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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1 號 

被處分人：翔峰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31577 

址    設：新北市新店區新生街 5巷 9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美國 RED LINE 0W-30

全合成機油」，宣稱「認證：API SN/SM/SL/SJ/CF」，就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美國 RED LINE 0W-30 全

合成機油」，宣稱「認證：API SN/SM/SL/SJ/CF」，然查 API(Amer

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美國石油協會)網站(http://eolcs.

api. org)登錄資料，未見 RED LINE 紅線機油之認證，涉有廣告

不實。 

理    由 

一、 案關網站刊載「美國 RED LINE 0W-30 全合成機油」商品廣

告，宣稱「認證：API SN/SM/SL/SJ/CF」等語，予人印象為

該等商品均通過 API 之認證，然查 API 網站（http://eolcs.

api.org）登錄資料，未見「Red Line」、品牌機油之認證，

被處分人則坦承收到本會公文後查詢 API 認證網站，確無  

RED LINE 商品，案關商品應係符合 API 規範級數，是案關廣

告宣稱內容確與事實未合，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美國 RED L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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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30 全合成機油」，宣稱「認證：API SN/SM/SL/SJ/CF」，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

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

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美國 RED LINE 0W-30

全合成機油」網頁廣告資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15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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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7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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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2 號 

被處分人：信安藥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865863 

址    設：屏東縣屏東市金泉里漢口街 11 號 4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廣告傳單上刊載「全球知名品牌連鎖」之表

示，就其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101年10月1日寄發廣告傳單，內文揭載「免 
加盟金」、「免保證金」、「免準備金」即可使用「全球知 
名品牌連鎖"無毒的家"招牌」、可立即擁有「全球知名品牌 
連鎖"無毒的家"優勢」。所稱「全球知名品牌連鎖」 因對 
交易相對人極具招徠效果，若無相關佐證資料，將有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虞。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以案關廣告傳單，內文揭載「免加盟金」、「免

保證金」、「免準備金」即可使用「全球知名品牌連鎖

"無毒的家"招牌」、可立即擁有「全球知名品牌連鎖"

無毒的家"優勢」等表示，由於上開表示對受信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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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店或連鎖店）極具招徠效果，是案關廣告傳單應屬公

平交易法第21條所稱之廣告。案關廣告傳單係由被處分

人寄發給販賣有機食品之加盟店與連鎖店，總計150

份，被處分人核為案關廣告行為主體。被處分人既於案

關廣告傳單為前開表示，應有客觀事實始得為廣告宣

稱，以盡廣告主為廣告行為所應負真實表示之義務。若

被處分人為前開表示，有引起一般或相關交易相對人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屬就其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

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 
二、 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傳單宣稱其招牌為「全球知名品牌

連鎖」，廣告主應就該等宣稱提供相關資料以為佐證，

以免引起交易相對人誤認，並避免對其他同業競爭者造

成不公平競爭。被處分人陳述表示係因好友申請美國、

加拿大、新加坡及印尼等地「無毒的家」商標，即於案

關廣告傳單中宣稱「全球知名品牌連鎖」；然被處分人

未經營加盟業務，亦未曾開設分店，其所提出之佐證資

料亦非屬被處分人於其他國家所申請註冊，尚難認被處

分人「無毒的家」之招牌為全球知名連鎖品牌。故被處

分人於案關廣告傳單宣稱「全球知名品牌連鎖」，將使

交易相對人對被處分人實際營業情狀及服務品質產生

錯誤認知，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廣告傳單刊載「全球知名品牌連

鎖」，就其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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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

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

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101年10月1日寄發廣告傳單。 
二、 被處分人「無毒的家」商標註冊證。 
三、被處分人101年12月13日到會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

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

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21條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

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6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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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3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福運起重行 

統一編號：81789581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健康路 272 號 1 樓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以「大世界精緻搬家公司」、「福運精緻搬家

公司」、「慈濟搬家」及「洪億優質搬家公司」等名義

於網頁宣稱「榮獲消基會推薦優良搬家公司」，就服務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法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於網頁宣稱「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推薦為優良

搬家公司」，就服務之品質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2項違

法行為。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頁以「大世界精緻搬家公司」、「福運精緻搬

家公司」、「慈濟搬家」及「洪億優質搬家公司」等名義宣

稱「榮獲消基會推薦優良搬家公司」及「中華民國消費者協

會推薦為優良搬家公司」，惟實際未獲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下稱消基會)優良搬家公司之推薦，且取

得之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下稱消費者協會)推薦，實為15年

前之事蹟，不足以代表現行搬運服務之狀態，涉有廣告不實

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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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由 

一、查被處分人同時以「大世界精緻搬家公司」、「福運精

緻搬家公司」、「慈濟搬家」及「洪億優質搬家公司」

等名義於網路廣告宣稱獲得相關機構之推薦，予人印象

乃各該事業主體性不同，且分別獲得相關單位之推薦。

惟事實上其主體均為被處分人，故該等主體性不同之表

示，乃與事實不符。再查系爭廣告同時宣稱「榮獲消基

會推薦優良搬家公司」及「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推薦為

優良搬家公司」，其予一般大眾之印象為該等事業同時

獲得消基會及消費者協會推薦為優良搬家公司，惟實際

上消基會並無針對搬家公司進行推薦，該等廣告實際營

運主體之被處分人事實上只取得消費者協會「88年最高

榮譽全國消費精英獎」證書；且所獲消費者協會該證書

距今已有15年，而據消費者協會表示，該證書有效期限

為2年。雖然被處分人辯稱係因將消基會及消費者協會

誤認為同一機構，才做該等刊登內容，惟案關廣告同時

宣稱「榮獲消基會推薦優良搬家公司」及「中華民國消

費者協會推薦為優良搬家公司」，消費者觀之無由知悉

被處分人係將2消費者團體混淆，亦無法從廣告得知被

處分人係獲得消費者協會15年前證書，與廣告予人乃現

時之搬運服務狀態有間。 

二、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廣告上以數事業名義，營造不同

主體之印象，並就搬運服務所獲消基會推薦之意旨，乃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另就消費者協會之證書

隱匿實為15年前之事蹟，不足以代表現行搬運服務之狀

態，乃為引人錯誤之表示。上開行為除易致消費者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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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之認知決定，亦對競爭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 

三、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

平交易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網頁宣稱「榮獲消基會推薦優良搬家公司」及

「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推薦為優良搬家公司」網頁資

料。 

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102年3月15日總字

1020000031號函及102年3月4日本會電話訪談記錄表 

三、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102年6月7日 (102)消協鎮字第023

號書函。 

四、被處分人102年5月7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21條第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21條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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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36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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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4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欣欣瓦斯管路企業社 

統一編號：26514927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散發極易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民眾誤認其

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安全檢

查行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體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有 2 位民眾向本會反映，被處分人有假藉欣欣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欣公司）名義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情事，

本會爰併案處理。 

二、 調查經過：  
（一） 本會向新北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查證及查詢經濟部商

業司「商工登記資料公示查詢系統」，得知被處分人

於 99 年 11 月 24 日申請設立「欣泰瓦斯管路企業

社」，並於 101 年 3 月 20 日將事業名稱更名為「欣欣

瓦斯管路企業社」，又於 101 年 10 月 8 日登記變更負

責人。 

（二） 謹就民眾所提供被處分人製發之服務通知單之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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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記載事項說明如次： 

1、 正面之標題顯示「欣欣瓦斯管路服務通知」字樣，

另該通知單正面記載事項為： 

「本單位為加強貴府瓦斯設備使用安全，現為 貴

府實施管線安全服務工作。謹訂於    上午

10：00~下午 18：00 派員前往。希屆時賜予合作。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日

期前一天通知本單位另約時間，謝謝！ 

※敬告客戶 本單位人員須帶有『欣欣瓦斯管路企

業社』員工識別證附相片。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

損失。 
貴用戶                    

（蓋上不易辨識之「欣欣瓦斯管路企業社」篆體印

鑑） 

服務專線：○○○○○○○○（10：00~18：00） 

服務員編號： 

2、 背面記載事項： 

「注意事項 

一、 為加強使用安全，可加裝超流量自動遮斷器，確

保使用安全，本單位一律採現場收費方式辦理，

並開立及收據，貴府可直接要求換裝。 

二、 敬請注意確認服務人員身份。 

三、 貴府瓦斯爐、熱水器所使用之橡皮管易變質老

化，為避免漏氣事故，本單位工作人員將為貴府

換裝服務。 

四、 本單位並非天然氣導管單位，純為銷售瓦斯器及

安全設備，同時協助住戶瓦斯使用安全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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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貴用戶                     

欣欣瓦斯管路企業社 敬啟 

（三） 本會實地訪查民眾，內容略以： 

1、 被處分人於附近十幾戶住家投遞服務通知，服務通

知上有「欣欣瓦斯管路服務通知」字樣，以為是欣

欣公司。 

2、 被處分人員工穿著制服，上有「欣欣」2 字，戴著

識別證，聲稱做瓦斯安全檢查，以儀器偵測後說瓦

斯爐及熱水器有漏氣，必須更換瓦斯安全開關，我

因為擔心安全，所以就更換一只瓦斯安全開關，並

收取 1,950 元的費用，事後發覺被處分人並非欣欣

公司，才知被騙。 

3、 如果知道被處分人不是欣欣公司，就不會讓其進入

屋內，也不會更換瓦斯安全開關。 

（四） 被處分人陳述紀錄，略以： 

1、 本事業營運範圍以台北市文山區，新北市中、永和

區為主。 

2、 本事業名稱取名為類似導管瓦斯公司之名稱（例如

欣欣），我覺得貴會應該質疑新北市政府，為何新北

市政府會同意本事業取名類似導管瓦斯公司名稱，

如果新北市政府不同意本事業取此名稱，本事業也

不可能使用此名稱，況且本事業全名與導管瓦斯公

司之全名並不相同。本事業僅在民眾問及是否為當

地導管瓦斯公司時，才會告知全名，民眾如果還是

誤會，本事業也無可奈何。 

3、 本事業業務員推銷方式是按門鈴後，會告知是做瓦

斯安全檢查，進入民宅後，會以測試儀器檢測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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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管線設備或熱水器設備等，儀器發出嗶嗶聲，

表示瓦斯管路可能漏氣，業務員即會建議住戶安裝

瓦斯安全器材，而瓦斯安全器材迄今銷售（扣除退

貨者）約 10 只，每只 1,950 元。 

4、 本事業會沿著街道投遞服務通知，每次約投遞 1 百

多張通知單，每年約印 1 萬張通知單，本事業雖印

有不易辨識的篆體字印章在通知單上，但並未蓋在

事業名稱上，本事業認為住戶應該可以分辨篆體字

印章之內容。 

理   由 

一、 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定

有明文。又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案

件之處理原則」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交易秩

序」係指符合善良風俗之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

倫理之交易行為；所稱「欺罔」係指對於交易相對人，以

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

事交易之行為；而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時，應考量

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多寡、造成

損害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

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等事項)

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惟不以其對交易秩序

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事業之市場競

爭行為違反前揭規定者，依同法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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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千萬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

止。」首先敘明。 

二、 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理原

則」第 4點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不得有下列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行為：1、藉瓦斯防災宣導、瓦斯安全檢查、公益

團體或政府補助等名義或機會，使消費者誤認者。…」及

第 5點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點，且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者，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按一般

民眾普遍對導管瓦斯公司具有較高之專業信任，基此，倘

瓦斯器材業者在銷售其產品時，利用民眾對導管瓦斯公司

之信賴感，假藉其名義，僅告稱瓦斯安全檢查或免費更換

瓦斯管線，未表示目的係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且非屬導管瓦

斯公司之重要交易資訊，民眾在不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

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更進而表示現有設備不安全，而推

銷產品，就其整個行銷過程，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交易，

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利，自得論其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欺罔行為。 

三、 本案被處分人刻意使用「欣欣」2 字為事業名稱，並假藉

瓦斯安全檢查之名行推銷之實，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研析如下： 

（一） 查被處分人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為便利於欣

欣公司之營業區域內（即台北市文山區、新北市中、

永和區等地）銷售，雖與供應天然氣之導管瓦斯公司

是不同業務種類，但卻選取與供應天然氣之欣欣公司

相類似之事業名稱，復據其自承，其銷售範圍亦與欣

欣公司之營業範圍相符，顯有利用欣欣公司之名義推

銷瓦斯安全器材之意圖。且就被處分人所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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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單正面整體觀之，其「欣欣瓦斯管路服務通知」

之文字均以放大字體方式呈現，在視覺作用上即極易

使用戶與欣欣公司產生聯想；而一般用戶在檢視上述

「服務通知」單時，除瞭解該服務通知係由何事業發

送後，對何時到府安檢亦會加以注意，其他部分多略

而不視，因此，即使該通知曾二度出現「欣欣瓦斯管

路企業社」字樣，但由於其擺放位置，如放於背面，

或以一般大小字體穿插、夾帶於整篇敘述文字之間，

致用戶可辨識者亦僅止於易使人聯想為當地導管瓦

斯公司，該「服務通知」文字之列印、編排及遮蔽性

手法，已達到誤導之效果。 

（二） 復查被處分人另於通知單正、反面載有「貴用戶」文

字內容，然查大多數收到被檢舉人散發通知單之用戶

從未裝設被檢舉人之產品，且被處分人以「為加強貴

府瓦斯設備使用安全」、「實施管線安全服務工作」等

文字內容，意圖誤導瓦斯用戶以為是導管瓦斯公司定

期安檢服務之作法甚為明顯，隱瞞其推銷瓦斯安全器

材之商業性。雖然被處分人於通知單背面第四點說明

其「並非天然氣導管單位」，但前述通知單正面及背

面之整體表示仍足以讓民眾產生誤認。 

（三） 復據被處分人自承，會以測漏儀器檢測管路是否有漏

氣，再建議住戶裝設瓦斯安全器材，顯見被處分人實

質上仍是藉由瓦斯安全檢查，使住戶不知其目的乃在

銷售瓦斯安全器材；再者，被處分人亦僅在民眾問及

是否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時，才會告知事業全名，更

可證實被處分人刻意不主動表明其非導管瓦斯公

司，及係為銷售商品之目的，僅以瓦斯安全檢查為

名，使導管瓦斯用戶不察被處分人與導管瓦斯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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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異，隱瞞其並非導管瓦斯公司之事實，其誤導及欺

瞞消費者之意圖甚明。又據民眾表示「如果我當時知

道欣欣企業社不是欣欣公司，我就不會讓欣欣企業社

人員進門，我也不會讓欣欣企業社更換瓦斯安全開

關。」，顯示被處分人確實對消費者隱匿足以影響其

交易決定之重要交易資訊。 

四、 綜上，被處分人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故意使用

與欣欣公司相類似之名稱，發送極易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

單，使民眾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導管瓦斯公司

為同一經營主體，並進而藉瓦斯安全檢查為由，實則推銷

瓦斯安全器材，其整體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行為，核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

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

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狀；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與其

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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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5 號 

被處分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6270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基隆路 2段 172-1 號 13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myfone 數位 3C 購物通」刊物之「網內一族 401+

行動上網 699」、「通通省 699+行動上網 699」方案宣稱「網

內免費」，就服務之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2 月 15 日及 102 年 1 月 1 日、1 月 15 日、2

月 1日、3月 1日、3月 15 日「myfone 數位 3C 購物通」刊物之「網

內一族 401+行動上網 699」、「通通省 699+行動上網 699」方案宣

稱「網內免費」，惟實際僅 2,500 分鐘免費，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第 4 頁最上方於紅色圓形(直徑約 1.6

公分)內以白色字體(約 0.4 至 0.5 公分見方)刊載「網內免

費」，其旁刊載「申辦智慧型手機指定專案享網內通話免費(二

年專案)」或行動上網任您選，復於下方專案「網內一族 401+

行動上網 699」、「通通省 699+行動上網 699」左上方以藍色

圓形(直徑約 0.7 公分)白色字體(約莫 0.2 公分見方大小)刊

載「網內免費」，予人印象案關方案於綁約條件下，得享有「網

內免費」之優惠。雖案關廣告於下方「貼心提醒」刊載「網

內免費 2500 分鐘/月優惠，係於綁約期間內享免費撥打網內

語音通話2,500分鐘/月之優惠……超過2,500分鐘後以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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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699 型網內語音費率計價收費。」惟貼心提醒文字總計有

19 行，其字體僅約莫 0.1 公分見方大小，行距約 0.1 公分，

內容相當密接，上開說明文字於該段內容第 3 行、第 4 行及

第 6 行始出現，一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力不易閱讀知悉該限

制；鑑於其他電信公司目前網內通話免費方案皆無分鐘數限

制，案關廣告僅以較大字體刊載「網內免費」(分別約 0.2、

0.4、0.5 公分見方)，一般通念並無法知悉乃具有分鐘數限

制，有引人誤認網內免費並無通話時間限制之虞，亦對其他

網內免費無分鐘數限制之業者形成不公平競爭，核屬引人錯

誤之表示。 

二、 被處分人雖主張用戶申辦本方案時，需填寫專案同意書，而

該同意書第四欄「優惠內容與限制」，明顯揭露「享每月免費

撥打網內語音通話 2,500 分鐘之優惠……超過 2,500 分鐘後

依所選用之語音費率計費」。惟被處分人出刊印製案關廣告共

計 162 萬份(27 萬 x6)，申辦案關方案用戶有數萬人，已有相

當誘引交易之效果。而按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廣告就商品

(服務)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否則消費者將受不

實廣告之誤導致權益受損；且該不實廣告所產生之招徠效

果，亦對守法廣告之同業競爭者爭取交易之機會形成不公平

競爭，故本案事後在契約之另為補充、補正，並不影響締約

前所為以不實廣告誘引交易責任之認定，被處分人尚不得據

此主張免責。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網內一族 401+行動上網 699」、「通通省

699+行動上網 699」方案宣稱「網內免費」，就服務之內容為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

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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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一、 檢舉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3 月 15 日)檢舉函。 
二、 101 年 12 月 15 日及 102 年 1 月 1 日、1 月 15 日、2 月 1 日、

3月 1日、3月 15 日「myfone 數位 3C 購物通」刊物。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4 月 11 日、5月 8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 21 條第 3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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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6 號 

被處分人：喜福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21143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仁愛路 4段 376 號 6 樓之 4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路刊載「2NE1 GLOBAL TOUR NEW EVOLUTION 

CONCERT in TAIWAN」演唱會舞臺圖示及宣稱「2NE1 演唱

會示意圖延伸舞臺的大小實際是有延伸至搖滾 C、D區的！

（示意圖因軟體繪畫關係較小）」，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民眾來函檢舉，略以：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1 月 16 日

在台北小巨蛋舉辦「2NE1 GLOBAL TOUR NEW EVOLUTION 

CONCERT in TAIWAN」（下稱 2NE1）演唱會，於同年 10 月

28 日早上 10 點 58 分開始售票，並公布舞臺圖示，又於同

日在其 Facebook 粉絲團公告「2NE1 演唱會示意圖延伸舞

臺的大小實際是有延伸至搖滾 C、D區的！（示意圖因軟體

繪畫關係較小）」，惟演唱會現場舞臺和被處分人所公布

之圖示不同，不但未延伸至搖滾 C、D 區，甚至搖滾 A、B

區位置亦不同，涉有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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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2NE1 演唱會係由韓方（即演出團隊）提供指定設計圖，

再由被處分人委請鼎益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益

鑫公司）負責現場舞臺搭建工程。被處分人另與年代網

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年代公司）簽訂入場券委託

銷售合約書，委託年代公司負責系爭演唱會對外售票事

宜。 

（二）2NE1 演唱會舞臺圖示係自 101 年 10 月 26 日刊登至同

年 11 月 16 日（即演唱會結束日），其銷售期間為 101

年 10 月 28 日至同年 11 月 16 日止，銷售票數為 7,842

張。 

（三）為體諒觀眾對偶像能更近距離觀看之期盼，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0 月 28 日，即開放 2NE1 演唱會售票當日下午，

於電話中向韓方聯絡人提出舞臺由原設計變更延伸至

搖滾 C、D 區之需求，雙方均表示樂見其成，故被處分

人誤認應可將舞臺延伸，即於 Facebook 上發布公告。

惟待韓方演出團隊及工作人員於演唱會前 4 天陸續抵

達現場後，考量場館空間，遂於延伸舞臺部分追加施放

煙火，為符法令規定，致須將 A、B 區後移 6 公尺。據

年代公司提供之實際售票狀況，系爭演唱會之門票，於

該公司公告此一消息前，業已售出近 6成，於消息公告

後，僅售出數十張，亦無明顯成長。 

（四）系爭演唱會舞臺設計實非被處分人所能主導，且須待演

出團隊到現場後才會作後續調整，其搭建工程為 101 年

11 月 12 日始進館搭建，故該公司未能及時對外公布相

關變動內容；再者，表演場館針對 B1 區域（即舞臺前

之平面區域）可容納最高人數有所限制，縱使舞臺如何

變動，亦無法增加該區可出售票數。 

三、 經請鼎益鑫公司提出說明及相關事證到會，獲復略以：該

公司與被處分人締結承攬工程合約，負責 2NE1 演唱會之硬

體工程，並繪製現場施工圖，經韓國專業人員於 101 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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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抵台並召開工程會議後，針對舞臺特效提出更新需求，

並修改舞臺前緣與觀眾席間安全距離為 7 米，隨文亦檢附

演出場第台北小巨蛋確認核定版本圖檔及現場實際照片。 

四、 經請臺北市政府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事證，獲復略以：依

爆竹煙火管理條例及爆竹煙火管理條例施行細則規定，活

動施放舞臺煙火，如施放量達一定數量以上，應於施放前

5 日檢具相關文件資料，提出申請，經許可後方可施放，

倘有異動，應於施放 5 日前重新提出申請。查本案係由被

處分人委託星際舞台特效有限公司（下稱星際舞台特效公

司）施放專業爆竹煙火（舞台煙火），因施放煙火達一定

數量以上，遂由星際舞台特效公司於 101 年 11 月 9 日向臺

北市政府消防局提出申請，並經該府以 101 年 11 月 13 日

府消預字第 10138901200 號函核發許可在案，且本案無變

更之申請。 

五、 經請案關演唱會場館營運管理者臺北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臺北大眾捷運公司）提出說明及相關事證，略以：

該公司基於場館營運管理，均要求場地租用單位須依消防

法令規定辦理，亦請其提送「消防安全計畫書」予消防機

關審查。本案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0 月 26 日檢附票價結構

及平面配置圖等資料，向臺北大眾捷運公司提出售票申

請，並於同年 11 月 8 日提送因規劃煙火特效，主舞臺與搖

滾區之距離，由 2米調整為 7米以上，再於同年月 14 日調

整副舞臺安全逃生通道寬度，由 2米改為 3米。 

理   由 

一、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

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

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

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同條第 3 項

規定：「前 2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所稱「虛偽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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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

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

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

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所稱「表示

或表徵」，係指以文字、語言、聲響、圖形、……或其他方

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念之行為。事業

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服務之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 

二、 查本案系爭舞臺圖示刊載之同一頁面，併載有「主辦單位：

Heyford 喜福娛樂」等文字，其粉絲團名稱亦為「Heyford

喜福娛樂」，且被處分人亦承認前揭圖示及公告均為其出資

委託刊載，此有被處分人與年代公司之入場券委託銷售合

約書及委託維護管理網站之勞務報酬單可稽，被處分人並

藉銷售案關演唱會票券而獲有利益，故其核為本案廣告行

為主體，合先敘明。 

三、 按演唱會各區票價懸殊，係以距離舞臺遠近及觀賞角度等

因素為其票價區隔之考量，一般消費者於演唱會購票選擇

時，將綜合考量是否可近距離清楚觀賞演唱會之表演內容

及其各區票價，為做成交易決定之重要參考依據，故演唱

會舞臺距離係消費者購票之重要考量因素，被處分人就此

即應就廣告負真實表示及較高之注意義務，俾確保廣告之

真實性，使消費者在做成決定前能據以評估各該條件。 

四、 被處分人先於 101 年 10 月 26 日起刊登舞臺圖示，復於同

年月 28 日在 Facebook 粉絲團公告強調「2NE1 演唱會示意

圖延伸舞臺的大小實際是有延伸至搖滾 C、D區的！（示意

圖因軟體繪畫關係較小）」，二者觀之予人印象為舞臺延伸

至搖滾 A、B 區，甚至有延伸到搖滾 C、D 區，惟實際現場

情形，舞臺係與搖滾 A、B區距離 7米以上，此有檢舉人所

附現場照片及臺北大眾捷運公司所提供之說明可稽，且被

處分人亦於11月 23日在 Facebook粉絲團針對舞臺承認錯

誤、發布道歉聲明，足見其廣告宣稱與實際情形不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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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顯屬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五、 至被處分人辯稱有關現場實際情形與舞臺圖示存有差異，

係因演出團隊於表演前 4天陸續抵達現場後，為後續調整，

並為符消防法規所致。惟查，系爭演唱會之銷售期間為 101

年 10 月 28 日至同年 11 月 16 日，被處分人早於 101 年 11

月 8 日即向臺北大眾捷運公司提出調整主舞臺與搖滾區距

離之需求，此有臺北大眾捷運公司提供技術圖說可稽，足

見被處分人對於舞臺變更早已知情，所稱表演前 4 天陸續

抵台所為調整顯不足採。 

六、 次查，有關現場實際情形與 Facebook 公告不符乙節，被處

分人亦自承係因向表演團隊提出舞臺延伸之需求，雙方均

表樂見其成，而誤認可將舞台延伸至搖滾 C、D區，遂予以

公告表示「2NE1 演唱會示意圖延伸舞臺的大小實際是有延

伸至搖滾 C、D區的！（示意圖因軟體繪畫關係較小）」，被

處分人復辯稱發出此一公告後，僅售出數十張門票，銷售

並無明顯成長，惟被處分人於較早公告之舞臺圖示已與實

際情形存有顯著差異，又再於 Facebook 發布公告，且強調

示意圖係因軟體繪畫關係較小，其可能使消費者產生誤認

之情事已存於舞臺圖示公告之時，故其辯稱 Facebook 公告

對於銷售並無明顯影響乙節，尚不足採。承此，廣告使用

之目的，在於增加商品或服務交易之機會，被處分人於廣

告使用期間，應本於廣告主之地位，就系爭廣告變更為即

時調整公告，使消費者充分獲悉此重要資訊，尚難以舞臺

係因只能配合演出團隊、非被處分人所能主導，而為系爭

廣告不實之正當理由。 

七、 綜上，被處分人舉辦「2NE1」演唱會，就服務之內容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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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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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7 號 

被處分人：德發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445367 
址    設：臺北市士林區福國路 95 號 1 樓之 5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不實情事，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不當散發競爭對手侵害著作權警告函，為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 2 項違

法行為。 

四、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於網站散布不實資訊，涉有違反公平

交易法相關規定： 
（一） 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撤

銷……Alznner 腳正器仿製品舉發聲明稿……仿製品

-俊達生技有限公司專利被撤銷」、「拒買仿製品 請點

閱左下角俊達……仿製品-俊達科技產品被撤銷」等

（下稱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情

事），及「俊達抄襲應不准其專利」、「……紅崴-俊達

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襲『德發科技公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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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襲! 抄襲! 抄襲! 俊達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技有限公司……的著

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下稱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其

著作情事），然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俊達公

司）專利權因被處分人舉發而遭撤銷，並非因其新穎

性而係因其進步性不具可專利要件，是其與「抄襲」、

「模仿」係屬二事，被處分人顯意在抹黑俊達公司之

產品形象，損害營業信譽。 
（二） 按俊達公司與被處分人均為足弓矯正器經銷商，兩者

間具有競爭關係，被處分人系爭不實宣稱顯意在抹黑

俊達公司產品形象，損害該公司營業信譽。查自被處

分人 99 年 11 月起於網站刊載上開內容後，俊達公司

100 年營業額僅維持 99 年之水準，且銷貨退回數量增

加，足證系爭宣稱已造成消費者對俊達公司產生嚴重

不信任感，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三） 就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之行為應先向檢

察機關提出刑事告訴乙節，按俊達公司曾與被處分人

協商取下「仿製品」、「抄襲」等用語未果，復於 100
年向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狀，因先

前協商延誤告訴期間導致不起訴處分，再向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聲請再議亦遭駁回。是就刑

事告訴部分，俊達公司實已窮盡一切救濟之可能。 
（四） 另按被處分人上開攻訐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及

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涉及「抄襲」之宣稱，係有關智慧

財產權之主張，有廣為足部矯正器消費者或潛在消費

者知悉可能，屬於本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2 點第 4 款「公

開信」之情形，應有事先踐行同處理原則所定確認權

利受侵害程序之義務。 
（五） 查主管機關撤銷俊達公司相關產品專利係因不具可

專利性要件，非因侵害被處分人著作權，被處分人斷

然指摘俊達公司抄襲，實屬謬論。被處分人復未踐行

確認權利受侵害之相關程序，已違反上開處理原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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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當行使權利之先行程序義務，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 
二、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代理銷售之 Alznner 腳正器係獲得衛署器輸

壹字第 009997 號許可的醫療器材，材質為硬式綜合

塑膠製品，具有足部矯正的功能。被處分人除於我國

取得兩項足型矯正器相關專利，系爭 Alznner 腳正器

亦確曾於 1969 年獲得加拿大政府所頒發 CA823869
號足弓矯正器專利。 

（二） 被處分人係於 99 年 11 月開始於公司網站聲明俊達公

司抄襲等情，主要原因係見俊達公司宣稱其產品具不

實療效，且抄襲被處分人行銷手冊內容申請專利，故

將俊達公司涉及不實情事刊登於網路上。 
（三） 關於俊達公司涉及抄襲之事證資料可參考： 
１、 被處分人 95 年 4 月 14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智財局）舉發俊達公司所有之第 92221632 號「可改

善足弓結構、促進血液循環、活化細胞之遠紅外線腳

型矯正元件」新型專利案違反新型專利之要件，該案

業經智財局審定舉發成立，應撤銷俊達公司系爭專利

權。 
２、 被處分人 100 年 9 月 3 日向智財局提交之舉證函，主

張俊達公司於 98 年 11 月 2 日申請之專利「足弓矯正

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器鞋組時的鞋內部足底壓力

平衡之微調方法」內容相關資料早已見於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 3 日完成之著作中，系爭著作於 92 年 4 月取

得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著作權證書。雖智財局就該案

尚未有審查結果，然俊達公司抄襲罪證確實。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事業不得為競爭之目

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

事。」所謂「競爭之目的」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

業信譽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易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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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情形；所謂「陳述或散布不實情事」係指關於客

觀事實的不實主張或聲明，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大

眾傳播媒體，使特定內容處於第三人或不特定人得以

瞭解狀態的表意行為；所謂「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係指陳述或散布之內容，足以降低社會大眾或交易相

對人，對被指摘事業之營業上評價而言。準此，事業

倘對具競爭關係之他人商品陳述或散布不實資訊，且

其所陳述或散布之內容客觀上足以損害該他人營業

信譽者，即屬違反上揭條文之規定。 
（二） 復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者，除得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課以行政罰以外，依同法第 37 條規

定亦負有刑事責任，而依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

定：「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

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其第 2 項復規定：「前

項行為如經不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

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不付保護處分、免刑、緩

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查俊達公司業就被處分人負責人父子於網路刊

載「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撤銷」之文章涉有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於 100 年向臺灣士林地

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狀，經該署以已逾告訴期

間為不起訴處分，俊達公司再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提起刑事告訴聲請再議亦遭駁回。是俊達公司就本案

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之行為已逾告訴期

間而未為告訴，本會爰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

處之，合予陳明。 
（三）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系爭文字，是否係為「競爭之目

的」： 
按俊達公司與被處分人均於國內市場銷售足弓矯正

器，而於同一市場互為競爭，兩者間應具有競爭關係。

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及專

利內容相關資料涉及「抄襲」等情事，藉以爭取原可

能由俊達公司取得交易機會之情形，是被處分人於網

站刊載系爭文字，係為競爭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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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處分人刊載系爭文字，是否涉有「陳述或散布不實

