 

於廣告上宣稱「最低價保證」、「保證

日用品最便宜」，其保證與事實不

符，且未充份揭露「發現更便宜，退

你兩倍差價」之條件與限制等重要訊

息。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宣稱「最低價保證」、「保

證日用品最便宜」，其保證與事實不符，且

未充分揭露「發現更便宜，退你二倍差價」

之條件與限制等重要訊息，就商品之價格與

其條件及限制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 

13、統聯汽車客運

股份有限公司（公

參字 8909297005

號；90.07.26） 

於客運廣告上，明載『全年三六五天

一律』二○○元台北民權西路站→台

中朝馬站，惟檢舉人於民權西路站前

往台中，購票時卻被告知當日為例假

日，單程二五○元，來回四五○元，

與廣告的「『全年三六五天一律』二

○○元不符。」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被處分人於「『全年三六五天一律』二○○元

台北民權西路站→台中朝馬站」廣告上，於

廣告正面係強調「全年」、「三六五天」、「一

律」文字，並以顯著反白印刷，另「二○○

元」的大字，和「一律」併列，其所表示者

不僅具體肯定且並無除外條件，是以系爭廣

告就票價優惠專案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4、金鼎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公

參字 8904534011

號；90.08.02） 

經濟日報八十九年四月十一日二十

一版全十批廣告，由金鼎證券、萬泰

銀行、中興銀行、佳澍科技共同具名

刊登，「現在到金鼎證券、萬泰銀行

或中興銀行開戶，立即擁有超炫的任

e 門」廣告。 

但檢舉人聯絡，對方服務人員卻表示

除開戶外，要繳交一萬五千元保證

金，於三年內在金鼎證券買賣股票超

過三千萬元，或在某影音中心 DVD、

VCD 超過七百片，才將一萬五千元保

證金退還。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

系爭廣告上雖載有免費服務諮詢電話，但是

需要一般交易相對人（即消費者）與其接洽

後，才可得知此活動之重要資訊，而被處分

人即可因廣告所招徠之諮詢電話而增加消

費者與其交易之機會。因此，被處分人將廣

告活動所負責之資訊正確及透明化義務，轉

嫁為消費者所負擔，其乃於報紙上刊載虛偽

不實、引人錯誤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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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惠康百貨股份

有限公司（公參字

8713774003 號；

88.07.30） 

於八十一年十月及十一月共印製一

百三十二萬張「抽獎券」及十三萬張

「年曆卡」，並有中獎名單及中獎人

身份影本可稽，被處分人確有辦抽獎

活動。 

然檢舉人於十一月十七日至該公司

萬美店購物，距活動截止日還有二

日，被處分人雖可能因活動熱烈而抽

獎券告罄，然因補充抽獎券而非以

「抽獎券贈完」為由不發予消費者抽

獎券。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被處分人確有舉辦抽獎活動尚無疑問，惟被

處分人於海報中並未聲明「抽獎券送完為

止」。被處分人雖有可能因活動熱烈而抽獎

券告罄，惟被處分人自應注意活動期間顧客

反應情形及抽獎券發放數量而隨時補充抽

獎券，不應以「抽獎券贈完」為由而不發予

到店消費之顧客抽獎券。 

16、高峰股份有限

公 司 （ 公 參 字

51822 號 ；

82.06.04） 

散發之廣告傳單及新聞媒體廣告上

刊載「每人限購三件」，未將「不定

時供應」之性質充分表達。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被處分人刊登系爭廣告於「限購三件」及「不

定時供應」部分，但促銷活動長達一個月，

被處分人於發生供不應求的情況後，應該補

充貨源善盡補救，反而在未盡完善之補救措

施前，即自行調整購買數量；另外，被處分

人未對該「不定時」特賣活動之性質充分表

達，消費者經由上述廣告所得到之資訊，事

實上無法瞭解此項活動各分店之特價時間

不一。本案活動所以分時段，不定時點之供

應純係就各分店因應所在商圈之營業高潮

所為之考量，惟既未將不定時供應之特點於

廣告中明白表示，仍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情事。 

17、興農股份有限

公 司 （ 公 參 字

65003 號 ；

83.10.08） 

於店內張貼海報稱「只要購物滿三百

元就送您一份兒童日報」，然檢舉人

於活動期間購物金額超過三百元卻

未主動送報，經再三索取才以舊報搪

塞。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被處分人所準備之贈品數量顯然嚴重不

足，卻又加註「數量有限送完為止」之文字，

顯見企劃之初即無贈報之誠意；不但與消費

者由其所刊海報認為，只要購物滿三百元就

有受贈報紙之期待可能性有違，其故意隱瞞

報紙份數相當有限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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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恒昶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公參字

0910000850 號；

91.01.25） 

為促銷富士軟片，於電台廣告聲稱

「富士彩色沖一卷送一卷」，但消費

者赴富士軟片經銷商沖洗照片，該公

司卻聲稱無法配合此活動。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第一項

被處分人對具有招徠交易效果之贈品廣

告，未充分揭露關於取得贈品之重要限制條

件，有致消費者誤認之虞。 

19 萬客隆股份有

限公司（公參字

0910005938 號；

91.06.25） 

刊登特價廣告，宣稱 NOKIA3330 行

動電話僅售 3330 元，但檢舉人於該

活動第一天營業後二十分鐘至該公

司西門倉庫購買，該公司卻表示賣

完，且另稱公告每天只賣十支。 

但被處分人是在特價前一晚營業結

束受才公告，且廣告內表示無限量供

應。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被處分人事前雖已設定每日銷售限額，然在

廣告上卻僅以「所有促銷商品數量，以現場

供貨量為準」表示，並無明示每日之限定數

量，系爭廣告藉此吸引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

前往被處分人營業處所進行消費，對其他競

爭同業者而言，不無競爭倫理之非難性，未

符效能競爭原則，為足以影響公平競爭交易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20、萬客隆股份有

限公司（公參字

64464 號 ；

83.09.10） 

舉辦「新春吉祥，好運連連」贈獎活

動，廣告內容：「凡消費滿一九九四

元，即可獲得抽獎券乙張（可累計），

另可再參加好運連連（可累計）抽

獎：抽中三次號碼與發票後三碼相同

者，可獲贈與發票金額同額的現

金」。 

然消費者在萬客隆高雄店購七千餘

額物品，抽中三次號碼與發票後三碼

相同，該店卻僅給一九九四元。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依據廣告內容，將使一般消費者認知，抽中

玉獎應可獲得與發票金額同額之現金，檢舉

人之發票金額為七仟餘元，實際卻僅獲一九

九四元，對於購買者而言，其期待獲得之獎

額不可能實現，足以構成欺罔行為。 

綜合市場觀察與過去曾經引起爭議並提至公平會議決之隱藏式廣告，可發現以

下幾種現象類型： 

（一）促銷廣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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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案所針對的案件類型，涉及隱藏式廣告之問題案件有相當高的比例是

發生在所謂的促銷廣告中（二十件案件中時效性活動占十七件，其中，涉及贈品促

銷者計有六件；價格促銷者五件；抽獎促銷者四件）。由於促銷活動乃是在有限的時

效之內以產品額外的誘因來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因此對於如何獲取這額外利益

變成了廣告訊息最重要的部分，消費者便是藉由廣告資訊的評估來決定買或不買以

及買多少等決策。 

（二）資訊不正確 

當廣告提供片面或者不正確的資訊，導致消費者誤用或無法使用產品，即構成

廣告的「錯誤呈現」。錯誤呈現可分為幾種情況：有意欺騙的錯誤呈現，在廣告主有

心欺瞞消費者時發生；疏忽致使的錯誤呈現，廣告主可能無心欺騙，卻因過失、疏

忽，造成消費者的困惑；無辜的錯誤呈現，雖然廣告主的出發點不在欺騙消費者，

消費者卻依然為廣告所騙（Fred W. Morgan & Jeffery J. Stoltman,1997）。無論資訊不

正確的動機為何，假如廣告呈現出錯誤資訊，而此資訊正是促使消費者購買之要因，

則廣告主難辭其咎。因此，屬於資訊不正確類型的廣告，非惡性意圖明顯即操作專

業度甚低，比例上應較為罕見。 

（三）資訊不充分 

最後，幾乎所有問題廣告的爭議都屬於資訊不完整、不明顯或不被理解等情

況。在資訊不完整的部分，多半是業者以較高優惠條件以偏概全，引起消費者的誤

認，或是所謂的「但書」條款未完全交代清楚，雖然在某些個案的廣告中有載明「詳

情請見 . . . 」，但廣告中所載之優惠已在消費者閱讀該則廣告之時便已引起興趣與

慾望，亦即，造成錯誤的認知。 

第二節 廣告學觀點之分析與檢討 

為使本研究計畫之執行成果貼近廣告學理與實務，本研究計畫進行過程，針對

國內廣告學者及廣告代理業者，進行實證調查，以瞭解廣告學者及實務對公平會處

分個案之看法（訪談摘要及訪談紀錄詳見「附錄一」、「附錄二」）。 

綜合廣告學理論及實證調查結果，本研究根據傳播之階層理論 AIDA Model

（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Action）作出以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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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廣告資訊正確充分與否之判斷 

一、訊息呈現程度是否可被消費者注意？ 

為了精確估計各類「比較式廣告」所可能產生的誤導效果，Michael J. Barone, 

Randall L. Rose, Paul W. Miniard, and Kenneth C Manning（1999）曾提出一套為假設

架構，指引發展測量機制；同理，假若廣告中優惠取得條款之字體級數會影響訊息

是否可被注意，或可研究訂定但書字級之規範標準。但總括而言，多數受訪者仍以

為，在文案的級數大小上「不一定要規定一定的標準，而是要以讓消費者可以清楚

看到為原則」。 

二、所呈現之訊息是否可被消費者所理解？ 

為了引起消費者的注意、興趣與慾望，廣告透過創意的包裝使用一些文字與視

覺噱頭原是無可厚非的廣告本質，然而，消費者是否能分辨創意的誇張性，還是信

以為真。 

為了解消費者的理解度，廣告廠商應該在廣告播出之前先做過「前測」，以瞭

解消費者是否能清楚理解廣告所要傳達的訊息，若是廣告出了問題，廣告前測的資

料也可以被當做是一個參考標準。Michael J. Barone, Randall L. Rose, Paul W. Miniard, 

and Kenneth C Manning（1999）認為，假若判斷一件廣告是否會誤導消費者有賴於

廣告文案，則測試中使用的測量機制的敏感度便極為重要。 

三、所呈現之訊息是否充分？未呈現之訊息是否重要？是否促進或降低

購買慾望？ 

取得優惠的限制條款若太多，又在廣告中以明顯位置與級數披露，勢必會降低

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如果業者因此規避在廣告媒體上說明，可推論該廣告之動機可

疑，有隱藏必要資訊之嫌疑，可能是有問題的。（若是限制條款有限，如：只有一、

兩項，則相對之下，該廣告的問題應該不大） 。 

此外，凡屬促銷性質之廣告，則取得該促銷優惠之條件皆屬於重要訊息，其中，

涉及「限時」或「限量」之活動期限與限量說明當屬影響購買決策之必要資訊，必

須標示清楚（如：太平洋崇光百貨週年慶案，購物滿額換贈品活動限當日發票，民

91；高峰量飯店每日一物為不定時限量供應，民 82 等）。而凡屬於「事件」型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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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告知（如菲夢絲廣告代言人徵選活動，民 89），若產品購買為參與活動之必要條

件時，亦屬重要資訊而應標示清楚。當廣告所載優惠取得條款已為業界普遍手法，

並為消費者所熟悉時（如贈送手機必須搭配門號），雖然其重要性較低，至少仍需提

供消費者一個可了解詳情的引導（如：詳情請洽門市公告、某網址、消費者免付費

電話等）。 

最後，在零售廣告或零售促銷的部分，由於賣場乃是消費者在購買前的最後一

道資訊防線，賣場溝通務必詳盡清楚，此時，所有取得廣告優惠之必要條件均應於

明顯位置傳達。 

四、消費者之誤購所造成之機會成本與精神成本為何？ 

如前所述，關心度愈高的資訊蒐集與購買行為，其誤購的風險相對越高。在評

估消費者因某隱藏式廣告行為所遭受的損失部分，應從三方面考量：（1）消費者花

費的金額（所花費金額越高，損失越大）；（2）其他機會成本（如：品牌轉換、所花

費的時間、配合購買限制所付出的代價等等），廣告如果促使一位原本並不考慮該產

品的消費者產生購買行為，甚至轉換試用，其相對機會成本則遠大於另一位原本便

使用該產品並（即便在無優惠情形下）已具有購買習慣的消費者；（3）精神上的傷

害（被欺騙之感覺、憤怨不平的情緒等），來判斷消費者對於該廣告行為所付出的成

本。 

整體而言，關心度愈高的消費（如：高價位商品、有關自我形象連結之商品、

複雜性較高之商品）消費者所付出之整體成本越高；此外，在促銷活動中，產品之

外的誘因取得越複雜或花費時間越多（如：使用折價券、集點累積等），則消費者之

涉入度又遠較立即取得（如：賣場降價、刮刮樂等）來的高。凡此種種都可作為評

判消費權益的指標。 

回答上述問題的唯一途徑便是詢問消費者意見。然而，此處所指之消費者並非

一般大眾，乃針對特定對象而言；一種特定對象之詮釋為「廣告商品之目標對象」，

另外亦可從「廣告媒體受播閱聽人」解釋。至於在所謂的特定對象之中，訊息被誤

解的程度如何，才算超出可接受範圍？根據學者 Jeff I. Richards（1990）的看法，如

若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消費者都受到某項廣告的誤導，便代表該廣告是一誤導性廣

告。國內並無類似研究或提議，故而並無任何基準（benchmark）可供參考。 

也因為廣告訊息被接受的程度應以目標對象的角度評判，為避免紛爭，業者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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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告刊播之前，透過廣告文案測試（Copy test）來確保訊息之注目程度、理解程