情事」： 
１、 有關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

乙節，就系爭宣稱之真實性，被處分人係提出俊達公

司所有之第 92221632 號「可改善足弓結構、促進血液

循環、活化細胞之遠紅外線腳型矯正元件」新型專利

因該公司之舉發而遭智財局審定舉發成立撤銷該專利

以為佐證，惟查上開審定書僅認定俊達公司案關專利

係因違反行為時專利法第94條第4項規定意即不具進

步性遭撤銷，並未認定俊達公司系爭專利不具新穎

性，亦未認定其產品侵害被處分人或其他事業之智慧

財產權，復未認定其產品為 Alznner 腳正器之仿製品。

是被處分人以俊達公司案關專利因不具進步性遭權責

機關撤銷，即宣稱其產品為「仿製品」，要難認為客觀

事實之陳述。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

品為「仿製品」乙節，依現有事證，已屬陳述或散布

不實情事。 
２、 另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

「抄襲」其著作乙節，查被處分人主張俊達公司 98
年 11 月申請之專利「足弓矯正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

器鞋組時的鞋內部足底壓力平衡之微調方法」已見於

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完成之著作中，並主張就俊達公司

專利申請乙事已於 100 年 9 月向智財局提交舉證函。

惟因客觀事實難謂已臻明確，亦難逕予論斷上開宣稱

之真實性，爰與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之構成要件未合，

此節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2 條規定。 
（五）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是否構成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１、 按所稱「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係指陳述或散布之

不實內容，足以對他人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結果；至

是否貶損他人之營業信譽，應依具體個案，衡酌交易

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對人對於所陳述或散布內容之客

觀評價予以認定。例如該內容對於產品、營業、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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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或主管人員等之不當貶損，導致被貶損人之交

易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對人，產生嚴重不信任感，致

有拒絕交易或減少交易之可能等情形。 
２、 按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非

僅意指該公司不思進取開發產品，亦屬宣稱該公司剽

竊被處分人智慧結晶以為己用，按客觀交易之一般評

價，系爭宣稱已足令社會相關大眾或交易相對人降低

對俊達公司營業上之評價，可能導致與俊達公司中止

或拒絕交易之情事。是依現有事證，被處分人宣稱俊

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已構成足以損害該公司營業

信譽。 
３、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

係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不實情事，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行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

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

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

係指事業之行為若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

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

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

業競爭倫理非難性。 
（二） 復按公平交易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

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

定。」係指智慧財產權人對於有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

虞者，得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通知侵害人請求排除

侵害。惟權利行使不得濫用，倘事業不當對外發布競

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造

成不公平競爭情事，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本會

為協助事業避免上開不當行為，訂有「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警告函案

33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件之處理原則」（下稱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按上開

處理原則第 1 點：「本會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

交易秩序，有效處理事業濫發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

權，不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

專利權之警告函，造成不公平競爭案件，特訂定本處

理原則。」同原則第 2 點規定：「本處理原則所稱事

業發警告函行為，係指事業以下列方式對其自身或他

事業之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

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行為者：（一）

警告函。（二）敬告函。（三）律師函。（四）公開信。

（五）廣告啟事。（六）其他足使其自身或他事業之

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知悉之書面。」故事業

尚非不得寄發警告函，事業發警告函內容是否合致上

開原則之適用，仍須依個案所繫之警告函內容是否針

對事業對外散布「他事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利權所為之發函而定。依該處理原則第 3 點規

定：「事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

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

利之正當行為：（一）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利權受侵害者。（二）經著作權審議及調

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及同

處理原則第 4 點規定：「事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

害程序，且無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4 條規定之違法情形，始發警告函者，為依

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一）發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

進口商或代理商請求排除侵害。（二）於警告函內敘

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

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者足以知悉系爭權利可能受有

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行前項第 1 款排除侵害通知，

但已事先採取權利救濟程序，或已盡合理可能之注意

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不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

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行排除

侵害通知之程序。」事業未經踐行上述之先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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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為發警告函行為，且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行為者，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規定。 
（三） 按被處分人於其公司網站宣稱「俊達抄襲應不准其專

利」、「……紅崴-俊達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襲

『德發科技公司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

襲! 抄襲! 抄襲! 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

技有限公司……的著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依現今事業及消費者已普遍習

於使用網路瀏覽工具搜尋資訊以及大眾媒體不乏以

網路形式呈現之事實，網站公告內容應足使交易相對

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經由瀏覽系爭網站而可得知俊

達公司之專利涉有侵害被處分人著作權，故被處分人

於網站刊載之內容，應屬前揭處理原則所稱之警告

函。 
（四）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其

著作，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有關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 98 年 11 月申請之

專利「足弓矯正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器鞋組時的鞋

內部足底壓力平衡之微調方法」內容相關資料已見於

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完成之著作中，涉有「抄襲」被

處分人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乙節，查被處分人

並未就此節提出法院一審判決證實其著作權確受侵

害，或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其著作權確

受侵害，是其並未踐行確認權利受侵害之相關程序；

復按被處分人並未提出事證足資證實其曾於發警告

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俊達公司請求排除侵害，且經

檢視其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被處

分人著作情事，被處分人雖已於網站刊載其 100 年 9
月 3 日向智財局提交之舉證函，主張俊達公司於 98
年 11 月 2 日申請之系爭專利部分內容相關資料已見

於被處分人取得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之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著作第 30 頁至第 34 頁、第 62 頁，

第 85 頁至第 93 頁及第 125 頁，部分另已見於新編義

肢裝具學第 239 頁至第 247 頁及英文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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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TIC 第 122 頁至第 139 頁，惟其所附資料與上

開標註頁數並非一致，且僅以單純刊載著作而未詳加

說明之呈現方式，亦難謂已敘明其著作權明確內容、

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被處分人系爭宣稱尚

難認屬行使著作權之正當行為，具有商業倫理之非難

性，而有不公平競爭情事，應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

顯失公平行為，已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 
（五）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是否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行為。」被處分人於網頁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

「仿製品」乙節，既已為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所規範，

則其行為已屬「本法另有規定」情形，自無再以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概括規定予以評價之必要。 
（六）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

「抄襲」該公司著作，已構成顯失公平之行為，而使

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業

競爭倫理非難性，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

撤銷……Alnner 腳正器仿製品舉發聲明稿……仿製品-俊
達生技有限公司專利被撤銷」、「拒買仿製品 請點閱左下角

俊達……仿製品-俊達科技產品被撤銷」等，係為競爭之目

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被處分人宣稱「俊達抄襲應不

准其專利」、「……紅崴-俊達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

襲『德發科技公司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襲! 
抄襲! 抄襲! 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技有限公

司…的著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核屬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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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

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

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分別就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就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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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8 號 

被處分人：麻豆子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175491 

址    設：桃園縣平鎮市新富里新富二街 26-1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

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

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

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

定計畫、以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

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檢舉人來函反映，略謂：渠於 100 年 6 月經由友人介紹與

親自用餐，透過加盟專線及面談與麻豆子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洽談加盟事宜，並於同年 7 月簽訂「麻豆子健康湯

鍋」加盟契約書(下稱加盟契約書)。雙方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被處分人僅口頭告知開辦費用約新臺幣（下同）250 萬

元至 300 萬元(含裝潢費、資本設備費、店面租押金、人事

訓練費及第一次進貨成本)，未揭露開始營運前之費用、商

標權、專利權及著作權、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

式、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數目、營業地址及上一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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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摘述如下： 

(一)被處分人自 98 年 4 月開始招募加盟，品牌名稱為「麻豆子

健康湯鍋」，99 年 12 月共有 2家店(1 間直營店、1間加盟

店)；100 年 12 月共計 11 家店(5 間直營店、6間加盟店)；

101 年 12 月共計 18 家店(8 間直營店、10 間加盟店)；102

年 4 月共計 17 家店(6 間直營店、11 間加盟店)。 

(二)加盟流程：被處分人先面試有意加盟者，口頭告知加盟經

營模式與內容，並給予有意加盟者合作契約書及加盟契約

書審閱。待有意加盟者通過面試後，即向有意加盟者收取

加盟金與簽訂合作契約書，並安排有意加盟者至其直營店

學習且支付薪水：學習時間依個人學習條件而定，若有意

加盟者學習 2 週內無加盟意願，均退還加盟金；若超過 2

週則會扣除尋點費用 2 萬元及學習期間支付薪水。店面是

由被處分人尋找，俟找到適合店面且經有意加盟者同意

後，簽訂加盟契約書及合夥契約書。 

(三)營運前與營運過程中之費用：簽訂合作契約書時即向有意

加盟者收取加盟金 35 萬元，並於加盟契約書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每月廣告行銷費用 3,000 元(無權利金、教育訓練

費、經營指導等其他費用)。開店前，第一次購買商品金額

大約 18 萬元至 20 萬元，每月物料金額則依各店業績狀況

而定，裝潢及設備費用等上開資訊，於有意加盟者面試時

即口頭告知。 

(四)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加盟店所需之材料、原物料(高湯

粉、調味粉、外帶杯等)須向被處分人訂購，詳加盟契約書

第 7條第 3項。 

(五)關於商標權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詳加盟契約書第

5條、教育訓練課程詳加盟契約書第 7條，並採店面實習；

至於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詳加

盟契約書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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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關於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

預定計畫：由被處分人負責尋找店面，且持有每家加盟店

股份，並未規定商圈保障範圍。 

(七)被處分人直營店與加盟店營業地址可於公司網站查詢。至

於上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僅以口頭告

知，未以書面揭露。 

(八)被處分人於到會陳述後，嗣來函提供商標註冊證等書面資

料到會。 

三、調查結果 

(一)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理

期間，提供之加盟契約書等書面資料及網站資料，被處分

人充分完整揭露直營店與加盟店的營業地址、加盟經營關

係之限制、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

式，合致「公平交易委員對於加盟業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

明」(下稱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6 款前段、第 7 款及第 8

款。 

(二)被處分人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露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

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

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

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以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所

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

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對交

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失公

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則係

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對市場力

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或其他

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為，即為常見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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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一。 

二、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及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100

年 6 月 7日修正發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

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嗣 101 年 2 月 8 日配合組織名稱變

更，修正發布本規範說明。依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行政

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

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

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

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

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故本

案應適用前開規範說明（後釋示）。按本規範說明第 3 點有

關資訊揭露規範部分，揭載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 10 日前或個案認定之合理期間，以書面提供加盟

重要資訊予交易相對人者，得認未隱匿重要資訊，不構成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故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契

約，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即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經檢視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提供合作契約書、加盟

契約書及合夥契約書等書面資料及網站資料，被處分人僅充

分完整揭露直營店與加盟店營業地址、經營關係之限制、加

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合致本規範說

明第 3點第 6款前段、第 7款以及第 8款之規定。雖然被處

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加盟過程中，已口頭揭露加盟金、資

本設備費用等重要資訊，惟被處分人並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

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及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

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

案或預定計畫；亦未揭露商品與資本設備項目、購買商品或

原物料等定期應支付之費用、同一加盟體系上一年度解除與

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尚難認被處分人

合致本規範說明第 3點第 1款至第 5款及第 6款後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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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於加盟開始營運前與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

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

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上

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攸

關加盟資金多寡、投資成本、營業獲利率、商標權使用情形、

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加盟相關訓練與指導、市場規模

變動、從事加盟之經營績效與風險等重要訊息，均為有意加

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訊息。然而，因加盟業主與

交易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

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訊息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

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方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

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避免因未揭露資訊或揭

露不完整，造成其錯誤判斷。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頭方式告

知部分加盟資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難經由

口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估

加盟之成本、獲利、商標權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

定性、具體教育訓練課程內容、市場規模變動、經營績效風

險等，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被處分人締結加盟契約

之風險。況且，有意加盟者除支付加盟金，尚須購買原物料、

商品、裝潢及設備費用等，投資金額並非少數，且該筆投資

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有排他性，

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

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五、被處分人自 98 年開始招募加盟，101 年度加盟店數達 10 家，

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不特定交易相對人進行締

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式，若未停止上開行為，將有

影響不特定多數交易相對人之效果。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

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以書面完整揭露前開

交易資訊，將妨礙交易相對人做成正確之交易判斷，致其權

益受損，對交易相對人或不特定潛在之交易相對人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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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並足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而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

果，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六、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交

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運過程中之

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

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

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

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

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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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9 號 

被處分人：乾盛國際家電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710692 

址    設：新北市中和區員山路 143 巷 9之 1號（2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YAMASAKI 山崎家電網站」網站刊載「優賞電

動熱水瓶(SK-325R)」、「優賞粉櫻電熱水瓶(SK-330AB)」與

「12吋遙控負離子清淨扇(SK-1200)」等商品廣告，載有節

能標章圖示與宣稱獲證節能標章，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 

二、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YAMASAKI 山崎家電網站」網站刊載「優賞電動熱

水瓶(SK-325R)」、「優賞粉櫻電熱水瓶(SK-330AB)」與「12吋遙

控負離子清淨扇(SK-1200)」等商品廣告，載有節能標章圖示與

表示，惟查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公告資訊，上開商

品之節能標章業已失效，且被處分人目前獲證之節能標章產品中

未有上開三項商品，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經查被處分人生產之「優賞電動熱水瓶(SK-325R)」、「優賞

粉櫻電熱水瓶(SK-330AB)」與「12 吋遙控負離子清淨扇

(SK-1200)」等商品，係於其所屬之「YAMASAKI 山崎家電」

網站刊載上開商品廣告，廣告中之商品圖片均載有節能標

章圖示，且「12吋遙控負離子清淨扇(SK-1200)」商品說明

宣稱獲證節能標章，予人系爭商品現均獲有節能標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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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並透過該節能標章圖示辨認出產品具有減少能源消

耗、省電省錢之功效，惟查「優賞電動熱水瓶(SK-325R)」、

「優賞粉櫻電熱水瓶(SK-330AB)」之節能標章使用期限為

99 年 12 月 7 日至 101 年 12 月 6 日，「12 吋遙控負離子清

淨扇(SK-1200)」之節能標章使用期限為 99 年 8 月 2 日至

101 年 8月 1日，前開商品之期限業已屆至且均未續約。據

節能標章之執行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表示，電熱

水瓶與電風扇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與標示方法分別於

100 年 4 月 25 日及 100 年 2 月 8 日修正，原節能標章之使

用期限尚未屆滿者得繼續使用至期限屆滿，且有效期間生

產之節能標章庫存產品仍可張貼至售完為止。但廠商於申

請續約時應檢送符合修正後能源效率基準之產品證明文

件，提送執行單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使用節能

標章。倘其證書期滿失效後，該產品不得對外宣傳為節能

標章產品，相關廣告文宣亦不得再使用節能標章圖示或文

字標註，否則將視為冒用。是以，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分

別於 101 年 12 月 6日及 101 年 8月 1日到期，且無續約之

情況下，被處分人仍於「YAMASAKI 山崎家電」網站刊登節

能標章圖示至 102 年 4月 25 日未予修正，已有引起消費者

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縱使被處分人宣稱因其疏失未注

意標章期限屆至不得於廣告使用，且亦因網站維護之空窗

期無法更新商品資訊，其仍未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商品品質

之義務與責任，致系爭廣告內容核已構成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YAMASAKI 山崎家電網站」網站刊載「優

賞 電 動 熱 水 瓶 (SK-325R) 」、「 優 賞 粉 櫻 電 熱 水 瓶

(SK-330AB)」與「12吋遙控負離子清淨扇(SK-1200)」等商

品廣告，於商品圖片載有節能標章圖示，並宣稱獲證節能

標章，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

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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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

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YAMASAKI 山崎家電網站」網站刊載「優賞電動熱水瓶

(SK-325R)」、「優賞粉櫻電熱水瓶(SK-330AB)」與「12 吋遙

控負離子清淨扇(SK-1200)」等商品廣告。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4 月 30 日陳述書及 102 年 5 月 24 日到會

陳述紀錄。 

三、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2 年 5 月 16 日工研能字第

1020006269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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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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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0 號 

被處分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9933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1段 21 之 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台灣碩網網路娛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811495 

址    設：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 19 之 13 號 2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經常共同經營「So-net 社區超網社區寬頻網際網

路服務」，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結合型態，

並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

同法第 11 條之 1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提出申報而

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處台灣碩網網路娛樂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被處分人被檢舉略謂：檢舉人於社區大樓取得台灣碩網

網路娛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So-net)所推出之「社區超網」

宣傳廣告，經電洽 So-net 申裝後，卻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派員安裝，兩家公司似透過於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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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上網服務之合作，或中華電信公司藉 So-net 名義，於社

區推出低價上網方案，為不當之價格競爭，造成社區客戶

大量轉租 So-net 上網服務，嚴重打擊其他社區網路業者經

營空間，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經請相關電信及有線電視業者提供說明，除新世紀資通股

份有限公司透過經銷商針對少數特定社區提供用戶分享

型寬頻上網優惠方案外，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中嘉寬

頻股份有限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台固媒體股份有限

公司及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等，並未主動針對

社區用戶特別推出優惠方案。 

(二) 本會派員赴汐止水蓮山莊實地勘查 So-net 系爭方案之網

路架構及電信設備，並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

會)、中華電信公司、So-net 及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等

派員到場協助勘查及說明，勘查結果如次： 

1. 置於水蓮山莊電信室之 VTU-C(VDSL Terminal Unit 

Center,即 VDSL 局端設備)，及申裝系爭方案之客戶屋內

之 VTU-R(VDSL Terminal Unit Remote,即 VDSL 遠端設

備)，確屬中華電信公司之財產，並由中華電信公司派員

安裝及維護 VTU-C switch 至用戶 VTU-R 間之電路。 

2. So-net 系爭方案之客戶，每人均使用一條專屬電路，但

與申裝 xDSL 之客戶不同之處，在於系爭方案之網路架

構，係由中華電信公司機房進行遠端控管，並在中華電信

公司機房利用集縮設備進行頻寬分享設定。 

(三) 本會派員赴中華電信公司東區機房就集縮設備(數據寬頻

設備)及網路架構進行勘查並請中華電信公司說明，勘查

結果如次： 

1. So-net 系爭方案所使用之數據寬頻設備係屬中華電信公

司之財產，申裝中華電信公司 ADSL、光世代及 So-net 系

爭方案之客戶，均使用相同之數據寬頻設備。中華電信公

司東區機房中，除 So-net 及中華電信公司外，並無其他

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業者使用中華電信公司之數據寬頻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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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o-net 於大基隆地區向中華電信公司租用之電路頻寬為

300M，中華電信公司於東區機房會進行最大頻寬設定(即

300M)，倘系爭方案之客戶數太多影響上網品質，So-net

於接獲客訴後，會向中華電信公司反映是否調高頻寬上

限，惟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尚未接獲 So-net 前開反映。 

3. 經中華電信公司查測 101 年 3 月 1 日至 3 月 30 日於忙時

(即下午 8 時至 12 時)之訊務資料，統計其平均上行頻寬

為 94.1M，下行頻寬為 233.9M。 

(四)經請 So-net 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說明，略以： 

1. 因 So-net 於 99 年知悉當時有電信業者從事「二房東」之

寬頻頻上網業務(即先以「一般消費者」身分向中華電信

公司承租寬頻上網電路，再轉租於一般社區用戶，實則從

事「商業用途」)氾濫，故 So-net 向中華電信公司提出針

對社區網路用戶之新式產品「社區超網」服務，期能以更

安全可靠之產品吸引社區低度網路使用者。 

2. So-net 與中華電信公司約於 99年 8月開始討論系爭合作

計畫，99 年 9 月初至中華電信北分公司就系爭合作計畫

之權利義務關係及營收拆帳比例達成共識後，99 年 9 月

中旬開始試營運，並於 99 年 9 月 10 日簽署「社區寬頻合

作契約書」，合約期間為 1年，後雙方再續約 1年直至 101

年 9 月 9 日止。惟因系爭計畫迄今仍無法獲利，決定自

101 年 4月 1 日起終止系爭服務之所有申請案件，並停止

所有行銷活動。通傳會原希望 So-net 就本案完成報備程

序，現因 So-net 決定中止營運系爭服務，故未再進行報

備程序。 

3. 依據「社區寬頻合作契約書」內容，So-net 為實際經營

者，負責行銷社區、受理安裝申請書、處理客訴問題等，

至於帳單代收、電路提供及維運等業務則由中華電信公司

處理，So-net 則每月支付中華電信公司電信服務費。 

4. 中華電信公司持有 So-net 30%之股份，擔任 So-net 二席

董事。為避免侵蝕中華電信公司 HiNet 現有客戶，So-net

會將系爭計畫之推廣情形提報董事會，併請中華電信公司

評估，董監事會議紀錄亦會寄予中華電信公司。經 S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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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前 3個月試辦期共 4個社區之客戶結構，約 30%為新

申裝寬頻上網客戶，約 30%原使用其他第二類電信業者

（即俗稱二房東）提供之社區寬頻服務，約 15%原使用有

線電視業者提供之上網服務，其他則原使用固網業者之

ADSL、FTTB 或 3.5G 上網服務。中華電信公司於衡量系爭

計畫對於該公司 HiNet 業務影響不大後，故不反對此項合

作計畫，並擴增推廣系爭計畫之社區數量。So-net 希望

藉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共同推廣社區寬頻服務，以與其他

第二類電信業者競爭，故較不會積極向社區中 HiNet 客戶

推銷 So-net 系爭服務。 

5. 申裝系爭方案之客戶，渠等所使用之線路，中華電信公司

局端彙集設備(POI)至用戶終端上網設備(數據機)，雖均

屬專屬電路，又 So-net 亦未就該段電路支付中華電信公

司電路費，惟 So-net 仍係依雙方合作契約所訂之營收分

配比例支付相關費用予中華電信公司。至於營收分配比例

之依據，係參考 So-net 過去與元訊寬頻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之社區寬頻服務業務可獲得之毛利，與中華電信公司協

商後達成營收拆分比例之共識並訂於合作契約中。 

6. So-net 系爭方案與一般 xDSL 用戶之供裝方式雖相同，但

網路後端設定卻不同，故系爭方案係屬分享型產品，越多

人使用，每人所分享之頻寬就越少，並不能如標準型產品

有頻寬一定限度之保障，此亦為系爭方案之價格低於標準

型產品之原因。 

7. So-net 於接受客戶申請申裝系爭方案後，會將客戶申裝

資料提供予中華電信公司，中華電信公司會至客戶家中進

行電路施工並裝設數據機(VTU-R 或 ATU-R)，並依客戶申

裝之速率於數據機上設定最大速率，亦即倘客戶申裝 10M

之速率，中華電信公司會於數據機上設定 10M 為最大速

率。 

8. So-net 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為過去幾年來唯一得以生

存下來提供一般寬頻上網服務(FTTB/ADSL)之第二類電信

業者，其他第二類電信業者不是無法生存，就是被第一類

電信業者併購。且近年來寬頻上網服務之零售價格不斷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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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批發價卻未同比例下降，更加壓縮 So-net 之獲利空

間。So-net 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系爭計畫，純為得以在

寬頻上網服務市場生存，並未有妨礙市場競爭之動機。

So-net 於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占有率極低，且中華電信

公司是否與 So-net 以外之電信業者亦合作系爭計畫，並

非 So-net 所能決定。 

(五)經請中華電信公司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說明，略以： 

1. 以低價為訴求之社區網路服務近年蓬勃發展，為因應市場

需求及用戶期待，So-net 規畫投入社區網路服務市場，

因而向中華電信公司尋求合作機會，中華電信公司亦基於

關懷弱勢及配合政府資訊普及化政策，雙方同意於試辦地

區合作由 So-net 推出之社區寬頻上網服務。So-net 為系

爭服務之實際經營者，負責行銷、受理用戶申請、處理客

訴等事項，中華電信公司則負責網路建設之施工建置及硬

體系統之設定維護，並提供出帳及費用代收之帳務處理服

務。雙方約定採用營收分配模式以共同承擔新興服務之營

運風險。 

2. 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就系爭服務於 99 年 9 月簽訂 1

年之合作契約，並於 100 年 9 月續約延長合作期間至 101

年 9 月。惟系爭服務進入市場之時機較晚，且價格不具競

爭力。以系爭服務目前 12M 每月 450 元為例，有社區網路

業者於廣告中訴求 100M/10M 每月 399 元，20M 光纖每月

最低 338 元、35M 每月 450 元。另中華電信公司於接獲本

會去函關切後，立即內部檢討系爭服務之可行性，故雙方

達成共識於 101 年 4月 1日起全面停止推行系爭服務，由

So-net 負責系爭服務之後續處理。 

3. 系爭服務用戶端至數據寬頻設備之網路架構如下：(a)用

戶端 ATU-R 設備←→(b)經接取設備(DSLAM/L2 Switch)

← → (c) 經 局 端 彙 集 設 備 (AGG-C/HPER/POI) ← →

(d)ISP( 網 際 網 路 服 務 提 供 者 ，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上 網 數 據 寬 頻 設 備 (HiNet BRAS) ← →

(e)Internet 服務。 

4. So-net 系爭服務與中華電信公司推出之 HiNet 上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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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二者網路架構之差異主要在於前述之(d)及(e)部分。

系爭服務之 ISP 上網數據寬頻設備係以 So-net 預計提供

之服務品質來進行頻寬分享設定，並無提供如中華電信公

司 HiNet 上網服務有牌告上、下行服務速率與服務連線速

率測試參考值之相關服務品質保證；另系爭服務之 1個帳

號僅提供 1 個動態 IP 位址供用戶使用，HiNet 服務則提

供用戶 8個動態 IP 位址，用戶亦得申請固定 IP 位址；復

系爭服務用戶僅得使用So-net提供之Web mail等相關服

務，無法使用或購買中華電信公司提供 HiNet 用戶之付費

型加值服務。 

5. 系爭服務 6M、10M、12M 產品之頻寬設定方式，係依用戶

向 So-net 申請之個別速率，由中華電信公司配合於數據

寬頻設備上分別進行 6M/640K、10M/2M、12M/3M 下、上行

速率設定，惟系爭服務之整體服務品質則須視 So-net 經

營該項服務所使用之電路頻寬及受理申請之客戶數而定。 

6. 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就系爭合作計畫之營收分配比

例，係經由雙方協商而訂。雖申裝系爭方案之客戶，自中

華電信公司局端彙集設備(POI)至用戶終端上網設備(數

據機)，每人均使用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之專屬電路，

So-net 依合約無須就系爭方案所使用之電路數量支付中

華電信公司電路費，而係依雙方合意之營收分配比例收取

相關費用。 

7. 中華電信公司須代 So-net 向系爭方案客戶收取上網服務

費用及辦理相關帳務處理作業，故必然會瞭解系爭計畫

So-net 之營業情形(如客戶數等)及營收狀況，中華電信

公司並可藉以評估計畫成效。因 So-net 為中華電信公司

之轉投資公司，相關業務主管相當熟識，系爭計畫之執行

與營運有關事項，均由兩公司人員直接溝通協調解決，無

須另召開相關會議協商處理。另中華電信公司因對公司形

象十分重視，故站在該公司立場，倘 So-net 有違約之虞，

該公司當會對雙方合作之業務予以關切。 

8. So-net 就系爭計畫於董監事會所提之報告事項，係

So-net 單方就系爭計畫所為之業務評估報告，非中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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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司指派之董監事所述，亦非 So-net 與中華電信公司

就系爭服務之協商合意。因系爭服務規劃之初係由

So-net 提供構想方案，經中華電信公司評估後同意雙方

以試辦方式合作，So-net 為拓展業務積極規劃發展系爭

服務，自須經雙方達成共識始得進行，以符合雙方合作精

神。 

9. 中華電信公司投資 So-net 乙事，經本會 98 年 2 月 25 日

以公壹字第 0980001758 號函復該公司尚無須向本會提出

事業結合申報。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合作之系爭服務

之用戶數甚少，對市場競爭影響甚微。 

三、 調查結果 

(一)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共同經營社區寬頻服務： 

1. So-net 與中華電信公司合作建置及維運系爭「So-net 社

區超網社區寬頻網際網路服務」事宜，並合意訂定「社區

寬頻合作契約書」。 

2. 雙方主要應辦理事項如下： 

(1) So-net： 

A. 設置系爭服務業務申請，及規劃系爭服務之業務推廣

作業。 

B. 即時提供並依市場訊息，與中華電信公司共同制定系

爭服務之產品策略。 

C. 設置客戶服務窗口提供客戶服務。 

D. 提供用戶相關加值服務。 

(2)中華電信公司： 

A.設備之參數設定與管理，及派員至客戶端現場查測之配

合營運事項。 

B.架構並提供系爭服務所需可附掛於市內電話線與具可

供客戶使用數據功能之集訊設備，與客戶電路終端接取

設備及其相關應用軟、硬體設備等。 

C.系爭服務之提供集訊設備至機房間所需之電路，機房端

路由器、建物佈線與維護、客戶電路終端接取設備之安

裝、竣工確認、硬體系統設定及維護。 

D.提供 So-net 經雙方評估後之社區地址及客戶數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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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以供系爭服務之經營開發。 

E.協助 So-net 關於系爭服務之經營與產品行銷規劃。 

F.代 So-net 向客戶收取使用系爭服務之帳務處理作業

(含帳單列印、寄送及收費處理)。 

G.負責網路管理及監控，並視客戶使用狀況，經評估後調

整頻寬，以確保客戶之整體品質。 

H.協助 So-net 提供客戶連線、帳號密碼及系爭服務使用

之查詢。 

3.經雙方評估後之社區地址及客戶數，由中華電信公司負責

提供 So-net 進行經營及開發。系爭服務之客戶資料屬雙方

所共有，並得由雙方共同使用。So-net 提出之建置案，須

先將其書面資料送交中華電信公司，中華電信公司於接獲

資料後配合辦理。 

(二) 計畫期間：於 99 年 9 月 10 日簽署「社區寬頻合作契約

書」，合約期間為 1 年，後雙方再續約 1 年直至 101 年 9

月 9 日。惟考量經營狀況及接獲本會關切後，雙方共識

於 101 年 4 月 1日起停止推展系爭服務。 

(三) 營收分配：由中華電信公司向申裝用戶代收系爭服務之

費用後按月結付 So-net，再由 So-net 按用戶申裝之優惠

方案，依契約所訂比例給付中華電信公司電信服務費。

另 So-net 亦須按筆支付中華電信公司服務處理費。 

(四) 網路架構及頻寬設定： 

1. 有關系爭社區寬頻上網服務之網路架構，其供裝方式為

xDSL 模式，即自中華電信公司局端彙集設備(POI)至用

戶終端上網設備(數據機)，每人均使用由中華電信公司

提供之專屬電路，是系爭服務之網路架構，基本上與中

華電信公司或 So-net 所提供之標準型寬頻上網服務(如

xDSL 或光纖上網服務)差異不大，差異點僅在於中華電

信公司或 So-net 所提供之標準型寬頻上網服務，係依客

戶申裝之速率提供每位客戶固定之最大頻寬，上網品質

不受申裝人數多寡影響。而系爭服務則係中華電信公司

透過於中華電信公司機房之 ISP 上網數據寬頻設備進行

遠端控管，依 So-net 要求使用之總頻寬及用戶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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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率，進行整體及個別之頻寬設定，上網品質尚受申裝

人數多寡之影響，惟中華電信公司仍得依 So-net 要求，

調高整體使用頻寬，以維持用戶網路品質。 

2. So-net 無須就系爭方案所使用之電路支付中華電信公

司電路費，而係依雙方合意之營收分配比例收取相關費

用。 

3. 中華電信公司東區機房中，除 So-net 及中華電信公司

外，並無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電信業者使用中華電信公

司之數據寬頻設備。 

(五) 經營一體化：因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之相關業務主管

相當熟識，系爭計畫之執行與營運有關事項，均由兩公

司人員直接溝通協調解決，無須另召開相關會議協商處

理。另中華電信公司持有 So-net 30%之股份及擔任

So-net 二席董事，So-net 亦會將系爭計畫之推廣及營運

情形提報 So-net 董監事會，以供中華電信公司評估，雙

方達成共識後始得進行。So-net 董監事會議紀錄並會寄

予中華電信公司。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

業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

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

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

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

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事

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

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

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的利弊未定，

事業間透過經濟力量的集中，通常可提高生產效率，降低

經營成本，節省重複投資之費用；然因事業之結合，亦可

能造成經濟力量過度集中及易受人為控制，削減原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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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之負面效果。公平交易法為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

特定市場競爭情形，規範參與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

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務。又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

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而為結合，

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

前條第 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

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

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

第 40 條第 1 項復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

為結合，或未履行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

者，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千

萬元以下罰鍰。」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義

務之法律效果。 

二、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係公平

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範之結合類型，所謂共同經

營，係指數事業間為共同利益，訂定損益全部共同之契

約，服從統一指揮權，共同營運同一業務，以求經營之ㄧ

體化，至於損益之分配，則各依各事業的投資比例或實際

價值比例為之。 

三、 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率： 

(一)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

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中華電信公司主要經營固定通信業務(包括電路出

租業務)、行動通信業務及寬頻(包括固網寬頻及行動寬

頻)上網服務等。So-net 主要經營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及

相關加值服務等。因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均有提供

固網寬頻上網服務，於固網寬頻上網服務業務上具有競

爭關係，是本案之產品市場為「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

場」。 

(二) 地理市場：係指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

範圍，在此區域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自由選擇及無障礙

的轉換交易對象。本案固網寬頻上網服務之經營，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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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通訊傳播事業主管機關之特許並核發第一類電信事

業或第二類電信事業執照，第一類電信事業及第二類電

信事業可經營之區域為全國，並無特定範圍之限制，故

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 市場占有率：依據中華電信公司、So-net 提供之寬頻

上網用戶數資料及通傳會之統計資料計算，中華電信公

司及 So-net 於「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占有率分

別約為 75.8%及 2.3%。 

四、 因中華電信公司於「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占有率超

過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事

業結合事前申報門檻，是倘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合作

提供「So-net 社區超網社區寬頻網際網路服務」為公平交

易法第6條所稱之結合，應事前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五、 按用戶使用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基本上係經由電信機房至

用戶終端上網設備間之電路傳輸數據信號，再透過電腦設

定，輸入 ISP 業者提供之帳號密碼後，即得使用上網服務。

提供電路業者與 ISP 業者有可能為相同之事業(如中華電

信公司同時經營上游電路出租業務，及下游 HiNet 上網服

務)，亦可能為不同之事業(如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電路，

未有自建電路之 So-net 則單純提供上網服務)，惟不論提

供電路之業者與 ISP 業者是否相同，消費者倘欲使用固網

寬頻上網服務，「電路提供」及「上網服務」缺一不可。

是倘 ISP 業者無自建電路，ISP 業者須向電路提供業者承

租電路，方能構成完整之寬頻上網服務。ISP 業者向用戶

收取上網費，電路提供業者則單純出租其電路予承租用

戶，並向承租用戶直接收取電路費，ISP 業者與電路提供

業者雙方不涉入彼此業務之經營，仍各自獨立經營其寬頻

上網業務，合先敘明。 

六、 查 So-net 並無自建電路，須向中華電信公司承租電路，

承租用戶應繳交電路費予中華電信公司，So-net 及中華電

信公司仍應於具有競爭關係之「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

各自獨立經營其寬頻上網業務。惟查「So-net 社區超網社

區寬頻網際網路服務」之經營模式，中華電信公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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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et 就系爭計畫簽訂「社區寬頻合作契約書」，契約期

間為 99 年 9 月 10 日至 101 年 9 月 9 日，契約屆滿後仍可

另簽訂新契約繼續執行，而非僅為短期之合作促銷方案。

雙方於知悉本會進行調查後，方於 101 年 4 月 1日起停止

推展系爭服務。另查系爭計畫由 So-net 所負責之服務業

務，包括行銷、受理上網服務之安裝申請、提供客戶服務

及處理客訴問題等，中華電信公司則負責電路提供、網路

設備維運及用戶頻寬控管等部分，並代 So-net 辦理帳務

處理作業，2 家公司依前開業務分工，共同構成完整之寬

頻上網服務。而 So-net 卻無須就中華電信公司提供之電

路支付電路費，雙方係依契約約定，採營收分配模式共享

利益及共同承擔營運風險；另中華電信公司提供經雙方評

估後之社區地址及客戶數等資料予 So-net 進行經營及開

發；So-net 提出之建置案，須先將其書面資料送交中華電

信公司，中華電信公司於接獲資料後配合辦理。系爭服務

之客戶資料屬雙方共有並得共同使用；系爭計畫之執行與

營運有關事項，則透過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兩公司人

員直接溝通協調解決。揆諸前開經營模式，顯見中華電信

公司與 So-net 係透過契約約定方式，就電路提供、網路

設備維運、頻寬控管、行銷及客戶資料共享等，各自挹注

其資源，共同經營新型態之寬頻上網業務。 

七、 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旨在避免事業結合後，

造成原本在法律及經濟上各自獨立的經濟個體，因結合而

使事業在特定市場的經濟活動，落入單一或少數事業控制

之狀態，導致結合後，參與結合事業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行為，使市場實際上不

存在競爭之情形，從而喪失彼此追求經濟利益的獨立性，

導致市場競爭效益的減損或損及消費者利益。本案 So-net

自承，為避免侵蝕中華電信公司 HiNet 現有客戶，So-net

會將系爭計畫之推廣情形提報該公司董事會，併請中華電

信公司評估，中華電信公司於衡量系爭計畫對於該公司

HiNet 業務影響不大後方不反對此項合作計畫，並擴增推

廣系爭計畫之社區數量。So-net 亦自承較不會積極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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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HiNet 客戶推銷系爭服務。復證諸 So-net 2010 年 10

月 15 日董事會記錄，議題 1「接取業務績效報告(Access 

Business Performance Report)」提到：「本公司持續進

行社區寬頻計畫，並於今年底前回報中華電信公司進行評

估(We keep on doing this Community ISP test plan and 

come back to CHT for judgmen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2010 年 12 月 17 日董事會記錄議題 1「2010 年

11 月財務報告(2010 November Financial Report)」與

「2011 年展望(FY2011 Prospect)」部分提到：「至於社區

寬頻業務，目前只有開放 4個社區；本公司將持續要求中

華電信公司釋出更多社區(As for Community ISP, we have 

only 4 communities now; we would like to continue 

asking for more communities released by CHT )」、「本

公司需要中華電信公司支持開放至少 200 個社區，以使工

作團隊能更有效率(We need CHT＇s support to open more 

communities at least up to 200 communities so that 

to make our team be more efficient)」、2011 年 4 月

22 日董事會記錄議題 2「接取業務績效報告(Access 

Business Performance Report)」提到：「中華電信公司

關心倘開放更多社區，將影響到 HiNet 客戶，惟實際數據

顯示，只有 10%之客戶來自 HiNet (CHT is concerning 

that to open more communities will impact HiNet 

subscribers. However, the actual data shows that only 

10％ subscribers came from HiNet)」及 2012 年 2 月 10

日董事會紀錄議題 2「同意事項 (Approval Issue)」部分

提到「有關社區寬頻上網業務，感謝中華電信公司支持開

放更多社區(For Community ISP, thanks to CHT＇s 

support for opening more communities)」。前開會議均

有代表中華電信公司之董事參加，會議紀錄並寄予中華電

信公司，是兩家公司透過董監事會議等管道，就系爭計畫

是否影響中華電信公司HiNet用戶數進行評估並藉以約束

事業活動，消弭彼此間競爭關係，已導致彼此經營行為一

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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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復查本案系爭寬頻上網服務之經營模式，已逾越中華電信

公司與 So-net 於 98年 2月 3日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之內容，渠等不能以此排除依法須向本會提出申報之義

務。 

九、 綜上，「So-net 社區超網社區寬頻網際網路服務」之提供，

是中華電信公司與 So-net 為共同利益，就系爭寬頻上網

服務訂定損益全部共同之契約，依據統一之共識結果，共

同指揮營運系爭服務，以求經營ㄧ體化之經常性共同經營

行為，已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要件，並

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未有同

法第 11 條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規定，卻未於事前向

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復考量 So-net 於固網寬頻

上網服務市場之占有率極低，與中華電信公司市場地位相

差懸殊，及考量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整體競爭狀況與

So-net 之經營困難等，爰依同法第 13 條第 1項、第 40 條

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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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1 號 

被處分人：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556908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四平街 56號 4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參加人終止契約辦理退出退

貨時，扣除上線獎金及重複扣除未退回商品金額，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2第 2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刊登報徵廣告，假藉招募志工媽媽名義，招募參加人，違

反依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條第 1項及第 19條第 1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依法定

期限辦理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四、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第 1 項違

法行為。 

五、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日內，應就銷售商品

品項向本會變更報備。 

六、 處新臺幣 2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甲、乙（下稱檢舉人）分別向本會服務中心及來函

檢舉，略謂: 

（一） 檢舉人甲於 100 年 11 月因被處分人之「志工媽媽  時

薪 100.時段任選」報徵廣告(下稱「志工媽媽」報徵廣

告)，參與被處分人團隊工作，嗣發現被處分人涉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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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情事，如下: 

1、 被處分人於 100 年 11 月採用大小聯盟獎金制度，同

年 12月改採雙軌獎金制度，未完成報備，即從事多

層次傳銷。 

2、 被處分人銷售之「金猛高粱酒」、「虎霸王」及於 101

年 1月推銷之醫美商品，非報備商品。 

3、 以「志工媽媽」報徵廣告，招募參加人從事多層次

傳銷。 

4、 提供「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申請書

及同意書」、參加人組織圖、撥放組織獎金明細表、

志工媽媽客問答及報到表、履歷資料、臺灣士林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訴處分書等資料各乙份。 

（二） 檢舉人乙於 101 年 9 月 26 日加入被處分人，並購買新

臺幣(下同)34,000 元商品，惟於同年 10月上旬辦理退

出退貨(已逾 14 日)，並返還 28,400 元商品，被處分人

僅退回 11,400 元，非以 90％價格買回。 

二、 案經派員赴被處分人營業處所調查作成陳述紀錄、被處分人

到會陳述及提供書面答辯，略以: 

（一） 大小聯盟獎金制度是被處分人於開始設計傳銷制度時

，由關係人丙君所設計，但該制度並未獲被處分人採用

；檢舉人甲所示「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

申請書及同意書」非被處分人使用之文件。 

（二） 被處分人有關銷售商品之說明： 

1、 被處分人商品均由供貨商志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2、 被處分人銷售商品共 7 項，詳如送貨單及經銷商訂

購暨付款約定書 (不包括「金美人膠囊 80 顆/2 罐/

盒」、「三高寶膠囊 100 顆/盒」、「虎霸王(膠囊)」)

。 

（三） 「志工媽媽」報徵廣告是關係人丁君任職被處分人時刊

登，丁君約於 100 年 12 月到職，任職期間僅約 2 個月

，被處分人不清楚丁君刊載「志工媽媽」廣告之目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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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並提供丁君聯絡資料。 

（四） 提供被處分人參加人名單乙份，該等參加人均曾購買商

品及獲有獎金，又該等參加人迄未曾向被處分人提出退

出退貨主張。 

（五） 提供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訴處分書影

本。 

（六） 被處分人有關辦理退出退貨之說明: 

1、 對於會員 14 天後之退出退貨（即終止契約），被處

分人是以原價買回，但會扣除刷卡手續費（現金購

買除外）及被處分人就該筆交易已發放之獎金，包

括上線直推獎金（即推薦獎金）、組織發展獎金、組

織對等獎金等代數獎金。上開扣除之上線參加人獎

金，係由提出終止契約之參加人自行向上線參加人

追討。舉例言之，倘刷卡購買 33,000 元商品，刷卡

手續費 3﹪(990 元)，被處分人已發放上線參加人推

薦獎金 3,300 元及組織對等獎金獎金 6,600 元，則

被處分人於終止契約時係返還 22,110 元（33,000

元-990 元-3,300 元-6,600 元）。 

2、 被處分人於參加人購買商品時，另會提供部分商品

作為贈品，參加人於終止契約時，須併同將全部贈

品返還，倘有部分贈品未返還，未返還贈品將依售

價扣除。 

3、 被處分人經營迄今僅有一位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 

4、 檢舉人乙是於 101 年 9月 26 日加入被處分人，購買

商品共 34,000 元，被處分人另贈送 6,000 元商品，

共提領 40,000 元商品。 

5、 檢舉人乙於 101 年 10 月 18 日退回商品 28,400 元，

並於同年 11月 8日前往被處分人辦理退貨，被處分

人原退還 11,400 元【34,000 -17,000 元（50％傳銷

獎金，包括推薦獎金、組織發展、組織對等）- 5,600

元（未退回商品）】，後因檢舉人乙反映，最後共退

還 16,660 元【25560 元（退回商品 28,400 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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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 元（上線推薦獎金）-5,600 元（未退回商品

）】。 

三、 另本案獲關係人丁君提供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略以： 

（一） 丁君於 100 年 11 月 1 日就任被處分人副總乙職，主要

負責商品銷售推廣業務，並於 101 年 3月底離職。又丁

君同時於 100 年 11 月間購買被處分人商品，成為被處

分人會員，可介紹他人購買商品，並取得佣金。 

（二） 「志工媽媽」廣告是丁君於 100 年 11 月向被處分人提

出之業務推廣建議，並獲被處分人同意採用後，在 100

年 12 月至 101 年 1 月間刊載於中國時報、聯合報及自

由時報，廣告委刊者、刊登廣告之發票買受人及廣告費

支付均是被處分人。 

（三） 報徵廣告之志工參加被處分人說明教育課程時，被處分

人會場會提供商品試吃、告知商品功效、商品價格、公

司組織暨獎金制度（未確定採雙軌制前，係告知大小聯

盟制；公司確認採雙軌制後，係告知雙軌制內容），並

提供商品 DM 及明確告知志工需要銷售商品等訊息，供

與會者自由決定是否參加被處分人。經由報徵廣告介紹

進來的會員，係歸屬於照顧者(即學姊)的組織，並由該

上線參加人支付新會員 2天課程之時薪。 

（四） 丁君 100 年 11 月進入被處分人當時，被處分人已有大

小聯盟獎金制度及「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

員申請書及同意書」，但於實際運作時，因發現大小聯

盟制度不合理，故被處分人於 100 年 12 月底第一次計

算獎金時，即採用雙軌制(被處分人嗣後報備之獎金制

度)計算 100 年 12 月底之前的業績，並於 102 年 1 月

2~3 日發放獎金，被處分人未曾實際採用大小聯盟制度

。 

（五）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訴處分書之 10 位

告訴人，均為被處分人之參加人，其中有 4人係因「志

工媽媽」報徵廣告而參加被處分人。又 10 位參加人中

，有 2人係於 100 年 11 月加入、3人於 100 年 12 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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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4 人於 101 年 1 月加入，另有 1 人係於 100 年 11

或 12 月加入。 

四、 另經分別函請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傑士多廣告社及

順吉廣告社等提供「志工媽媽」廣告刊登資料，獲提供「志

工媽媽」廣告委刊者為關係人戊君，地址為「臺北市重慶北

路 1段 1-1 號 7樓」，並提供廣告費支付者相關資料。 

五、 經查被處分人係 100 年 11 月 22 日設立，嗣於同年 12月 20

日向本會報備自 101 年 1月 1日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並於

101 年 1 月 19 日完成報備；其報備傳銷商品為「三高寶膠

囊」、「太極能量元素膠囊」、「貴族養生飲」、「金猛膠囊」、「金

美人膠囊」及「養生御膳活力餐」等 6項；其獎金則包括推

薦獎金、組織發展獎金、組織對等獎金、全球分紅及重消獎

金等。另被處分人100年11月22日公司設立登記地址為「臺

北市重慶北路 1段 1-1 號 7樓」，於 101 年 9月 13 日變更為

「臺北市中山區四平街 56號 4樓之 1」。 

理    由 

一、 有關被處分人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時，扣除上線獎

金與刷卡手續費乙節：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規定：「參加人於前條第 1

項解約權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契約，退出

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參加人依前項規定終止契約後

30日內，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購價格 90%買回

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但得扣除已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

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

減損之價額。」故多層次傳銷事業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

之退出退貨，除以原購價格 90%買回外，得扣除之事項

僅限於「因該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及

「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損之價額」。除前開

2項法定得扣除項目外，傳銷事業不得以任何名目扣除

其他費用。 

（二） 查檢舉人乙係於 101 年 9 月 26 日加入被處分人，並購

買 34,000 元商品，其後檢舉人乙終止契約退貨時共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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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被處分人 28,400 元商品，另有 5,600 元商品並未返

還，此為檢舉雙方所不爭。次查，被處分人自承其辦理

會員終止契約之退出退貨，係以原價或其 90％之價格

買回，並會扣除該筆交易已發放之獎金，包括上線直推

獎金（即推薦獎金）、組織發展獎金、組織對等獎金等

。復查被處分人就檢舉人乙終止契約退出退款之計算方

式，係以其退貨商品 28,400 元之 90%，並扣除介紹人

推薦獎金 3,300 元及未退回商品 5,600 元(即原購買商

品金額 34,000 元-退回商品金額 28,400 元)，此亦有被

處分人列示檢舉人乙退貨退款之計算內容可稽，是被處

分人於實際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貨時，確有扣除上線

獎金及重複扣除未退回商品金額之情事。按上線獎金並

非多層次傳銷事業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貨時，得扣除

之法定項目，且多層次傳銷事業終止契約之 90%買回義

務，係以實際退貨商品金額作為計算基礎，即原購買商

品總金額減去未退回商品金額後再乘以 90%，是核無於

計算前開 90%買回金額後，再另行扣除未退回商品金額

之理，倘有則屬重複扣除，故被處分人於參加人終止契

約退貨金額中扣除上線獎金及重複扣除未退回商品金

額之行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

定。 

二、 有關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

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

載明法定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倘事業未向本

會報備即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即屬違反前揭法

條規定。 

（二） 查被處分人係於 100 年 12 月 20 日向本會報備自 101

年 1 月 1 日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並於 101 年 1 月 19

日完成報備。次查，被檢舉雖否認有採用大小聯盟制

度及使用「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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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同意書」，惟查檢舉人提供載有參加人具名之「國

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申請書及同意書」

，依簽具日期以觀，該等參加人係分別於 100 年 11 月

7 日至 100 年 12 月 1 日加入被處分人，且上開會員申

請書及同意書載有大小聯盟之會員種類選項。 

（三） 再查，據關係人丁君表示，渠於 100 年 11 月 1日就任

於被處分人，併同時於該年 11月間購買商品成為被處

分人會員，可介紹他人購買商品及取得佣金；被處分

人於 100 年 11 月確有大小聯盟獎金制度，但於實際運

作時，因發現大小聯盟制度不合理，故被處分人於第

一次計算獎金時，採用雙軌制計算獎金。末查，101 年

9 月 11 日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訴處分

書附表所載告訴人等，均為被處分人參加人且有領取

獎金，又部分該等參加人係於 100 年 11 月、12月間加

入被處分人，此有關係人丁君及被處分人到會說明內

容可稽。據上，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月 19 日完成報備

前，已有從事招攬他人加入等傳銷行為，尚不因被處

分人採用之獎金制度究係大小聯盟制或雙軌制，而有

不同，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

定。 

三、 有關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依規定期限辦理報備乙

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

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

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 5 條

第 1項第 1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日

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前揭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

備，即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查被處分人銷售商品包括「金猛高粱酒養生飲」（金猛

高梁酒），此為被處分人所不爭，並有被處分人之訂購

暨付款約定書、被處分人提供之民眾送貨單及購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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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資料可稽，惟「金猛高粱酒養生飲」（金猛高梁酒）

並非被處分人報備之傳銷商品，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商

品品項，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檢舉人甲主張被處分人銷售「虎霸王」及於 101 年 1

月推銷醫美商品乙節，據被處分人表示，所銷售商品

為金猛膠囊等 7 項商品，其中並不包括「虎霸王」及

醫美商品，此有本會派員赴被處分人營業處調查取得

之被處分人送貨單及經銷商訂購暨付款約定書可稽，

且檢舉人甲提供之醫美商品資料亦無被處分人之具名

，爰依現有事證，尚不足認被處分人有以多層次傳銷

方式銷售「虎霸王」及醫美商品之情事。 

四、 有關被處分人以「志工媽媽」報徵廣告，招募參加人從事多

層次傳銷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

傳銷事業以廣告或其他使大眾可得知之方法招募參加

人時，應表明係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並不得以招募

員工或假借其他名義為之。」 

（二） 據關係人丁君表示，「志工媽媽」報徵廣告係渠向被處

分人提出之業務推廣建議，並獲被處分人同意後採用

，廣告之委刊者、廣告發票買受人及廣告費支付均是

被處分人。次依順吉廣告社提供之委刊資料，「志工媽

媽」廣告之委刊者關係人戊君係被處分人員工，此由

101 年 9 月 11 日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

訴處分書可悉，又委刊者地址「臺北市重慶北路 1 段

1-1 號 7樓」亦為廣告當時被處分人登記地址，故足認

被處分人為「志工媽媽」報徵廣告之行為人。 

（三） 查「志工媽媽」報徵廣告係 100 年 12 月至 101 年 1月

間刊載於中國時報、聯合報及自由時報，報徵廣告上

並無從事多層傳銷之相關表示，報徵而來之志工於參

加說明教育課程時，始獲被處分人告知係從事多層次

傳銷，又倘加入被處分人成為會員，則歸屬照顧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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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線組織，並確有報徵志工因而成為被處分人會員者

，此有檢舉人提供之志工履歷表資料、志工客問答及

報到表暨丁君到會陳述紀錄及 101年 9月 11日臺灣士

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不起訴處分書內容可參。故

被處分人於報紙刊登「志工媽媽」報徵廣告，藉招募

志工媽媽之名義，從事招募多層次傳銷參加人之行為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參加人辦理終止契

約之退出退貨時，扣除上線獎金及重複扣除未退回商品金

額；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依

法定期限辦理報備；刊登報徵廣告，假藉招募志工媽媽之名

義，招募參加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第 2項

規定，以及依同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第 5條第 1項、第 7條第 1項及第 19 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

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條第 2項前段、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等規定，就

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處 10

萬元罰鍰；就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

項、第 7條第 1項及第 19條第 1項規定，各處 5萬元罰鍰，

總計處新臺幣 25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70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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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2 號 

被處分人：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065601 
址    設：臺中市大甲區中山路一段 119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雲南白藥牙膏，宣稱其為「美國 FDA 認證通

過准予銷售」，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就高露潔抗敏感強護琺瑯質牙膏之比較項目，及

宣稱高露潔抗敏感強護琺瑯質牙膏沒有臨床試驗，核屬足

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 
三、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代理銷售雲南白藥牙膏，於家樂福新

店店以巨幅看板刊登「競品比較」廣告，與高露潔牙膏等

品牌牙膏進行比較，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 
（一） 被處分人系爭「競品比較」廣告看板內容除宣稱「雲

南白藥系列牙膏」為「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

並宣稱「雲南白藥系列牙膏」含「珍貴三七」成分，

具有「抑制細菌」、「修復傷口」、「降低出血」、「改善

發炎」等功效，不會麻醉神經，且有 2 份臨床試驗可

茲證明，另宣稱「高Ｘ潔」成分含「硝酸鉀」，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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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細菌」、「修復傷口」、「降低出血」、「改善發炎」

等功效，具有麻醉神經效果，且未有臨床試驗。 
（二） 被處分人雖將高露潔牙膏以「高Ｘ潔」呈現，然依高

露潔牙膏之品牌知名度、市場占有率，及市面上牙膏

品牌以三個字命名及其編排方式，明顯可知系爭看板

所比較之「高Ｘ潔」係指高露潔牙膏。 
（三） 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１、 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雲南白藥系列牙膏」為

「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然據美國法規規定

及 FDA 網站資料，不含氟化物之牙膏以化粧品管理，

無需向 FDA 申請查驗登記。經查雲南白藥牙膏外包

裝之成分標示不含氟化物，應無需向美國 FDA 申請

認證，相關宣稱顯為不實。 
２、 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有兩篇臨床試驗可佐證「雲

南白藥系列牙膏」具有上開宣稱之功效，然未指明其

臨床試驗係針對三七、雲南白藥抑或雲南白藥牙膏，

顯係不實。 
（四） 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１、 被處分人以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雲南白藥牙膏

具有「修復傷口」、「降低出血」及「改善發炎」等僅

有藥品而非一般牙膏所具有的功能（例如防蛀牙），

顯係以不同類別、效能之藥品比較一般商品之牙膏。 
２、 被處分人以一般牙膏比較抗敏感牙膏： 

（１） 按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高Ｘ潔」含「硝

酸鉀」，惟查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僅「高露

潔抗敏感強護琺瑯質牙膏」（下稱「高露潔強護

琺瑯質牙膏」）含「硝酸鉀」，是系爭廣告中被比

較之產品應為「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 
（２） 查「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主要功效為「有效

幫助迅速舒緩敏感性酸痛」，其宣稱依據衛生署

94年 6月 17日衛署藥字第 0940314920號函發布

之「一般牙膏得標示之詞句」，含硝酸鉀 5%以下

牙膏得加標示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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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復查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高露潔全效牙膏」

主要產品功能為「幫助減少牙齦流血發生率」、

「幫助減少牙齦炎發生率」，其標示依據亦為上

開「一般牙膏得標示之詞句」，含三氯沙 0.3%以

下牙膏得加標示之內容。 
（４） 末查案關雲南白藥牙膏為一般牙膏而非抗敏感

牙膏，與含硝酸鉀之「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

兩者主要宣稱功效顯然不同。被處分人應將宣稱

同類功效之「高露潔全效牙膏」做為雲南白藥牙

膏之比較對象，其以不同功能屬性之「高露潔強

護琺瑯質牙膏」做為比較對象，係將類別效能不

同的產品以同一基準做比較，已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規定。 
３、 被處分人以系爭「競品比較」看板指雲南白藥牙膏有

兩篇臨床試驗證實其具有所宣稱功效，而高露潔牙膏

沒有任何臨床試驗，然查無論高露潔牙膏或高露潔強

護琺瑯質牙膏均有多篇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之研究

報告可佐證其功效，例如 Willard J. Tarbet 等人所做研

究。系爭廣告在「高 X 潔」的「臨床試驗」欄空白，

聲稱高露潔牙膏之功效無臨床試驗支持，顯不符實。 
４、 被處分人以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高露潔強護琺

瑯質牙膏含「硝酸鉀」，而「長期使用硝酸鉀進行神

經麻醉，無助於改善牙周問題，甚至會延誤口腔疾病

就診，如蛀牙或癌症」，然查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

含氟化物，可以有效預防蛀牙；且依衛生署所訂「一

般牙膏得標示之詞句」，即使一般未含氟牙膏，配合

正確刷牙習慣仍可降低牙周病發生率。是以使用高露

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可以有效防蛀及降低牙周病發生

率，系爭廣告顯係就他事業商品為虛偽不實之表示。 
二、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為銷售雲南白藥牙膏產品，與聯廣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聯廣公司）簽訂廣告代理服務合同，由聯

廣公司依據被處分人提供之內部教育訓練資料雇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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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展銷人員，自 101 年 6 月 16 日起至當年 9 月 2
日止在五十餘間賣場分店進行系爭產品之展示及銷售

作業，其間於7月21日起加入對於高露潔牙膏之敘述。 
（二） 被處分人雖提供內部教育訓練資料供聯廣公司協助銷

售使用，惟聯廣公司據以製作案關「競品比較」看板，

供賣場展銷現場介紹系爭產品時作為輔助說明之用乙

事，被處分人事前並不知情。被處分人於 101 年 8 月

8 日接獲臺中市政府衛生局來電，告知陳列於大賣場

之「競品比較」看板有違法之虞，方知悉此情事。被

處分人當日向聯廣公司確認現場確實展示案關看板

後，立即要求撤除，聯廣公司隨即於 9 日撤除系爭看

板，並通函其各區督導遵循辦理，被處分人嗣於 10
日方接獲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正式書函通知。 

（三） 有關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雲南白藥系列牙膏」

為「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乙節： 
１、 查雲南白藥牙膏產品已由其製造商中國大陸雲南白藥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雲南白藥公司）於 97 年 9
月以書面方式向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下稱美國 FDA）申請登錄，

並取得國家藥品碼（National Drug Code，下稱 NDC）
NDC 61658-600-35。復查 NDC 是包括所有的處方藥、

部分經篩選的非處方藥及胰島類藥品被美國 FDA 認

證(identified)及被記述(reported)而採用之 3 段式編

碼。因美國規定非經 FDA 認證之產品不得陳列於藥局

販售，故如牙膏等清潔衛生產品，即常以美國國家藥

典內所載非處方藥品為成分，事先取得美國國家非處

方藥品碼後，陳列於藥局販售，本件雲南白藥薄荷清

爽型系列牙膏即為此種申請方式，是系爭宣稱「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並無不實。 
２、 復按，美國 FDA 對於新成分係採新藥申請(New Drug 

Application, NDA)審查方式，其後美國 FDA 定期發布

National Drug Code Directory 收載 NDA 成分，具有前

述成分之產品，始可申請取得 NDC。要之，取得 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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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品，其前提自需含有經 NDA 認證程序且收載於

National Drug Code Directory 之成分。 
３、 取得上開 NDC 之雲南白藥牙膏與於臺灣銷售之雲南

白藥牙膏主要成分全部相同，僅發泡劑及摩擦劑等次

要成分略有不同，及因代理商不同導致包裝不同，二

者之功效實無不同。 
（四） 復就案關「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雲南白藥牙膏產品或

三七成分取得兩份臨床試驗報告乙節，提供北京大學

口腔醫院、首都醫科大學附屬北京口腔醫院、天津市

口腔醫院所共同參與研究之臨床實驗報告及四川大學

華西口腔醫學院針對雲南白藥牙膏所做之臨床試驗報

告供參。 
（五） 查系爭「競品比較」看板所載內容，依其標題旁註記，

係「取自各競品公開標示內容」，由於比較標的「高露

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包裝上並未標示該產品經臨床試

驗，故「競品比較」表上「高 X 潔」之「臨床試驗」

欄內未為任何標示，惟此並非表示「高露潔牙膏」未

經臨床試驗，僅代表是否經臨床試驗不詳。 
（六） 有關系爭「競品比較」看板宣稱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

膏含「硝酸鉀」，而「長期使用硝酸鉀進行神經麻醉，

無助於改善牙周問題，甚至會延誤口腔疾病就診，如

蛀牙或癌症」乙節，查硝酸鉀係以減弱牙髓神經活性

達成抗敏感之作用，亦即其確有麻醉牙髓神經之作

用。由於敏感性牙齒之過敏疼痛現象亦與蛀牙、牙齒

斷裂、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刺激疼痛感混淆，而硝酸

鉀僅有抗過敏之作用，無助於解決蛀牙、牙周病等口

腔問題。提供南非國家健康實驗室 M. Patel 教授研究

報告及 Journal of Clinical Periodontology 所刊載學術

論文，以及中國國情網、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華視新聞、康健雜誌及台灣牙醫網等相關媒體報導供

參。因此該「競品比較」看板上有關硝酸鉀之註解文

字並無任何不實，況上開文字並未宣稱高露潔牙膏無

法有效預防蛀牙及降低牙周病發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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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有關系爭「競品比較」看板以不同功能屬性之產品為

比較對象乙節： 
１、 被處分人代理銷售之兩款雲南白藥牙膏產品功效相

同，皆為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均非

抗敏感牙膏。被處分人並未發現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

中有強調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之功能

之產品，爰挑選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較高階、價格

較高的「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而非較低階的「高

露潔全效牙膏」進行比較。另一考量因素為據被處分

人了解，消費者有牙齦方面問題時，傾向於購買抗敏

感牙膏以舒緩症狀，被處分人主張雲南白藥牙膏產品

可直接處理牙齦出血問題，更可有效保護牙齦，是以

將雲南白藥牙膏產品與「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相

比較，並無不當。且系爭「競品比較」表自始即非用

於對消費者進行宣傳，本會所接獲之「競品比較」看

板相片要難非謂係有心人士透過不當方式拍攝。 
２、 因市面上所銷售之牙膏產品中，抑制細菌、修復傷口、

降低出血、改善發炎以及麻醉神經等效用均為消費者

所著重之主要功效成分，是以被處分人係以相關商品

是否具備上開功效為比較之基準，以期取得客觀之比

較結果。 
（八） 查該「競品比較」看板本係被處分人提供聯廣公司作

為內部教育訓練及展場銷售人員訓練所使用資料。未

料聯廣公司之展銷人員竟將該比較表製作成看板，而

於展銷現場用以當作輔助說明之用。該看板內容雖係

被處分人所提供，但其使用目的本非作為比較廣告之

用，被處分人實無為比較廣告之意圖。 

三、 聯廣公司提出陳述意見，略以： 

（一） 該公司為被處分人代理雲南白藥牙膏產品之廣告代理

商，雙方訂有廣告代理服務合同，依據上開合同，該

公司擬定廣告策略及整合傳播計畫並經被處分人核定

後，提供廣告服務內容，包括製作各類廣告、宣傳活

動、網路宣傳、長期公關、產品形象等。該公司僅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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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製作服務費及刊播服務費。 
（二） 該公司復將賣場促銷活動執行案外包予聯動行銷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聯動公司）執行，雙方公司之經營管