度。雖然國內執行廣告前測之比例相當低，但當有爭議案件出現時，業者若能出示

由具有公信力的第三機構執行之前測資料，以示其善盡告知之責，或可得到較為正

面考量。 

五、未呈現之訊息是否為常理之下消費者可判斷之條件（ logical 

inference）？ 

當版面或時間不足而未披露部分資訊原是廣告選擇性訊息的本質，而一般選擇

未被披露的部分常常是業者認為不重要，或依常理判斷，消費者有能力自行判斷的

部分。在廣告行為中，未被披露的資訊是否為常理可以由「是否為業界之常態手法？」

著手：舉例而言，活動贈送手機是否需要搭配辦理門號，是否為業界之「常態」手

法，可以由資料蒐集來判斷，除此之外，也可以從廣告代理與其他業者的經驗中得

知，若某一行為是經常性的手法，在市場上已屢見不鮮，可推論特定消費群已被重

複教育過，此行為就應該是一種常態，而非惡意隱瞞欺騙的隱藏式廣告。 

貳、與廣告資訊正確充分無直接關連之因素 

一、廣告主或廣告代理業者之動機與意圖 

由學界與業界的觀點可知，雙方均表示若廠商真有誠意要將商品以優惠的方式

傳遞給消費者，就應該把優惠的條件清楚地在廣告上標明，因此「廠商的意圖是否

不良？」，亦即，是否刻意隱瞞以欺罔消費者，或從事惡性競爭以傷害競爭對手，皆

曾在訪談之中受到受訪者的關注。 

當廣告提供片面或者不正確的資訊，使消費者誤用或無法使用產品，即構成廣

告的「錯誤呈現」。錯誤呈現可分為幾種情況：有意欺騙的錯誤呈現，在廣告主有心

欺瞞消費者時發生；疏忽致使的錯誤呈現，廣告主可能無心欺騙，卻因過失、疏忽，

造成消費者的困惑；無辜的錯誤呈現，雖然廣告主的出發點不在欺騙消費者，消費

者卻依然為廣告所騙。在有意欺騙的錯誤呈現裡有個重要難題，便是如何得知廣告

主的動機。 

由於難以舉證的緣故，美國在過去的十八年，並沒有任何一樁成功的「疏忽」

指控成立（Fred W. Morgan＆Jeffery J. Stoltman,1997）。由於在廠商意圖方面，第三

者並無法直接證明其是否為惡意，所以不能從廠商是否有意圖去欺瞞消費者進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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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而是要從事件的結果與影響是否造成損失來判斷。 

二、不同媒體別規範標準  

關於媒體影響力的部分，不同媒體所產生的影響的確會不同。一方面，愈大眾

的媒體其影響層面的確較大，但就另一方面來說，特定而小眾的媒體影響可能更為

深遠，舉其中一位學者所言：「我相信愈大的媒體效果愈大，但是就特別的媒體效果

而言，事實未必如此，例如說打火機上的廣告、汽車擋風玻璃前夾的不實廣告單張

等等，它是小媒體但影響效果卻很大」。 

因此，在規範時不需要因不同媒體別而有不同的標準，畢竟，無論是大眾或小

眾媒體，廣告揭露或告知的基本義務都是一樣的，與其以媒體別作過度細節化的規

範，不如採取基本原則性規範，尤其隨著科技的精進，越來越多新興媒體加入廣告

販售的行列，也導致舊有媒體的特性與對象逐漸更替，媒體別劃分的界線在實務操

作面將愈形困難（如：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之屬性究竟相同或相異？），如果法規仍

依循媒體別制定，恐會導致法規落入疲於追趕市場變遷之苦。 

三、字級規範 

關於「但書」字級的大小，大部分受訪者都表示沒有一定規範的標準，雖然其

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可以參考香煙「吸菸有害健康」的字體級數大小，因為此標準

是受過測試的，但包裝上字級與廣告上字級不同，前者的對象顯然是已經購買產品

之人，而後者所接觸的層面更為廣泛。此外，字級大小僅僅是諸多決定訊息是否被

看到的因素之一，其他影響變數，舉例而言，尚包括字型的清晰度、顏色的視覺效

果、披露的位置等等。尤其在平面廣告上，假使文字說明過多，極可能造成整體被

讀者略過，不被閱讀的可能。 

參、其他執法相關事項檢討 

一、公平會處分 

在處分上，一般而言，罰鍰處分對企業無法產生不當廣告行為的遏止作用，受

訪者均表示，目前公平會的處分過輕，廠商根本無關痛癢。廣告業者均認為廠商，

尤其是大型具有品牌知名度的廣告主，重視形象遠勝於罰鍰的金額，因此，如能同

時將受罰廠商名單廣為告知，將是更嚴厲的處分，一位廣告業者並表示，既然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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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業者，就「應該要做到業者會覺得痛」。 

同時，二位受訪者均建議，罰鍰的金額應該參照該廣告活動當初所刊載的媒體

量來決定金額的高低，亦即，依媒體量制定一定比例的罰鍰，因為「理論上它投入

媒體金額愈高，表示它的傳播效益就愈大，它若傳播的是一個錯誤的訊息，那要更

正一個錯誤的訊息當然也是要花費愈大的金額」，且可以參考美國一些案例，處分刊

播不實廣告的廠商，依該廣告活動的媒體費用比例，在相同的媒體上，再刊登更正

廣告（Corrective Ads）。 

二、廣告代理商的角色 

廣告業者與學者皆相信，大型廣告代理商，尤其是 4A（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y，以下簡稱 4A）的成員，一般都會自律，不會故意去做誤導消費

者的廣告，絕大多數有問題的廣告都屬於廣告主自行處理的情況，不會是大型綜合

廣告代理商所為。 

關於此點，雖然相關學者認為廣告代理商都有法律顧問，會諮詢法律顧問的意

見，以避免觸法，但廣告業者卻表示，雖然有法律顧問，但法律顧問不會參與廣告

的製作過程，一般廣告在推出去之前也並無法律諮詢的程序，真正經手廣告作業的

人未必瞭解相關法規。但同樣的，三位本身就服務於 4A 會員代理商的受訪者均表

示，廣告代理商一方面要維護客戶的商譽，一方面也要顧及本身的口碑，即便會刻

意制定吸引人的廣告標題，但絕對不會刻意鋌而走險。 

三、宣導 

在提供關於處分的意見時，多數受訪者也同時提出「非經濟處分」方案，亦即，

以宣導的方式教育消費者、與廣告代理商溝通，並讓從事不當廣告之廠商付出形象

與聲譽之代價。 

在消費者的部分，主管機關或可結合媒體主動發佈訊息，讓一般大眾知道屢次

製作不實廣告並受罰的廠商名單，以透過消費者覺醒的力量來制衡不肖廠商的不當

推廣作為；在廣告代理商部分，4A 為目前台灣最具公信力之廣告代理商組織，主管

機關或可與 4A 結合，常態性的在 4A 相關會議或活動上提供近期廣告相關案例之資

訊，以供 4A 會員借鏡；此外，亦可考慮於廣告專業期刊（如：動腦雜誌、廣告雜

誌）上闢法務專欄，定期公佈、說明並分析個案，以擴大宣導的普及度與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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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規範與建議 

第一節 國外法令實務與廣告學及實證之處理態度 

綜合先進國家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規範及實務個案、廣告學原

理及實證訪查可知，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對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規

範，仍回歸適用不公平競爭相關法令所確立之不實廣告禁止原則及適法性判斷標

準。亦即：廣告必需真實、不能欺罔；廣告中之實質上重要資訊若會引起錯誤者，

極可能構成不實廣告或引人錯誤廣告；所謂實質上重要資訊，係指該等廣告資訊

及內容，會影響消費者之交易決定。據此，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廣告，是否

構成不實廣告，其具體判斷重點為： 

（1）所隱藏的條件、限制及負擔，其「內容」是否為實質上的重要資訊，亦即

所呈現訊息是否促進或降低消費者之交易決定或慾望。該等實質上的重要

訊息包括：商品或服務之重要特點；保證條件；價格、關於價格計算方式

或特別優惠價格之內容；所購買商品需額外負擔的服務、配件、零件或修

繕；消費者的權利或應面對之風險。 

（2）條件、限制或負擔在廣告中之「揭露」或「呈現方式」是否妥當，亦即訊

息呈現程度是否被消費者注意、是否為消費者所理解、是否為常理下消費

者可判斷之條件。對此之判斷，必須從條件、限制或負擔之揭露方式（諸

如字體大小）及揭露位置判斷；另外，廣告訊息接受者為何（諸如智力、

受教育程度）、在何種狀況下獲悉此等訊息（諸如快速閱讀、能否一眼獲

悉重要訊息），亦為重要判斷標準。對此，歐盟及德國法院實務特別重視

市場調查結果，亦即以市場調查方式判斷條件、負擔或限制揭露或呈現方

式之妥適性。 

（3）消費者對於該條件、限制或負擔所應承受的不利益，是否異於通常的交易

內容。對此，應一併考量消費者誤購或對於消費者所造成之機會成本及精

神成本。另外，事業為了促進商品或服務交易，不免透過廣告凸顯自己商

品、服務、交易條件之優點；該等廣告或標示對於競爭秩序往往會產生一

定程度的影響。因此，在競爭秩序維護及消費者保護架構下，事業所為之

廣告或標示行為不得違反真實原則。 

關於廣告附條件、限制或負擔之不同媒體別規範問題，參酌先進國家立法，

並未就不同媒體採取不同的規範標準；從廣告學理論及實證調查結果亦顯示，不

宜就不同媒體訂定不同的規範標準，蓋無論是大眾或小眾媒體，廣告揭露及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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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務乃相同的；此外，隨著科技進步，有越來越多的新興媒體加入廣告服務業，

以媒體別劃分廣告應盡之揭露義務，恐會越來越困難。與其以媒體別做過度細節

化的規範，不如採取基本原則性規範。 

關於廣告所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字體大小要求，從國外立法、廣告學理

論及實務來看，並無法具體指出條件、限制或負擔應以何等字級大小呈現，其呈

現方式仍應在個案時，從廣告整體判斷之，亦即回歸判斷其揭露及呈現方式之妥

適性。經廣告實證調查顯示，主管機關不宜訂定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字級大小，

一旦訂定之，廣告代理業者可能透過顏色對比呈現方式規避法令要求，例如：條

件、限制或負擔之字級大小符合法令要求，但透過顏色對比方式，使得條件、限

制或負擔之文字內容不易閱讀或理解。 

最後，主管機關或可調整不實廣告之處分或處罰方式，以收真正的嚇阻效

果。對於大型、知名的廣告主而言，重視形象遠勝於罰鍰金額。另外，罰鍰額度

似以與該廣告投入媒體金額成正比關係，亦即應以不實廣告之媒體費用一定比

例，刊登更正廣告。主管機關除了在不實廣告發生後糾正、處罰廣告主外，透過

4A、廣告代理業者同業組織、廣告專業期刊等加強宣導，避免同類型不實廣告

發生，乃防範於未然之重要作法。 

第二節  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適法性判斷標準 

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廣告案件，是否構成公平法關於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廣告規定之違反，建議主管機關之具體適法性判斷標準，綜合彙整如下。 

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廣告之適法性判斷標準： 

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廣告之適法性

判斷標準及重點 

說明 

一、廣告中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

擔內容，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 

1、 是否促進或降低消費者之交

易決定或慾望 

 

2、 是否影響消費者依據交易契

約提出申訴、撤銷或退回商品

 

 

1、廣告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若為影

響消費者交易決定或慾望之關鍵所在，該

等訊息即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其揭露即

有其重要性。 

2、廣告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若為影

響消費者依據交易契約提出申訴、撤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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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關於商品或服務之重要

特點 

 

 

 

 

 

 

 

 

 

 

 

退回商品，即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 

（1） 例如：日本公平會關於英語會話

補習班課程廣告之指導，認為消

費者對於補習課程之解約條件

行使（原則上不可解約、解約應

支付高額違約金）乃實質上之重

要資訊，廣告中並未充分揭露。

（2）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九十一年關

於屈臣氏最低價及退貨保證廣

告處分，認定消費者主張退貨之

條件（應持發票與其他商品廣告

或 DM，且限於同一縣市）並未

於廣告中充分揭露，乃引人錯誤

廣告，構成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之

違反。 

3、關於商品或服務之重要特點：商品或服務

是否限量供應、購買之優點與風險、售後

服務、申訴處理、商品零配件及修繕服務。

（1） 例如：歐體 Nissan 汽車促銷廣告

案，所銷售汽車之基本配備內

容、維修服務廠商，乃消費者決

定購買涉案汽車與否之重要因

素。 

（2） 例如：日本公平會對於英語補習

班廣告之指導，認定師資為日本

人或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乃重

要交易條件。 

（3）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九十一年所

處分之新唐城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案，認定該公司之贈品廣

告，並未揭露贈品取得之必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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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關於商品或服務價格、價