理與財務管理實際上為控制從屬關係，因此雙方並未

簽署任何代收轉付或轉包合約，僅以發票做為付款憑

證。因該公司為被處分人之廣告代理商，是以依合約

關係仍有義務繼續監督及關切該案之進展。 

（三） 系爭展場促銷活動係由聯動公司再委託瑪思創意有限

公司（下稱瑪思公司）執行，就執行該活動前，瑪思

公司須對展銷人員就系爭商品之促銷進行內部教育訓

練，該公司爰經由被處分人指示，將其提供之競品比

較相關資料製作成內部教育訓練用之教具，並提供瑪

思公司於訓練課程中對展銷人員進行解說，是競品比

較表實為瑪思公司為進行內部教育訓練目的之用，自

始即無展銷人員持該競品比較表於賣場公開對消費者

揭露或宣傳，且該「競品比較」看板規格為長 29.6 公

分，寬 43.8 公分之珍珠板，大小僅約一個 19 吋液晶

螢幕，客觀上因尺寸過小，實無宣傳及揭露之效果。 

四、 瑪思公司提出陳述意見，略以： 
（一） 該公司係受聯廣公司之關係企業聯動公司委託，辦理

量販店現場的展銷活動，雙方簽訂有合約書。該公司

領取之報酬係以所提供之展銷人員活動執行費用計

算，包括展銷人員酬勞及業績獎金、督導費用及其他

必要支出。 
（二） 該公司為執行系爭促銷活動，須對現場展銷人員進行

內部教育訓練，是以使用聯動公司所提供之競品成分

表由講師進行訓練課程，該成分表僅係內部教育訓練

之教具。該公司於每場活動均會指定一名督導人員監

督管理展銷人員於各大賣場之促銷活動情況，各督導

人員亦會將教育訓練資料及相關教具一併攜至賣場供

展銷人員熟讀以免口誤，即該競品成分表僅為展銷人

員做為類似筆記或備忘錄之用途，自始均未對消費者

為宣傳或揭露之用。然因展銷人員平時所使用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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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等，通常會寄放於賣場的倉庫，任何相關從業人

員均可觸及，因此若有心人士基於陷害之目的取出看

板拍照，亦非難事。 
五、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陳述意見，略以： 

經查案關廣告係該公司供應商勇信貿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勇信公司）所自行放置，僅放置於該公司家樂福新店店，

並未取得該公司之同意，該公司亦未與勇信公司簽訂任何

廣告租賃之合約，系爭看板因非該公司所製作及置放，礙

難提供其具體尺寸，惟憑現場人員之印象，案關廣告之長

寬應介於 100 公分至 200 公分內。 
六、 勇信公司提出陳述意見，略以： 

該公司於 101 年 4 月 1 日與被處分人簽訂經銷合約，為其

於指定通路銷售雲南白藥牙膏產品。被處分人另為系爭產

品之廣告代理事宜與聯廣公司簽訂廣告代理服務合同，由

聯廣公司提供廣告代理服務並於各大賣場執行展銷活動。

該公司實未將系爭「競品比較」看板置於任何賣場。 
七、 檢視案關各款牙膏外包裝所標示效能，略以： 

（一） 雲南白藥牙膏： 
１、 臨床試驗證明，具有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

牙齦的作用。 
２、 經臨床試驗證明具有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問題（牙齦

出血、牙齦炎）的作用。 
（二） 高露潔全效牙膏： 
１、 減少牙齦流血發生率最高可達 88%（與單純含氟牙膏

相比）。 
２、 幫助減少「牙齦炎發生率」、「牙齦問題引起牙齦萎縮

發生率」。 
３、 經臨床證實其獨特配方能減少引起牙齦炎之細菌滋生

率外，同時減少牙齦流血發生率效果最高可達 88%。 
４、 防菌效果長達 12 小時。 

（三） 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 
１、 實驗證明有效幫助迅速舒緩敏感性酸痛。 
２、 保護牙齒抵抗飲食中的酸蝕、防止蛀牙、強護琺瑯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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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幫助抵抗酸蝕、幫助強護琺瑯質。 
八、 參考並彙整美國 FDA 官方網站資料、藥學雜誌電子報第

97 期「台灣與美國非處方藥管理制度比較」及臺北美國商

會 2002 年白皮書相關資料，略以： 
（一） 依據美國1972年藥品列示法(Drug Listing Act of 1972)

規定，登記有案之藥廠必須就其為銷售而產製、組合、

加工或宣傳等之所有藥品向美國 FDA 提供一份完整

清單。每項列於清單上之藥品均由美國 FDA 授予一組

3 段 10 碼之數字即所稱之 NDC，第 1 段數字為藥廠

碼，由美國 FDA 指定，第 2 段為產品碼、第 3 段為包

裝碼，均由藥廠自行決定。 
（二） 就非處方藥（Over-the-counter, OTC）部分，查美國

FDA 彙編公布之 OTC Drug Monograph，其形式類似

處方集，依藥品適應症分類，列舉已被認定為安全且

有效之藥品活性成分、使用劑量、可配合的處方、測

試方法以及仿單標籤上應記載的事項。符合 OTC Drug 
Monograph 之藥品不需取得美國 FDA 核准，僅需向美

國 FDA 列示俾取得 NDC 即可上市。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

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

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

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

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所稱「虛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

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

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

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

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廣

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其自身商品之品質

或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有違反前

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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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廣告主： 
１、 按被處分人為銷售系爭雲南白藥牙膏產品，委由聯廣

公司為其雇請並依被處分人提供之教育訓練資料訓練

展銷人員，俾於賣場進行系爭產品之展示及銷售。雖

被處分人主張並未其要求且事先亦不知悉聯廣公司之

展銷人員竟將內部教育訓練製作成系爭「競品比較」

看板，並於展銷現場作為輔助之用，惟被處分人既委

請聯廣公司為其進行產品之展示及銷售，自應負監督

管理責任，其與聯廣公司及其再委託事業間就各種行

銷事項如何分工，僅為其內部事務分配，尚不得以疏

於監督管理而免除其廣告主責任，故被處分人核為本

案廣告主。 
２、 另按聯廣公司接受被處分人委託為其擬定廣告策略及

整合傳播計畫，復另委請聯動公司執行賣場促銷活

動，及聯動公司再委請瑪思公司辦理量販店現場展銷

活動等，查上開事業或未負責對外銷售僅領取固定之

服務費用，或未參與系爭看板之製作且無審核決定之

權等，爰均尚難認為本案廣告主。 
３、 再按家福公司雖表示系爭「競品比較」看板係由勇信

公司未經該公司同意即自行放置於其賣場使用，惟勇

信公司表示其雖代理被處分人銷售雲南白藥牙膏產

品，然尚無涉廣告代理，亦未將系爭「競品比較」看

板置於任何賣場。是依現有事證，亦尚難認勇信公司

為廣告主。 
（三） 就被處分人被檢舉宣稱「雲南白藥系列牙膏」為「美

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涉有不實乙節： 
１、 按系爭廣告予人之印象，係雲南白藥牙膏系列產品曾

送請美國 FDA 予以審核，並經其認證通過，准許於美

國境內銷售。就其宣稱之真實性，被處分人業檢證證

實案關產品製造商中國大陸雲南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

司已以雲南白藥牙膏產品含美國國家藥典內所載非處

方藥品為成分，向美國 FDA 申請所取得 NDC 
61658-600-35，得陳列於藥局販售，且主張上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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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C 之雲南白藥牙膏與於臺灣銷售之雲南白藥牙膏

主要成分全部相同，二者功效實無不同。 
２、 然查依被處分人說明，系爭雲南白藥牙膏本即可以清

潔衛生產品資格於藥局以外之流通管道於美國銷售，

尚無須待美國 FDA 予以認證；復查依美國 FDA 官方

網站資料、我國藥學相關文獻及臺北美國商會白皮書

資料顯示，符合 OTC Drug Monograph 之非處方藥，

於向美國 FDA 列示後取得 NDC 即可上市，無需取得

其核准。是依現有事證，尚難認「雲南白藥系列牙膏」

係「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是系爭宣稱核屬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 另就被處分人被檢舉未於「競品比較」看板提出所宣

稱兩篇臨床試驗報告以佐證雲南白藥系列牙膏之功

效乙節，被處分人業提出北京大學口腔醫院、首都醫

科大學附屬北京口腔醫院、天津市口腔醫院所共同參

與研究之臨床實驗報告及四川大學華西口腔醫學院

針對雲南白藥牙膏所做之臨床試驗報告以為佐證，是

尚難謂被處分人無法就雲南白藥牙膏之功效提出兩

篇臨床試驗報告，至於上開報告是否足依支持相關宣

稱如「修復傷口」、「降低出血」及「改善發炎」等，

因其涉及療效宣稱，本會業已移請行政院衛生署處

理。是就此節而言，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處分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行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

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

或使競爭者喪失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

業之行為若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

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

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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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非難性。另依本會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6
點規定：「事業於比較廣告無論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

不得就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為下列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行為：……（四）引為比較之資料來源，不具客

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料，為不妥適

之簡述或詮釋。……（六）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

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

目，而故意忽略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

成不公平之比較結果。……」同處理原則第 8 點第 2
項則規定：「事業違反第 6 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之違反。」 
（二） 就被處分人被檢舉以主要功效為「有效幫助迅速舒緩

敏感性酸痛」之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與非抗敏感牙

膏之雲南白藥牙膏進行比較，係將類別效能不同的產

品以同一基準做比較，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乙

節： 
１、 被處分人業自承其代理銷售之兩款雲南白藥牙膏產品

功效皆為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均非

抗敏感牙膏，並表示因未發現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

有強調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功能之產

品，爰挑選較高階、價格較高的「高露潔強護琺瑯質

牙膏」而非較低階的「高露潔全效牙膏」進行比較；

且被處分人認為消費者傾向於購買抗敏感牙膏以舒緩

牙齦問題之症狀，抑制細菌、修復傷口、降低出血、

改善發炎以及麻醉神經等效用亦均為消費者所著重之

主要功效成分，是以被處分人將雲南白藥牙膏產品與

「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相比較，並無不當。 
２、 就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是否有強調幫助減緩及預防

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功能之產品，及以高露潔強護琺

瑯質牙膏與雲南白藥牙膏相比較是否係將類別效能不

同的產品以同一基準做比較，經查雲南白藥牙膏之外

包裝標示效能包括「臨床試驗證明，具有幫助減緩及

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的作用」及「經臨床試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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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具有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問題（牙齦出血、牙齦炎）

的作用」，高露潔全效牙膏之外包裝標示效能包括「減

少牙齦流血發生率最高可達 88%（與單純含氟牙膏相

比）」、「幫助減少『牙齦炎發生率』、『牙齦問題引起牙

齦萎縮發生率』」、「經臨床證實其獨特配方能減少引起

牙齦炎之細菌滋生率外，同時減少牙齦流血發生率效

果最高可達 88%。」及「防菌效果長達 12 小時」，高

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之外包裝標示效能則包括「實驗

證明有效幫助迅速舒緩敏感性酸痛」、「保護牙齒抵抗

飲食中的酸蝕、防止蛀牙、強護琺瑯質」及「幫助抵

抗酸蝕、幫助強護琺瑯質」，是雲南白藥牙膏及高露潔

全效牙膏所宣稱效能均著重於預防或舒緩或減少牙齦

出血、牙齦炎等症狀，強調具有保護牙齦之作用，與

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宣稱效能為迅速舒緩敏感性酸

痛尚屬有間，是高露潔牙膏系列產品中非無產品強調

幫助減緩及預防牙齦出血和保護牙齦之功能，被處分

人將類別效能不同的雲南白藥牙膏及高露潔強護琺瑯

質牙膏以同一基準做比較，係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

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自身較優項

目，而故意忽略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

不公平之比較結果，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 
（三） 就被處分人被檢舉宣稱高露潔牙膏沒有任何臨床試

驗，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乙節，按被處分人表

示系爭「競品比較」看板所載內容，係「取自各競品

公開標示內容」，且已於標題旁註記，由於高露潔強護

琺瑯質牙膏包裝上並未標示該產品經臨床試驗，故「競

品比較」表上「高 X 潔」之「臨床試驗」欄內未為任

何標示，惟此並非表示高露潔牙膏未經臨床試驗，僅

代表是否經臨床試驗不詳。然查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

膏包裝上確已標示「實驗證明有效幫助迅速舒緩敏感

性酸痛」，且有 Willard J. Tarbet 等人所做研究以為佐

證。是被處分人逕將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包裝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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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實驗」解釋為「未標示經臨床試驗」，係就所引

用資料為不妥適之簡述或詮釋，已造成不公平之比較

結果，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四） 就被處分人被檢舉宣稱雲南白藥牙膏具有「修復傷

口」、「降低出血」及「改善發炎」等僅有藥品而非一

般牙膏所具有的功能（例如防蛀牙），顯係以不同類

別、效能之藥品比較一般商品之牙膏，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乙節，查雲南白藥牙膏尚非以藥品銷

售，且被處分人亦未曾宣稱雲南白藥牙膏為藥品，是

尚難認被處分人以雲南白藥牙膏比較高露潔強護琺瑯

質牙膏，係以藥品比較一般商品，爰此節依現有事證，

尚難認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五） 就被處分人被檢舉宣稱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含「硝

酸鉀」，而「長期使用硝酸鉀進行神經麻醉，無助於改

善牙周問題，甚至會延誤口腔疾病就診，如蛀牙或癌

症」，然經證實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含氟化物可有效

預防蛀牙，且即使一般未含氟牙膏，配合正確刷牙習

慣仍可降低牙周病發生率，是系爭廣告顯係就他事業

商品為虛偽不實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乙節，按系爭「競品比較」看板係針對「硝酸鉀」

表示，長期使用該物質進行神經麻醉，無助於改善牙

周問題，甚至會延誤口腔疾病就診，如蛀牙或癌症，

尚非宣稱使用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將產生上述不良

後果，另按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可有效降低牙周病發生

率，與所稱長期使用硝酸鉀麻醉神經無助於改善牙周

問題，彼此間並無扞格，是此節依現有事證，尚難逕

認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六） 綜上，被處分人被檢舉以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做為

雲南白藥牙膏之比較對象，及宣稱高露潔牙膏沒有臨

床試驗，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已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雲南白藥牙膏，宣稱其為「美國

FDA 認證通過准予銷售」，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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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被處

分人就高露潔強護琺瑯質牙膏之比較項目，及宣稱高露潔

牙膏沒有臨床試驗，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

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

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分別就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就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處分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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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3 號 

被處分人：美商維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940961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八德路三段 36 號 5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

人，未事先取得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違反依據公平交易

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於 102 年 3 月 15 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理業

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無法提出未成年參加人甲○○及乙

○○之法定代理人同意書，僅於申請書上加註「補監同」，

因上開參加人申請加入時間均在 101 年 8 月間，是被處分

人已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爰

奉 核定依職權主動立案調查 
二、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之參加人加入方式有二，一為網路加入，二

為傳統加入。傳真、郵寄或現場繳交申請書皆屬傳統

加入，透過會員網頁加入則屬網路加入。因被處分人

無法事先預知網路加入是否已滿 20 歲，只能透過會員

87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自己將申請合約書正本寄回被處分人時才能審核，故

會有未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情事發生。然被處分人會

在第一時間致電給欲加入會員者，詢問是否已達成年

或未成年。倘屬未成年加入者，會要求在 7 天內補繳

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繳畢才能訂購產品成為正式會

員；若未在 7 天內補齊，被處分人將退回其申請。 
（二） 查甲君及乙君皆屬網路加入，被處分人已聯絡渠等將

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繳給被處分人。另檢陳被處分人

自100年迄今共43名未成年人契約書及法定代理人同

意書，其中部分採網路加入者，均已於契約書上勾選

註明。 
（三） 被處分人已向新加坡亞洲總部反映此一情事，希望透

過其向美國總公司提出請求，網路加入者需填寫出生

年月日，若有未滿 20 歲者，系統自動拒絕，並主動告

知須有法定代理人同意書才會接受。然因被處分人在

全球 60 幾個國家都設有分公司或辦事處，而系統是全

球連線，各國規定不一，是以美國總公司在此方面的

修正需花費多時。在此期間，被處分人將用更嚴格的

審核標準，也再次寄發作業公告給各會員及張貼公布

欄，使會員更了解作業規定。 

理   由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

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並附於參加契約。」

是倘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未事

先取得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書並附於參加契約，即涉有違反

前揭規定。 
二、 經查本會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行業務檢查時，發現被

處分人無法提出其限制行為能力參加人甲君及乙君之法定

代理人同意書，僅於申請書上加註「補監同」，被處分人雖

於事後要求甲君及乙君提出法定代理人同意書進行補正，

然其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未於事先取得其法定代理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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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允許，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未事先取得法

定代理人書面允許並附於參加契約，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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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4 號 

被處分人：同輝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963823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民生東路 3段 1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紫金藏」預售屋過程中，未提供各戶持

分總表，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 

二、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 3位檢舉人聯銜來函反映，略謂：同輝建設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於銷售「紫金藏」預售屋過程中，從未提出

各戶持分總表供購屋人審閱知悉。被處分人具有相對優勢

地位，卻利用購屋人不知各戶之面積分攤情形，作成交易，

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經函請 3位檢舉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如下： 

１、 檢舉人 A 君、B 君與 C 君經看屋多次後，分別於 99 年間

與被處分人簽訂買賣契約書。被處分人於預售屋銷售過

程中，並未提出各戶持分總表供 A君、B 君與 C 君審閱。 

２、 檢舉人於「紫金藏」預售屋銷售中心現場，僅看到樣品

屋、建物模型、所購樓層之平面圖（紙本與電子表板）、

外牆磁磚。檢舉人於前開現場，並未看見被處分人公開

陳列各戶持分總表。縱使如被處分人所稱於銷售中心之

櫃檯上有放置各戶持分總表供購屋人自由審閱，惟被處

分人並無明示或暗示櫃檯上放置各戶持分總表可供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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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審閱，購屋人不可能至櫃檯附近巡視，各戶持分總表

應由被處分人主動出示或置於樣品屋或建物模型旁。 

３、 由於檢舉雙方簽訂買賣契約書前，被處分人從無提供各

戶持分總表予購屋人審閱，致購屋人無從知悉各戶主建

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之面積與分攤比例，也無從查

對銷售人員告知所購樓別之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

分面積與比例是否有誤。被處分人於預售屋交易過程中

具有資訊優勢地位，卻未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購屋人知

悉，隱匿重要交易資訊，影響檢舉人權益至鉅。 

（二） 復函請被處分人提出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如下： 

１、 被處分人於 98 年 11 月 2 日取得「紫金藏」建物之建造

執照，101 年 3 月 23 日取得使用執照。本建案共計 18

戶（17 住戶+1 事務所），自 99 年 2 月 27 日開始銷售，

預售階段銷售 6戶，至 101 年 12 月 3 日已售 15 戶。 

２、 被處分人於 99 年 1 月 29 日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代銷公

司，並於預售屋銷售現場之櫃檯上放置各戶持分總表，

供購屋人自由取閱。同時銷售人員之資料卷夾內亦有放

置各戶持分總表，銷售人員會出示各戶持分總表予購屋

人審閱，並向購屋人解說其所欲購買戶別之室內、陽台

等面積之坪數。若購屋人欲攜回各戶持分總表，銷售人

員會將置於櫃檯之各戶持分總表提供予購屋人攜回。 

３、 是被處分人於預售屋銷售過程中，已提供各戶持分總表

予購屋人審閱，無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再函請代銷業者提出說明，略以：各戶持分總表放置於

銷售中心櫃檯上，供購屋人檢視、取閱。銷售人員說明

資料夾內亦放置各戶持分總表，利其向購屋人詳實說明。 

（四） 末詢問「紫金藏」預售屋之其他購屋人，略以：D君表示，

伊不記得「紫金藏」預售屋銷售現場櫃檯上是否有放置

各戶持分總表，但雙方簽訂買賣契約書前，被處分人及

銷售人員並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伊審閱，故伊不清楚

銷售人員告知所購買戶別的面積資料有無錯誤。E 君表

示，伊記不清楚被處分人有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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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銷售中心現場是否置有各戶持分總表，但伊記得看

過電子表板、平面圖、契約書。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

為。」所稱「交易秩序」係指符合善良風俗之社會倫理及

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倫理之交易行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

合社會倫理及自由、公平競爭精神賴以維繫之交易秩序。

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時，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

交易秩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本

條之適用並不以其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所

稱「欺罔」，係對於交易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

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易之行為。 

二、 由於預售屋尚未具體成形，購屋人於簽訂買賣契約書時，

就所購房屋事先可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建築開發業者（即

建商）無疑為資訊優勢之一方，本會為避免建築開發業者

濫用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情事，爰規整臚列業者可能涉及

違法之行為態樣，100 年 12 月 29 日修正發布「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行為之規範說明」（101 年 3 月 12

日配合組織名稱變更作名稱修正，下稱本規範說明），期使

業者充分瞭解與確實遵行公平交易法之相關規範。經查被

處分人於 99 年間銷售「紫金藏」預售屋，依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略以，行政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

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故本案應

適用最新規範說明。按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1 項第 3 款有

關締約前資訊揭露部分，揭載建築開發業者銷售預售屋

時，應以書面提供各戶持分總表（應足以顯示全區各戶之

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之面積及共有部分之分攤比

例），建築開發業者未提供該重要交易資訊，為對購屋人欺

罔之行為，且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規定之虞。復按同點第 2項揭載，建築開發業者已

於銷售現場公開陳列各戶持分總表，經購屋人自由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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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簽名確認審閱者，得認已提供該款交易資訊。是以，建

築開發業者於銷售預售屋時，未提供足以顯示全區各戶主

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之面積及共有部分之分攤比例

之各戶持分總表，且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將可能構成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欺罔之行為。 

三、 按預售屋尚未辦理產權登記，購屋人無從藉由地政機關查

得相關資料，由於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之面積及

共有部分之分攤比例（如持分與占比）涉及房地交易面積

及價值之計算，而各戶持分總表為購屋人對全區各戶面積

分配情形、辨別其分配公平性及檢視銷售人員告知或契約

書所載之面積有無錯誤等之依據，足以影響購屋人作成購

屋與否之決定，屬預售屋買賣之重大交易資訊。案據被處

分人與代銷公司表示，各戶持分總表已放置於銷售現場之

櫃檯，可供購屋人自由取閱，且銷售人員隨身之資料夾中

亦存放各戶持分總表，並於銷售過程中出示各戶持分總表

向購屋人解說。惟 3 位檢舉人均明確表示，渠等於「紫金

藏」預售屋銷售現場，並未看見被處分人公開陳列各戶持

分總表，且銷售人員並無出示各戶持分總表予渠等審閱。

檢舉人 C 君進一步表示，銷售現場之櫃檯上，並無放置各

戶持分總表可供購屋人審閱；檢舉人 B 君與 A 君則表示，

因銷售人員並無明示或暗示櫃檯上放置各戶持分總表可供

購屋人審閱，故渠等並未走至櫃檯附近看，不清楚櫃檯上

是否放置各戶持分總表。復經本會向其他預售屋之購買人

查證，E 君與 D 君均表示並不記得銷售現場是否置有各戶

持分總表；E 君表示，伊僅記得看過平面圖、電子表板與

契約書，但不記得有無看過各戶持分總表；D 君表示，被

處分人並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伊審閱。 

四、 由於 3 位檢舉人明確表示被處分人並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

予渠等審閱，且渠等並未看見「紫金藏」預售屋銷售現場

有公開陳列各戶持分總表，檢舉人 C 君確信銷售現場之櫃

檯上，並無放置各戶持分總表。退步言之，縱使如被處分

人所稱，其已於銷售櫃檯放置各戶持分總表及銷售人員有

93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出示各戶持分總表予購屋人審閱，惟被處分人並無法提出

其他佐證（例如購屋人簽名確認已審閱各戶持分總表之證

明），加以其他購屋人並不記得櫃檯上是否置有各戶持分總

表，且 D 君表示被處分人並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伊審

閱。基此，應可認被處分人於銷售「紫金藏」預售屋過程

中，並無提供各戶持分總表予購屋人審閱，亦無公開陳列

各戶持分總表供購屋人自由審閱。 

五、 本案被處分人於預售屋交易過程中，並未以書面方式提供

各戶持分總表予購屋人審閱，亦未於銷售現場公開陳列各

戶持分總表，購屋人實難以全面知悉全區各戶之主建物、

附屬建物與共有部分之面積及共有部分之分攤比例、各戶

面積分配是否公平、亦無從查對所購買戶別之面積正確與

否，將影響購屋人評估交易之決定，並對提供各戶持分總

表之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準此，「紫金藏」建物共有 18

戶，預售階段共售 6 戶，因預售屋交易金額大，且對被處

分人及其同業未來交易行為產生不良影響，仍有影響將來

潛在多數受害者效果之虞，故其行為將影響不特定多數交

易相對人之效果，是被處分人前開行為核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所稱之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 

六、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銷售「紫金藏」預售屋過程，未以

書面提供各戶持分總表，核已構成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

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之動機、

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

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

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

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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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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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5 號 

被處分人：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215142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2段 11 號 1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所在地及銷售商品價

格，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參加人簽訂之書面契約，未

依法定內容載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及瑕疵擔保責任條

款、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

第 18 條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

人，未取得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

定。 

四、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書面

資料，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 

五、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第二項及

第三項違法行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應

與參加人締結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及瑕疵擔保責任條

款與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之書面參加契約，且將

證明文件送本會備查。 

六、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 日內，應就公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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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銷售商品價格向本會報備。 

七、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於102年 1月 14日向本會報備變更傳銷制度

，經本會詢問其傳銷制度設定 1 單位為新臺幣（下同）

49,000 元之理由及與銷售商品之關聯性，經被處分人表示

1單位 49,000 元為「嘉雲寶塔(個人置骨灰室)」及「長壽

村抗菌能量活水機」之銷售價格，亦即嘉雲寶塔塔位會員

價為 49,000 元、能量活水機會員價為 24,500 元(一次進貨

兩台合計 49,000 元)，惟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前揭商

品價格分別為 45,000 元及 47,500 元，與實際售價不符，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爰主動

立案調查。 

二、 另經本會於102年 4月 16日派員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

施業務檢查，查悉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未依法定內

容載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瑕疵擔保責任條款、參加人

特定違約事由等事項；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未取

得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主要營業所未備置銷售商品或

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102 年獎佣金之

給付情形，以及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

款總額；又查被處分人業經臺北市政府 102 年 5 月 10 日核

准變更登記住址為「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2 段 11 號 11

樓」，惟被處分人報備之公司登記住址仍為「臺南市永康區

勝利里勝學路 269 巷 5 號 2 樓」，已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2 項、第

18 條及第 22 條第 1項規定。 

三、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於 102 年 7 月 4 日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於102年5月向臺北市政府辦理公司所在地變更

登記為「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2 段 11 號 11 樓」，並於

102 年 5月同時向本會報備變更公司所在地，惟於本會多

層次傳銷管理系統是否變更報備傳送成功無從確定，並提

供上傳資料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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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約於 98 年 6 月開始實施生活卡會員制度，並於

101 年 9月將生活卡更名為尊榮卡，被處分人認尊榮卡僅

具彰顯會員資格之用途，本身無商品利益價值，且非為實

體商品，因此未報備亦無銷售數量與金額等相關資料。 

(三) 被處分人於參加人加入成為尊榮卡會員(一單位為49,000

元)，會員得選擇「嘉雲寶塔(個人置骨灰室)」及「長壽

村抗菌能量活水機」其中一項商品，並依其所選購之商品

開立發票。另被處分人前揭商品之退貨處理程序則係依參

加人加入被處分人所購買之尊榮卡單位數計算金額，並依

被處分人所訂商品減損價值辦理退出退貨事宜，惟參加人

須退回「嘉雲寶塔(個人置骨灰室)」或「長壽村抗菌能量

活水機」商品。 

(四) 被處分人於本會業務檢查時所提供之參加契約未載有多

層次傳銷相關法令、瑕疵擔保責任條款、參加人特定違約

事由等法定應記載事項，嗣該公司業於 102 年 5 月 14 日

補送相關書面資料。 

(五) 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甲君之參加契約未附法定

代理人之書面允許，係因當時遞送參加契約者即為甲君父

親，因此被處分人未留意法定代理人簽名欄之內容，事後

則已補正。 

(六) 被處分人於本會業務檢查時，刻正辦理公司搬遷事宜，且

承辦人員離職並辦理業務交接，因此未能於業務檢查時備

置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獎

金發放明細表、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

款總額等資料，嗣已於 102 年 4 月 29 日補送相關資料。

另被處分人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所支付之價款總額等

資料未載有退件時間、退款流程、計算方式及退件申請書

亦未載退貨品項，則係因公司內部訓練不足所致。 

四、 查被處分人已分別於 102 年 4 月 29 日、5 月 14 日以書面

補正 102 年銷售明細表、獎金發放明細表、退件申請書空

白表格及 102 年 3 月參加人退件申請書、101 年及 102 年

進貨銷貨存貨明細表、參加人甲君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

影本及被處分人會員營運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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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變更公司所在地及銷售商品價格，未依法定

期限向本會報備乙節：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

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

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記日期、公司及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

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下略）」同辦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

容，除第 5條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

於實施前報備。但第 5條第 1項第 1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

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

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

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即違反同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二) 本案經本會函請經濟部轉臺北市政府查詢被處分人設立

登記資料，據臺北市政府表示被處分人係於 102 年 4 月

24 日申請公司遷址至「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2段 11 號

11 樓」，並經該府以 102 年 5 月 10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83443920 號函核准在案。雖被處分人辯稱於 102 年 5

月即向本會報備變更公司所在地，惟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

備之公司所在地資料仍為「臺南市永康區勝利里勝學路

269 巷 5 號 2 樓」，是被處分人變更公司所在地，未依法

定期限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

第 1 項規定，且被處分人尚不得以承辦人員操作過程有

誤，而主張予以免責。 

(三) 另查被處分人原向本會報備之銷售商品「嘉雲寶塔(個人

置骨灰室)」及「長壽村抗菌能量活水機」價格分別為

45,000 元及 47,500 元，惟據被處分人表示現行傳銷制度

係以參加人每單位繳交 49,000 元加入被處分人成為尊榮

卡會員並選購「嘉雲寶塔(個人置骨灰室)」及「長壽村抗

菌能量活水機」其中一項商品，亦即「嘉雲寶塔(個人置

骨灰室)」及「長壽村抗菌能量活水機」之銷售價格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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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0 元，是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商品價格，未於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

規定。 

二、有關被處分人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未依法定內容載

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及瑕疵擔保責任條款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告知下列事

項，不得有隱瞞、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三、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六、商品或勞務瑕疵擔保責任

之條件、內容及範圍。（下略）」同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

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

時，應與參加人締結書面參加契約；參加契約應包括前條

第 1項第 2款至第 8款事項。」依前揭法條規定意旨，多

層次傳銷事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時，應與參加人簽

訂載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8

款事項之書面契約。 

(二) 本會於業務檢查時查悉，被處分人與參加人簽訂之參加契

約並未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及商品或勞務瑕疵擔保責

任條款之規定。嗣雖被處分人已於 102 年 5 月 14 日補寄

更正後書面營運規章，惟被處分人與參加人加入當時所簽

訂之參加契約即未載明法定事項規定，尚難以事後補正據

此免責。是被處分人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時，與參加

人簽訂之參加契約未載明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6款事項，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12 條第 1項規定。 