格計算方式或特別優惠價格

之內容 

 

 

 

 

 

 

 

 

 

 

 

 

 

 

件（核卡通過），其乃關於服務

之重要條件，因而該廣告構成公

平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4）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九十年關於

Nissan 汽車廣告案，認定部份汽

車測試結果乃關於汽車功能、性

能之重要訊息，廣告中對於該等

條件之資訊揭露有誤，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構成公平法第二十一

條及第二十四條之違反。 

4、關於商品或服務價格、價格計算方式或特

別優惠價格之內容： 

（1） A 及 B 商品必須同時購買始能

享有優惠者，A 及 B 商品之購買

總價必須揭露。 

（2） 例如：德國聯邦民事法院關於手

機廣告案，免費手機必須搭配電

信公司之門號，關於該電信首次

線路費、每單位通話費、每月最

低通話費及最低簽約年限等內

容。 

（3）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九十一年之

中華電信價格促銷廣告，認定廣

告中未揭露享有價格優惠之條

件及限制，構成引人錯誤，乃公

平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4）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九十年關於

統聯汽車優惠票價廣告處分

案，認定廣告中載明「全年三六

五天一律」享有優惠，但實際上

不包含例假日。關於享有優惠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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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否關於購買商品或服務額

外負擔之服務、配件、零件或

修繕 

 

 

6、 是否關於消費者享有優惠所

需面對的權利或風險 

 

 

 

 

 

 

 

 

 

 

 

7、 是否為影響消費者做成交易

決定之其他重要因素 

車條件廣告中並未揭露，構成公

平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5、關於購買商品或服務額外負擔之服務、配

件、零件或修繕：例如免費購買手機所搭

配門號之首次線路費、每單位通話費、每

月最低通話費及最低簽約年限等內容；低

價購買或租賃電腦設備必須負擔之條件。

6、關於消費者享有優惠所需面對的權利或

風險： 

（1） 例如以信用卡方式低價購買 A

商品，雖可免費試用 B 商品，但

試用期後若未主動終止 B 商品

試用，則會以信用卡支付 B 商品

之買賣價金。 

（2） 我國公平會於民國八十九年之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手

機抽獎廣告處分案，認定本案中

獎人雖可免費獲得手機，但必須

搭配特定電信公司門號、設定

費、使用費及保證金，消費者搭

配該等門號所需負擔費用及條

件內容，並未於廣告中揭露，構

成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7、諸如廣告內容及其隱藏之條件、負擔或限

制若屬不正確的資訊，無論資訊不正確的

動機為何、因故意或過失而致廣告資訊不

正確，只要是廣告呈現錯誤資訊，而此資

訊是促使消費者購買之要因，則廣告主難

辭其咎，該等廣告行為即構成公平法第二

十一條之虛偽不實廣告。 

（1） 廣告中聲稱商品具有醫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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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但未充分揭露科學實驗

或根據之具體內容，會被認

定不具有科學上的事實根

據，係屬資訊不正確廣告。

（2） 美國 Kevin Trudeau、Robert 

Barefoot、Shop America 之不

實廣告案，廣告主聲稱珊瑚

鈣維他命之治療及預防癌

症、心血管疾病效果、含鈣

量係屬不實。 

（3） 公平會於民國九十一年關於

太平洋崇光百貨週年慶免費

餐飲禮券贈送廣告案，廣告

主在印刷物漏印「當日」消

費滿一定金額之要件，因而

該廣告訊息乃錯誤，廣告主

事後在百貨公司會場所張貼

海報雖有「當日」二字，雖

屬正確的資訊，但無礙先前

之廣告印刷物乃錯誤訊息，

已該當不實廣告。 

二、廣告中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

擔雖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但不以

明確揭露為必要，惟應符合下列之

要件 

1、廣告主必須舉證，該實質上的重

要資訊不以明確揭露為必要 

 

2、廣告中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

擔內容，已為廣告實務常態 

 

 

 

 

 

1、廣告所隱藏的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雖

屬實質上的重要資訊，惟是否為廣告實務

常態，應由個案之廣告主舉證。 

2、未呈現之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已為廣告

實務常態：例如：因長期廣告實務結果，

低價手機搭配門號已為消費者所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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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呈現之條件、限制或負擔，為

常理下消費者可判斷 
3、未呈現之條件、限制或負擔，為常理下消

費者可判斷：應考量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複

雜性、專業性是否已為一般消費者所知悉

或判斷。 

三、廣告中有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

內容，但其揭露或呈現方式並不妥

當 

1、 是否有將實質上的重要資訊

充分揭露 

 

 

 

 

2、 條件、限制或負擔之揭露位置

是否妥當 

 

3、 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之顏色

對比或字體大小是否妥當 

 

 

 

4、 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是否為

清楚、易讀及易懂 

 

 

 

5、 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之文字

描述或字句用辭，是否為常理

 

 

1、關於充分揭露實質上的重要資訊：由德國

聯邦民事法院對於手機及電信優惠廣告

案可知，廣告中雖以適當方式揭露部份重

要的條件、限制或負擔，但並未完全揭露

實質上的重要資訊（諸如手機搭配門號之

最低簽約年限、每月最低通話費），亦構

成引人錯誤廣告。 

2、關於條件、限制或負擔之揭露位置：例如

從美國、德國及日本之實務個案可知，條

件、限制或負擔之揭露位置不得太遠離優

惠條件，最好應緊鄰優惠條件。 

3、關於條件、限制或負擔之顏色或字體大

小：廣告中雖有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

但該等內容所呈現之顏色對比，若與底色

過於接近，消費者在一眼閱讀廣告時無法

辨識，亦不屬適當的揭露。 

4、關於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之清楚、易讀

及易懂：消費者在一眼讀取廣告優惠條件

同時，其條件、限制或負擔亦應以清楚、

易讀及易懂方式呈現。例如：廣告雖有完

全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但所使用文字

過多，以致消費者不易閱讀。 

5、關於常理下消費者智力及年齡所能理解

之條件、限制或負擔：條件、限制或負擔

之呈現字體大小、文字描述方式或字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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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消費者智力及年齡所能理

解 

 

 

 

 

 

 

 

6、 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廣

告，是否涉及高價商品或服務

辭，應符合廣告目標客體之智力及年齡。

（1） 例如：日本關於安養院廣告案，

因其條件、限制或負擔內容之揭

露方式難以符合廣告目標客體

（老人）之理解程度。 

（2） 再者，廣告目標若為孩童，其文

字描述及廣告用詞，不得過於艱

澀、困難。 

6、關於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價格高低：美國

FTC 在電腦、網際網路撥接交易廣告表

示，由於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價格甚高，廣

告中若未充分揭露條件、限制或負擔內

容，對於消費者影響甚鉅，不論是消費者

之實際支出成本或交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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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廣告、不實廣告、不公平競爭 

 

本研究計畫主要在研究「公平交易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行為之規

範」。不僅從公平法、傳播、廣告及行銷學理論之觀點，研究廣告隱藏條件、負

擔或限制涉及不公平競爭問題，並對於實務之具體問題加以探討。特別是在於參

酌相關國際規範與其他國家，美國、歐體、德國、日本之競爭法規範與實務見解

後，瞭解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不實廣告問題在該等國家之適法性判斷。 

綜合先進國家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規範及實務個案、廣告學原

理及實證訪查可知，美國、歐盟、德國及日本對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規

範，仍回歸適用不公平競爭相關法令所確立之不實廣告禁止原則及適法性判斷標

準。亦即：廣告必需真實、不能欺罔；廣告中之實質上重要資訊若會引起錯誤者，

極可能構成不實廣告或引人錯誤廣告；所謂實質上重要資訊，係指該等廣告資訊

及內容，會影響消費者之交易決定。據此，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廣告，是否

構成不實廣告，其具體判斷重點為： 

（1）所隱藏的條件、限制及負擔，其「內容」是否為實質上的重要資訊，亦即

所呈現訊息是否促進或降低消費者之交易決定或慾望。該等實質上的重要

訊息包括：商品或服務之重要特點；保證條件；價格、關於價格計算方式

或特別優惠價格之內容；所購買商品需額外負擔的服務、配件、零件或修

繕；消費者的權利或應面對之風險。 

（2）條件、限制或負擔在廣告中之「揭露」或「呈現方式」是否妥當，亦即訊

息呈現程度是否被消費者注意、是否為消費者所理解、是否為常理下消費

者可判斷之條件。對此之判斷，必須從條件、限制或負擔之揭露方式（諸

如字體大小）及揭露位置判斷；另外，廣告訊息接受者為何（諸如智力、

受教育程度）、在何種狀況下獲悉此等訊息（諸如快速閱讀、能否一眼獲

悉重要訊息），亦為重要判斷標準。對此，歐盟及德國法院實務特別重視

市場調查結果，亦即以市場調查方式判斷條件、負擔或限制揭露或呈現方

式之妥適性。 

（3）消費者對於該條件、限制或負擔所應承受的不利益，是否異於通常的交易

內容。對此，應一併考量消費者誤購或對於消費者所造成之機會成本及精

神成本。另外，事業為了促進商品或服務交易，不免透過廣告凸顯自己商

品、服務、交易條件之優點；該等廣告或標示對於競爭秩序往往會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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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度的影響。因此，在競爭秩序維護及消費者保護架構下，事業所為之

廣告或標示行為不得違反真實原則。 

關於廣告附條件、限制或負擔之不同媒體別規範問題，參酌先進國家立法，

並未就不同媒體採取不同的規範標準；從廣告學理論及實證調查結果亦顯示，不

宜就不同媒體訂定不同的規範標準，蓋無論是大眾或小眾媒體，廣告揭露及告知

之義務乃相同的；此外，隨著科技進步，有越來越多的新興媒體加入廣告服務業，

以媒體別劃分廣告應盡之揭露義務，恐會越來越困難。與其以媒體別做過度細節

化的規範，不如採取基本原則性規範。 

關於廣告所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字體大小要求，從國外立法、廣告學理

論及實務來看，並無法具體指出條件、限制或負擔應以何等字級大小呈現，其呈

現方式仍應在個案時，從廣告整體判斷之，亦即回歸判斷其揭露及呈現方式之妥

適性。經廣告實證調查顯示，主管機關不宜訂定條件、限制或負擔之字級大小，

一旦訂定之，廣告代理業者可能透過顏色對比呈現方式規避法令要求，例如：條

件、限制或負擔之字級大小符合法令要求，但透過顏色對比方式，使得條件、限

制或負擔之文字內容不易閱讀或理解。 

最後，主管機關或可調整不實廣告之處分或處罰方式，以收真正的嚇阻效

果。對於大型、知名的廣告主而言，重視形象遠勝於罰鍰金額。另外，罰鍰額度

似以與該廣告投入媒體金額成正比關係，亦即應以不實廣告之媒體費用一定比

例，刊登更正廣告。主管機關除了在不實廣告發生後糾正、處罰廣告主外，透過

4A、廣告代理業者同業組織、廣告專業期刊等加強宣導，避免同類型不實廣告

發生，乃防範於未然之重要作法。 

經由比較法研究可知，美國、歐體及德國近年來均透過法院實務或明訂處理

原則、修改法令等方式，明確規範不實廣告、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行為。

據此，本文乃彙整國外立法實務，提出公平會適法性之基準與判斷標準，以為未

來之執法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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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omit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 

under the Fair Trade Law  

Key Words: advertisement、misleading advertising 、unfair competition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omit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 under the Fair Trade Law.  Not only a theoretical study of Fair Trade Law, 

mass media, advertisement and marketing, but also a study on some issues occurred from 

practice will be conducted.  Regulations and the Fair Trade practices, in the U.S.A., EU, 

Germany and Japan, on advertising omit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 have been 

thorough studied.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do research on these issue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ome conditions and terms are important on the 

consumer side. The consumers need to know some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aracter, discount, selling for free, satisfaction money-back guarantee, returning the 

unused portion of a product or restricting the offer to a specific time period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 Any material limitations, conditions and terms should be made clearly and 

fully at the advertisement. Cross-border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the U.S.A., EU and Germany are enacting and drafting guidelines for the 

misleading advertising and advertising omitting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 This 

study summarizes certain appropriate guidelines and legal advices for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deal with advertising omit important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 

  105



 

參考文獻 

一、中文  

王銘勇，公平交易法不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限，第六屆競爭政策與公平法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何之邁，公平交易法實論（修訂版），二００二年 

林東昌，公平交易委員會對不實廣告之規範，萬國法律，一九九九年 

陳櫻琴，不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犯罪」之省思，中原財經法學，二

００二年 

須文蔚，不實廣告管制社會科學化之研究—以公平交易法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 

黃茂榮，藥品之不實廣告，公平交易季刊第 10 卷第 3 期 

黃銘傑，公平交易委員會廣告規制改革之試論—以自律規範之建構為中心，收錄於

「新世紀經濟法制之建構與挑戰」（二００二） 

廖義男，公平交易法之釋論與實務，第一冊，一九九九年 

廖義男，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易法關於廣告與標示規範之競合，律師通訊，一九

九期 

劉華美，最高行政法院有關不實廣告之裁判之評析，台北大學法學論叢，第五十一

期，二００二年 

趙義隆、祝鳳岡、謝杞森，比較廣告資訊揭露完整程度與不正競爭相關問題研究，

公平會九十一年度合作研究報告九，二００二年 

劉孔中，論欺罔與虛偽不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易季刊第 8 卷第 2 期 

鄭優等，公平交易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植根雜誌，一九九九

年 

羅明宏，論不實廣告之判別準則—從消費者角度觀察，公平交易季刊第 2 卷第 2 期 

  106



 