三、有關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未取得法定

代理人之書面允許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

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並附於參加契約。」

依前揭法條規定意旨，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

人成為參加人時，應事先取得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並

附於參加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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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檢視自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攜回限制行為能力人甲君

之參加契約，並未附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據被處分人

辯稱係因當時遞送參加契約者為甲君父親，於審核法定代

理人簽名欄時未加留意，事後業已補正。是被處分人與限

制行為能力參加人簽訂參加契約未附法定代理人之書面

允許，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

至有關事後補正乙情，尚無法阻卻其違法事實之認定。 

四、有關被處分人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未依規定載明參

加人違約特定事由規定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8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為

規範其參加人從事與多層次傳銷有關之行為，應將下列事

項列為參加人違約事由，訂定處理方式並確實執行：一、

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

人參加傳銷組織。二、假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名義或組織

向他人募集資金。三、以違背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方式

從事傳銷活動。四、以不當之直接訪問買賣影響市場交易

秩序或造成消費者重大損失。五、從事違反刑法或其他工

商管理法令之傳銷活動。」 

(二) 經檢視自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攜回之參加契約，並未載列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8 條所定之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

理方式。據被處分人到會時坦承因內部作業疏失，致參加

契約未載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方式規定，被處分

人雖已於 102 年 5 月 14 日補送更正後書面營運規章，惟

尚難據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與參加人締結之書面契約未載

參加人特定違約事由規定，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18 條規定。 

五、有關被處分人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書面資料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下列書面資料，按月記載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之發展狀況：……五、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

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六、佣金、獎金或其他經

濟利益之給付情形。七、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

支付之價款總額。(下略)」依前揭法條規定意旨，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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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事業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事項之書面資料。 

(二) 查被處分人於本會業務檢查時，未依規定於主要營業所備

齊應備置之書面資料，計缺漏 102 年銷售明細表及獎金發

放明細表、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等資料，嗣於 102

年 4 月 29 日始補齊前述應備置之書面資料，是被處分人

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書面資料，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 

六、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所在地及

銷售商品價格，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與參加人締結之

書面契約，未依法定內容載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令及瑕疵

擔保責任條款等規定；與限制行為能力參加人簽訂參加契

約，未附法定代理人之書面允許；參加契約未載列參加人

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理方式；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書

面資料，核已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 項、第 16 條

第 2 項、第 18 條及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

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項及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予以處分，就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

鍰，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項、第 16 條第 2

項、第 18 條及第 22 條第 1項規定各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總計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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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6 號 

被處分人：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10200  

址    設：臺中市北區大雅路 58 號 b 棟 13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1203 號

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辦理

變更報備；變更商品品項及傳銷制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及依據同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內，應向本會辦理

並完成變更報備。 

三、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被處分人前因變更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

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會

101 年 12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書命其自本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應向本會辦理變更報

備；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

並將證明文件送本會備查。前開處分書並於 101 年 12

月 29 日合法送達，自 12 月 30 日起算 30 日，被處分人

應辦理變更報備(即改正)期限為 102 年 1 月 28 日，惟

被處分人迄改正期限尚未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經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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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1 月 31 日前往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雖已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記載發

展狀況之資料，惟並未依本會原處分意旨於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商品品項；復

查悉被處分人變更傳銷制度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及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案經被處分人 102 年 3 月 7 日到會陳述意見，略以： 

(一)被處分人確於 101 年 11 月起陸續向本會進行變更報

備，惟因不熟悉報備程序，尚有遺漏，於 102 年 1 月

30 日進行補正，即將前述新增商品品項及獎金制度報

備變更。 

(二)被處分人因同時接獲本會通知其查核事業基本資料電

子郵件，而未注意該件變更報備補正業因資料闕漏未

備齊，遭本會 102 年 2 月 1 日電子郵件予以退件。 

三、經查被處分人經本會處分後，於 102 年 1 月 30 日以變

更補正報備方式，報備傳銷制度及銷售商品品項之變

更，惟因資料闕漏未備齊，經本會 102 年 2 月 1 日電子

郵件予以退件。嗣於 102 年 3 月 29 日向本會報備變更

傳銷制度及銷售商品，經本會以 102 年 4 月 1 日、4 月

24 日及 4 月 30 日電子公文命於同年 5 月 1 日前完成變

更報備，惟被處分人於 102 年 5 月 14 日補正，仍未完

成變更報備，復遭本會予以退件。被處分人後於 102 年

5 月 31 日向本會重新為變更報備，惟因報備資料未備

齊，迄未完成變更報備。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

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

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

要更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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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正措施為止。」是以，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規定，

經本會限期命其改正其行為，倘逾期未改正時，本會得

繼續命其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連續

處予罰鍰，至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為止。另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

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五、傳銷制

度，……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

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下略）」同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

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期限報備，

即違反同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前因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按月記載之

發展狀況，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2 條第 1 項規

定，經本會 101 年 12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

書命其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應向本會辦

理變更報備；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

展狀況，並將證明文件送本會備查在案。查前開處分書

係於 101 年 12 月 29 日合法送達，自 12 月 30 日起算

30 日，應辦理變更報備(即改正)期限為 102 年 1 月 28

日。惟經本會 102 年 1 月 31 日前往被處分人主要營業

所實施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銷售商品計有藻元神、

膠原蛋白等 22 項商品，其中膠原蛋白等 11 項商品為原

處分命應變更報備新增商品品項；藻元神、氫春傳奇及

綠家香環保洗劑等 3 項商品則為未報備之新增銷售商

品。故被處分人確實未依本會前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行

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 

三、 本會復於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實施之傳銷制度，有關

會員資格部分規定：零售商 16,800 元(1,500pv)，小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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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33,600 元(3,000pv)；有關獎金部分規定：加速獎金

14.8%，推薦獎金 5%，區域獎金 15%。然查其原報備之

傳銷制度，會員資格部分規定：零售商 16,800 元

(6,750pv)，小盤商 33,600 元(13,500pv)；獎金部分規

定：快速推薦獎金 37%，推薦獎金 5%，對碰獎金 15%。

故被處分人除前述新增銷售商品品項外，其傳銷制度亦

已變更，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四、 被處分人固稱其於 102 年 1 月 30 日向本會補正變更報

備，業將前述新增商品品項及傳銷制度報備變更，惟原

處分命其應改正，即應辦理變更報備之期限為 102 年 1

月 28 日，該公司遲至 102 年 1 月 30 日始向本會報備變

更傳銷制度與銷售商品品項，況其因未詳實填寫變更內

容，業於 102 年 2 月 1 日遭本會退件，尚難謂被處分人

已依本會原處分意旨改正違法行為或依法辦理商品品

項及傳銷制度之變更報備。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

書意旨改正違法行為；變更商品品項及傳銷制度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

後段及依據同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

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及

第 42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處分，並就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1 項後段部分，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就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部分，處新臺

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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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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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7 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313 

址    設：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 66 號 14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采舍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464037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博愛路 36 號 3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奇摩購物中心網頁宣稱「1000 種可愛圖案 

彩繪鋼珠筆的不敗帖」書籍售價為「82 折」、「廠商建

議價 280 元」，就商品之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采舍國際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奇

摩公司) 及采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采舍公司)於奇摩購物

中心網頁宣稱「1000 種可愛圖案 彩繪鋼珠筆的不敗帖」書

籍(下稱案關商品)售價為「82 折」、「廠商建議價 280 元」，

然案關商品出版商建議定價為新臺幣（下同）250 元，涉有

廣告不實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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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由 

一、 本案依奇摩公司與采舍公司所簽訂 Yahoo!奇摩購物中

心供應商合作合約書約定，並就整體商品交易流程以

觀，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僅顯示奇摩公司之事業名稱，消

費者於訂購時所認知交易對象為奇摩公司，並於交易完

成由其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是以由交易消費端觀

察，奇摩公司處於系爭商品之最末端出售者地位，且奇

摩公司所賺取利潤為商品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價

差，其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有利益，故其於奇摩購

物中心網站登載案關商品，係居於廣告主地位。另據采

舍公司參與系爭廣告製作過程觀察，采舍公司除提供系

爭商品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銷售外，並自行以

奇摩公司所提供之後台管理機制，編輯製作系爭廣告內

容並刊登至奇摩公司之購物中心頁面，且其與奇摩公司

就銷售商品所得，有利益共享關係，故可認定采舍公司

併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 查被處分人奇摩公司及采舍公司於奇摩購物中心網頁

宣稱案關商品「82 折」、「廠商建議價 280 元」，其予一

般大眾之印象為案關商品之廠商建議價為 280 元，而現

今之銷售價格係為建議價 280 元打 82 折所得。惟事實

上案關商品之出版商建議定價為 250 元，與廣告所宣稱

「廠商建議價 280 元」並不相同。據采舍公司表示，案

關廣告宣稱「廠商建議價 280 元」係因采舍公司之資料

處理人員誤將廠商建議價輸入為 280 元；而宣稱「82

折」係因衡酌案關商品進貨成本、人事營運成本與利

潤，給與奇摩公司之成本計算，擬以廠商建議價 82 折

出售，故案關商品以 280 元計算 82 折後表示售價為 23

0 元。是以系爭商品 230 元售價與實際廠商建議價 250

元相較，實為 92 折，而非 82 折，核屬就商品價格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雖奇摩公司表示曾對購買案

關商品之 1人成功辦理退貨，惟奇摩公司並無發布聲明

或主動通知所有購買系爭商品之消費者有關建議售價

標錯等情事，僅在消費者向被處分人反映，才辦理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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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貨程序，故消費者未被知會因廠商建議價標錯可退貨

之情事。本案尚不因有 1人發現廠商建議價與事實不符

向奇摩公司反映獲成功辦理退貨，即得脫免以引人錯誤

廣告表示招徠消費者之責任。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奇摩購物中心網頁宣稱「82 折」、「廠

商建議價 280 元」，就商品之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

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宣稱「82 折」、「廠商建議價 280 元」

廣告資料。  

二、 被處分人奇摩公司 102 年 5月 20 日、102 年 7 月 10 日

陳述書及 102 年 7 月 18 日本會電話訪談紀錄表。 

三、 被處分人采舍公司 102 年 6 月 19 日陳述書及到會陳述

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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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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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8 號 

被處分人：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8650902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中庄里中山路 3 段 35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行為，係屬獨占事業濫

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3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合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主要業務係化工原

料之銷售，被處分人(製造芒硝之化工原料)為檢舉人銷售化

工原料之上游供應業者。按被處分人憑恃其於該等化工原

料市場之獨占地位，要求檢舉人須先以現金匯款方式付款

後方才供貨，且截至 101 年 7 月底，檢舉人已溢付貨款而

尚未取得被處分人新臺幣(下同)514,573 元等值之化工原

料。詎料被處分人、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

在檢舉人並未違反任何交易條件之情形下斷絕所有化工原

料之供給，且前開斷絕供給之行為係由被處分人所發起。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二、 案經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略以： 

(一) 按除檢舉人之外，國內銷售芒硝之經銷商尚有三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合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連廣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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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綜原有限公司、欣桂股份有限公司及興源工業原料

行等 6 家，且前揭經銷商皆向被處分人購買芒硝，又國

內僅有被處分人從事芒硝製造之業務，足證被處分人確

為國內芒硝之獨占事業。另芒硝下游需求業者共有 100
餘家事業於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期間向

檢舉人訂購芒硝化工原料，則本案被處分人停止檢舉人

芒硝化工原料之供給，致使檢舉人須以較高之成本向其

他可向被處分人取得芒硝之業者購買後，再繼續銷售予

該等下游需求業者，已嚴重影響國內芒硝化工原料市場

之交易秩序。 
(二) 檢舉人銷售被處分人製造之化工原料達 30 多年，惟被

處分人竟通知檢舉人自 101 月 7 月 27 日起停止銷售芒

硝予檢舉人。因前開停止銷售情事將影響檢舉人營業收

入甚巨，檢舉人除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傳真陳情書予被

處分人，請求恢復銷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並多次

以電話向被處分人訂購系爭化工原料時皆遭拒絕。另檢

舉人於 101 年 10 月 17 日向被處分人訂購芒硝 800 公

噸，經被處分人於同年月 22 日復函表示因「產銷安排」

無法提供，惟除檢舉人以外之芒硝經銷業者仍得向被處

分人購買芒硝，僅停止供貨予檢舉人。 
三、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補充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主要業務包含石化產品、塑膠產品及紡織纖維

產品之製造，其中芒硝(又稱無水硫酸鈉)係嫘縈棉製造

流程中使用之副料硫酸及液鹼(氫氧化鈉)，經酸鹼中和

化學反應所衍生之副產品，主要應用於紡織染整業、清

潔劑業及玻璃業。被處分人於國內芒硝市場之競爭者為

自大陸進口之芒硝，於國內芒硝市場之占有率不超過

50%，即被處分人製造之芒硝於前開市場之占有率約

50%；另工業鹽可為芒硝之替代品，惟僅限於紡織染整

之用途。 
(二) 被處分人自 74 年 11 月起與檢舉人從事芒硝之交易。被

處分人銷售芒硝予檢舉人係以傳真及電子郵件等方式

進行，惟被處分人並未留存原始往返之傳真或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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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被處分人從未向檢舉人承諾保證供貨，係依個案

議價，未簽署任何銷售合約。 
(三) 近來受歐債風暴及美國經濟復甦遲緩等因素之影響，以

嫘縈棉為材料之服飾市場需求大幅萎縮，加上大陸嫘縈

棉於全球市場之低價競爭，故被處分人於 101 年下半年

起減少嫘縈棉之產量。被處分人為因應前開嫘縈棉之減

產重新安排芒硝之產銷，於 101 年 7 月 27 日以電話通

知檢舉人暫無法提供，至同年 10 月 18 日之前皆未接獲

檢舉人訂購芒硝之通知。被處分人並非因檢舉人與台塑

集團總管理處成員間之家族恩怨，由集團高層下令全面

中斷與檢舉人之交易關係而停止銷售芒硝予檢舉人。 
(四) 檢舉人於 101年 10月 19日以存證信函要求被處分人銷

售芒硝，除前開存證信函方式有違商業慣例之外，因被

處分人已完成當月份芒硝銷售之安排，仍暫無法供貨予

檢舉人，惟日後倘檢舉人提出訂購芒硝之需求，被處分

人仍需考量產銷情形再決定是否銷售予檢舉人。 
(五) 被處分人並無要求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事業停止供給其銷售之化工原料予檢舉人。檢舉人向被

處分人購買芒硝後銷售予下游需求業者，惟國內取得芒

硝之來源甚多，包含大陸進口之芒硝，爰檢舉人可向其

他交易相對人取得芒硝，故被處分人未銷售芒硝予檢舉

人之情事對國內市場之交易秩序並無任何影響。 

理   由 

一、 有關被處分人至 101 年 7 月底前積欠檢舉人相當價值之化

工原料乙節，按檢舉人與被處分人間因芒硝交付所致之債

務糾紛，應屬當事人間私權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解決，尚

與公平交易法無涉，況被處分人業於案件調查期間返還系

爭貨款並加計利息予檢舉人；至於被處分人要求檢舉人須

先以現金匯款方式付款後方才供貨乙節，按被處分人對於

產品交易條件之選擇，係該等事業基於市場供需機能所自

行決定，屬事業營業自由範疇，且經查尚無具體事證足認

前開「先付款後供貨」方式係屬對檢舉人給予差別待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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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易條件濫用之行為，則尚非公平交易法所問，況公平

交易法第 10 條第 3 款有關獨占事業「無正當理由，使交易

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之規定，係規範買方獨占力濫用之

情形，即獨占事業利用其優勢地位，要求供給業者給予特

別優惠，此行為除直接榨取交易相對人之外，亦可能間接

阻礙新進入者參與競爭，或妨礙其他供給業者間之競爭，

故被處分人要求以現金匯款方式之交易條件非屬「特別優

惠」，與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3 款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是

本案僅就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之行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1 款及第 24 條等規定加以論

析，合先敘明。 
二、 按公平交易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

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

能力者。…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

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次按同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事業無左列各款情形者，不列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

範圍：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二分之一。二、

二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在特

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

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之占有率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

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台幣 10 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

占事業之認定範圍。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

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

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又按同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

行為：……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另按同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

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易之行為。……」末按同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

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若事業為顯失公平之行為，且其

11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行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即違反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三、 有關本案被處分人是否屬公平交易法所認定之獨占事業： 

(一) 按芒硝(又稱無水硫酸鈉)係嫘縈棉製造流程中使用之

副料硫酸及液鹼(氫氧化鈉)，經酸鹼中和化學反應所衍

生之副產品，主要應用於紡織染整業、清潔劑業及玻

璃業；另工業鹽可為芒硝之替代品，惟僅限於紡織染

整之用途，故本案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所涉之產品市場

界定為「芒硝」市場應較為妥適。 
(二) 按被處分人官方網站之資料顯示，該公司於國內嫘縈

棉市場之占有率為 100%，故被處分人應為製造嫘縈棉

之副產品芒硝國內唯一製造業者；查本會產業資料

庫，100 年度被處分人確為國內硫酸鈉(即芒硝)唯一製

造業者，且其銷售金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金額之比例

為 76.49%，排名第 1 名，故被處分人 100 年度於國內

芒硝市場之占有率已達二分之一以上。另查 100 年度

被處分人之營業收入為 2,807 億 8,700 萬元，其銷售金

額達新臺幣 10 億元以上。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芒硝

市場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應受公

平交易法第 10 條各款禁制規定之規範。 
四、 有關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行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理由如次：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有關獨占之事業，不

得有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按獨占事業濫用市場

地位之行為，係指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為目的之

行為，亦即其係以獨占力量來防止、阻礙或封鎖競爭，

而非從事競爭者；又獨占事業憑藉其獨占地位，在無

正當商業理由之情形下，榨取其交易相對人之行為，

亦構成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換言之，除前述所謂封

鎖競爭之濫用外，即憑藉著市場力量使得當初其所賴

以取得獨占地位之競爭機制無法運行，市場上優勝劣

敗功能無法發揮，以便其將獨占地位永久化；另以榨

取、剝削其交易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之

濫用，亦屬濫用獨占力量之行為態樣。有關榨取之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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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行為類型包含價格之濫用、交易條件之濫用、搭售

或採取其他不公平競爭手段等。亦即，除前述對於商

品或服務價格，為不當決定、維持或變更價格濫用之

爭執外，獨占事業倘利用其獨占優勢地位，要求其交

易相對人接受許多苛刻、不公平之交易條件，即所謂

賣方交易條件之濫用，爰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不得為「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先予敘明。 

(二) 按被處分人自 74 年 11 月起即與檢舉人從事芒硝之交

易，至 101 年 7 月為止已歷時近 27 年；另 100 年度檢

舉人訂購芒硝之金額占被處分人芒硝總銷售金額之比

例排名第 1 名，故考量交易期間及芒硝銷售金額等因

素，檢舉人應為被處分人芒硝最主要之交易相對人。

據被處分人指稱，被處分人從未向檢舉人承諾保證供

貨，係依個案議價，未簽署任何銷售合約。雖檢舉人

與被處分人對於 101 年 7 月 27 日至同年 10 月 18 日期

間雙方是否曾以電話方式聯繫有關芒硝之訂購各執一

詞，惟查被處分人確於 101 年 7 月 27 日以電話通知檢

舉人暫無法提供芒硝並自承在案，且被處分人於同年

10 月 18 日接獲檢舉人訂購芒硝 800 公噸之存證信函，

亦復函表示無法提供，況綜合檢舉人與被處分人間有

關芒硝交易之期間(歷時近 27 年)、數額(訂購金額占被

處分人芒硝總銷售金額排名第 1名)及頻率(98年 1月至

100 年 12 月各月份被處分人皆銷售芒硝予檢舉人)等因

素，檢舉人於國內芒硝市場供需情形並無劇烈改變之

前提下，應持續有請求被處分人銷售芒硝之需求，故

被處分人指稱其停止銷售芒硝予檢舉人之情係因檢舉

人未提出芒硝訂購之需求所致，有違商業之常理。 
(三) 另按被處分人指稱為因應嫘縈棉之減產重新安排芒硝

之產銷而暫無法提供芒硝予檢舉人乙節，經檢視並比

較被處分人 100 年度與 101 年度各月份芒硝之生產數

量，101 年 8 月(被處分人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停止銷

售芒硝予檢舉人)之後被處分人芒硝之生產數量皆大於

前一年度同月份，故 101 年度被處分人顯無芒硝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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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之情形，又被處分人於 101 年 8 月 1 日之後仍繼

續銷售芒硝予其他主要交易相對人包含合禮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三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醫股份有

限公司及台灣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該等事

業並未因被處分人指稱之產銷重新安排而停止芒硝之

銷售，故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情事顯無

正當之商業理由。 
(四) 末按被處分人為國內芒硝市場之唯一製造廠商，且檢

舉人為被處分人芒硝最主要之交易相對人，惟被處分

人憑恃其於國內芒硝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商業理

由單獨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雖檢舉人可暫自被處

分人交易相對人間接取得芒硝並繼續銷售予下游需求

業者，惟檢舉人確因被處分人自 101 年 8 月起斷絕供

給芒硝之情事，導致其日後銷售芒硝數量之減少，且

在芒硝尚無其他替代產品且被處分人拒絕交易顯以損

害檢舉人為目的之情形下，確已致使檢舉人承擔更高

之交易成本(進貨單價及運輸成本之提高)與風險承擔

(例如該等芒硝經銷業者恐因為避免涉入檢舉人與被處

分人間之供貨爭議而驟然停止供應)，而大幅增加排除

檢舉人參與國內芒硝銷售市場競爭之可能性。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行為，

構成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 
五、 有關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

第 1 款之規定乙節： 
(一) 按本條款之違法要件，須同時存在三方當事人，即杯

葛發起人、杯葛參與人以及受杯葛人，且杯葛發起人

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始足當之；又事業之行為

是否合致本款之規範，尚須綜合考量當事人之意圖、

目的、杯葛發起人所處之市場結構及其本身市場地

位、杯葛行為所涉之商品特性、杯葛行為之履行狀況，

乃至於杯葛行為實施後對市場競爭所造成影響程度等

因素而定，先予敘明。 
(二) 次按被處分人、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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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事業雖確為台塑集團事業群成員，且該等事業於相近

時間停止銷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惟查該等事業

非屬水平或垂直之競爭關係，且尚無該等事業停止銷

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之情係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又尚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認台灣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停止供貨之情係

受被處分人唆使而對檢舉人從事違法之杯葛行為，故

尚難認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虞。 
六、 另有關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因被處

分人業已認屬獨占事業，前揭研析已涵括、窮盡獨占事業

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樣態，故不再另述被處分人是否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七、 綜上論述，有關被處分人斷絕供給芒硝予檢舉人之行為，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

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

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情狀後，爰依

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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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19 號 

被處分人：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5708007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路 3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斷絕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行為，係屬獨占事業濫

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合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主要業務係化工原

料之銷售，被處分人(製造燒鹼之化工原料)為檢舉人銷售化

工原料之上游供應業者。按被處分人憑恃其於該等化工原

料市場之獨占地位，要求檢舉人須先以現金匯款方式付款

後方才供貨，且截至 101 年 7 月底，檢舉人已溢付貨款而

尚未取得被處分人新臺幣(下同) 2,974,384 元等值之化工原

料。詎料被處分人、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

在檢舉人並未違反任何交易條件之情形下斷絕所有化工原

料之供給。綜上論述，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涉有違反公平交

易法規定。 
二、 案經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略以： 

(一) 按檢舉人與被處分人間之交易模式，係檢舉人先與被處

分人簽訂銷售確認書並預付貨款，由被處分人填具提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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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交予檢舉人，惟提貨數量及時間係由被處分人單方決

定，故被處分人指稱檢舉人未自行提貨乙節，顯然悖於

事實。嗣後檢舉人委託他事業依取得提貨單之內容提

貨，待提貨完成後再由被處分人開立成品交運單及發票

予檢舉人，始完成提貨程序。 
(二) 次按片鹼、粒鹼及液鹼等學名皆為氫氧化鈉，屬 PH 值

大於 14 以上之「強鹼性」化工原料，難以碳酸鈉、碳

酸氫鈉及氫氧化鎂等「弱鹼性」化工原料取代，且國內

僅有被處分人從事燒鹼製造之業務，足證被處分人確為

國內燒鹼之獨占事業。另檢舉人於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期間銷售片鹼予下游需求業者共 150
餘家事業、粒鹼予下游需求業者共 35 家事業，則本案

被處分人停止檢舉人燒鹼之供給，致使檢舉人須以較高

之成本向其他可向被處分人取得前開化工原料之業者

購買後，再繼續銷售予該等下游需求業者，已嚴重影響

國內燒鹼市場之交易秩序。 
(三) 檢舉人銷售被處分人製造之化工原料達 30 多年，惟被

處分人竟通知檢舉人自 101 月 10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燒

鹼予檢舉人。因前開停止銷售情事將影響檢舉人營業收

入甚巨，檢舉人除於 101 年 7 月 31 日傳真陳情書予被

處分人，請求恢復銷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並多次

以電話向被處分人訂購系爭化工原料時皆遭拒絕。另檢

舉人於 101 年 10 月 17 日向被處分人訂購片鹼 300 公

噸、液鹼 50 公噸及粒鹼 50 公噸，經被處分人於同年

11 月 2 日復函表示因「產品另有安排」暫無銷售產品

予檢舉人之計畫。 
三、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補充說明略以： 

(一) 國內製造液鹼之事業包含被處分人、台灣志氯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華夏海灣塑膠股份

有限公司及意芳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等共 5 家，年產量共

約 188 萬乾噸，每年進口量約 7.6 萬乾噸，每年國內需

求量約 118 萬乾噸。被處分人液鹼每年產量約 150 萬至

160 萬乾噸，其中每年外銷數量約 50 萬至 70 萬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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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率超過 70%，惟扣除

台塑集團其他事業需求數量之後，被處分人銷售予其他

交易相對人之數量約 20 萬至 26 萬乾噸，參考其他液鹼

製造業者之供應數量及每年國內液鹼進口數量，被處分

人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率約 42%至 49%間，加上大

陸燒鹼之競爭，故被處分人於國內燒鹼市場並無獨占或

其他市場優勢地位。 
(二) 按片鹼、粒鹼及液鹼間之差異僅為濃度及包裝方式之不

同，本質上為同一產品，統稱為「燒鹼」，即片鹼、粒

鹼及液鹼間可完全替代；國內燒鹼之需求，以應用於石

化業之比例最大(59%)，其次為化學纖維(7%)、電子業

(4%)及紙業(2%)。燒鹼於前開應用範圍可被碳酸鈉、碳

酸氫鈉或氫氧化鎂等鹼性產品取代。 
(三) 被處分人自 74 年起與檢舉人從事燒鹼之交易。被處分

人與檢舉人於前一季最後一個月 15 日前，以銷售確認

書作為當季燒鹼銷售之合約內容，並無另外簽訂其他季

合約。嗣後被處分人人員依據交易相對人之付款條件

(現金或期票交易)及交運條件繕打內銷訂單，待交易相

對人通知後安排交運。 
(四) 檢舉人於 101 年 8 月 24 日向本會檢舉被處分人斷絕供

給燒鹼乙節，惟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前開交易持續至同年

9 月 30 日第 3 季契約關係屆滿為止，與事實不符，已

損及雙方之商誼。另被處分人對於國內燒鹼之需求業者

將優先供應，下游交易相對人在銷售確認書約定之當月

數量範圍內在正常情形下必足量供應。依 98 年至 101
年第 3 季檢舉人向被處分人採購燒鹼之情形，98 年超

提 44 乾噸、99 年未提領 665 乾噸、100 年未提領 1,001
乾噸以及 101 年前 3 季未提領 782 乾噸等情，致被處分

人須另尋其他交易相對人銷售前開未提領化工原料之

餘量，且須承擔庫存成本及跌價損失之風險。綜上論

述，被處分人考量檢舉人之交易誠信與履約能力，以及

檢舉人未足量提領致增加被處分人經營成本與風險等

因素，決定自 101 年 10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燒鹼予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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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惟被處分人於 101 年 1 月 1 日迄今並無因未足量提

領系爭化工原料之緣由而停止銷售予其他交易相對人

之情事。被處分人並非因檢舉人與台塑集團總管理處成

員間之家族恩怨，由集團高層下令全面中斷與檢舉人之

交易關係而停止銷售片鹼、粒鹼及液鹼等化工原料予檢

舉人。。 
(五) 檢舉人雖於 101年 10月 17日以存證信函要求被處分人

銷售片鹼 300 公噸、液鹼 50 公噸及粒鹼 50 公噸予檢舉

人，惟檢舉人與被處分人間並未於同年 9 月 15 日前約

定該年度第 4 季之產銷安排，致被處分人無法依其片面

要求倉促供貨。檢舉人向被處分人購買燒鹼後銷售予下

游需求業者，惟國內取得燒鹼之來源甚多，包含自國外

進口，爰檢舉人可向其他交易相對人取得燒鹼，又被處

分人銷售燒鹼之價格係受國際行情之影響，故被處分人

未銷售燒鹼予檢舉人之情事對國內市場之交易秩序並

無任何影響。 

理   由 

一、 有關被處分人至 101 年 7 月底前積欠檢舉人相當價值之化

工原料乙節，按檢舉人與被處分人間因燒鹼交付所致之債

務糾紛，應屬當事人間私權爭議，宜循司法途徑解決，尚

與公平交易法無涉，況被處分人業於案件調查期間返還系

爭貨款並加計利息予檢舉人；至於被處分人要求檢舉人須

先以現金匯款方式付款後方才供貨乙節，按被處分人對於

產品交易條件之選擇，係該等事業基於市場供需機能所自

行決定，屬事業營業自由範疇，且經查尚無具體事證足認

前開「先付款後供貨」方式係屬對檢舉人給予差別待遇而

有交易條件濫用之行為，則尚非公平交易法所問，況公平

交易法第 10 條第 3 款有關獨占事業「無正當理由，使交易

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之規定，係規範買方獨占力濫用之

情形，即獨占事業利用其優勢地位，要求供給業者給予特

別優惠，此行為除直接榨取交易相對人之外，亦可能間接

阻礙新進入者參與競爭，或妨礙其他供給業者間之競爭，

故被處分人要求以現金匯款方式之交易條件非屬「特別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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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與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3 款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是

本案僅就被處分人斷絕供給燒鹼之行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0 條第 4 款、第 19 條第 1 款及第 24 條等規定加以論

析，合先敘明。 
二、 按公平交易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

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

能力者。…第一項所稱特定市場，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

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次按同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事業無左列各款情形者，不列入前條獨占事業認定

範圍：一、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二分之一。二、

二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率達三分之二。三、三事業在特

定市場之占有率達四分之三。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

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之占有率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年

度事業總銷售金額未達新台幣 10 億元者，該事業不列入獨

占事業之認定範圍。事業之設立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令、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

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力之情事者，雖有前二項不列入認

定範圍之情形，中央主管機關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又按同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

行為：……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另按同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不得為之：一、以損害特定

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易之行為。……」末按同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

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若事業為顯失公平之行為，且其

行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即違反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三、 有關本案被處分人是否屬公平交易法所認定之獨占事業： 

(一) 按片鹼、粒鹼及液鹼間之差異僅為濃度及包裝方式之

不同，本質上為同一產品，統稱為「燒鹼」，即片鹼、

粒鹼及液鹼間可完全替代。雖被處分人指稱燒鹼於部

分應用範圍可被碳酸鈉、碳酸氫鈉或氫氧化鎂等鹼性

產品替代，惟燒鹼屬 PH 值大於 14 以上之「強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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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料，難以碳酸鈉、碳酸氫鈉及氫氧化鎂等「弱

鹼性」化工原料「完全」替代，故本案被處分人系爭

行為所涉之產品市場界定為「燒鹼」市場應較為妥適。 
(二) 按被處分人指稱扣除台塑集團其他事業需求數量之

後，被處分人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率約 42%至 49%
間，應未達二分之一，惟被處分人銷售液鹼予台塑集