周德旺，論美國廣告管制的發展，美國月刊，一九九二年 

 

二、英文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84/450/EEC, 97/7/EC and 98/27/EC, the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COM (2003) 356 final, 2003/0134 (COD), SEC (2003) 724, Brussels, 

18.6.2003 

A. Brooke Overb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nsumer Law,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01.11 

Pappalardo, J. K., The Role of Consumer Research in Evaluating Deception: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Antitrust Law Journal, 65, 1997 

Schricker, G., Law and Practice Relating to Misleading Advertising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Copyright Law, 21 (5), 1990 

Rotfeld, H. J. & Parsons, P. R., Self-regulation and Magazine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19 (4), 1990 

Preston, I. L., Extrinsic evidence in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eceptiveness Cases, 

Columbia Business Law Review, 3, 1987 

Richards, J. I. & Preston, I. L., Auantitative Research: A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fot 

FTC Advertising Regulation, Oklahoma Law Review, 40 (4), 1987 

Sullivan, E. T. & Marks, B.A., The FTC’s Deceptive Advertising Policy: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regon Law Review, 64(4), 1986 

Preston, I. L., Data-free at the FTC ? How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ecides 

Whether Extrinsic Evidence of Deceptiveness is Required, 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24, 1986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107

http://140.119.115.1/search*chi/aUnited+States.+Congress.+Senate.+Committee+on+Commerce%2C+Science%2C+and+Transportation/aunited+states+congress+senate+committee+on+commerce+science+and+transportation/-5,-1,0,B/browse


 

Fraud : targeting America's seniors :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Six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August 4, 1999

Fear of Persuas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Advertising and Regulation, 1997 

Wright, Linda Berns, A gaps analysis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advertising processing and deceptive advertising, 1996

Petty, R. D., The Impact of Advertising Law o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1992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Regulatio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 the 1990s, 

1990 

Advertising and Commercial Speech: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Laws and Regulations, 

1990 

Richards, Jef I, Deceptive advertising : behavioral study of a legal concept, 1990

Robertson G. & Nicol, A. G. L., Media Law: The Rights of Journalist and Broadcasters, 

1990 

Advertising Self-Regulation and Outside Participation: A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 

1988 

European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Supranational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87 

Voluntary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87 

Distribution,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Counseling in the Reagan Era: Antitrust/Trade 

Practices Update, 1983 

 

三、德文 

Modern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chts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aofu der 

  108

http://140.119.115.1/search*chi/aRichards%2C+Jef+I/arichards+jef+i/-5,-1,0,B/browse


 

Grundlage einerEuropaeisierung des Wettbewerbsrechts, 15. Juni 2001 

Volker 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6. Auflage, 2002 

Ingo Westermann, Bekaempfung irrefuehrender Werbung ohne demoskopische 

Gutachten, GRUR 2002, Heft 5, 405 

Mattias Johannes Nordmann, Neuere Entwicklungen im Recht der vergleichenden 

Werbung, GRUR Int. 2002, 297 

Hans W. Micklitz, Juergen Kessler, Europaeisches Lauterkeitsrecht, Dogmatische und 

oekonomische Aspekte einer Harmonisierung des Wettbewerbsverhaltensrechts im 

europaeischen Binnenmarkt, GRUR Int, 2002, 885 

Rolf Sack, Die Bedeutung der EG-Richtlinien 84/450/EWG und 97/55/EG ueber 

irrefuehrende und vergleichende Werbung fuer das deutsche Wettbewerbsrecht, GRUR 

Int. 1998, 263 

 

四、日文 

大阪辯護士會友新會株式會社、民事法研究會，最新不正競爭關係判例　實務，2000

年 5 月 11 日一刷

小野昌延、山上和則編，不正競爭の法律相談[改訂版]，頁 345 以下，青林書院出

版，2002 年 4 月 10 日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著，Q&A景品表示法－景品、表示規制の理論と実務，青林書

院，2002 年 1 月初版二刷

向田直範，不当禁止の表示，公正取引 625 期，頁 50-51，2002 年 11 月

植木邦之，判、審決例からみた－不當表示法，社團法人商事法務研究會，1996 年

8 月

 

五、網站 

  109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資料，http://1aw.moj.gov.tw/

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網站資料，http://www.jftc.go.jp/

美國司法部網站資料，http://www.usdoj.gov/

美國 FTC 網站資料，http://www.ftc.gov 

歐盟執委會網站資料，http://www.europa.eu.int/

德國法規網站資料，http://www.bmj.bund.de 

 

 

  110

http://www.ftc.gov.tw/
http://1aw.moj.gov.tw/
http://www.jftc.go.jp/
http://www.usdoj.gov/
http://www.europa.eu.int/


 

附錄一  國內廣告學者及廣告代理業者之訪談摘要整理 

受訪對象名單 

學者部分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賴建都 

文化大學廣告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羅文坤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系    副教授   陳尚永 

業者部分（顧及業界受訪者之隱私，以下保留姓名） 

業者一 男性 本地廣告公司副總經理 廣告代理商經驗十五年 

業者二 女性 外商廣告公司副總經理    廣告代理商經驗十六年 

業者三 女性 外商廣告公司業務群總監 廣告代理商經驗十五年 

 

訪談摘要整理 

關於選擇性資訊的意見 

六位受訪者之中，一位業者與一位學者認為：版面不夠與時間有限都不是片面

訊息的藉口，業者有義務將資訊全然公開；除此之外，大多數的受訪者皆認可廣告

是一種選擇性資訊的本質，而利用創意包裝訊息亦無可厚非，重點乃在於重要訊息

是否表達清楚。 

 

對於廣告誤導影響的意見 

1.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廣告去打擊到別人，次嚴重是造成消費者的誤解。只要它出發

點是「假語充」，造成一個市場秩序的波動，都是嚴重的。如果是「真事隱」，就

有裁量的空間，公平會針對個案會再來做討論與判斷，再由委員去給它一個標

準。若是動機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用「真事隱」與「假語充」來當一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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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例本身他所帶來的傷害性有多大，跟客戶、營業額的規模、牽涉的人數都有關

係，又譬如說消費者的實際損失是有多大。 

3. 它把市場擴大了，還是它把別人的市場拉過來了，這要去區分。 

 

關於公平會處分的意見 

對處分表達意見的受訪者多傾向於重罰原則：二位學者均認為目前的處分太

輕，達不到效果；一位業者也舉出，警惕（不肖）業者必須作到「業者會覺得痛」

（的程度）。此外，一位業者建議，投入的媒體金額越大，表示廣告的傳播效益越大，

因此，更正錯誤訊息的代價也應越高。二位受訪者（一位為業者，一位為學者）主

動提出以更正廣告（corrective ads）作為事後處理方式之一。 

業者均表示字級大小應以讓消費者看清楚為準；如果雖然有放置於公告上，但

放置在消費者看不見的位置，也不算充分告知，另一方面，業者並不同意字級大小

應予以規範。 

此外，受訪者所提出的一些附增提議尚包括： 

1.  廠商比較不會在乎罰錢，比較在乎的是形象受損，所以與其罰錢不如公告不肖

廠商的名單，公平會應該有義務去公佈這些廠商的名單，而且要發佈媒體，要結

合媒體的力量，最重要的是發佈新聞，現在公告的版面太小，一定要發佈媒體才

會產生力量。 

2. 公平會應該透過一些機制或案例、傳播媒介，如民生報等，去做一個消費者教育

的工作，例如消基會就有一個刊物，適度的去教育消費者去做判斷。 

公平會可以建立常被處分的廣告代理商名單給國內的工商企業參考。至於企業

的部分，公平會可以透過大眾媒體去告訴民眾，常出問題的公司信譽會下降，引起

消費者排斥，比較會有抑制性的效果。 

公平會應該跟廣告代理商公會來合作，做一些研討會或教育廣告代理商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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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代理商的涉入 

六位受訪的學者與業者均認為大型代理商不會在明知的狀況下蓄意傳達誤導

性訊息，其中一位並指出，事實上廣告的最終主導權仍在客戶手中。雖然大型代理

商均有法律顧問，但通常法律顧問並不會參與廣告作業而一些在線上作業的廣告人

不一定對法規有深入的了解。 

 

學界受訪者對媒體別的意見 

廣告刊播在不同的媒體別上，是否應就媒體影響力的高低制定不同的規範標

準？雖然受訪學者均認同不同的媒體別效果不同，但並無一人贊同依媒體差異制定

不同規範的作法。 

當然大眾媒體的（誤導性）會比較高，不過我認為不管是在大眾媒體還是小眾

媒體，廣告都應該善盡告知之責任。 

不同的媒體當然會有差別，但未必小眾媒體的影響力就比較小，小眾媒體對受

播者的影響力也許反而比較大。對社會傷害來說，都是一樣的，都是傷害。 

如果就一定產品的廣告在不同媒體播放，我相信媒體是有差別的，我相信愈大

的媒體效果愈大。但是就特別的媒體效果而言，就未必，例如說打火機上的廣告、

汽車擋風玻璃前夾的不實廣告單張等等，它是小媒體但影響效果就很大。 

 

學界受訪者對委員會組成的意見 

1、可以採取陪審團制度，由一些不知名的陪審團來判斷、找一些不知名的消費者來

判斷。 

2、可以找一些廣告業界的人，或是相關學術界的人，未必有特定人選；廣告界也可

以加入，（但要有迴避原則，做同業廣告的人就迴避）。 

3、主管機關要有代表、廣告學術界、還有消費者代表 . . . 以組織一個委員會，一

個一個個案來看，. . . 實務界也可以代表，但學界的比重應該比業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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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受訪者對個別案例的意見 

屈臣氏案例之業者意見  

1、屈臣氏有蓄意的掩蓋一些但書，在廣告上做得稍微誇張了一些，它應該把這些但

書講得再清楚一點，它有些但書不太合理，如其中就「退兩倍差價」須持發票與

其他商店廣告或 DM，且限於同一縣市做比較、且要同一等級的量販店做比較，

如消費者不能以其家隔壁雜貨店的價錢來做比較 . . .可以看出來它的出發點對

消費者不是善意的，只是以廠商的立場去做出發點，要把聲勢打響。 . . . 屈臣

氏若是有誠意，就應該對它的承諾負責。 

2、以屈臣氏的例子，它有許多但書，譬如說「退差價」之規定，其中就「退兩倍差

價」須持發票與其他商店廣告或 DM，且限於同一縣市做比較，這要看原始廣告

上是否有註明此但書，因為有時它會寫的很籠統，但是照正確的做法來講，廠商

若是限量供應，應該把這個量清楚寫出來，說明多少數量售完為止。但它若沒有

盡到告知的義務，它可能供應量是很好的，只是為了塑造一個形象說這個東西真

的很便宜，可是其實是非常有限的。現行的法規應該有規定的很清楚，這樣就會

變成不實的廣告。 

3、以屈臣氏的例子，它的競爭者太多了，在資料搜集上很困難，這不像手機門號的

品牌那麼明確只有幾家。所以屈臣氏的例子比較容易去告不實廣告的部分，而不

是同業不公平競爭的事。 

 

菲夢絲案例之業者意見 

1、如果它已經在媒體說洽各分店，我覺得它有做到提醒的動作，接下來消費者是主

動的，到底要不要購買產品它有主動權。但以屈臣氏來講，當時在其比較大眾的

媒體上沒有做一個比較明顯的提示，那我覺得它的動機就是比較不良。我覺得一

個是主動一個是被動。被動就是我要去退費時才被告知但書在這裡，但主動是購

買前就已經知道有但書。我覺得從這個點就可以看出一個企業是居心不良還是善

意的要提供一些服務。 

2.、消費者認為他所理解的與廣告廠商對所刊登出的廣告理解不一樣，對於寫出來

的東西如何去解釋，這個標準可能就會不夠清楚。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只要是

上面沒有寫的，就只好自己猜，或是從所看到自己去解釋，就認定這廣告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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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但所有人看到的反應、解釋都可能不同，所以登廣告的人有責任把誤解

降到最低。至於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應該有某種程度的作法讓消費者去了解作

業細節。但有人說，即使在廣告、海報裡寫「詳情請看＊＊＊」還是會有爭議，

印刷過程裡頭產生偏差的可能相當大。 

  

附錄二  國內廣告學者及廣告代理業者之訪談紀錄 

 

訪談一（受訪者：賴建都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訪問者：消費者認為他所理解的與廣告廠商對所刊登出的廣告理解不一樣，對於寫

出來的東西如何去解釋，這個標準可能就會不夠清楚。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

只要是廣告上沒有寫的，就只好從自己所看到自己去解釋。業者會說不夠詳

細是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您以為該如何處理？ 

受訪者：我覺得廣告主不能將問題推說是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廣告主本來就有義

務來告知消費者，應該在廣告附有一隻免付費的電話，以供消費者諮詢，詢

問相關資訊。或者該在廣告註明以產品資訊為主，不能以廣告上的疏忽就把

問題推說消費者理解不夠。 

 

訪問者：但它平面廣告的但書可能很小一行，或是電視廣告只在最後的畫面上顯示

一排字沒有聲音，佔很小的版面，這個但書或說明的大小標準該怎麼拿捏？ 

受訪者：最起碼要有一個免付費的消費者諮詢電話，且我們還是應以消費者的理解

為主，廠商不能因此去規避責任。業界在做廣告有一個缺點，就是往往沒有

做前測，讓廠商在這隻廣告推出之前，就知道消費者對這隻廣告的瞭解可能

有多少，若沒有做前測就會出現問題。 

 

訪問者：所以您認為還是應以消費者的理解為主？ 

受訪者：對，而且我認為廣告儘量不要造成糾紛，若造成糾紛對廠商與消費者都是

不好的情形。為了避免糾紛發生，廠商的廣告應該善盡告知的義務，此外任

何的文宣品出去之前要先做文案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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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若某一廣告有在平面廣告寫但書，但此但書的字體非常小，讓一般人不容

易去注意到，您認為這種情形會有一個特殊的規範嗎？ 

受訪者：目前是沒有，但我覺得廠商是游走在法律的邊緣。目前沒有清楚的規定，

但字體若不清楚一定也是廠商的責任。你看香煙的廣告，下面警示語也是那

麼大，字體太小也是在規避責任。 

 

訪問者：所以您覺得錯還是在廠商？ 

受訪者：那一定是廠商的問題，一般而言消費者接收訊息是很直接的，廣告主不能

用自己的解讀方式去解讀消費者的想法。 

 

訪問者：您覺得哪些訊息是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因素？ 

受訪者：第一個是品牌，第二個是因為價格、折扣這一類促銷活動。但促銷要講清

楚期限、方法，這些都影響到消費者購買的意願。像連鎖店某些促銷活動只

限於其某幾家分店，這也是要講清楚。像之前中油的案子，中油有直營店和

加盟店，促銷只限於直營店，但消費者只看中油的牌子，根本管不清楚直營

店和加盟店的差別，所以中油那個案子被人家罵得半死。我覺得這些都是廠

商的責任，廠商當然會想規避，或者是希望消費者因為看到廣告而被吸引，

廠商會在廣告把一些囉嗦的說明拿掉來吸引消費者，但我覺得文案或說明的

部份，要講清楚。 

 

訪問者：若消費者去告廠商，要如何考慮賠償消費者受損的程度、或廠商錯小錯大，

該如何判斷？以中華電信的案子來說，它以「打二分鐘送五分鐘」為促銷廣

告，但它辯稱「由於廣告篇幅限制，無法將每一種情形一一列舉，因此只能

將此次促銷案中最優惠之價格列出」、「相關訊息雖未表現在廣告上，但可在

該公司網站或客服中心查詢詳細資料，此查詢方式在廣告上有揭露」。這一個

「打二分鐘送五分鐘」是最強的，它當作標題。後來中華電信挨告，敗訴後

被判罰鍰。但罰鍰多少的標準要怎麼拿捏？ 

受訪者：據我了解，個人要去告廠商通常你要去舉證，但我認為廠商不應該來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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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事情。公平會對廠商第一次犯錯應該給予警告，第二次應該給予重罰，

處罰的金額要夠高，否則廠商不會在乎。而且廠商比較不會在乎罰錢，比較

在乎的是形象受損，所以與其罰錢不如公告不肖廠商的名單，公平會應該有

義務去公佈這些廠商的名單，而且要發佈媒體。 

 

訪問者：消費者的損害是一回事，業者過度誇張的廣告會提高它的市場占有率，造

成同業的損失，擾亂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這部分該怎麼處理？ 

受訪者：首先，公平會應該主動公告這樣的情形是不對的。再來，媒體去報導之後，

它的市場占有率只是一時的提高，後來還是會掉下來。過去促銷廣告都要送

媒體、送審查，現在已經不需要了，但我覺得公平會這邊就要主動去做篩檢。 

 

訪問者：所以您認為公平會扮演一個公告者的角色是相當重要的？ 

受訪者：對，而且要結合媒體的力量，最重要的是發佈新聞，現在公告的版面太小，

一定要發佈媒體才會產生力量。 

 

訪問者：您認為廣告不實引起不公平的競爭行為，什麼叫嚴重、什麼叫不嚴重？ 

受訪者：對廠商有產生明顯的損失，不管是名譽上或實質上，這個沒有什麼嚴重或

不嚴重。但廣告不實就是不對，不管有沒有引起損失，若產生損失，廠商也

可以來向公平會反應。 

 

訪問者：被罰的案例，絕大多數都是有廣告代理商，但為什麼廣告代理商在做一些

促銷廣告還是會碰到一些沒有講清楚的狀況？廣告代理商不會故意去弄一些

噱頭的標題，而引起消費者誤解嗎？這其中，廣告代理商的責任在哪裡？ 

受訪者：廣告代理商不見得會有相關的法律常識，我覺得所有犯錯誤的廣告當中，

有七、八成廣告代理商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他接下案子後他會說服廣告主，

除非是廣告主有很強的觀念，通常廣告主都會通過。而且這兩方面都有責任，

有時是廣告商自己、有時是廣告主去要求廣告商做，但他們兩者都有責任，

因為這是一個倫理、自律的問題。一個大的廣告代理商應該會懂得自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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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廣告代理商不會故意去耍一些噱頭，而引起消費者誤解？ 

受訪者：耍噱頭會，不見得是故意要去誤導消費者，有時創意做的太過份，或是游

走在法律邊緣，是有可能。 

 

訪問者：所以廣告代理商有可能不是故意觸法，只是不那麼明白法律？ 

受訪者：對。 

 

訪問者：您覺得廣告代理商有義務去注意到他的廣告有沒有觸法嗎？ 

受訪者：當然！廣告代理商與廣告主都有責任。 

 

訪問者：但您又說一般的廣告代理商比較沒有這方面的法律常識？ 

受訪者：他有義務去注意呀！什麼樣的廣告是合理的一般廣告公司都知道，當他要

游走在法律邊緣時，他自己會心理有數、就會去注意。 

 

訪問者：如果讓這些判決訴諸讓大眾知道，是哪些企業或廣告代理商，您覺得是否

會比較有抑制性的效果？ 

受訪者：會有！尤其企業愈大愈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愈會有這樣的效果。 

 

訪問者：對於廣告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判斷的標準在於是不是「蓄意」，您認為什

如何判斷廠商是否蓄意？ 

受訪者：這是舉證的問題，然後關於標準，首先要看是否違反現在的法律？第二，

看廠商在製作此廣告時有無明顯的意圖。剩下的就是自由心證的部分，所以

在判定時還是有舉證的空間，由各方面的代表一同來判定，這變成要由個案

來處理，諮詢各方面代理的意見。過去新聞局在認定不實廣告時，也是採委

員會的方式。法律是死的，所以沒有一定的標準。 

 

訪問者：以廣告的誤導性來講，消費者自己檢舉，與該廠商競爭者找暗樁去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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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覺得這兩者之間有沒有差別？ 

受訪者：只要合理都可以，不是誣衊性的就可以。若是誣衊性的檢舉就犯法了，被

檢察的廠商經查證之後還是能得到應有的清白。 

 

訪問者：就廣告刊載的媒體別有沒有差別？大眾的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高，小眾的

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低？ 

受訪者：當然大眾媒體的會比較高！不過我認為不管是在大眾媒體還是小眾媒體，

廣告都應該善盡告知之責任。 

 

訪問者：以屈臣氏這個案子為例，屈臣氏保最便宜其保證、說發現更便宜，退你兩

倍差價，但它有許多但書，在廣電廣告方面沒有，在平面廣告有揭示。您覺

得廣告的但書要做到什麼樣的程度？要怎麼判斷但書要大到什麼程度別人才

會看到？ 

受訪者：目前只有在香煙廣告有規定，好像是十六級還是多少的字體大小？ 

 

訪問者：那您覺得其他廣告要比照辦理嗎？ 

受訪者：我覺得很難，但是一定要告知。 

 

訪問者：但如果字體太小呢？ 

受訪者：那可能就沒有辦法了。香煙是因為它對人體有害，當初菸害防治法就已經

立了標準，除非今天我們的消費者保護法有列進去，否則的話沒有辦法。 

 

訪問者：若今日我們的法律有列進去，您覺得標準是如何呢？ 

受訪者：我覺得應該比照香煙廣告，香煙廣告的大小那是當時有測試過，讓人家很

容易看到。 

 

訪問者：您覺得應該由誰來決定怎樣算「虛偽不實廣告」、「隱藏部分訊息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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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廣告」、「引人誤解」，「什麼樣情形下廣告會違反公平交易法」？如果

問同類競爭廠商，他們會講實話嗎？或是廣告業界有誰可以評斷？ 

受訪者：我覺得這有三方面，第一個是主管機關要有代表、廣告學術界、還有消費

者代表，甚至是立法委員等可以組織一個委員會，一個一個個案來看，其中

廣告學界要占有很大的比例。 

訪問者：如果問同類競爭廠商，他們會講實話嗎？ 

受訪者：我覺得只能列為意見調查，不能正式成為調查委員。 

訪問者：或是廣告業界有誰可以評斷？ 

受訪者：實務界也可以代表，但學界的比重應該比業界大。 

 

訪問者：那您覺得 4A 可以發揮什麼樣的功能嗎？ 

受訪者：還不行。 

 

訪談二（受訪者：羅文坤文化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訪問者：消費者認為他所理解的與廣告廠商對所刊登出的廣告理解不一樣，對於寫

出來的東西如何去解釋，這個標準可能就會不夠清楚。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

只要是廣告上沒有寫的，就只好從自己所看到自己去解釋。業者會說不夠詳

細是是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您以為該如何處理？ 

受訪者：廣告包括一個溝通的過程，就良好的情形是兩者之間重疊的範圍越大越好，

不管是在時間、空間、人間的關係，這兩者一定有它的落差存在，如你剛剛

說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所以沒辦法所有東西都講清楚，只好做一個裁剪，

只講能讓消費者所關注的，這絕對會有落差。 

問題就出現在裁剪的過程，廠商覺得版面有限，所以只能把一些重點講出來，

消費者只接觸到重點，這中間就有許多解釋的空間，就產生解讀上的問題，

公平會是希望這兩者（廠商與消費者）認知的交集能百分百重疊是最好，但

這是不可能的。 

那什麼是合理的範圍呢？我喜歡舉《紅樓夢》裡的兩個人物，甄士隱與賈雨

村，在蘇州話裡「村」音同「充」，所以這兩個人名是影射了「真事隱」與「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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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充」。所以廣告不能「假語充」，「假語充」就是做不到的，就充斥在字裡行

間。但版面有限可以「真事隱」，但這也就是讓消費者解讀「隱藏性廣告」容

易產生衝突的地方，這也是我剛剛講的兩者（廠商與消費者）認知的交集不

可能完全重合，絕對會有落差。溝通的定義是分享（share）的過程，廠商所

提出的東西、理念、做法，消費者在解讀（decoding）的過程當中，不可能

百分百的去解讀。 

以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的案子來說，它說週年慶期間購物滿三萬元

以上之顧問可憑發票至十二樓活動會館兌換『餐飲禮券』，它講週年慶是講週

年慶當天，消費者就以為是週年慶期間，這之間就產生落差。 

製作廣告訊息的人要有一個良知，以日本有一個類似公平會的組織叫 JARO，

它在一九八幾年時有一個案例，有一個電梯公司登一個報紙廣告說「我是世

界上速度最快的電梯」。有人檢舉，南非有一個採礦公司的電梯比它來得快。

JARO 就派人去南非調查，那是一個地下採礦的電梯，真的速度比日本的這

個快，JARO 就要日本這個電梯公司用同樣的廣告版面更正，這公司就登一

個廣告「我是地面上速度最快的電梯」，結果 JARO 滿意了。這就是一個「真

事隱」的例子，它把地面下的事實隱而不說，如果說是「世界上速度最快的

電梯」，就是「假語充」。  

 

訪問者：所以您認為「真事隱」與「假語充」，可以來當作一個分際的標準？ 

受訪者：對！這樣可以減少消費者誤會的空間，最理想的情況下是有一個但書。以

中華電信的案子來說，它以「打二分鐘送五分鐘」為促銷廣告，但它辯稱「由

於廣告篇幅限制，無法將每一種情形一一列舉，因此只能將此次促銷案中最

優惠之價格列出」、「相關訊息雖未表現在廣告上，但可在該公司網站或客服

中心查詢詳細資料，此查詢方式在廣告上有揭露」。這一個「打二分鐘送五分

鐘」是最強的，它當作標題。但如果它的標題下加一個「最優惠情形是…」

的字眼，這就是「真事隱」。這個尺寸還是可以拿捏。 

還有一個案例，以前衛生署規定藥有兩種，一種是成藥，一種是醫生指示用

藥，後者不能隨便廣告。有一個廠商賣沐浴消毒水，要加「請按醫生指示用

藥」字眼，它把「請按」用得小小的，誤導消費者為是「醫生指示用藥」，它

用創意來走漏洞，這就是廣告創意上故意的情形，雖然它沒有「假語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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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不太適合的。 

 

訪問者：若消費者去告廠商，要如何考慮賠償消費者受損的程度、或廠商錯小錯大，

該如何判斷？罰鍰多少的標準要怎麼拿捏？ 

受訪者：我覺得這很難拿捏，JARO 的作法是要求廠商用同樣的版面再刊登更正過

的廣告。我覺得罰鍰只是對檢舉人有交待，對其他消費者應該可以用要求廠

商用同樣的版面再刊登更正過的廣告的作法。 

 