團其他事業之數量仍為該公司營業收入之部分，應併

計入被處分人液鹼之銷售金額，且依被處分人 100 年

度年報之資料顯示，該公司於國內液鹼市場之占有率

為 70%；另查本會產業資料庫，100 年度被處分人燒鹼

之銷售金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金額之比例為 76.49%，

排名第 1 名，故被處分人 100 年度於國內燒鹼市場之

占有率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另查 100 年度被處分人之

營業收入為 1,876 億 331 萬餘元，其銷售金額達新臺幣

10 億元以上。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燒鹼市場核屬公

平交易法第 5 條所稱之獨占事業，應受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各款禁制規定之規範。 
四、 有關被處分人斷絕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行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理由如次：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規定有關獨占之事業，不

得有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按獨占事業濫用市場

地位之行為，係指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為目的之

行為，亦即其係以獨占力量來防止、阻礙或封鎖競爭，

而非從事競爭者；又獨占事業憑藉其獨占地位，在無

正當商業理由之情形下，榨取其交易相對人之行為，

亦構成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換言之，除前述所謂封

鎖競爭之濫用外，即憑藉著市場力量使得當初其所賴

以取得獨占地位之競爭機制無法運行，市場上優勝劣

敗功能無法發揮，以便其將獨占地位永久化；另以榨

取、剝削其交易相對人為主要目標者，即所謂榨取之

濫用，亦屬濫用獨占力量之行為態樣。有關榨取之濫

用行為類型包含價格之濫用、交易條件之濫用、搭售

或採取其他不公平競爭手段等。亦即，除前述對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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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價格，為不當決定、維持或變更價格濫用之

爭執外，獨占事業倘利用其獨占優勢地位，要求其交

易相對人接受許多苛刻、不公平之交易條件，即所謂

賣方交易條件之濫用，爰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不得為「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先予敘明。 

(二) 按被處分人自 74 年起即與檢舉人從事燒鹼之交易，至

101 年為止已歷時達 26 年；另 100 年度檢舉人訂購片

鹼之金額占被處分人片鹼總銷售金額之比例，排名第 2
名；100 年度檢舉人訂購粒鹼之金額占被處分人粒鹼總

銷售金額之比例，排名第 3 名，故考量交易期間及片

鹼與粒鹼等化工原料銷售金額等因素，檢舉人應為被

處分人該等化工原料主要之交易相對人；另被處分人

與檢舉人於前一季最後一個月 15 日前，以「銷售確認

書」作為當季燒鹼銷售之合約內容，並無另外簽訂其

他季合約，併予敘明。 
(三) 次按被處分人指稱檢舉人於 101 年 8 月 24 日向本會檢

舉被處分人「即日起」斷絕供給燒鹼，顯與事實不符

乙節，查檢舉人於 101 年 9 月 6 日陳述書內容中即指

陳被處分人自 101 年 10 月 1 日起停止銷售燒鹼予檢舉

人，被處分人亦自承在案，惟檢舉人從未表示被處分

人自「檢舉當日」起有斷絕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情事，

純屬被處分人對前開檢舉內容之誤解；又檢舉人於 101
年 9 月 15 日前已知悉被處分人將對其停止燒鹼之銷

售，則無於前開日期前與被處分人簽署 101 年第 4 季

「銷售確認書」並約定燒鹼產銷安排之可能，爰檢舉

人與被處分人間之交易關係於本會首次函請被處分人

提供相關事證資料到會之前(101年 9月 27日)業已受到

影響，故有關檢舉人指陳被處分人停止銷售片鹼、粒

鹼、液鹼等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之起始日期內容並無不

實，被處分人不該僅因其對檢舉內容之誤解而損及檢

舉人與被處分人間之商誼。 
(四) 又按被處分人指稱檢舉人未足量提領燒鹼之約定數

量，因而決定停止銷售予檢舉人乙節，查 101 年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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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銷售片鹼及粒鹼等化工原料予主要交易相對人之

統計資料，除檢舉人之外，另表列各 5 家事業部分也

有未足量提領或超額提領之情形，顯示檢舉人未依約

定數量提領並非屬特例；又查 98 年至 101 年第 3 季各

月份檢舉人向被處分人採購燒鹼之情形，雖有未足量

提領之情形，倘被處分人認為檢舉人未足量提領之情

事，確已影響該公司之正常營運，則被處分人得依正

當商業模式通知檢舉人須依每季約定數量提領，甚至

要求檢舉人賠償因前開未足量提領所造成之損失等因

應措施，惟被處分人竟捨棄該等對檢舉雙方皆有利之

行為，驟然採取以斷絕供給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之

劇烈手段，嚴重影響檢舉人之事業經營，況被處分人

前開斷絕供給之行為，並未及於其他亦有未足量提領

情事之交易相對人，其手段亦有顯失公平之嫌，故被

處分人斷絕供給片鹼、粒鹼及液鹼等化工原料予檢舉

人之情事顯無正當之商業理由。 
(五) 末按被處分人於國內燒鹼市場具獨占地位，且檢舉人

為台塑燒鹼產品主要之交易相對人，惟被處分人憑恃

其於國內燒鹼市場之獨占地位，無正當商業理由單獨

斷絕供給燒鹼產品予檢舉人，雖檢舉人可暫自被處分

人交易相對人間接取得燒鹼產品並繼續銷售予下游需

求業者，惟檢舉人確因被處分人自 101 年 10 月起斷絕

供給燒鹼等化工原料之情事，導致其日後銷售該等化

工原料數量之減少，且在燒鹼尚無其他替代產品且被

處分人拒絕交易顯以損害檢舉人為目的之情形下，確

已致使檢舉人承擔更高之交易成本(進貨單價及運輸成

本之提高)與風險承擔(例如該等燒鹼產品經銷業者恐

因為避免涉入檢舉人與台化公司間之供貨爭議而驟然

停止供應)，而大幅增加排除檢舉人參與國內燒鹼產品

銷售市場競爭之可能性。 
(六)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斷絕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行為，

構成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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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被處分人系爭行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

第 1 款之規定乙節： 
(一) 按本條款之違法要件，須同時存在三方當事人，即杯

葛發起人、杯葛參與人以及受杯葛人，且杯葛發起人

係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始足當之；又事業之行為

是否合致本款之規範，尚須綜合考量當事人之意圖、

目的、杯葛發起人所處之市場結構及其本身市場地

位、杯葛行為所涉之商品特性、杯葛行為之履行狀況，

乃至於杯葛行為實施後對市場競爭所造成影響程度等

因素而定，先予敘明。 
(二) 次按被處分人、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台塑生

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事業雖確為台塑集團事業群成員，且該等事業於相近

時間停止銷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惟查該等事業

非屬水平或垂直之競爭關係，且尚無該等事業停止銷

售系爭化工原料予檢舉人之情係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又尚無其他具體事證足認被處

分人停止供貨之情係受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唆

使而對檢舉人從事違法之杯葛行為，故尚難認被處分

人系爭行為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1 款規定之

虞。 
六、 另有關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因被處

分人業已認屬獨占事業，前揭研析已涵括、窮盡獨占事業

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樣態，故不再另述被處分人是否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七、 綜上論述，有關被處分人斷絕供給燒鹼予檢舉人之行為，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 款之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

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

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情狀後，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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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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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0 號 

被處分人：摩卡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101146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5段64號8樓之1 

代 表 人：○○○ 君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主要及其他營業所、傳銷

制度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未與參加

人締結載有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違反依據公

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項及第 12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向本會詢問 MOCA19 聯盟行銷網，經查民眾函詢

之網址為摩卡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所報備之公

司網址。復經本會檢視網站所列「獎金計畫」，其所列「加

盟商最低資格 100USD」；「會員推廣獎金」之領取資格「當

月一次購足 70PV（100USD、3000TWD）以上」、「當月個人

累計購買 164PV（235USD、7000TWD）以上」；「消費分紅」

之領取資格「234PV（335USD）以上稱為一單位」及分配

方式；總代理商「領導獎金」之特別獎金；「循環消費分

紅」之分紅資格「100USD」等，與報備資料不同，涉有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規定。 

二、 有關被處分人獎金制度之報備資料及網站資料，茲整理如

下： 

（一） 加盟商資格： 

1. 有關加盟商資格，報備資料要求須購買商品金額達新臺幣

(下同)10,000 元及積分值 2,100PV 以上。網站中則稱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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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購買商品金額達美金 100 元或 3,000 元，且積分值達

70PV 以上，即金額及積分值之限制條件均下降。 

2. 有關金級加盟商資格，報備資料要求須購買商品積分值達

4,900PV 以上。網站中則須累積購買商品達美金 235 元或

7,000 元，積分值須達 164PV 以上，即所須之積分值下降，

並新增金額之限制。 

（二） 獎金制度： 

1. 消費分紅 20%：報備資料稱 1 單位為積分值 7,000PV；每

單位按月均分直至累計領取至 3,500 元，2單位 7,000 元；

加入後依月份銷售或消費滿 7,000PV 計為本人消費分

紅。網站中 1單位則係 234PV(或美金 335 元)，每單位累

積金額改以 1單位美金 115 元、2單位美金 230 元計算，

並新增「隔月不保留」及「1次加入金級加盟商者，前 70PV

計入上線推薦人」之限制。 

2. 總代理商分紅 7%、總裁領導分紅 5%及鑽石總裁領導分紅

3%：網站統稱為「領導獎金 15%」，其中總代理商分紅新

增「特別獎金」，然系爭獎金並無報備。 

3. 循環代數獎金 36%及循環消費 2,100PV：報備資料為加盟

商或以上領導人每月所須達成 2,100PV 始可領取循環代

數獎金或其他獎金。網站則改以美金 100 元或積分值達

70PV 作為領取獎金之門檻。 

4. 責任額：報備資料為總代理商、總裁及鑽石總裁領取其他

獎金每月須分別完成責任額5,000PV或7,000PV始得領取

其他獎金。然據網站所要求之責任額則減少至 167PV 或

264PV。 

三、 另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主要營業所為臺中市西屯區何德

里漢口路 2 段 151 號 13 樓之 8，惟被處分人網站所載之

通訊地址為臺北市松山區南京東路五段 64 號 8 樓之 1，

本會爰於 102 年 5 月 17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網站所載之通

訊地址進行現場調查。經檢視所攜回之事業手冊查悉獎金

制度與網站資料大致雷同，僅無「特別獎金」，惟前揭內

容均與報備資料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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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復經本會於 102 年 6 月 22 日派員赴前述之被處分人臺北

市南京東路營業所進行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於同年 5

月 23 日報備變更公司登記所在地、主要營業場所、傳銷

制度及銷售商品品項，其中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所在地均

為臺北市南京東路，惟本會早於 5 月 17 日即赴前址現場

調查，且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提供 102 年 3 月至 4

月營業人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被處分人營業地址已為前

址；被處分人原向本會報備之銷售商品為智慧型手機、平

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然實際係以銷售「競標幣」為主，且

競標幣得購買者不限於傳銷商品；參加人透過網路加入被

處分人傳銷組織，惟查實際參加人數共計 265 人，高於已

簽訂之書面參加契約 133 份，上開行為涉有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7條及第 12條規定。 

五、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於 102 年 7 月 5 日到會說明及提出答

辯，略以： 

（一） 被處分人於 102 年 4月間有兩處營業所，一處於臺中市，

但非報備之西屯區營業所，參加人參加契約等資料係由該

址寄出；另一處為臺北市南京東路，該址並公告為公司營

運地址及加盟商簽訂契約之收件地址。被處分人誤認主要

營業所與公司所在地均須俟經濟部核准後始能報備而有

疏漏。 

（二） 被處分人傳銷商品為「競標幣」，每一競標幣價值新臺幣

（下同）25 元，購買 3,000 元競標幣即成為加盟商、購

買新臺幣 7,000 元為金級加盟商。參加人須購買競標幣始

得參與競標，每投 1枚競標幣則商品價格增加 3美分，至

時間終止且無他人投標即為得標者，可依最終競標價格購

得該商品。 

（三） 被處分人加盟商取得資格及獎金制度發放標準均以公司

網站內容為主。因報備內容係委由顧問公司辦理而未留意

報備資料與實際運作情形不同。 

（四） 被處分人俟參加人註冊與付款後，才寄出書面契約等相關

資料，請參加人簽訂後寄回，惟仍有部分參加人未寄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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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契約，致使參加人數大於簽訂書面契約人數。 

六、 經查被處分人已於 102 年 6 月 13 日報備停止實施多層次

傳銷，併予敘明。 

理    由 

一、 有關被處分人變更主要及其他營業所、傳銷制度及銷售商

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

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二、主要營業所及其

他營業所所在地。……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金、獎金

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數

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

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下略）」

同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

載內容，除第 5條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

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 5條第 1項第 1款之報備事項如有

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

變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及第5款應

報備事項，而未於實施前辦理報備，即違反同辦法第 7條

第 1項規定。 

（二） 經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主要營業所為臺中市西屯區，嗣於

102年 4月分別於臺北市及臺中市設址辦理會員簽訂契約

相關事宜，一為寄發參加契約等資料，一為公司營運地址

及參加人簽回契約之收件地址，因涉多層傳銷業務之營

運，兩處均屬營業所，惟均未向本會報備。另查被處分人

於 102 年 5 月 23 日僅將臺北市南京東路變更報備為其主

要營業所，仍未將臺中市列為其他營業所。是被處分人變

更主要及其他營業所，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規定。 

（三） 另查被處分人網站所載之獎金制度及報備資料不同，已如

前述，經比較後得悉網站之加盟商與金級加盟商資格須購

買之商品積分值及金額較低，且得以美金作為計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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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分紅」1單位對應之積分值減少，且每單位累積金

額改以美金計算，並新增「隔月不保留」及「1次加入金

級加盟商者，前 70PV 計入上線推薦人」等限制；總代理

商分紅新增特別獎金；循環代數獎金及循環消費以美金或

較低之積分值作為領取獎金門檻；總代理商、總裁與鑽石

總裁所須達成之責任額亦較低，而被處分人到會時亦自承

以網站所載之內容作為實際運行傳銷制度。是被處分人變

更傳銷制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四） 復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銷售商品為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

腦等電子產品，惟實際係以銷售競標幣為主，且競標幣得

購買者不限於傳銷商品，此為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所不否

認。是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有關被處分人未與參加人締結載有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書

面參加契約乙節：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參加人締結書面參

加契約；參加契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事

項。前項之書面，不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二） 經查被處分人迄至 102 年 6月實際參加人數共 265 人，惟

本會業務檢查時僅有 133 份書面契約，被處分人到會說明

時表示渠係俟參加人於網路註冊繳費後寄出空白契約

書，再由參加人確認簽名後寄回，並坦承未確實要求參加

人寄回簽訂後之書面契約，是被處分人未與參加人締結載

有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理辦法第 12條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主要及其他營

業所、傳銷制度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未與參加人締結載有法定應記載事項之書面參加契

約，核已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2 條規定。經審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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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

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

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予以處分，並就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2 條部分，分別處

新臺幣 5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處分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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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1 號 

被處分人：台灣隆力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57340 

址    設：臺中市西區台中港路 1段 160 之 1 號 28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

未事先取得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

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於 102 年 6 月 25 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行業

務檢查，經抽查發現渠於營業現場未備置甲君等 3位限制行

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疑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爰主動立案調查。 

二、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就本案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限制行為能力人倘欲加入被處分人多層次傳銷事業，該

等參加人可透過被處分人總公司或新竹、台中及高雄三

處會員服務中心申請加入會員，簽訂契約及法定代理人

同意書，取得會員編號，成為待審會員狀態，再經總公

司審核證件後，開通會員資格；所需檢附之資料包括限

制行為能力之參加人和法定代理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

存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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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 年 7 月至 102 年 6 月加入被處分人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限制行為能力人計 11 位（包含本案 3 位）。有關營業現

場未備置甲君等 3 位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同意

書之原因，係因前揭限制行為能力人於會員申請書下方

法定代理人已簽名，被處分人誤以為渠等已附法定代理

人同意書，經本會 102 年 6月 25 日業務檢查後已陸續補

正。 

三、經檢視被處分人 101 年 7 月至 102 年 6 月（除本案 3 位）

之限制行為能力人參加契約，均並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本案 3 位限制行為能力人之參加契約，未並附法定代理人

同意書，其中甲君及乙君之參加契約左下方雖有法定代理

人簽名，惟丙君於 102 年 3月 23 日入會之參加契約，該欄

位空白。 

    理    由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

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並附於參加契約。」

是倘被處分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未事先取得

該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則涉有違反前

揭規定。 

二、  經查本會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行業務檢查時，抽查發

現被處分人營業現場未備置甲君等 3 位限制行為能力人之

法定代理人同意書，案經被處分人事後補正，且表示係因

本案限制行為能力人於會員申請書下方法定代理人簽名，

誤以為渠等已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經檢視甲君及乙君之

參加契約左下方雖載有法定代理人簽名，或可認屬法定代

理人書面允許，惟丙君之參加契約左下方法定代理人簽名

處為空白，且未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爰被處分人仍有招

募限制行為能力人，未於事先取得該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法

定代理人書面允許之情事，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16 條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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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行為能力

人為參加人未事先取得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違反依據公

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

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期

間及其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

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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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2122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313 

址    設：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66號1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千琦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70030 

址    設：新北市五股區六合街14號7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銷售「山崎優

賞電動熱水瓶(SK-325R)」商品宣稱榮獲節能標章及圖示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 處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千琦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雅虎

公司）及千琦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千琦公司）於「Yahoo

！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刊載「山崎優賞電動熱水瓶(SK-325R)

」商品，其廣告內容宣稱案關商品榮獲節能標章，並載有節能

標章圖示，惟於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公告資訊中

，該商品之節能標章業已失效且未列於節能商品名單中，上開

廣告表示疑與事實不符，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規定。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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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案關商品之整體交易流程觀之，「Yahoo！奇摩購物中

心」網路平台僅顯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之事業名稱，消費

者於訂購時所認知交易對象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並於交

易完成由其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是以由交易消費端觀

察，被處分人雅虎公司處於案關商品之最末端出售者地

位，且所賺取利潤為商品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價差，其

因使用廣告、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有利益，故其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刊載「山崎優賞電動熱水瓶

(SK-325R)」商品，係居於廣告主地位。另被處分人千琦公

司除提供系爭商品於「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銷售

外，並以自己帳號與密碼登入該購物網站之商品管理後台

中編輯製作案關廣告內容，且其與被處分人雅虎公司就銷

售商品所得，有利益共享關係，故可認定被處分人千琦公

司亦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 案關「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刊載「山崎優賞電動熱

水瓶(SK-325R)」商品廣告，於商品說明宣稱榮獲節能標

章，並載有節能標章圖示，予人系爭商品現今仍獲有節能

標章認證印象，並透過該節能標章圖示辨認出產品較其他

未獲證之電熱水瓶更具有減少能源消耗、省電省錢之功

效。惟查「山崎優賞電動熱水瓶(SK-325R)」之節能標章

使用期限為99年12月7日至101年12月6日，其期限業已屆

至且製造商並未續約申請認證。據節能標章之執行單位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表示，電熱水瓶節能標章能源效率

基準與標示方法於100年4月25日修正公告實施，原節能

標章之使用期限尚未屆滿者得繼續使用至期限屆滿，且有

效期間生產之節能標章庫存產品仍可張貼至售完為止。惟

商品於標章使用期限屆至後倘欲繼續使用節能標章，廠商

應於申請續約時檢送符合修正後能源效率基準之產品證明

文件，提送執行單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使用。

又商品之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期滿失效後，不得對外宣傳為

節能標章產品，相關廣告文宣亦不得再使用節能標章圖示

或文字標註，否則將視為冒用。是以，案關商品之節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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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於 101 年 12 月 6 日到期失效，且電熱水瓶節能標章能源

效率基準業已修正，然系爭廣告仍於 101 年 12 月 7 日至

102 年 4月 25 日期間，持續為獲得節能標章認證之宣稱與

標示而未予修正，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

虞。於此，被處分人千琦公司與被處分人雅虎公司均未善

盡各自應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商品品質之義務與責任，致系

爭廣告宣稱核已構成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辯稱，其非系爭商品實際製造或代理經

銷者，不具商品之專業知識，且已事先藉由合作契約書課

予被處分人千琦公司對商品內容及行銷內容保證其合法性

之責任，已盡所能對商品及廣告之內容進行合法性控管而

無過失等云云。惟就商品整體交易流程及系爭廣告使用者

等情形觀之，足認定被處分人雅虎公司為系爭廣告之廣告

主，自應善盡廣告主之責任，且其自承未曾就系爭商品節

能標章認證期限予以查證，爰難謂其於確保系爭廣告內容

之真實性無疏失。又被處分人千琦公司宣稱並未取得案關

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無從獲知節能標章業已失效，然有

關節能標章商品資訊，除可要求製造商提出書面證書外，

亦可透過官方網站查得，不因其未取得證書而免除其應盡

廣告內容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務。 

四、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與被處分人千琦公司於「Yahoo！奇摩購

物中心」網站刊載「山崎優賞電動熱水瓶(SK-325R)」商品

廣告，於商品說明宣稱榮獲節能標章，並載有節能標章圖

示，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個別

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

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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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條第1項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刊載「山崎優賞電動熱水

瓶(SK-325R)」商品廣告。 

二、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 102年5月10日陳述書與 5 月 15 日、6

月 27 日補充陳述書及 102年5月10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千琦公司 102年6月6日陳述紀錄。 

四、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2 年 5 月 16 日工研能字第

1020006269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21條第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

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36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

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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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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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3 號 

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2段 105 號 12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偉興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80908 

址    設：新北市蘆洲區永樂街 38 巷 33 弄 3 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尚朋堂 3.5 公升氣壓

式熱水瓶 SP-636B」，宣稱「獲節能標章」，及使用節能標章

圖示，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偉興企業有限公司各新

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路家庭公司）、

被處分人偉興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偉興公司）於PChome線上購物

網站（http://shopping.pchome.com.tw）銷售「尚朋堂 3.5 公升

氣壓式熱水瓶SP-636B」，宣稱「獲節能標章」，及使用節能標章圖

示（下稱系爭廣告），惟該商品於經濟部能源局（下稱能源局）節

能標章全球資訊網已列為證書失效之產品，疑涉廣告不實之嫌。 

理    由 

一、 本案依網路家庭公司與偉興公司所簽定「PChome Online網路

家庭商品線上訂購合作契約書」約定，及網路家庭公司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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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廠商後台服務系統操作模式，網路家庭公司對系爭廣告內

容具有支配權能。且系爭商品乃由網路家庭公司所經營

PChome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有關商品訂貨、出貨、開立發票、

交易及付款對象等事宜，均由網路家庭公司統籌辦理，亦即

就消費者觀點而言，交易相對人核屬網路家庭公司。另偉興

公司除提供系爭商品於PChome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外，並提供

相關商品資訊，委託網路家庭公司刊播廣告以為銷售，且與

網路家庭公司就銷售商品所得，具有利益共享關係，故可認

定網路家庭公司、偉興公司均為本案之廣告主。而廣告係具

有招徠交易之效果，並在爭取交易目的之行為，對競爭之秩

序及公益自有影響，是廣告主對於廣告所載之訊息，應負有

查證及真實正確表示之義務。 

二、 按系爭廣告宣稱「獲節能標章」、及使用節能標章圖示，乃予

一般消費者，系爭商品因獲有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之認

證，較未獲得節能標章之同類電熱水瓶，更能省電、省錢之

印象。 

三、 查系爭商品節能標章使用證書之有效期限自 100 年 3 月 17

日起至 102 年 3 月 16 日止，期限屆滿前，系爭商品固為續約

之申請，惟因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變更，而遭退件。按能

源局表示，節能標章合約終止或有效期間屆滿後，廠商不得

在其產品包裝或廣告媒體上繼續使用節能標章。然系爭商品

節能標章之使用期間 102 年 3 月 16 日屆至後，於未取得節能

標章續約前，仍於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宣稱系爭商品「獲節

能標章」、及使用節能標章圖示，網路家庭公司、偉興公司未

善盡廣告主查證、確保廣告持續相關內容真實之義務，致廣

告表示與事實不符，而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虞，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洵堪認定。 

四、 網路家庭公司雖稱，其未介入系爭廣告之製作與撰擬，對系

爭廣告內容僅作形式審查。惟如前述，網路家庭公司對系爭

廣告擁有支配權能，且對消費者而言乃立於商品出賣人之地

位，經營系爭廣告之網路平台，並開立發票予消費者，自應

對系爭廣告負廣告主真實表示義務之責，尚不得諉稱系爭廣

告非由其審核，即可卸免廣告主應負之義務。又網路家庭公

司訴稱，系爭商品業經完成「節能標章」之認證，不因往後
14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節能標章」認證時效到期，而溯及否認其原「節能標章」之

合法認證，並禁止該商品「節能標章」之使用。惟姑不論「節

能標章」有效使用期間所生產之商品，可否於使用期間屆滿

後銷售原張貼有節能標章之商品，然查系爭廣告除與系爭商

品張貼節能標章之行為樣態不同外，另按廣告內容，並無從

分辨其在表彰系爭商品於「節能標章」有效使用期間屆滿前

或屆滿後所生產、製造，並無礙系爭廣告易致觀者產生系爭

產品之節能標章仍屬有效之錯誤認知。況能源局明白表示，

依節能標章使用合約書第 15 條規定，節能標章合約終止或有

效期間屆滿後，廠商不得在其產品包裝或廣告媒體上繼續使

用節能標章。故網路家庭公司前揭說詞，並不足採。 

五、 綜上，網路家庭公司、偉興公司於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

「尚朋堂 3.5 公升氣壓式熱水瓶 SP-636B」，宣稱「獲節能標

章」，及使用節能標章圖示，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登載「尚朋堂 3.5 公升氣壓式熱水瓶

SP-636B」網頁資料。 

二、 網路家庭公司102年 4月 29日網家102法字第053號函、102

年 7 月 11 日到會陳述紀錄。 

三、 偉興公司 102 年 5 月 30 日到會陳述紀錄。 

四、 網路家庭公司與偉興公司簽定之「PChome Online 網路家庭

商品線上訂購合作契約書」。 

五、 能源局 102 年 5 月 13 日能技字第 10200463910 號、102 年 6

月 11 日能技字第 10200485060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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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8   月   6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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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4 號 

被處分人：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9409056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忠孝西路 1段 66 號 29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實收資本額，未依法定期

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4所訂定之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102年6

月20日向本會變更報備公司實收資本額，惟被處分人於102年2

月6日已獲臺北市政府核准實收資本額變更登記，卻遲至

102年6月21日始完成變更報備程序，涉有違反依公平交易

法第23條之4所定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於102年7月15日到會說明並提出陳述書，

略以：被處分人係於102年2月6日經臺北市政府核准變更登

記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357,156,820元，本次變更乃

係因辦理增資，被處分人因久未辦理公司變更登記，且因

部門人員異動離職，辦理業務移交發生疏失，而未及時依

法辦理變更報備。惟於自行發現前開情事後，即立即提出

變更報備，以為補救。  

理   由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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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

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下略）」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

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

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故多

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5條第1項各款

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期限報備，即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查，被處分人原向本會報備之實收資本額為 281,778,750

元，嗣於 102 年 2月 6日獲臺北市政府核准變更登記實收資

本額為 357,156,820 元，卻遲至 102 年 6月 20 日始向本會

報備變更，核已違反前揭法令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內容

如有變更，應於法定期間內向本會報備之規定。又被處分人

既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事業，即應自行注意並遵守相關法令

規定，尚難以久未辦理公司變更登記，以及公司部門人員異

動離職，辦理業務移交致發生疏失等因素據以免責。是被處

分人變更實收資本額卻未於法定期間內向本會報備，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洵堪認定。 

三、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實收資本額，未

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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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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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5 號 

被處分人：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890464 

址    設：桃園縣龍潭鄉高平村 13 鄰中豐路高平段 18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產品買賣合約書」中約定經銷商依其訂價銷

售產品，不得折價銷售，且對違反約定者處以停止出貨及

賠償之違約處罰條款，限制其下游事業就所供給商品之轉

售價格，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檢舉人提供被處分人與其下游經銷商簽訂之產品買賣

合約書空白本，其中條款有限制下游經銷商商品轉售價格

及銷售通路情事，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檢舉人到會說明： 

１、檢舉人從事網路拍賣銷售各品牌髮類商品，歐萊德品

牌商品係從常往來之沙龍店及被處分人公司員工處進

貨，網路售價約為被處分人訂價之五成。目前國內髮

妝品市場上競爭者眾多，國內外品牌至少上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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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沙龍店須無條件接受被處分人所訂定之契約條款，另

據被處分人公司員工透露，至少有4家經銷商因將被處

分人的產品流通至網路或美材行而遭斷貨或未給予原

先談妥之契約滿期贈品以為處罰，並提供該4家事業名

單資料。 

(二)函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及補充事證略以： 

１、被處分人主要營業項目為髮妝品之製造與銷售，主力

商品包括冷燙液、洗髮精及染膏三大類。主要銷售對

象為美髮沙龍店，該公司自營之網路賣場，銷售比例

占營業額之比例極低。國內自行生產、銷售並經營品

牌的髮妝品廠商不多，規模亦不大，因此被處分人主

要競爭者為國外髮妝品品牌。據被處分人內部統計，

美髮沙龍店通路之髮妝品知名品牌超過280家，十分競

爭。 

２、被處分人與下游經銷商間之商品交易係採賣斷方式，

締約後商品所有權便歸屬於經銷商，依沙龍店需求分

期交付商品及款項，合約期滿另有滿期贈品。經出示

檢舉人所提供之「產品買賣合約書」（以下統稱系爭

合約書），被處分人承認確係其使用中之定型化契約，

並主動提供相同之空白正本與締約影本各一份供參。 

３、被處分人確實於系爭合約書第2.2約定：「除專業美髮

美容沙龍外，沙龍店不得將本約產品流入任何其他通

路如：美容美髮材料行、超市、便利商店及網路上販

售等等。」及第2.3約定：「沙龍店願依歐萊德訂價銷

售本約產品，不得任意折價銷售本約商品。」並訂有

違約處罰條款第2.6：「沙龍店若有違反上列任一條款

時，歐萊德得立即停止出貨至沙龍店，且沙龍店願無

條件立即賠償歐萊德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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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被處分人表示，系爭合約書第2.2限制經銷商銷售通

路，係希望產品能在沙龍店由專業美髮師為消費者提

供服務。至於以系爭合約書第2.3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

之原因，源於曾有經銷商向被處分人反映網拍業者售

價過低，誤以為是被處分人低價銷售而與經銷商競

爭，故於101年增訂本條限制，期能維護經銷商間公平

競爭的價格。被處分人除於產品瓶身皆有標示建議售

價外，於締約時必會給予經銷商商品目錄亦含建議售

價資訊。 

５、雖有訂定第2.6之違約罰則，惟被處分人未曾執行，倘

發現有經銷商低於訂價銷售情事，實際僅由被處分人

之業務人員對其進行道德勸說以維護品牌價值及消費

者權益。檢舉人所指稱遭被處分人斷貨的4家沙龍店，

確係被處分人之經銷商，均被其發現以割除條碼之產

品（下稱割標行為，網拍零售業者割除條碼係欲防止

被處分人自條碼追查出自予何家經銷商所售或售予第

三人再轉售，導致該經銷商遭被處分人關切進而處罰）

於網路上低價銷售，經勸導無效後採取解約或不再續

約等處理方式。 

(三)函請關係人A髮型沙龍店提供陳述意見略以：該沙龍店自

101年起與被處分人簽訂經銷契約，惟102年初欲續約

時，被處分人拒絕與其續約，並告知係因被處分人查出

有人向該沙龍店購買歐萊德之產品後，以低價於非沙龍

店之通路再轉售。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

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

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倘事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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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約定轉售價格或第三人再轉售

之價格，並以配合措施要求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

游事業交易活動之行為，已剝奪經銷商得視自身成本結構

及市場競爭狀況決定價格之自由，進而削弱同一品牌內不

同經銷業者間之價格競爭，並損及消費者購買合理價格商

品之機會，故為公平交易法所明文禁止。另依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

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

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是以，事業間倘就商品之轉售價格為約定，除該項約定因

違反法律之強制規定而歸於無效外，本會亦得審酌該項約

定對於市場競爭之實際影響或傷害程度另為行政處分，合

先敘明。 

二、被處分人於系爭合約書第 2.3 約定經銷商依其訂價銷售產

品，不得任意折價，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一) 經查被處分人與經銷商簽訂之系爭合約書第 2.3 約定：