訪問者：以屈臣氏這個案子為例，屈臣氏保最便宜其保證、說發現更便宜，退你兩

倍差價，但它有許多但書，在廣電廣告方面沒有，在平面廣告有揭示。您覺

得廣告的但書要做到什麼樣的程度？要怎麼判斷但書要大到什麼程度別人才

會看到？ 

受訪者：但書的比重是公平會可以制定的，用公平交易法來規定。 

 

訪問者：您認為廣告不實引起不公平的競爭行為，什麼叫嚴重、什麼叫不嚴重？ 

受訪者：若是講出發點的話，就可以判定。如果是造成不公平的競爭行為後果，可

以由市場占有率來做指標。我覺得最嚴重的是廣告去打擊到別人，次嚴重是

造成消費者的誤解。只要它出發點是「假語充」，造成一個市場秩序的波動，

都是嚴重的。如果是「真事隱」，就有裁量的空間，公平會針對個案會再來做

討論與判斷，再由委員去給它一個標準。若是動機的話，我覺得還是可以用

「真事隱」與「假語充」來當一個標準。 

 

訪問者：被罰的案例，絕大多數都是有廣告代理商，但為什麼廣告代理商在做一些

促銷廣告還是會碰到一些沒有講清楚的狀況？廣告代理商不會故意去弄一些

噱頭的標題，而引起消費者誤解嗎？這其中，廣告代理商的責任在哪裡？ 

受訪者：如果是「真事隱」它就沒有這個責任，如果是「假語充」它就有這個責任。

另外，我覺得公平會應該透過一些機制或案例、傳播媒介，如民生報等，去

做一個消費者教育的工作，例如消基會就有一個刊物，適度的去教育消費者

去做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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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如果是業者而非廣告代理商堅持「假語充」呢？ 

受訪者：那就寫切結書呀！將來出事由廠商來負責，而非廣告代理商來負責。 

 

訪問者：那廣告代理商真的都懂相關法律嗎？ 

受訪者：不懂，要教育！公平會應該跟廣告代理商公會來合作，做一些研討會或教

育廣告代理商的工作。 

 

訪問者：您覺得應該由誰來決定怎樣算「虛偽不實廣告」、「隱藏部分訊息的廣告」、

「詐欺廣告」、「引人誤解」，「什麼樣情形下廣告會違反公平交易法」？如果

問同類競爭廠商，他們會講實話嗎？或是廣告業界有誰可以評斷？ 

受訪者：可以找一些廣告業界的人，或是相關學術界的人，未必有特定人選。廣告

界也可以加入，但要有迴避原則，做同業廣告的人就迴避，其他的人選可以

秘密的，就不怕得罪人的問題。我覺得除了法以外，還是有道德的標準，「真

事隱」與「假語充」就可以當做參考。 

 

訪問者：如果讓這些判決訴諸讓大眾知道，是哪些企業或廣告代理商，您覺得是否

會比較有抑制性的效果？ 

受訪者：當然會有，判決其實除了罰鍰以外，還可以要求廠商用同樣的版面再刊登

更正過的廣告。 

 

訪問者：以廣告的誤導性來講，消費者自己檢舉，與該廠商競爭者找暗樁去檢舉，

您覺得這兩者之間有沒有差別？ 

受訪者：沒有差別。要做到公平，就是誰都可以檢舉。 

 

訪問者：就廣告刊載的媒體別有沒有差別？大眾的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高，小眾的

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低？ 

受訪者：不同的媒體當然會有差別，但未必小眾媒體的影響力就比較小，小眾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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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播者的影響力也許反而比較大。對社會傷害來說，都是一樣的，都是傷

害。 

 

訪問者：不同媒體間，其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標準是否應相同？

受訪者：媒體影響力是不分性質或印刷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所以我覺得規範標準應該

一致。

  

訪問者：美歐先進國家固然對於不實廣告有嚴謹的規定，但以我國產業結構、廣告實務

面而觀，是否亦應有相同的嚴格規定？

 受訪者：基本的嚴謹精神應該維繫，具體的規範則可參酌國情、產業結構作局部些

微調整。

 

訪談三（受訪者：陳尚永 輔仁大學廣告傳播系副教授） 

訪問者：消費者認為他所理解的與廣告廠商對所刊登出的廣告理解不一樣，對於寫

出來的東西如何去解釋，這個標準可能就會不夠清楚。以消費者的角度而言，

只要是廣告上沒有寫的，就只好從自己所看到自己去解釋。業者會說不夠詳

細是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您以為該如何處理？ 

受訪者：如果在一百多年前，廣告剛萌芽時這種問題是不會出現的，廣告也不必講

物品有什麼功能，只要說有一個什麼東西要賣。譬如說，有一隻鋤頭要賣，

這是陳記鋤頭，只要在上頭寫一個陳畫一個圈、再寫一個鋤頭，你就會知道

我要賣的是一個陳記鋤頭。買了的人覺得使用起來不錯，就會告訴朋友，靠

著口碑生意就能做起來了。這在以前社會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以前的社會供

給少於需求，只要對產品做廣告就可以。現在的社會不一樣了，現在的社會

生產供給遠遠大於需求，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紛爭出現，其中一個紛爭就是廣

告講得可能不夠完整、確實，而且消費者會覺得他可能被欺瞞。我覺得現在

整個社會的發展，尤其我們國內也已經有消費者保護基金會，廣告主或廣告

代理商是難逃其咎。不管他們所宣稱的理由是什麼，如廣告版面不夠、時間

有限，這些都是辯稱，因為你本來就知道這是個事實，你本來就知道不夠，

如果你覺得篇幅要夠你才能講清楚事實，那你為什麼不買足夠的篇幅？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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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願意花錢，只是這樣去做，我覺得這是一種事前欺瞞、事後辯稱。我覺

得比較好的做法，是它需要建立一些社會良心，任何企業、品牌都是，你沒

有比別人好的賣點、USP，你單一商品當然沒有辦法在這個社會上生存，那

是你自己內部管理的問題，你的產品要發展出獨特之處，消費者才會過來購

買。但是你如果沒有的話，卻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廣告來吸引消費者，我覺得

這都難辭其咎。那公平會對他們做處分也好、消費者對他們有抱怨或是檢舉，

我覺得那都是應該的。 

 

訪問者：那您是指只要有紛爭，錯的都是廠商嗎？ 

受訪者：如果那個消費者不是吹毛求疵、不是千萬人只有一個，而是普遍的情形，

我相信那應該是廠商的問題。 

 

訪問者：可是大部分的消費者都不會去檢舉呀！ 

受訪者：這就是問題，消費者應該重視他自己的權益。譬如說之前的瘦身廣告，有

無限多的紛爭，消費者說裡面講好有效、但就是沒有效，廠商說沒有效是因

為消費者沒有聽我的說法，吃東西習慣不遵守我的說法等。但廠商既然說很

有效，就應該先說消費者一切都要聽從我的做法。要不然當初保證說三個月

保證讓你瘦二十公斤，消費者只會想對呀！我全部交給你，但沒有成功，應

該是廠商的錯不是消費者的錯，廠商會搬出一堆理由。 

 

訪問者：但是廣告如果全部說清楚就不是廣告，而是報導啦！ 

受訪者：沒錯這是廣告的限制，但為什麼不是所有的廣告都會有問題，就表示可以

沒問題，為什麼廣告代理商沒有去避免問題，那就代表有欺瞞之嫌，廣告主

與廣告代理商都有責任去避免問題的發生。 

 

訪問者：您認為廣告代理商能理解什麼樣子的廣告有沒有問題？ 

受訪者：當然有，只要是 4A 的成員都不會有問題，通常有問題的廣告都是廣告主

自己做的廣告，而不是經過 4A 成員的廣告代理商做的。而屈臣式那個例子，

我覺得它是自己欺瞞在先，那一次公平會也對它處罰。現在它再講它是最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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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消費者已經不太相信了，這反而是它最大的損失。 

 

訪問者：此一事件是經過媒體報導才引起廣泛重視，那您是否覺得媒體在相同事件

也應該扮演類似的角色？ 

受訪者：當然，媒體在生存的同時也應該負起一部分的社會責任，像這一類購買民

生用品與公共利益有關係，媒體應該報導。 

 

訪問者：那您覺得公平會有沒有義務去告知媒體？ 

受訪者：公平會是官方組織，它會接受一些陳情與檢舉，再做出一些裁決。我相信

他們是比較被動的，其實他們可以更主動一些。但他們人手也有限，另一方

面政府部門做事很可能受到許多力量的折衝，譬如說民意代表。我個人是希

望公平會更主動，但我不太奢望他們能做到。我覺得這種事情最終是需要消

費者自我意識覺醒，消基會就扮演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訪問者：若消費者去告廠商，要如何考慮賠償消費者受損的程度、或廠商錯小錯大，

該如何判斷？以中華電信的案子來說，它以「打二分鐘送五分鐘」為促銷廣

告，但它辯稱「由於廣告篇幅限制，無法將每一種情形一一列舉，因此只能

將此次促銷案中最優惠之價格列出」、「相關訊息雖未表現在廣告上，但可在

該公司網站或客服中心查詢詳細資料，此查詢方式在廣告上有揭露」。這一個

「打二分鐘送五分鐘」是最強的，它當作標題。後來中華電信挨告，敗訴後

被判罰鍰。但罰鍰多少的標準要怎麼拿捏？ 

受訪者：消費者通常會找消基會控訴，消基會裡頭就有許多法律顧問會幫忙消費者。

如果消費者真的覺得事情太嚴重了，就可以去法院控告廠商，至於怎麼判決

就要看法官了。至於公平會的處分都太輕了，達不到效果。廠商不實或不當

廣告所達到的利益或效果，遠遠超過它被處罰的。至於罰鍰的部分就是屬於

裁量了，法律應該有規定，但是以台灣的狀況政府要去執行什麼事情都很難，

這背後牽涉到很大的利益團體，最大的就是民意代表，他可以拒審預算來鉗

制行政部門，所以政府部門在執行任何一種情形時，都要去考慮到這個廣告

主或廠商背後有誰撐腰。消費者在這種官、商與民意代表聯結在一起的關係

裡，他的權益就會消失掉。至於媒體也未必能扮演好它的角色，一旦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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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量牽扯在一起，新聞也可能被壓下來。法律在我們這個社會裡面，並不是

一個很公正、大家很願意去遵守的一套制度。所以廠商比較不怕公平去會罰

錢或是其他的舉動，反而是怕消費者去告，但是民眾往往未必有時間、心力

去告廠商，廠商卻有能力去請最好的律師來解決這個案子。但是民眾如果透

過民間團體如消基會的協助，情形可能就會比較好，但消基會是否運作良好

還是需要消費者的支持。 

 

訪問者：消費者的損害是一回事，業者過度誇張的廣告會提高它的市場占有率，造

成同業的損失，擾亂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這部分該怎麼處理？ 

受訪者：我覺得這不會是一個永遠的現象，比方說以屈臣式的例子來說，它透過廣

告可能一時之間把市場占有率拉上來，但是同業都睜眼在看，如果真的這樣

有效，同業也可以起而效尤呀！那就會變成惡性競爭的價格戰，最後誰都不

會是價格最低的，消費者最後蒙其利。這絕對不會是一個問題，因為我們是

一個開放自由公平的社會，它怎麼做所有的人都在看。一個行業如果獲利非

常高，除非它阻止其他人進入，否則就會有很多的競爭者，可是市場是夠開

放的，最後其他人都會進入這個市場。 

 

訪問者：您認為廣告不實引起不公平的競爭行為，什麼叫嚴重、什麼叫不嚴重？ 

受訪者：如果廣告不實而未引起傷害，那就不是一個法律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我

們其實不怕這種問題。我們怕的是聯合壟斷，那消費者一點辦法都沒有。若

有聯合壟斷的情形，公平會應該在裡面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去減少聯合

壟斷的情形。 

 

訪問者：被罰的案例，絕大多數都是有廣告代理商，但為什麼廣告代理商在做一些

促銷廣告還是會碰到一些沒有講清楚的狀況？廣告代理商不會故意去弄一些

噱頭的標題，而引起消費者誤解嗎？這其中，廣告代理商的責任在哪裡？ 

受訪者：我相信絕大多數廣告代理商都是無意犯錯的，我相信有意犯錯的都是一些

比較小的廣告公司。參加 4A 的廣告代理商應該會極力避免這樣的問題出現，

因為 4A 內部有一個控管系統去避免這樣的問題發生。4A 是一個非常堅強的

聯誼會，4A 的會員是比較大的廣告公司。現在的廣告人年齡偏輕，可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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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犯錯，我相信不是故意的。而且大部分的廣告公司都會有法律顧問，在

它的東西出去之前，應該都會先檢查過。 

 

訪問者：那如果是廣告主向廣告代理商施壓呢？ 

受訪者：我相信沒有一個廣告主大到能夠左右廣告代理商的堅持，一個好的廣告代

理商並不會因為失去一個廣告主就沒有辦法生存。 

 

訪問者：如果讓這些判決訴諸讓大眾知道，是哪些企業或廣告代理商，您覺得是否

會比較有抑制性的效果？ 

受訪者：當然一定會有，不過一般消費者不太管是哪個廣告代理商，只管企業。如

果是廣告代理商的部分，公平會可以建立常被處分的廣告代理商名單給國內

的工商企業參考。至於企業的部分，公平會可以透過大眾媒體去告訴民眾，

常出問題的公司信譽會下降，引起消費者排斥，會比較有抑制性的效果。 

 

訪問者：對於廣告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判斷的標準在於是不是「蓄意」，您認為什

如何判斷廠商是否蓄意？ 

受訪者：這個「故意」是不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因素，如果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那