「沙龍店願依歐萊德訂價銷售本約產品，不得任意折價銷

售本約商品」及第 2.6 約定：「沙龍店若有違反上列任一

條款時，歐萊德得立即停止出貨至沙龍店，且沙龍店願無

條件立即賠償歐萊德損失」等約款，顯屬被處分人限制下

游經銷商商品轉售價格及相關違約處罰之條款，案有被處

分人提供之合約書可稽。 

(二) 被處分人雖陳稱其並未因違反轉售價格或通路之限制即

對違約之經銷商執行罰則，而係因經銷商將產品條碼割除

後於其他通路低價銷售，始有不予續約等應對措施，惟查

系爭經銷契約中並無約定割標行為屬被處分人得斷貨或

求償之原因，復經向經銷商 A髮型沙龍店查證，該店確實

有因其交易相對人將向其購買之產品於非沙龍店通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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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再轉售，而遭被處分人拒絕續約，故被處分人辯稱其並

無因違反轉售價格或通路之限制而對經銷商處以不利措

施之說詞，並不足採。 

(三) 又限制轉售價格之構成並不以實際執行罰則為必要，按其

規範目的係在維護交易相對人之價格決定自由，倘系爭約

款已有限制下游事業轉售價格決定自由之情事，毋論約定

轉售價格實際造成之效果或是否實際執行罰則等，均應認

定系爭約款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始得維護下游

經銷事業自主決定價格從事競爭之自由（參照本會公處字

第 092054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8044 號處分書、公處字

第098075號處分書及公處字第101137號處分書之處分理

由均持相同執法見解）。 

(四) 復據被處分人到會陳述自承，其於系爭合約書中增訂限制

轉售價格約款之原因係欲維持經銷商間之公平價格，且查

依合約書之違約罰則，經銷商倘任意折價銷售，被處分人

可依罰則處以斷貨或求償之措施，復證諸被處分人於締約

時必定交付經銷商含建議售價資訊之商品目錄、對低價銷

售之特定經銷商進行勸說等積極行為觀之，被處分人訂定

限制轉售價格約款之目的顯係促使轉售及再轉售價格維

持於一定零售價格，系爭約款並配合被處分人得實施停止

出貨及賠償等處罰之約款，實質上已足對經銷商轉售予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之價格決定自由產生限制及拘束

力，又考量一般消費者對於美髮沙龍店通路銷售之髮妝用

品多有個別偏好性，益增被處分人限制沙龍店商品轉售價

格之行為有足以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之虞，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三、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產品買賣合約書」中約定經銷商

依該公司訂價銷售產品，不得折價銷售，且對違反約定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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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止出貨及賠償之違約處罰條款，限制其下游事業就所供

給商品之轉售價格，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依

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

相關市場之競爭程度；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違法後配合調查態度佳等情狀，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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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6 號 

被處分人：全球批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795703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二段311號1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

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件係臺中市政府函移民眾申訴與被處分人之爭議，略以：

民眾向被處分人以新臺幣（下同）5千元購買網外行動電話，

贈送經銷權，且可介紹他人加入，並可藉由收取廣告簡訊之

筆數陸續賺取至 5千元止。復據檢視該民眾所提供之「全球

智慧 0元通經銷申請書」、「全球智慧 0元通經銷申請條款」

及「全球批發電信媒體事業公告」，被處分人疑涉有未報備

即從事多層次傳銷。 

二、經派員赴被處分人之公司登記地址現場調查並作成陳述紀錄

與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如下： 

（一）被處分人銷售之商品為全球智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該

產品性質為網路電話，即購買該商品後可透過網路直撥國

內手機與市話，一次須購買 2個月即可享有看 APP 廣告賺

錢的權利與送 300 分鐘智慧行動通話費，其中看 APP 廣告

賺錢乃是被處分人與啟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網路電

話則是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分公司簽訂合作契

約並購買通話分鐘數，被處分人再包裝為全球智慧 0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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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電話服務銷售予參加人，且被處分人皆有如實給予參

加人通話分鐘數，是被處分人已先行投入前置成本。 

（二）被處分人自 101 年 12 月初至 102 年 2月 28 日實施之獎

金制度，如其提供之「全球智慧 0元通獎金制度簡易說

明」及「全球智慧 0元通獎金制度簡表」，經檢視其中

推廣員有 2 種，分別為加入金額 5,000 及 16,800 元，

然加入金額為 16,800 元並成為推廣員之聘階並未實

施，其餘已實施之者係分別以 5,000 元、33,000 元、

168,000 元以及 488,000 元加入並成為推廣員、經銷

商、服務處及辦事處等聘階，又被處分人之獎金制度係

各聘階倘推薦介紹推廣員加入，每推薦 1人加入可領取

500 元之獎金（推廣期間則為 1,000 元），若推廣員想

成為經銷商以上之聘階，只須補不同聘階之差額即可，

又推廣員僅能推薦推廣員，經銷商則是可向下推薦推廣

員或推薦同級之經銷商及上一階之服務處，服務處及辦

事處則可推薦不同聘階之參加人，而經銷商、服務處與

辦事處推薦其他聘階加入，可分別享有被推薦參加人加

入費用 10％、15％及 20％之推廣獎金，另倘被推薦之

參加人有使用智慧行動通話費，則經銷商、服務處與辦

事處亦可分別領有推動獎金 1元/1 分鐘、2元/1 分鐘及

4元/1 分鐘，又直推介紹之名額依不同聘階亦有不同之

上限；推動差額獎金則是經銷商、服務處及辦事處等聘

階分別享有 1元/分、2元/分及 4元/分，即參加人若為

服務處，所推薦的參加人成為經銷商，當該名經銷商所

賣出之全球智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商品，則其上線服

務處則可享有自身推動獎金（2元/分）扣除經銷商推動

獎金（1元/分）後，即有 1元之推動差額獎金，是推動

差額獎金即為自身聘階與其他聘階推動獎金之差額，如

辦事處 4元/分、服務處 2元/分，則有 2元之推動差額

獎金，並以此類推各聘階。 

（三）另請被處分人檢視檢舉人提供載有 102 年元月 18 日之

「全球批發電信媒體事業公告」，經被處分人確認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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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所實施之制度與全球公司前揭實施之制度相同，只

是增加促銷方案。 

（四）有關加入被處分人並成為推廣商可在 2年內退還保證金

（即加入保證金 5,000 元還本 5,000 元），由於所規劃

之 APP 推播未如期上線，故針對參加人設計「提前領取

保證金轉經銷商計畫」，原本加入被處分人為推廣員者

也可無條件晉升經銷商（原本加入經銷商須 33,000

元），也就是被處分人贈送 28,000 元給推廣商，被處

分人並提供參加人簽署同意保證金轉經銷商之同意書

供參，另再提供自 101 年 12 月初實施前揭獎金制度後

參加人之資料簡表與參加人填寫之「全球智慧 0元通經

銷商申請書」相關資料。 

（五）被處分人之參加人購買案關商品後皆有向被處分人領取使

用帳號和密碼並使用。 

（六）被處分人案關獎金制度係由專案計畫經理甲君及業務副總

經理乙君規劃，然 2人皆已離職，又被處分人原本請他事

業規劃有關網站、商城與 APP 等預計營業事項，然該公司

向被處分人領取款項後卻私自結束營運，被處分人已提起

告訴，綜上，被處分人遭員工離職以及上述事故，導致營

運困難目前已無營運，並自 102 年 3月 1日以後亦未實施

本會於 102 年 3 月 14 日現場調查時被處分人所陳述之獎

金制度。 

（七）又規劃案關獎金制度之專案計畫經理甲君及業務副總經理

乙君向被處分人表示，所實施之獎金制度乃是傳統行銷與

多層次傳銷無涉，被處分人誤認兩位經理人之能力並委以

重任，卻不知所實施之制度或有涉及多層次傳銷規範。 

三、被處分人來函說明已無實際經營，然參加人所繳交之通話費

仍有餘額者，不因其業務停止而受損，仍可使用至通話費餘

額用盡，且迄今未接獲任何以書件、電話告知欲停止合約或

其他客訴，另被處分人認其係以傳統行銷方式經營與多層次

傳銷無涉。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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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乙節： 

（一）依公平交易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謂就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參加人給付一定代價，

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

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者而言。」另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

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事業之名稱、

傳銷制度、銷售商品相關事項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

故倘有事業未經向本會報備即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即屬違反前揭法條規定。 

（二）經查被處分人所實施之獎金制度，自 101 年 12 月初實

施至 102 年 2月底，復據其陳稱所實施之獎金制度係依

據印製之「全球智慧 0元通獎金制度簡易說明」及「全

球智慧 0元通獎金制度簡表」，民眾以不同費用購買案

關全球智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即可依所給付不同費

用（5,000 元、33,000 元、168,000 元以及 488,000 元）

成為推廣商、經銷商、服務處及辦事處等不同之聘階，

且各聘階倘推薦介紹推廣員加入，每推薦 1人加入可領

取 500 元之獎金（推廣期間則為 1,000 元），又經銷商、

服務處與辦事處推薦其他聘階加入，可依自身聘階不同

分別享有被推薦參加人加入費用 10％、15％及 20％之

推廣獎金，另倘被推薦之參加人有使用智慧行動通話

費，則經銷商、服務處與辦事處亦可分別領有每分鐘不

同金額之推動獎金，又被處分人亦有推動差額獎金制

度，即經銷商、服務處及辦事處等聘階分別享有 1 元/

分、2元/分及 4元/分之推動獎金，參加人若為服務處，

所推薦的參加人成為經銷商，當該名經銷商賣出全球智

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商品，則其上線服務處可享有自

身推動獎金（2元/分）扣除經銷商推動獎金（1元/分）

後差額 1元之推動差額獎金（2元/分-1 元/分），是推

動差額獎金即為自身聘階與其他聘階推動獎金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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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以此類推各聘階。 

（三）據上，被處分人採行參加人以不同價格購買案關全球智

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商品成為推廣員、經銷商、服務

處與辦事處等不同聘階，並可依本身之聘階就介紹不同

聘階參加人加入而獲有推廣獎金，另經銷商、服務處及

辦事處等可依所介紹不同聘階之參加人購買商品獲得

推動獎金，以及購買全球智慧 0元通網路電話服務因聘

階不同所產生之推動差額獎金，是被處分人之行銷制度

係透過招募參加人購買案關商品，並以多層級的組織架

構作為團隊計酬之基礎，據此，被處分人所實施之商品

銷售制度，具有多層級組織及獎金屬性，且係參加人給

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勞務及介紹他人

參加之權利，並因而獲得佣金、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

核屬首揭公平交易法第8條第1項所定義之多層次傳銷

。 

（四）又被處分人表示自 101 年 12 月開始實施前揭獎金制度，

並營運至 102 年 2月，卻未向本會辦理報備，被處分人確

實未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二、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

會報備，核已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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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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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7 號 

被處分人：桃德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269937 

址    設：桃園縣八德市大智路 19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鴻茂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95907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東興路 26號 7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位處都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用地之「桃大

君匯」建案，於廣告中使用一般住宅用語，對於商品之用

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

第 1項規定。 

二、 處桃德建設有限公司新臺幣30萬元罰鍰。 

處鴻茂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2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桃德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桃德公司)與被

處分人鴻茂廣告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鴻茂公司）銷售位處都

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用地之「桃大君匯」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於100年3月2日經濟日報「房產專刊」刊登廣告（下稱案關廣告），

宣稱「桃大君匯聘用一流頂尖團隊，全方位打造結合自然與生活

機能的智慧型豪宅建築」、「讓桃園的民眾可以同享與台北豪宅

等級的高優質建築」，以及「與台北豪宅同等級的『桃大君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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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與案關建案土地使用分區不符，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按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桃德公司投資興建，且為案關建

案建物之出賣人，其出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被處

分人鴻茂公司代理銷售並製刊廣告，故為案關建案之廣告

主；而被處分人鴻茂廣告公司出資製作案關建案廣告，並

利用所製作廣告進行銷售，對於廣告內容及使用具有相當

支配能力，且依所簽訂廣告業務企劃合約書約定，於售出

案關建物後，享有一定比例之服務報酬，且所獲報酬隨銷

售數量增加益增，而與被處分人桃德公司共享案關建案之

銷售利潤，是以，被處分人鴻茂公司亦為本案廣告行為主

體。 

二、 另就案關廣告而言，雖被處分人桃德公司及被處分人鴻茂

公司均辯稱非渠等出資刊登之廣告，而係由經濟日報記者

於採訪後自行所為之報導。惟查案關廣告係經濟日報記

者，依據被處分人鴻茂公司現場銷售人員所提供之案關建

案廣告文案資料稿與圖片，經彙整後予以刊載，且查前開

資料與案關廣告以豪宅等用語為案關建案可為住宅用途之

描述並無二致，是以案關廣告乃係事業將資料提供媒體以

類似報導之方式刊登，使大眾得以共見共聞，藉以達到傳

遞銷售訊息及行銷商品之目的，爰難認案關廣告僅係單純

之媒體報導，而仍屬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所論究之廣告客

體，被處分人桃德公司及被處分人鴻茂公司尚不得以案關

廣告乃係經濟日報報導為由而主張免責。 

三、 依都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都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

之使用，違反本法或相關命令者，當地地方政府得處其土

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勒令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

狀；同法第 80條復規定，不遵前條規定拆除、改建、停止

使用或恢復原狀者，除應依法予以行政強制執行外，並得

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復據桃園縣政府表示，案

關建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其使用執照所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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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物各樓層用途為運動休閒設施、一般零售業、一般服

務業及自由職業事務所等，且加註有「不得移供作住宅或

與原核定用途不符之使用」一語，故承購者如將核准以一

般事務所或一般商業設施使用之建築物，提供作為住宅使

用，應依都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處理。 

四、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及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

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往往難以知悉廣告所

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罰鍰、勒令拆除、改建、停

止使用或恢復原狀之風險。查案關廣告載有「桃大君匯聘

用一流頂尖團隊，全方位打造結合自然與生活機能的智慧

型豪宅建築」、「讓桃園的民眾可以同享與台北豪宅等級的

高優質建築」、「與台北豪宅同等級的『桃大君匯』」等語，

其予人印象業有使一般消費大眾誤認案關建案係可供一般

住宅居住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易決定之虞，然一般消

費者卻難以知悉案關廣告所載之用途係違反建管法規，日

後倘將案關建案為一般住宅使用之法律風險。是以，前開

廣告表示內容乃與事實不符，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

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

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

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其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洵堪認定。 

五、 另被處分人桃德公司與被處分人鴻茂公司雖均辯稱，接待

中心現場業已擺置標示牌，載明案關建案為乙種工業用

地，不得作為住宅使用等資訊，且案關建案房屋預定買賣

契約書亦載有「本案建築依現階段都市計劃規定不得移作

住宅使用」一語，故消費者尚無遭誤導之虞等云云。惟廣

告係事業於交易前對不特定人之招徠手段，為避免消費者

受不實廣告之誤導致權益受損，並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

客之損害，而影響市場交易秩序，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

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是以，被處分人鴻茂公司既將載有

諸多豪宅用語之案關廣告文案稿提供予經濟日報記者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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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案關廣告刊載，則身為本案廣告主之被處分人桃德公司

與被處分人鴻茂公司，於案關廣告文案稿交付前，自應善

盡廣告主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務，況渠等均稱有消費者係

於觀看案關廣告後，獲悉案關建案資訊乙情，益證案關廣

告已生招徠效果；又個別交易契約書僅係載明買賣雙方之

權利義務事項，其於不動產買賣流程中使用之先後時機、

對象及影響層面等，與廣告均有所不同，是契約書所另為

之補充、補正說明並不影響不實廣告之認定，故被處分人

桃德公司與被處分人鴻茂公司尚不得以此而卸免案關廣告

於交易決定前所生不當誘引交易之責任。 

六、 綜上，被處分人桃德公司與被處分人鴻茂公司銷售地處乙

種工業用地之案關建案，而於廣告中使用住宅相關用語，

就商品之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

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

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經濟日報100年3月2日房產專刊廣告。 

二、 被處分人桃德公司102年5月2日陳述書、102年7月17日陳述

紀錄及102年7月17日補充陳述書。 

三、 被處分人鴻茂公司102年5月21日陳述書、102年7月18日陳

述紀錄及102年7月18日補充陳述書。 

四、 桃園縣政府工務局102年4月26日桃工建字第1020025795號

函。 

五、 聯合報股份有限公司102年5月29日經工字第102262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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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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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8 號 

被處分人：森永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690442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康樂街 136 巷 3弄 6號 5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藍晶鑽省油器「節省燃油10%～30% 省

油效果經過日本國立大學實驗證實！！」，就商品之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站(網址：http://www.morinaga-taiwan.com/pro 

duct_hig.html)宣稱藍晶鑽省油器「節省燃油 10%～30% 省油效

果經過日本國立大學實驗證實！！」，惟並未提出公正驗證機構

之書面實驗數據報告，疑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規定。 

理   由 

一、 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易之慣用手法，廣告行為主體對於其

所對外散發之廣告，應克盡查證及真實表示之義務，倘廣

告主未能確定廣告之真實性，除使交易相對人無法正確選

擇所需商品外，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不公平

競爭。查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藍晶鑽省油器「節省燃油 10%

～30% 省油效果經過日本國立大學實驗證實！！」(下稱系

爭廣告)，據被處分人稱系爭廣告係依據日本供應商之「NEO 

SOCKET α」商品廣告及其所提供国立大学法人帯広畜産大

学(下稱帯広畜産大学)畜産科学科之性能試驗成績等資料

翻譯刊載，且「NEO SOCKET α」與「藍晶鑽省油器」係為

同一商品，惟被處分人並無帯広畜産大学校方關防章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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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人員署名文件及公正驗證機構之書面實驗數據報告以資

佐證，是系爭廣告宣稱與事實不符，足以引起交易相對人

錯誤認知並為交易之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藍晶鑽省油器「節省燃油

10%～30% 省油效果經過日本國立大學實驗證實！！」，就

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

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

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

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

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網址：http://www.morinaga-taiwan.com/p 

roduct_hig.html)資料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月 16 日陳述書、102 年 6月 21 日陳述紀

錄及 102 年 7月 12 日補充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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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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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29 號 

被處分人：格柏蕾蒂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908508 

址    設：新北市淡水區中正東路二段 29之 5號 2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參加人簽訂書面契約未載有

法定應記載事項；及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銷售商品之種

類、數量及金額等書面資料，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22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與參加人締結載有

法定事項之書面參加契約，並將 102 年 8月、9月締結之參

加契約送本會備查。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 102 年 6 月 14 日於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為業務檢查，

查得被處分人與○○○等 15 位參加人簽訂之獨立事業商入

會申請暨契約書(即參加契約書)，參加契約內容未包括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8 款規定事項，

即被處分人將空白參加契約書首頁正面傳真或掃描後寄送

予參加人，該等參加人簽名、填載資料後再寄回，事後亦未

將法令規定應記載事項補具於參加契約中。另業務檢查時營

業所未能備置銷售商品之種類、數量及金額等書面資料，而

於 102 年 6 月 24 日始提供被處分人銷售商品之進銷存資料

到會。 
二、被處分人就案關事實陳稱，略以：被處分人與○○○等 15

人簽約時，參加契約書雖未包括契約書背面相關條款，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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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業務檢查後，被處分人即與○○○等 15 位參加人補簽

含契約書背面相關條款之參加契約書正本，並提供完整契約

書供參。另被處分人因疏忽未能於營業場所備置銷售商品之

種類、數量及金額的商品庫存表，被處分人現已請委任之會

計師，將每月作成之商品庫存表，寄送至被處分人之營業所

備存。 
理  由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參加人締結書面

參加契約；參加契約應包括前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8 款事

項。」同辦法第 22條第 1項復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

主要營業所備置下列書面資料，按月記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之發展狀況：……五、銷售商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

及其有關事項。（下略）」 

二、案查被處分人於招募參加人時，除與參加人簽訂之參加契約

書外，另交付參加人之事業手冊，其內容載有傳銷制度、商

品相關資料、多層次傳銷法令外、另附有乙份空白之參加契

約書，及該契約書之背面條款，而該事業手冊所載內容亦屬

契約內容之一部分。本會業務檢查時，查得被處分人與○○

○等 15 人簽訂參加契約書，僅將空白參加契約書首頁正面

傳真或掃描後寄送予參加人，該等參加人簽名、填載資料後

再寄回，所簽訂契約參加契約內容均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8 款規定事項，而其中○○

○等 3人於簽約時未給予事業手冊，核其行為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另本會業務檢查時，查

得被處分人未於其營業所備置銷售商品之種類、數量及金額

等書面資料，雖於業務檢查後，始提供被處分人銷售商品之

進銷存資料到會，惟其行為亦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參加人簽訂書面契

約未載有法定應記載事項；及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銷售商品

之種類、數量及金額等書面資料，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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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

交易法第42條第3項及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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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0 號 

被處分人：日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969693 

 址    設：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 5鄰國華街 72 巷 4 弄 1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52 創意宅」建案廣告上，對於建築物用

途為辦公室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及圖片，就商品之

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新竹市政府函移被處分人銷售「52 創意宅」建案廣告

涉有不實略以：案關建案領有新竹市政府核發之 101 府工

建字第 244 號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惟案關建

案廣告 DM 標示「創意宅」之宅字、「我的摩宿」之宿字及

「工作室+家」之家字均有住宅之意，與建造執照用途不

符；另查案關建案建造執照，依其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二

種住宅區，第二種商業區」，得依住宅使用；惟依本案設計

之樓層高度，除全部變更設計降低樓層高度，配置住宅相

關設備(廚房)，重新檢討挑高位置等依建築技術規則重新

檢視外，無法變更做住宅使用，爰認涉有廣告不實，遂移

請本會辦理。 

二、 另經本會上網檢索，查得五吉不動產顧問有限公司(下稱五

吉公司)5G-新竹房地網刊載案關建案廣告，網頁廣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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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至圖 15/17 刊登客廳、餐廳、廚房、臥室等住宅裝潢

傢俱之圖片，爰併予調查。 

三、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案關建案為被處分人所投資興建及銷售之預售屋建案；

案關廣告 DM 由被處分人委託角隅廣告設計，製作份數

10 萬份，並委由全家廣告社派發，散發期間為 101 年 10

至 12 月，散發地點為接待中心及新竹市南區，目前已無

散發；另案關建案銷售現場擺放 5G-新竹房地網之網頁

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之期間為 101 年 9月至 102 年 2

月；又案關建案除案關廣告 DM 外另於 101 年 9 月 8 日蘋

果日報刊登廣告。 

（二） 案關建案之建築用途為辦公室申請，案關廣告 DM 文宣所

提之「創意宅」、「我的摩宿」、「工作室+家」等文字，在

於讓購屋者能在一個完全像家的溫馨環境裡工作，並非

死板硬式的工作室，除能達到紓解工作上壓力，更進而

能提高工作能力與進度。案關建案於銷售上除了一定會

口頭上告知參觀之客戶外，於銷售現場與廣告宣傳單上

都有加註「本建案為辦公室申請」之字樣，預防參觀之

客戶有所誤解；另被處分人就案關建案，已更改名稱為

「52 創意」。 

（三） 案關蘋果日報廣告宣稱「創意宅」、「走出家門 5~8 分鐘

均可到達......」、「學區則有西門國小......，智慧佈

局於家的左右」等語之意涵，主要是強調環境、交通之

便利性，不能說有「家」字樣就是住宅，辦公室之辦公

環境也可以有家安全、溫暖之感覺。 

（四） 案關 5G-新竹房地網之案關建案網頁廣告為五吉公司免

費服務，無委刊費用，網頁是新竹房地網製作；案關建

案網頁廣告之數據為被處分人提供，網頁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刊登客廳、餐廳、廚房、臥室等裝潢傢俱之

圖片不是被處分人設計圖，非被處分人提供，是汎德系

統傢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汎德公司)為室內設計營利需

求主動提供五吉公司刊登，圖面意涵與案關建案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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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不符。被處分人就案關建案無建樣品屋，有關辦公

傢俱之擺設及銷售事宜由汎德公司承攬，為被處分人之

協力廠商，汎德公司人員基於營業及獲利需求，於案關

建案銷售現場擺放前揭網頁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並

主動提供給買方推銷商品。 

（五） 被處分人就案關建案並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變更建築用

途為住宅。案關建案原設計樓層高度為 5.2 公尺，其用

途僅得登記為辦公室，依法不能申請變更為住宅。 

四、 經函請五吉公司陳述及補充陳述，略以： 

（一） 案關建案於 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廣告為五吉公司免費

為被處分人刊登，刊登日期為 101 年 9 月起刊登，102

年 2 月於收到本會書函後，已立即將廣告頁面下檔，刊

載內容相關文字由被處分人所提供。 

（二） 案關建案的網頁圖檔由被處分人請五吉公司向汎德公司

索取樣品屋圖片。五吉公司對網路上個案圖片，未曾自

行製作，皆由建設公司或廣告公司提供相關圖檔。 

五、 經函請汎德公司書面陳述，略以： 

（一） 案關建案於 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為汎德公司主動提供予五吉公司刊登，且係自行

設計拍攝於汎德公司展示區的圖片。 

（二） 汎德公司與五吉公司亦為熟識，汎德公司知悉五吉公司

於 5G-新竹房地網提供各家建案之資訊，汎德公司因為

生意需求，主動提供案關網路廣告圖片予五吉公司。 

六、 經函請新竹市政府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事證，略以： 

（一）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

使用類組使用……」，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有左列情形

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

經營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

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

得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

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

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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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使用建築物者。」惟本案尚未領有使用執照，未有

使用之事實，故無前開規定之適用。 

（二）經查本建案中雅段 28-2 及 28-4 地號土地位屬「擬定新

竹（含香山）都市計畫（市中心地區）細部計畫」範圍

內，中雅段 28-2 地號土地為第二種住宅區，同段 28-4

地號土地為部分第二種商業區、部分第二種住宅區，本

案作住宅使用，尚不違反都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

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

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

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行為的重要判斷

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

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選擇，且將導

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故不實廣告

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行

政法上之責任。 

二、 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資興建及銷售之預售

屋建案，為案關建案出賣人，又案關建案廣告 DM 上載

明「投資興建/日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顯見被處分人

係以自己名義使用廣告，並藉由該等廣告行銷其商品，

故可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五吉公司為網路平台業者，依被處分人提供之建案

資料及汎德公司自行設計拍攝於汎德公司展示區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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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免費為被處分人刊登案關建案網頁廣告，該公司僅

提供案關廣告免費刊登平台，並未參與廣告製作及利潤

分配等情事，對廣告內容尚無支配權，其經營型態為廣

告媒體業，難認為本案廣告主。 

（三） 又查案關建案於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廣告圖7/17至圖

15/17 為汎德公司提供予五吉公司刊登，惟汎德公司與

被處分人或五吉公司並無任何契約關係，且未收受利

益，亦非案關建案之興建與銷售者，僅屬建案銷售作業

之協力廠商，尚非本案廣告主。 

三、 本案廣告行為客體： 

（一） 查被處分人自承案關廣告 DM 由被處分人委託角隅廣告

設計、製作，並委由全家廣告社派發，及另於蘋果日報

刊登廣告，故該廣告 DM 及蘋果日報廣告為本案廣告客

體。 

（二） 次查就案關刊登於 5G-新竹房地網網站之案關建案廣告

部分，被處分人自承就該網頁廣告所刊載之數據為被處

分人提供，另網頁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係汎德公司

為室內設計營利需求主動提供予五吉公司刊登，汎德公

司為被處分人之協力廠商；復據五吉公司表示，前揭網

頁廣告所載之內容相關文字由被處分人所提供，網頁圖

檔由被處分人請五吉公司向汎德公司索取，嗣由五吉公

司予以刊登於 5G-新竹房地網網站，故該網頁廣告為本

案廣告客體。另有關案關建案銷售現場擺放 5G-新竹房

地網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部分，被處分人自承，汎

德公司人員基於營業及獲利需求，於案關建案銷售現場

擺放並主動提供給消費者參考，爰其亦屬本案廣告論究

範圍。 

四、 案關廣告刊載住宅使用文字及圖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

類組使用……」，再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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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

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

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

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更使用擅

自使用建築物者。」復據新竹市政府表示，案關建案領

有新竹市政府核發之 101 府工建字第 244 號建造執照，

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另查案關建案建造執照，依其土

地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宅區，第二種商業區」，以住宅

使用，雖不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惟依本案設計

之樓層高度，除全部變更設計降低樓層高度，配置住宅

相關設備(廚房)，重新檢討挑高位置等依建築技術規則

重新檢視外，無法變更做住宅使用。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

承購與否及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

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

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罰鍰、或勒令拆除、

停止使用、恢復原狀等處分之風險。本案「52 創意宅」

建案各層用途既核准為辦公室，因使用類組不同，作為

一般住宅使用，即應辦理變更用途，惟查案關建案除全

部變更設計降低樓層高度，配置住宅相關設備(廚房)，

重新檢討挑高位置等依建築技術規則重新檢視外，無法

變更做住宅使用已如前述，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建

案原設計樓層高度為 5.2 公尺，其用途僅得登記為辦公

室，依法不能申請變更為住宅。查案關廣告刊載「創意

宅」、「我的摩宿」及「工作室+家」、「走出家門 5~8 分鐘

均可到達......」、「學區則有西門國小......，智慧佈

局於家的左右」等語，及於 5G-新竹房地網刊載案關建

案廣告，網頁廣告圖 7/17 至圖 15/17 刊登客廳、餐廳、

廚房、臥室等住宅裝潢傢俱之圖片，並擺放於案關建案

銷售現場提供給消費者參考，整體以觀，均有使一般消

費大眾誤認案關建案除供辦公室用途外，亦可供一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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宅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易決定之虞，然卻難以知悉

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日後倘將該建案為一般

住宅使用，有遭罰鍰、勒令拆除、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

等處分之風險。是以，前開廣告表示內容與事實不符，

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

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

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

以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雖辯稱案關建案於銷售上除了一定會口頭上告

知參觀之客戶外，於銷售現場與廣告宣傳單上都有加註

「本建案為辦公室申請」之字樣，預防參觀之客戶有所

誤解等云云。惟被處分人未舉證以實其說，亦難認消費

者均明瞭本案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即無法做住宅使用

及其違法風險，且案關廣告內容，於對外刊載、使用時，

即就其所載內容達到招徠效果，則無論是否於事後另向

消費者說明，均不影響被處分人廣告不實責任之認定；

另查案關廣告 DM 雖有加註「本建案為辦公室申請」之文

字，惟如前述，案關廣告 DM 易使消費者誤認案關建案可

供一般住宅使用，縱經廣告 DM 為建物用途之揭示，綜合

觀察其整體廣告效果，仍易使消費者誤認案關建案除供

辦公室使用外，亦得供作一般住宅使用，尚難因其已揭

示建案為辦公室申請，即得避免消費者誤認。綜上，被

處分人尚不得據其主張免責。 

（四） 被處分人復辯稱 5G-新竹房地網刊載案關建案網頁廣告

圖係由汎德公司提供，非被處分人設計圖，惟查事業對

於廣告內容具有「約制、監督」之義務，事業如明知或

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而仍任由刊載或

使用，即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本案被處

分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協力廠商汎德公司之圖片有不實

之虞，被處分人卻仍任由汎德公司於建案銷售現場擺

放、使用，並提供予購屋人參考及五吉公司刊載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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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處分人違反「約制、監督」其廣告表示或表徵之

正確性義務，可見被處分人所辯實屬推托之詞。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銷售「52 創意宅」建案廣告上，對

於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及圖

片，就商品之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

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

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

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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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1 號 

被處分人：衣博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211153   

址    設：臺中市豐原區永康路 267 巷 17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及加盟簡章廣告，宣稱「唯一可達到

衣物零遺失」、「唯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等語，就其服務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推廣銷售洗衣業務，宣稱「唯一可達到衣

物零遺失」、「唯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及加盟簡章廣告宣稱「唯

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等語，涉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理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推廣銷售洗衣業務，宣稱「唯一可