就很困難，要去證明。以誹謗罪為例，分為民事與刑事兩部分，刑事的部分

必須確定它有「犯意」。 

 

訪問者：那這也可以套用在公平交易法嗎？ 

受訪者：因為公平交易法是一個行政法，可不可以分為民事與刑事兩部分，我就不

清楚了。但若消費者受到損失，可以同時告到公平會，也可以同時告到法院

去，要求民事賠償。 

 

訪問者：以廣告的誤導性來講，消費者自己檢舉，與該廠商競爭者找暗樁去檢舉您

覺得這兩者之間有沒有差別？ 

受訪者：我覺得後者會比前者多，這之間是沒有差別的。但是真正要發揮效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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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否讓社會大眾知道。若有一天消費者自己檢舉被該廠商競爭者找暗樁去

檢舉來得多了，那代表這個社會成熟了。所以公平會或消基會等民間團體應

該積極去教育民眾，消費者如果能更堅持他的權益的話，廠商就更不敢有不

實廣告的行為。像美國的消費者是很凶悍的，而且美國的律師願意免費幫民

眾來跟廠商打官司，消費者都不用出庭，只要委託律師，打輸了律師自認倒

楣，打贏了廠商的賠償消費者與律師對分。所以美國的民眾很願意去打官司。  

 

訪問者：就廣告刊載的媒體別有沒有差別？大眾的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高，小眾的

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低？ 

受訪者：如果就一定產品的廣告在不同媒體播放，我相信媒體是有差別的，我相信

愈大的媒體效果愈大。但是就特別的媒體效果而言，就未必，例如說打火機

上的廣告、汽車擋風玻璃前夾的不實廣告單張等等，它是小媒體但影響效果

就很大。 

 

訪問者：有一些廣告會要求有但書，但它可能在電視廣告沒有，平面廣告才有寫出

但書，以屈臣氏為例，屈臣氏保證期貨品為最低價、如果消費者發現其他更

便宜，屈臣氏將退兩倍差價，但它有許多但書，在廣電廣告方面沒有，在平

面廣告有揭示。您覺得廣告的但書要做到什麼樣的程度？ 

受訪者：我覺得但書或限量商品，雖然都是促銷手法，但都不是太純正的手法，這

就不是好的出發點。 

 

訪問者：您覺得應該由誰來決定怎樣算「虛偽不實廣告」、「隱藏部分訊息的廣告」、

「詐欺廣告」、「引人誤解」，「什麼樣情形下廣告會違反公平交易法」？ 

受訪者：我覺得「虛偽不實廣告」一定是消費者受害了去舉發，或者是同業看不下

去去舉發，我覺得有人舉發了之後，由公平會來調查，然後不要由法官來判

斷，而是可以採取陪審團制度，由一些不知名的陪審團來判斷、找一些不知

名的消費者來判斷。 

訪談四（受訪者：業者一 本地廣告公司副總經理） 

訪問者：舉菲夢絲為例，它甄選廣告代言人，廣告沒有講清楚是要取得會員資格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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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索取報名簡章，它被告之後才說專為甄選廣告代言人活動方加入會員，

無論當選與否公司皆可應參賽者要求退費。這與屈臣氏的例子又有一點不一

樣，還有味全食品舉辦抽獎送手機，但沒有說明要配門號，說這是「大眾應

有之常識」。 

受訪者：我認為這些消費者認為他所理解的與廣告廠商對所刊登出的廣告理解不一

樣，對於寫出來的東西如何去解釋，這個標準可能就會不夠清楚。以消費者

的角度而言，只要是上面沒有寫的，我就只好自己猜，或是從所看到自己去

解釋，就認定這廣告的訊息是如此。但所有人看到的反應、解釋都可能不同，

所以登廣告的人有責任把誤解降到最低。至於廣告版面不夠的問題，應該有

某種程度的作法讓消費者去了解作業細節。但有人說，即使在廣告、海報裡

寫「詳情請看＊＊＊＊＊」還是會有爭議，印刷過程裡頭產生偏差的可能相

當大。 

 

訪問者：那消費者去告了，要如何考慮賠償消費者受損的程度、或廠商錯小錯大，

該如何判斷？ 

受訪者：一是實質損害，二是精神賠償。我覺得這沒有去做調查，沒有一個標準。 

 

訪問者：若問業界、同行的競爭對手，用比較不直接的方式，能問出來嗎？ 

受訪者：我認為是看交情，應該是一個參考值，但業界習慣的作法不是全是對的、

好的。以抽手機為例，標題沒寫清楚，但副標與內文都應該把詳細情形寫清

楚。 

 

訪問者：以中華電信的案子來說，它以「打二分鐘送五分鐘」為促銷廣告，但它辯

稱「由於廣告篇幅限制，無法將每一種情形一一列舉，因此只能將此次促銷

案中最優惠之價格列出」、「相關訊息雖未表現在廣告上，但可在該公司網站

或客服中心查詢詳細資料，此查詢方式在廣告上有揭露」。這一個「打二分鐘

送五分鐘」是最強的，它當作標題。後來中華電信挨告，敗訴後被判罰鍰。

但罰鍰多少的標準要怎麼拿捏？ 

受訪者：就賠償而言，消費者已經產生的損害是一個參考標準，至於警惕業者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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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應該要做到業者會覺得痛。 

 

訪問者：消費者的損害是一回事，業者過度誇張的廣告會提高它的市場占有率，造

成同業的損失，擾亂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這部分該怎麼處理？ 

受訪者：直接看同業的業績是一個方式，或看它廣告推出之後，業者的來客率或業

績成長多少百分比，來做判斷的標準，它增加多少就罰它多少。 

 

訪問者：可是若它辯稱這增加不全是因為廣告而來的，或它交出來的帳不是真實的

帳目呀！ 

受訪者：或者說，是它把市場擴大了，還是它把別人的市場拉過來了，這要去區分。 

 

訪問者：那以屈臣氏的例子，該怎麼判定是它把市場拉大了，還是它把別人的市場

拉過來了？它的對手是誰？ 

受訪者：它的競爭者太多了，在資料搜集上很困難，這不像手機門號的品牌那麼名

確只有幾家。所以屈臣氏的例子比較容易去告不實廣告的部分，而不是同業

不公平競爭的事。 

 

訪問者：在我手邊有被罰的案例，絕大多數都是有廣告代理商，但為什麼廣告代理

商在做一些促銷廣告還是會碰到一些沒有講清楚的狀況？ 

受訪者：有廣告代理商算是有多一層把關也好，但他們比較沒有專屬的法律顧問或

諮詢對象，所以他們通常會跟業者再會商一遍，請業者的法務部門再去確定。

當然廣告本質是要用比較吸引人的講法沒錯，但在用字用語上廣告代理商會

用經驗或業界的習慣去再確定一次。但我認為真的會去找律師來看過一遍

的，是少之又少。 

 

訪問者：所以你認為廣告代理商不會故意去弄一些噱頭的標題嗎？ 

受訪者：有噱頭的標題是一定要，才吸引人。但廣告代理商通常也不想引起誤解，

他們會認知到客戶的商譽是很重要的，他們也不想因此影響到自己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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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不會故意去從事違反法律的事情。但有可能他們會採取比較聳動、游走

在法律邊緣的做法，這裡頭的自由心證就比較強。 

 

訪問者：如果讓這些判決訴諸讓大眾知道，是哪些企業或廣告代理商，那你覺得是

否會比較有抑制性的效果？ 

受訪者：會！但效果大小如何就不知道了，但公平會應該公告，但它有多少資源來

公告？媒體有可能來報導時，就比較有人注意了。 

 

訪問者：那如果是給 4A 碰到這種事情，會不會宣導？ 

受訪者：4A 會！開大會或月會時，他們覺得某件事會影響到大家，它才會發函給會

員，請會員們注意。 

 

訪問者：如果法律規定廣告要把每一條但書寫得清清楚楚，你覺得可不可行？ 

受訪者：我覺得不可能，廣告主與廣告代理商不會願意這樣做，這樣對廣告效果其

實也是不好的。我認為廣告必須吸引消費者注意，但不給承諾，才不會有糾

紛發生。 

 

訪問者：是不是還有什麼辦法？ 

受訪者：對於廣告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廣告業界要小心，業者也要小心，判斷的

標準在於是不是「故意」，故意的當然就要罰。 

 

訪問者：那什麼是「故意」？ 

受訪者：這就變成靠常理判斷。 

 

訪問者：可是公平會斟酌的點就在於什麼是常理，就變成主觀判斷。 

受訪者：若是問業界，如業者的同業可能成為一個詢問的對象。廣告代理商的組織，

如 4A 或台北市廣告公會等，是可以諮詢的對象，他們通常若發現有什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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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都會希望去解決。 

 

訪問者：若是請廣告代理商一些資深的大頭，我覺得他們都會很公平的講出自己的

意見。但若業主的廣告是故意欺瞞的，他們也看得出來，若請他們來諮詢，

你覺得他們的角色會不會尷尬？ 

受訪者：會！因為沒有人想要去得罪客戶，我覺得不要公開的，公平會的人在調查

時，自己私下來請他們做評論，但老實講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 

 

訪問者：4A 下面有沒有一個負責法規的？ 

受訪者：有一個法規小組，4A 由理監事所成立，再由理監事的成員某一部分成為法

規小組，另一部分成為哪些哪些小組。這種情形是法規小組要去處理，或是

會員發生什麼與法規有關的問題，他會幫忙處理或介紹律師。 

 

訪問者：法規小組的成員也是廣告公司老闆自己？ 

受訪者：對，就是一家公司的代表。 

 

訪問者：我覺得梁開明就是個敢講話的人。 

受訪者：梁開明覺得什麼是對的，他就會說，他現在已不在 4A 裡面。像這一類的

角色，如台灣電通的陳容林、葉雪言，他們常會代表去參加一些與廣告有關

的會議，就可以成為公平會諮詢的專家，這一類的人都還算客觀吧？可以去

問一下百帝的楊淑鈴，她是一個超級熱心的人。 

 

訪談五（受訪者：業者二 外商廣告公司副總經理） 

受訪者：我覺得還是看案例本身他所帶來的傷害性有多大，跟客戶、營業額的規模、

牽涉的人數都有關係，又譬如說消費者的實際損失是有多大的傷害性？若真

的牽涉到法律，還有民事上和刑事上的責任，若只是在公平會這方面，比較

與是否有不實詐騙、公平交易這一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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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那你認為廣告不實引起不公平的競爭行為，什麼叫嚴重、什麼叫不嚴重？ 

受訪者：就消費者本身來看，先看他有沒有付出一些金額上為取得此商業行為或促

銷行為所花費的努力，如他們投入的時間與費用，如花旗的那個例子，消費

者本身有付出排隊、在等待，花旗的一些措施使他們有利益上的傷害、心理

傷害。我覺得所謂的嚴重、不嚴重，是看金額多寡、時間長短之類的吧！ 

 

訪問者：我舉一個例子，一個瘦身美容中心，他要找一個消費者當廣告代言人，但

廣告上沒有寫明的是需先交會費，取得會員資格才可以索取報名簡章，為甄

選廣告代言人活動方加入會員，事後無論當選與否皆可退費。像這種會不會

牽涉到消費者心理層面的傷害，那這方面該如何評估呢？ 

受訪者：心理層面的傷害可能比較主觀一點，這比較見仁見智，可能消費者為爭取

廣告代言，事先投入了很多治裝等經費，這部分精神上的損失比較難去判定，

除非消費者已經公開讓周遭朋友都知道了。但我還是覺得精神上的損失多少

才算合理是很難判定的，比較容易去判定的還是實質上的損失。 

 

訪問者：在消費者這方面，他損失再大也不可能多大，譬如說消費者在屈臣氏他買

貴了，這也是小金額。可是屈臣氏這個廣告就把他市場佔有率很快就提升起

來了，他在競爭市場這邊到底有沒有因為這個廣告而獲利，這方面要如何收

集資料來判斷呢？ 

受訪者：我覺得可能從他們銷售金額應該蠻容易去查到，如去看廣告上之前每日的

營業額與廣告上之後的每日營業額增加的幅度，可以看出這個廣告影響了他

們多少商業的利潤。若是說廣告的誤導性影響到整個市場佔有率，有些產業

的競爭廠商之間會去檢舉對方做了什麼事情是不合法的，就是看彼此之間競

爭性多大，這個情形是許多產業都有。像屈臣氏這種打折或低價的措施，許

多量販店都有，只是沒有用廣告來特別強調，幫自己增加更多的銷售量。 

 

訪問者：你覺得以廣告的誤導性來講，消費者自己檢舉，與該廠商競爭者找暗樁去

檢舉，你覺得這兩者之間有沒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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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以廣告的誤導性來講其實還是有，它畢竟是誇大它的某些點來吸引消費者，

可能是有一兩樣真的很便宜，然後利用這一兩樣物品吸引消費者到它店裡消

費。或者是推銷的商品真的不可能做到全省的差價，造成消費者在舉證上很

困難去反駁這個差異，它只是個消費者一個印象，它真的很便宜。舉證上來

講，也是比較模糊，除非有一兩個消費者真的在一段時間內舉證出一個產品

兩個不同的價格，但這真的是很少數人的行為。 

 

訪問者：以屈臣氏的例子，它有許多但書，譬如說「退差價」之規定，其中就「退

兩倍差價」須持發票與其他商店廣告或 DM，且限於同一縣市做比較。當然

還有其他量販店的情形，譬如說貨品突然沒有了，如何去判斷它是故意的或

是剛好不小心沒看到？ 

受訪者：這要看原始廣告上是否有註明此但書，因為有時它會寫的很籠統，但是照

正確的做法來講，廠商若是限量供應，應該把這個量清楚寫出來，說明多少

量數售完為止。但它若沒有盡到告知的義務，它可能供應量是很好的，只是

為了塑造一個形象說這個東西真的很便宜，可是其實是非常有限的。現行的

法規應該有規定的很清楚，這樣就會變成不實的廣告。 

 

訪問者：我現在手上有一些資料，是促銷廣告出了問題的，大約是八十八年到九十

年都有，但這些廣告大部分都是很廣告代理商而不是貨品廠商自己弄的廣

告，這讓我蠻訝異的。這其中，廣告代理商的責任在哪裡？ 

受訪者：廣告因為時間很短、版面有限，廣告代理商會用比較取巧的方式，有些促

銷需先有審核的、或是廠商的指示，他們會把這些東西留到賣場上再去公佈，

譬如說「實際銷售的數字以賣場公告的為主」等。廣告代理商盡可能會去做

到說明或指引，但這可能已經變成所有促銷廣告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模式，它

還是會有一個但書，去模糊化所謂真的受到的限制、又要保持一個吸引力。

有些客戶本身就會怕有許多糾紛，如銀行等，但書的部分就會在平面廣告上

寫得很清楚。每個客戶本身的企業責任，還有它要規避掉多少責任，避免未

來事後消費者會有多少爭議性，每個客戶對廣告代理商要求的精細程度又不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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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你剛剛提到電視上面可能時間不夠，我也確實發現平面媒體會敘述的詳細

一點，在媒體別上會因為電視廣告費用貴，可以因此就比較片面訊息嗎？ 

受訪者：電視上只是打主要訊息，它會把但書用一個很小的牌子、很小的一行字眼，

註明細節要參考平面或其他廣告，但它的訊息就會更模擬更籠統。如何要研

究一個完整的促銷案，就要了解它電視上說了什麼、平面上說了什麼、賣場

上說了什麼？ 

 

訪問者：那如果廣告在電視上只說了一句話，其他用平面的，你覺得這樣是 ok 的嗎？ 

受訪者：其實消費者有時候也看多了這類型的促銷廣告，也會有去看它其他廣告類

型的說明的習慣。 

 

訪問者：我這裡有一個例子，消費者參加廠商購買商品抽獎送手機的活動，但需要

搭配門號與設定費，一般人覺得這可能是應該的常識，但消費者說廣告在廣

告上沒有說要搭配門號，最後廣告主是敗訴的，像這種情形你覺得如何？ 

受訪者：我覺得雖然這可能是大家的常識，但廣告主還是應該標明條件，畢竟手機

不是一個便宜的商品。之前也有信用卡在送手機的促銷活動，但消費者不知

道需先辦這個卡，交了卡費之後，才能拿到這個手機。在辦信用卡之前有一

個申請書，在申請書上就有註明此條件。 

 

訪問者：你認為這些出問題的促銷廣告，客戶知不知道這訊息有沒有觸法？ 

受訪者：可以去看客戶過去的廣告金額及有沒有類似的促銷廣告，其實客戶會投入

大量的廣告金額，應該是有經驗的，不應該用不知道來規避責任。而且在做

促銷廣告與市場的廣告主，應該本來就有這樣的法律常識。 

 

訪問者：目前多是客戶敗訴，那罰鍰金額你覺得標準在哪裡？要考慮哪些因素？ 

受訪者：如果是個人名譽受損，會要求對等的廣告金額來付出，來更正這樣的訊息。

但一般的罰鍰並沒有這麼大，我覺得罰鍰金額的考慮標準，要先看它在社會

責任上的大小、再看它的商業行為對消費者的金額損失或競爭者的傷害有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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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現在罰鍰不是講它賠給消費者，等於是罰給國家。感覺上它的廣告量愈大、

它是愈大的企業，它的罰鍰比例應該愈高？ 

受訪者：理論上它投入媒體金額愈高，表示它的傳播效益就愈大，它若傳播的是一

個錯誤的訊息，那要更正一個錯誤的訊息當然也是要花費愈大的金額。 

 

訪問者：那媒體別有沒有差別？大眾的媒體是否誤導性就較高，小眾的媒體是否誤

導性就較低？ 

受訪者：我覺得要用相同的媒體來做更正的動作。 

 

訪問者：我現在做這研究，是看碰到這種案子時該考慮什麼因素？誰應該來主導、

決定這些考慮的因素？ 

受訪者：公平會不外是產業界或官方、學者，目前好像有加入消費者，這部分牽涉

到的也蠻複雜的，很難去迴避掉所謂的主觀或爭議性。產、官、學界可能會

被要求比較中立立場，譬如說可以去邀請消基會或民間的組織、公益性的團

體，可以被考慮納入這樣的機制裡頭。 

 

受訪者：最嚴厲的部分應該是比照辦理吧！我覺得還有一個被忽略掉的地方，是賣

場上的溝通。 

 

訪問者：所以你認為賣場的海報應該再把所有的細節寫清楚？ 

受訪者：對，這在未來可能可以強制性去做到，讓消費者可以很清楚看到。那海報

的尺寸或字級大小倒不一定要規定一定的標準，而是讓消費者可以清楚看到

為原則。 

 

訪談六（受訪者：業者三 外商廣告公司業務群總監） 

訪問者：以屈臣氏這個案子為例，屈臣氏保最便宜其保證、說發現更便宜，退你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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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差價，但它有許多但書，在廣電方面沒有，在平面廣告有揭示。最後處分

這廣告是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你覺得這樣公不公平？你覺得公平

會在處分時應該考慮哪些因素來決定它有沒有問題？如果是出錯的話，該怎

麼處理？像家樂福的例子，它今天特價促銷的產品沒了，它廣告上並沒有出

示「限制商品數量」，後來是出了事情，消費者去告，家樂福說這是預期不到

的事情，後來廣告上才有出示「限制商品數量」。  

受訪者：我覺得廠商有義務交待清楚，我覺得屈臣氏有蓄意的掩蓋一些但書，在廣

告上做得稍微誇張了一些，它應該把這些但書講得再清楚一點，它有些但書

不太合理，如其中就「退兩倍差價」須持發票與其他商店廣告或 DM，且限

於同一縣市做比較、且要同一等級的量販店做比較，如消費者不能以其家隔

壁雜貨店的價錢來做比較。我覺得公平會要去判斷誰對誰錯，最後屈臣氏會

敗訴一定有其道理，可以看出來它的出發點對消費者不是善意的，只是以廠

商的立場去做出發點，要把聲勢打響。 

 

訪問者：可是廠商的動機只有廠商知道呀！其他人看不太出來呀！判決在參考動 

機的標準上沒有辦法判定廠商是否為蓄意不良？這部分要怎麼去判斷？ 

受訪者：廠商永遠是針對大眾來考量，而不是一兩個例子。 

 

訪問者：那屈臣氏確實有幾樣商品比別人貴，但它賠給消費者的差價其實不多。 

受訪者：我覺得屈臣氏若是有誠意，就應該對它的承諾負責。 

 

訪問者：那這樣是說愈多消費者來反應這件事情，就代表這廠商廣告內容的損害、

嚴重性就愈大嗎？ 

受訪者：我覺得人數的多寡不重要，而是一個企業推出一個企劃，它的出發點是什

麼？它建立的企業形象是什麼？以屈臣氏為例，它要建立一個最低價的形

象，但是它這樣做到最後很多人因此不去了。 

 

訪問者：動機與企業形象到底會受到什麼影響，這兩者都是沒有辦法去評斷的。那

到底要怎麼來判斷一個廣告對消費者或該廠商的競爭對手造成什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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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大的損失？ 

受訪者：以屈臣氏來講，它當時有糾紛出現時，它的銷售與它的形象是真的有受到

影響、變的非常差，但台灣人是健忘的，容易過了一段時間就忽略這樣的現

象。 

 

訪問者：如果從一個第三者（公平會）的角度，如何來判斷它是否是一個惡意的行

為？ 

受訪者：我覺得從公平會定的法規，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以屈臣氏來講，要看

它的大型廣告是否有明確提醒消費者有但書的動作。 

 

訪問者：另外以菲夢絲為例，它甄選廣告代言人，廣告上有註明「洽菲夢絲全省分

店」，洽各分店這就有玄機啦！另一個例子，喬登有限公司於報紙刊登「暑期

特惠專案」減肥廣告，表示減肥只要 1999 元，卻在消費者量過身高體重後，

要求其支付 1999 元，又表示 1999 元是第一堂課費用，要求再付 18000 元，

要求檢舉人簽切結書，若在一個月內減 10 公斤，則只需交 3000 元之挑戰費，

餘額全部退還。你進去店裡後他就不斷說服你買這個買那個，然後你後悔，

最後購買的產品與廣告上的促銷價差了十萬八千里。 

受訪者：可是如果它已經在媒體說洽各分店，我覺得它有做到提醒的動作，接下來

消費者是主動的，到底要不要購買產品它有主動權。但以屈臣氏來講，當時

在它比較大眾的媒體上沒有做一個比較明顯的提示，那我覺得它的動機就是

比較不良。 

 

訪問者：就是看消費者有沒有衡量的空間？ 

受訪者：對！我覺得一個是主動一個是被動。被動就是我要去退費時才被告知但書

在這裡，但主動是購買前就已經知道有但書。我覺得從這個點就可以看出一

個企業是居心不良還是善意的要提供一些服務？ 

 

訪問者：但屈臣氏會說它在店裡都有寫，但是太小，大部分人看不到。 

受訪者：我覺得一個比較正派的企業，就會做到廣告但書的大小讓消費者能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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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點也可以觀察出企業的動機，所以屈臣氏說它有擺，但擺在一個大部

分人看不見的地方。 

 

訪問者：那要怎麼判斷要大到什麼程度別人才會看到？ 

受訪者：如果今日是有這麼多案例，而不是只有個案說我沒看到但書，我覺得企業

就沒有盡到它提醒的動作。 

 

訪問者：可是屈臣氏這個案子，告到公平會的是非常少，是個案，但你說網路上很

多人在講，但網路上是競爭者可以去灌水的呀！ 

受訪者：你是說在公平會的人數是不多的，是被媒體炒起來的唷？ 

 

訪問者：對！ 

受訪者：可是我覺得當時事情還炒得蠻大的，媒體炒作也有可能。但報導是媒體陪

著消費者去退，拍到退費被拒絕的過程。這可能是少數的個案，但因為是用

大眾媒體來播出，所以讓人感覺事件很大。 

 

訪問者：這事件是可以被炒作出來，那由事件報導的多嚴重性來判斷也不一定準確。 

受訪者：那這樣講，用人數或媒體報導的規模大小來判斷也不一定準確，是對的。

但至少對消費者有造成影響，媒體報導也會改變消費者對這家企業的印象。 

 

訪問者：屈臣氏這個案子有觸法，但你覺得嚴重性應該判決到什麼程度？要怎麼處

理、彌補，要考慮哪些條件？ 

受訪者：我覺得最基本要把這些消費者覺他們權益受損的部分，要彌補回來。 

 

訪問者：但若是因此金額不是太高，等於是沒有處罰呀！至少要給它一些法律上的

制裁，將來好叫其他同業不要也做這樣的事呀！那部分是額外，消費者之外，

公共處罰的部分，那要怎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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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我覺得要比較有建設性的處罰，譬如說我們開始規範這一類型的廣告一定

要做到怎樣的型式，將來才能保護到消費者，也避免同業再犯。 

 

訪問者：法律的制裁都是沒有建設性的，因為法律只能告訴你不能怎麼做，做錯了

就罰，但法律不能告訴你怎麼做呀！ 

受訪者：我不知道該罰多重、多輕。 

 

訪問者：那你覺得應該由誰來決定這件事情？ 

受訪者：這個我沒辦法做判斷。 

 

訪問者：那廣告代理商要扮演什麼樣的角色？以屈臣氏這個案子為例，廣告代理商

不會覺得它的但書太多了嗎？多到你覺得它沒有誠意了。 

受訪者：廣告代理商應該有義務要提出這些質疑！但最後決定權還是在廠商。 

 

訪問者：關於廠商的誠意，除了廠商本身，應該去哪裡找資料來判斷這件事情？如

果問同類競爭廠商，他們會講實話嗎？ 

受訪者：如果指名了廠牌，同類競爭廠商之間絕對不會有好話。最簡單的方式，應

該可以用消費者調查就可以知道了。 

 

訪問者：消費者調查我們很難知道它的代表性有多高，但屈臣氏這個案子的廣告很

成功的把它的銷售額拉高了，表示支持它的消費者是多的。 

受訪者：精明的消費者在比較之後，還是會去屈臣氏購買其中比較便宜的產品，所

以銷售額拉高是不意外的。現在的 issue 是它價錢貴了也不是不退費，而是它

沒有講清楚，它要是講清楚，消費者也沒有話說。 

 

訪問者：舉花旗銀行「前進澳門」這個案子為例，人數過多，它沒有辦法讓所有辦

卡的消費者在時間內全都去澳門，最後消費者去告，廠商也是敗訴。這與屈

臣氏的案子都是消費者在權益上受損，但有程度上的比較。 

  27



 

受訪者：花旗那個事件沒有處理的很好，但它敗訴之後再把去不成的人全都送去澳

門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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