達到衣物零遺失」、「唯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及加盟簡章

廣告宣稱「唯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等語，予人印象為衣

博士公司於處理客戶送洗之衣物，可以做到衣物零遺失。 
二、案經調查被處分人新埔中正店於 101 年 5 月 16 日發生遺失

大衣領子毛邊，新竹西大店於 102 年 1 月 11 日發生遺失帽

子毛邊，新竹建中店 102 年 2 月 19 日發生遺失羽毛外套內

裡，竹北福興店分別於 101 年 7 月 19 日、102 年 4月 16 日

發生遺失七分褲及一件浴巾；另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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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除前揭新埔中正店等門市曾發生衣物遺失外，尚有台

中漢口店 100 年 1 月 6 日發生上衣遺失，彰化和平店 100

年 5 月 28 日發生可拆式套頭帽遺失等情，是案關廣告表示

顯與事實不符，核屬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洵堪認定。 
三、被處分人雖表示，案關廣告宣稱零遺失係指衣物的主體而

言，衣物的配件或配飾等非主體物件，並非為被處分人廣

告所指零遺失的項目等云云。惟查案關廣告表示足令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誤認被處分人可做到衣物零遺失，且不論是

衣服之配件、配飾皆為衣服整體之一部分，對消費者而言，

衣服是整件送洗，不論是在被處分人門市收件、司機點收

不確實或配件未經掃瞄作業而出廠等人為問題，倘未能完

整取回即有遺失之情，況查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期間除發

生衣服之配件、配飾遺失外，亦曾發生整件衣物遺失，可

見被處分人所辯實屬推托之詞。 

四、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及加盟簡章廣告，宣稱「唯

一可達到衣物零遺失」、「唯一可做到衣物零遺失」等語，

就服務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及加盟簡章廣告。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4 月 11 日陳述書、102 年 4 月 24 日、102

年 7 月 9 日、102 年 7 月 15 日補充陳述書及 102 年 7 月 9

日到會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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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21 條第 3項：前 2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184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2 號 

被處分人：樺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207953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龍潭街 302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深耕 No.3」建案，於招待會館現場散發之

廣告圖冊、現場平面圖廣告、於房地王網頁刊載之網路廣

告等，將原規劃用途為陽台空間部分劃作臥室、衛浴等住

宅室內空間，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下稱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日前向被

處分人訂購「深耕 No.3」建案房屋，並繳付訂金。然被處

分人的廣告單並未說明案關建案 1 樓至 4 樓的衛浴空間係

「陽台」外推的違建，檢舉人對案關建案於房地王有限公

司（下稱房地王公司）之網頁廣告平面傢俱配置圖、招待

所現場平面圖廣告與房屋買賣合約書之房屋配置圖的差異

亦無法區辨何者合法；被處分人日後另要求檢舉人簽署系

爭違建部分係檢舉人自行要求改建之切結書。至交屋後，

檢舉人對照使用執照發現案關空間應屬「陽台」用途，系

爭建案將其劃為室內空間作為衛浴用途使用，並未領有合

法之使用執照，係屬違章建築。爰來函檢舉「深耕 No.3」

預售屋廣告涉有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到會陳述，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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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爭深耕 No.3 建案確為被處分人興建與銷售，劃為特

A、A、B、C、D 共 5 區，分別座落於臺南市永康區鹽洲

一街、鹽洲二街等地段，其自 100 年 12 月 10 日開始興

建，101 年 12 月起陸續交屋。 

（二） 案關建案網頁廣告刊載期間為 100 年 10 月 15 日至 102

年 3 月 4 日，其中 100 年 11 月 29 日至 101 年 6 月 30

日係被處分人向房地王公司付費購買刊載於房地王網站

首頁的連結圖示，點選首頁付費連結後進入之案關建案

網頁廣告部分係由被處分人提供資料予房地王公司上

傳；在付費期間過後，房地王公司僅會移除首頁之付費

連結，案關建案網頁廣告部分房地王公司並不會更動，

房地王公司亦未參與案關建案銷售利潤分配。 

（三） 被處分人另印製實體彩色廣告圖冊 500 份，計發放 250

份，尚餘 250 份，於 100 年 12 月至 101 年 6 月之銷售期

間於案關建案接待中心給予購屋意願高之客戶參考，並

無對外散發。 

（四） 案關現場平面圖廣告為被處分人自行列印製作，自 100

年 10 月起至 101 年 6 月底止，於系爭建案接待中心針對

現場看屋的客戶，影印黑白平面圖對照解說，並未對外

發放。 

（五） 前述各廣告（含實體及網路）中之平面傢俱配置圖虛線

外部分原規劃用途為陽台，因客戶購屋目的係將房屋出

租，為增加使用空間，始將該陽台空間外推為浴室或廁

所等室內空間使用。被處分人於消費者購屋時已明確告

知「虛線外部分原空間規劃為陽台」，在房屋買賣合約書

之建照圖亦已清楚標示，並與消費者簽訂客戶增減工程

材料明細表，於客戶簽署該同意書後，始會進行前述陽

台外推的二次施工，倘客戶未同意簽署，被處分人不會

逕予施工。 

（六） 被處分人於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並未針對案關建

案將陽台變更為臥室或浴室等室內空間使用另向主管機

關申請變更設計。故案關建案將陽台空間變更為臥室或

186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浴室等室內空間使用之二次施工屬一般俗稱陽台外推之

違章建築，當有人向主管單位檢舉告發後，可能會遭到

主管機關強制拆除。案關建案賣出之戶別應均有陽台外

推之二次施工，屬於違章建築之情況。 

三、 經函請房地王公司書面陳述、補充書面陳述，略以： 

（一） 台南房地王網站為房地王公司所架設與經營管理，然房

地王公司同時間搜集全國建案量約有 3000 件，一年累積

即達近萬件，各建案資料何時上網及更換，房地王公司

無法全面紀錄在案，倘建案業主或銷售人員願付費刊登

廣告，房地王公司會將其選擇之廣告位置與建案廣告網

頁連結，以增加建案廣告的點閱率，惟刊登廣告與案關

建案廣告資料何時上網或更換何種資料並無相關。 

（二） 案關「深耕 No.3」建案付費廣告刊登位置為台南房地王

網站永康區首頁，刊載期間自 100 年 11 月 29 日至 101

年 6 月 30 日止，而案關建案廣告各種資料刊載於房地王

公司網站期間為 100 年 10 月 15 日至 102 年 3 月 4 日。

案關建案廣告原始檔案均為該建案企劃人員所提供，至

其何時上網及更換，房地王公司並無紀錄。 

四、 經函請臺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事證獲復，略以： 

（一） 系爭建案原核准用途為住宅、陽台、停車空間等用途。 

（二） 案關建案廣告之平面傢俱配置圖標示之虛線部分，作為

臥室或衛浴等空間使用確與使用執照不符，屬陽台外推

形式之違章建築。 

（三） 案關建案廣告之平面傢俱配置圖標示之虛線部分使用

執照用途為陽台，被處分人並未針對前述規劃用途申請

變更設計為臥室或衛浴等空間使用。 

（四） 系爭建案各建築物申請容積未盡相同，得否申請變更為

室內空間須視個案認定。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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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

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

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

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行為的重要判斷

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

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選擇，且將導

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故不實廣告

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行

政法上之責任。 

二、 有關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一） 查案關建案廣告由被處分人自行設計製作，並製成廣告

圖冊及現場平面圖廣告文宣於招待會館散發予一般消費

者；被處分人另將相同廣告內容製成案關網路廣告刊載

於房地王網站，爰足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房地王公司就案關網路廣告內容並無審閱之權，僅

一次性的獲取被處分人支付於一定期限內可由網站首頁

付費圖示連結至案關建案網路廣告權利之價金；此外，

房地王公司亦無法從被處分人嗣後銷售案關建案之成果

獲取利潤，爰難認房地王公司屬案關建案廣告主。 

三、 案關建案廣告將原規劃用途為陽台空間部分劃作臥室、衛

浴等住宅室內空間，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被處分人將案關建案廣告圖冊及網路廣告中之平面傢俱

配置圖、招待會館之現場平面圖的虛線部分劃為臥室或

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就廣告整體內容綜觀之，予一般

消費大眾之印象係該廣告的虛線部分屬室內空間，可供

案關廣告內容之臥室或衛浴空間等用途使用。然據臺南

市政府之專業意見，案關廣告平面傢俱配置圖、現場平

面圖等虛線所示部分於使用執照核准用途為「陽台」，被

處分人於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並未向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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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申請變更設計，將前述空間用途由「陽台」變

更為臥室等住宅室內空間使用，故系爭建案廣告虛線部

分作為臥室或衛浴等空間使用核與使用執照不符，屬陽

台外推形式之違章建築。另據被處分人陳述，案關建案

以「二次施工」方式增建之違章建築部分，倘有民眾向

主管機關舉報，該違章建築部分將遭主管機關強制拆除。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中登載之文字說明與景觀圖示、室內空

間平面配置圖等內容，對消費者是否購買該房屋之決定

影響甚鉅，其中室內可用空間之多寡更是影響消費者願

意給付價格的關鍵因素之一。當一般消費者就案關廣告

整體內容觀之，應可認其倘購買系爭建案之房屋，其室

內使用空間可如案關廣告呈現之內容般合法且實質的使

用前述虛線部分之住宅室內空間（供臥室或衛浴等住宅

室內用途使用）。若一般消費者知悉前述廣告虛線部分倘

作為住宅室內空間使用，恐有與核准使用執照之用途相

背，致有遭強制拆除之風險，自會影響其是否購買系爭

建案房屋之決定。因此，案關廣告內容之表示核與事實

不符，且已足令一般消費者對案關標的物用途與內容生

錯誤之認知致做出有誤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

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

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其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情，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主張案關廣告圖冊及現場平面圖廣告文宣並

未對外發放，僅給予購屋意願高之客戶參考一事，蓋案

關實體廣告印製數量 500 份，僅餘 250 份，發放數量 250

份已超過系爭建案欲銷售之戶數（31 戶）數倍，且一般

民眾均可進入案關建案招待會館獲取案關廣告圖冊及現

場平面圖等廣告文宣，被處分人核已具向不特定人發放

廣告之情，更遑論案關建案廣告另刊載於房地王等網站

上，其業足對消費者產生相當之招徠效果。 

（四） 另被處分人辯稱於消費者購屋時已明確告知「虛線外部

分原空間規劃為陽台」，在房屋買賣合約書之建照圖亦已

清楚標示，並與消費者簽訂客戶增減工程材料明細表等

情，按被處分人僅於案關廣告文宣之平面傢俱配置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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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劃上虛線，一般消費者就整體廣告綜觀之，實難獲知

該虛線部分原規劃用途係陽台而不能供住宅等室內空間

使用，況被處分人亦未就所稱明確告知提出相關具體事

證以證其說；至於契約僅係事業於特定人為交易決定

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權利義務等規範，與廣告目的並

不相同，故契約之另為補充、補正說明並不影響不實廣

告之認定，被處分人尚不得據此主張免責。 

（五） 復論之，當欲購屋之消費者至招待會館詢問時，倘被告

知案關廣告虛線部分係陽台外推之違章建築；甚或於繳

付訂金簽約後，才得知前述訊息，案關廣告仍已吸引消

費者前往招待會館洽購，已產生招徠或提高潛在之交易

機會之效果，縱消費者得知案關廣告虛線部分係違章建

築後不願購買，其耗費之時間、勞力、交通費等成本亦

無從回復；已繳付訂金者，更面臨違約不買會遭沒入訂

金，或承擔該陽台外推違建部分遭主管機關拆除之風

險。故實難認案關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對市場競

爭秩序及消費者權益無不利影響。 

四、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招待會館現場散發

之廣告圖冊、現場平面圖廣告、於房地王網頁刊載之網路

廣告等，將原規劃用途為陽台空間部分劃作臥室、衛浴等

住宅室內空間，係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依公平

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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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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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3 號 

被處分人：星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0896187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基湖路 3 巷 47 號 8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頁宣稱「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i-burn 系列

助妳燃脂！」、「AVIA 塑身鞋是唯一擁有<美國足部醫療協

會>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通過美國足

部醫療協會認證的獨家足弓健力盾（ Archrockerr® 
Technology）科技」，就商品之品質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公司網頁宣稱：「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i-burn
系列助妳燃脂！」、「AVIA 塑身鞋是唯一擁有<美國足部醫療協

會>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通過美國足部醫

療協會認證的獨家足弓健力盾（Archrockerr® Technology）科技」

等，疑涉有不實，爰依職權立案進行調查。 

理   由 

一、 按被處分人前與美國 American Sporting Goods Corporation
簽約於台灣代理銷售 AVIA 品牌，於其公司網頁宣稱：

「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i-burn 系列助妳燃脂！」、「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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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身鞋是唯一擁有<美國足部醫療協會>與<台灣足踝醫療

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通過美國足部醫療協會認證的獨

家足弓健力盾（Archrockerr® Technology）科技」等，相

關廣告予人之印象，係消費者穿著該公司所銷售「i-shape」
或「i-burn」系列美體塑身鞋款運動或行走，即有助於獲得

「瘦身」或「燃脂」之效果；且系爭鞋款是唯一擁有<美國

足部醫療協會>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並

於製造過程中使用通過美國足部醫療協會認證的獨家足弓

健力盾（Archrockerr® Technology）科技。 
二、 就系爭廣告宣稱「iburn 系列助妳燃脂」及「ishape 系列讓

妳瘦身」之真實性，雖被處分人表示「iburn 助妳燃脂」及

「ishape 讓妳瘦身」實乃鞋款之系列名稱，係被處分人為

利消費者辨識，自行於英文後加上中文名稱，並非強調穿

上即可產生瘦身及燃脂之功效，惟查系爭廣告用語係「iburn
系列助妳燃脂」及「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與被處分人主

張僅為鞋款名稱之「iburn 助妳燃脂」及「ishape 讓妳瘦身」

尚非一致，且查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所稱之表示或表徵，係

指以文字等足以表達或傳播具有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念之

行為，是縱依被處分人主張，「iburn 助妳燃脂」及「ishape
讓妳瘦身」係其自行訂定用以強化消費者之辨識，以利與

他事業商品做出區隔之系爭商品名稱，系爭行為仍難謂非

為表達或傳播具有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念，亦難謂上開商

品名稱非為該商品之表示或表徵。被處分人未能提出針對

其「iburn」及「ishape」美體塑身鞋款所做足資佐證確具有

所宣稱有助於「燃脂」及讓人「瘦身」等效能之學理依據

或臨床實驗證明，即難認其宣稱「iburn 系列助妳燃脂」、

「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及「iburn 助妳燃脂」、「ishape 讓

妳瘦身」為信而有徵，核已就商品之品質及用途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 關於系爭廣告宣稱「AVIA 塑身鞋是唯一擁有<美國足部醫

療協會>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之真實

性，按被處分人已自承其雖曾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洽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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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事宜，惟並未完成相關程序，意即相關產品並未獲得該

學會之認證。是無論系爭產品是否已獲得美國足部醫療協

會授權使用其認證標章，其宣稱系爭產品獲得台美相關足

踝醫療學會雙認證均屬無據，核已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 另就系爭廣告宣稱「i-shape 系列」及「i-burn 系列」鞋款

為通過美國足部醫療協會認證的足弓健力盾科技

（Archrockerr® Technology）之真實性，按被處分人於調查

過程中並未針對上開宣稱提出相關事證以實其說，其所提

出之說明及事證資料僅係用以證明該產品具有「Shear 
Cantilever® System」（按被處分人於廣告中宣稱為蛛網式避

震系統），核與案關宣稱無涉，是系爭宣稱難謂有據，已就

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i-shape」及「i-burn」兩系列之

「Avi-motion 美體塑身鞋」，宣稱「i-shape 系列讓妳瘦身，

i-burn 系列助妳燃脂！」、「AVIA 塑身鞋是唯一擁有<美國

足部醫療協會>與<台灣足踝醫療學會>雙認證的塑身鞋」、

「通過美國足部醫療協會認證的獨家足弓健力盾

（Archrockerr® Technology）科技」，已就其商品之品質及

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

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

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

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頁廣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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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7 日星裕（財）字第 10200007 號、102
年 6 月 4 日星裕（財）字第 10200008 號函及 102 年 5 月

28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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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4 號 

被處分人：弘瀚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730775 

址    設：臺中市豐原區圓環東路 406 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刊登「收藏家 61 公升三

層式電子防潮箱(AD-66)」廣告，宣稱「世界第一、銷售冠

軍」，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刊登「收藏家 61 公升三層式

電子防潮箱(AD-66)」廣告，宣稱「世界第一、銷售冠軍」，疑涉

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按事業倘於廣告中以具體文字對商品或服務為表示或表

徵，諸如「第一」、「冠軍」或「最大」等最高級用語，須

有客觀數據或調查報告足以證明，倘廣告主未盡其查證義

務，或所提供之調查報告顯有未足，則其廣告即有構成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虞。 

二、 查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刊登「收藏家 61 公升

三層式電子防潮箱(AD-66)」廣告，宣稱「世界第一、銷售

冠軍」，並提供 PChome 24h 購物網站之銷售排行榜佐證該

商品乃所有不同型號防潮箱中銷售成績最佳之商品。惟查

前開銷售排行榜僅為單一購物網站之銷售紀錄，尚不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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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系爭廣告所稱「世界第一、銷售冠軍」，況且該排行榜

所載第 1名商品乃「收藏家 61公升電子防潮箱 PC-62」，與

系爭商品之型號「AD-66」有別，實屬兩種不同商品，所提

事證不足採信。準此，被處分人並未提供其他客觀數據或

調查報告以佐證系爭廣告之真實性，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系爭廣告宣稱「世界第一、銷售冠

軍」，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

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

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2 年 4月 9日所刊登「收藏家 61公升三層式電

子防潮箱(AD-66)」網路廣告資料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4月 25日陳述書及 102 年 6月 5日陳述紀

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

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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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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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5 號 

被處分人：視連科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113396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58 巷 38 弄 36 號 2 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轉售 VICO 行車紀錄器之價格，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向耀星數位科

技有限公司(下稱耀星公司)經銷商世暉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世暉公司)購買一批視連科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VICO DS2 行車紀錄器，經由雅虎或

露天拍賣平台轉賣，然耀星公司透過電話或拍賣平台

留言稱「我司為 VICO DS2 之原廠，因您的販售價格已

經違反我司所協定之網路販售價格 4780 送 8g，請貴

司…修改至正確價格，否則我司將請相關人員協助下

架…」強制規定檢舉人拍賣價格，並表示若不依指示

將以斷貨或販售商品不保固或向雅虎、露天拍賣平台

檢舉侵犯耀星公司著作權、商標權等方式處理，致檢

舉人利益受損及貨品庫存累積，耀星公司所為涉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二、 調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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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耀星公司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該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販售行車記錄器，除自有品

牌 STAR EYE 外，另 101 年 8 月 31 日前為被處分人

總代理商，故亦販售 VICO 行車紀錄器，雙方並訂

有商品供貨合約書；另耀星公司供貨予世暉公司，

負責代理及經銷事宜，雙方亦訂有商品供貨合約

書。 

2、 耀星公司與世暉公司係以買斷方式交易商品，市售

案關商品價格係由雙方依據公司支出、工廠製造費

用及廣告行銷費用等共同討論出來，該價格計有實

體門市、網購及網拍/網路商店等三種市售價格。 

3、 耀星公司及世暉公司均會於網路上留意案關商品

販售價格偏低之賣家，倘該等賣家留有聯絡資訊或

世暉公司知道是那家下游業者，即直接聯絡，要求

修正價格，倘對方不予理會，耀星公司即主動或應

世暉公司要求以電傳方式通知網路平台，請其協助

下架。 

4、 因網路平台對檢舉有制式格式，而格式內並無與價

格相關之選項，故耀星公司僅就其中較適合選項加

以勾選，通常於奇摩平台會勾選商標仿冒，而於露

天拍賣則勾選「刊登物品抄襲有著作權之文字或圖

片」，並無檢視網路平台賣家是否真有違反智慧財

產權，向網路平台檢舉的目的只為促使網路平台協

助商品下架。 

（二）另函請網路平台業者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下稱雅虎公司）與露天市集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露天拍賣）說明渠等處理事

業檢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流程，略以： 

1、雅虎公司 

（1）雅虎公司係經營電子商務拍賣平台，僅提供平台

供廠商或會員刊登相關商品，並維護系統正常營

運，相關銷售文案內容均由廠商或會員自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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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護。 

（2）智慧財產權權利人檢舉流程分著作權及商標或專

利權二種，其中著作權權利人欲檢舉，應依據雅

虎公司訂定之「奇摩著作權保護政策」規定，填

具「著作權侵害通知書」聲明其為著作權人，雅

虎公司即受理檢舉，但僅形式上審核著作權利人

姓名、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是否真實，並

不確認著作權利人對所檢舉之商品是否確實享

有著作權，並依據著作權利人聲明將商品移除後

通知被檢舉會員；被檢舉會員對權利人主張有異

議時，可填具「著作權侵害異議通知書」，雅虎

公司接獲後即轉送權利人，倘權利人於接獲該通

知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未提出對該會員之

訴訟證明，該會員即可自行重新上架。另商標或

專利權檢舉人應依據雅虎公司訂定之「商標權及

專利權人檢舉侵權商品辦法」於第一次檢舉時填

具「權利人聲明書」，聲明其享有商標或專利權，

雅虎公司僅形式審核是否具備權利證明文件，爾

後商標或專利權權利人欲檢舉時，僅須填具「檢

舉通知書」，雅虎公司並不進行審查，逕依權利

人之檢舉予以移除；被檢舉會員如有疑義，可透

過客服管道反映申訴，並視實際情形檢附販售物

品並無侵權之證據（如受原廠授權販賣證明或享

有商標權之註冊證明等）。 

（3）雅虎公司對於違規情形重大者(如嚴重侵犯他人

智慧財產權與專利權等)，只要有一次不良紀錄

即立即停權處分，初次停權 7天、第二次停權 30

天，第三次則永久停權，不再給予復權機會。雅

虎公司於下架或停權之時，均會同時寄發電子郵

件予該會員，並通知其違反之拍賣規則，但不會

針對違反之智慧財產權及侵權範圍告知會員。 

2、露天拍賣 

（1）露天拍賣網站僅提供系統服務、網站空間予各賣

201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家使用，並不介入賣家與消費者間之交易，故賣

家對其製作刊登之網頁內容及商品訊息負所有

法律責任。倘主管機關依法函示或權利人依法主

張相關網拍商品涉及違法或侵權，露天拍賣即將

爭議商品下架移除、轉知會員，並函復來函主管

機關或權利人；至於網頁或商品是否侵害第三人

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益，露天拍賣僅就檢舉權

利人所提出之權利要件作形式審查。 

（2）露天拍賣收到著作權權利人之侵權通知後，需立

即移除涉嫌侵權網頁，並通知被檢舉會員，倘該

會員無侵權疑慮，得檢附露天拍賣所提供之「未

侵害著作權聲明」擔保未侵權，如合法定要件，

露天拍賣即回復已被移除之網頁，並將該聲明轉

知權利人，由權利人續行後續侵權爭議事宜。另

權利人就商標或專利提出第一次檢舉時，需檢具

完備權利證明，露天拍賣僅形式審查，爾後以電

子郵件檢舉，即移除該侵權之拍賣網頁，並將涉

嫌侵權事宜轉知賣家會員。 

（三）復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被處分人主要營業項目為自有品牌行車紀錄器之設

計生產及海外市場之銷售推廣，至於台灣地區市

場，100 年 9 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1 日間委由總代

理商耀星公司銷售推廣，101 年 9 月 1 日至 102 年

9 月 1 日間則改由新任總代理商宇祥數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宇祥公司）銷售推廣，被處分人與

前後任總代理商均以買斷方式交易，且僅於商品新

上市時與代理商開會討論初期建議售價（即上市牌

價），之後即未與下游交易相對人訂定任何建議售

價，對於最終零售價並無任何約束。 

2、被處分人與耀星公司之商品供貨合約書第四條第 7

點約定「乙方應配合甲方提出之建議售價，進行市

場價位之維持。若有違反建議零售價之商家出售行

為，應即刻處理。若因此導致市場價格崩跌，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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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停滯，乙方仍應負擔未來 3個月低銷售量。

甲方有權終止乙方總代理之一切權利」係因當時正

欲拓展另一行銷通路，為使洽談順利進行而於當時

訂定了該條款，倘查看與宇祥公司之商品供貨合約

書內容，即無此條款，係因未談成該通路，故無訂

定之需要。 

3、因案關商品之著作權及商標權的使用，應經被處分

人授權才可自由使用，又為避免有些網路賣家意在

以較低價格吸引客戶至其網路賣場購買其他產

品，而無意販售、推廣視連科產品，故當耀星公司

要求開立授權其於網路平台控管案關商品之價格

及圖文著作權之保護授權書時，即依其需求提供；

另僅授權宇祥公司於網路平台控管及保護其自有

品牌商品之圖文著作權及商標權，未授權管控價

格。 

（四）又請世暉公司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世暉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 3C 電腦周邊產品、行車

紀錄器等，其中行車紀錄器以被處分人品牌為主，

與耀星公司係採月結買斷方式交易，與下游業者則

採寄售及賣斷二種方式交易，二者的販售價格均由

世暉公司提供建議售價，最後銷售價格則由客戶自

行決定。 

2、世暉公司與耀星公司之商品供貨合約中有關「雙方

協議市場銷售價格」部分，係先由耀星公司提供產

品建議售價給世暉公司，世暉公司再依市場其他同

業之訂價情形提供意見(如價格太高可能賣不出去

等），並提供建議價格給耀星公司，直到雙方協議

出最後的建議售價，再給予下游客戶。 

3、世暉公司提供建議售價表予下游客戶，希望其儘量

照該價目表販售，因實體通路不易察覺價格販售偏

離情形，但網路販售因有網頁資料可查看，所以該

公司與耀星公司於網路上查到未依該價目表販售

者，通常會先以電話善意溝通，拜託儘量用建議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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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販售，不配合者即交由耀星公司處理。惟僅希望

客戶能在網頁上儘量依照建議售價價目表價格刊

登於網頁，對於實際販售價格完全尊重客戶決定。 

4、因耀星公司規定應配合其提出之零售價，進行市場

價位之維持，及對通路進行合理管控並達成雙方協

議之市場銷售價格，否則得終止合約並向世暉公司

求償，故世暉公司必須對銷售之案關商品的市場終

端價格回報耀星公司，而耀星公司要如何處理，無

權干涉亦與其無關。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

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

利。倘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

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易行為，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

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臨之競

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

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爭，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合

先敘明。 

二、 行為主體：查本案所涉 VICO 品牌行車紀錄器，係由被

處分人產銷供應予耀星公司，再由世暉公司經銷，被處

分人並與耀星公司簽訂供貨合約書，並授權耀星公司控

管Yahoo及 PChome有關被處分人所生產之VICO-DS2行

車紀錄器之價格及圖文著作權之保護，向前開網路平台

提出檢舉下架請求，故被處分人就 VICO 行車紀錄器為

價格維持，而為本案行為主體。 

三、 有關被處分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乙節： 

（一） 查被處分人係VICO品牌行車紀錄器之產製者及原始

供應商，渠透過代理商及代理商所屬經銷通路販

售。次查被處分人於 100 年 9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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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耀星公司簽訂商品供貨合約書。合約到期後則

改由宇祥公司代理，並簽訂商品供貨合約書。復查

被處分人係將商品賣斷予耀星公司，且風險承擔由

耀星公司自負，被處分人與耀星公司應存有經銷關

係，而非代理代辦之商業關係。 

（二） 被處分人雖辯稱案關商品新上市時訂有初期建議零

售價並口頭告知耀星公司，之後並未訂定任何建議

售價，對於最終零售價亦無任何約束云云，惟查被

處分人與耀星公司簽訂商品供貨合約書第四條

「……7. 乙方應配合甲方提出之建議零售價，進行

市場價位之維持。若有違反建議零售價之商家出售

行為，應即刻處理。若因此導致市場價格崩跌、導

致產品銷售停滯，乙方仍應負擔未來三個月最低銷

售量」，且查耀星公司於檢舉人露天拍賣網頁問與答

上留言：「因您的販售價格已經違反我司所協定之網

路販售價格 4780 送 8g，請貴司於下午四點前修改至

正確價格，否則我司將請相關人員協助下架」；又查

檢舉人另遭下架網頁之商品圖文為檢舉人自行拍攝

與被處分人商品圖文並不相同，該網頁 VICO-DS2 價

格為 4400 元，確低於被處分人提供予耀星公司之最

低零售價，並經雅虎公司下架，故檢舉人確有被限

制決定轉售價格自由之情事。 

（三） 雖查向網路平台提出檢舉者為耀星公司，惟被處分

人與耀星公司簽有授權書，其內載明：「茲授權耀星

數位科技有限公司控管Yahoo以及 PChome各賣場上

有關視連科有限公司生產之 VICO-DS2 行車紀錄器

之價格以及圖文著作權之保護 起迄時間為

2012/4/01~2012/08/31……授權人：視連科有限公

司」，足見被處分人對於網路 VICO-DS2 行車紀錄器

價格維持與控管之意圖；而耀星公司因與被處分人

之合約約定而負有就市場價格進行監控，並就低於

約定價格者，向網路平台業者提出侵權檢舉並請求

下架之責，上開合約條款及授權書除要求耀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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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維持市場價格，亦要求即時處理違反之商

家，更訂有違反者之不利益配套措施。是以，前開

行為已對經銷商形成干涉與壓迫，致實際上有維持

轉售價格之實效。 

（四）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網路拍賣業者販售價格行

為，已剝奪事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力，事業將無法

依據其所面臨之競爭狀況、營運策略等訂定產品售

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之價

格競爭。 

（五） 至被處分人與耀星公司合約屆滿後另與宇祥公司簽

訂供貨合約及授權書，然查合約內容已無維持轉售

價格及相關罰則之條款，併予敘明。 

四、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檢舉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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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6 號 

被處分人：耀星數位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226581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金山北路 1號 8樓之 5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轉售 STAR EYE 行車紀錄器之價

格，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某事業向被處分人經銷商世暉資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世暉公司)購買一批視連科有限公司（下

稱視連科公司）VICO DS2 行車紀錄器，經由網路拍賣

平台轉賣，然被處分人透過電話或網路拍賣平台留言

表示，若不依指示之價格販售，將以不利益之方式處

理，而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案經查，被處分人

除代理經銷 VICO 品牌行車紀錄器外，另就其自有品牌

STAR EYE 行車紀錄器與世暉公司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

合約條款，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爰主動

併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該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販售行車記錄器，除自有品

牌 STAR EYE 外，另 101 年 8 月 31 日前為視連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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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總代理商，故亦販售 VICO 行車紀錄器，雙方並

訂有商品供貨合約書；另被處分人供貨予世暉公

司，負責代理及經銷事宜，雙方亦訂有商品供貨合

約書。 

2、 被處分人與世暉公司係以買斷方式交易商品，市售

案關商品價格係由雙方依據公司支出、工廠製造費

用及廣告行銷費用等共同討論出來，該價格計有實

體門市、網購及網拍/網路商店等三種市售價格。 

3、 被處分人及世暉公司均會於網路上留意案關商品

販售價格偏低之賣家，倘該等賣家留有聯絡資訊或

世暉公司知道是那家下游業者，即直接聯絡，要求

修正價格，倘對方不予理會，被處分人即主動或應

世暉公司要求以電傳方式通知網路平台，請其協助

下架。 

4、 因網路平台對檢舉有制式格式，而格式內並無與價

格相關之選項，故被處分人僅就其中較適合選項加

以勾選，通常於奇摩平台會勾選商標仿冒，而於露

天拍賣則勾選「刊登物品抄襲有著作權之文字或圖

片」，並無檢視網路平台賣家是否真有違反智慧財

產權，向網路平台檢舉的目的只為促使網路平台協

助商品下架。 

（二）另函請網路平台業者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下稱雅虎公司）與露天市集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露天拍賣）說明渠等處理事

業檢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流程，略以： 

1、雅虎公司 

（1）雅虎公司係經營電子商務拍賣平台，僅提供平台

供廠商或會員刊登相關商品，並維護系統正常營

運，相關銷售文案內容均由廠商或會員自行管理

及維護。 

（2）智慧財產權權利人檢舉流程分著作權及商標或專

利權二種，其中著作權權利人欲檢舉，應依據雅

虎公司訂定之「奇摩著作權保護政策」規定，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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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著作權侵害通知書」聲明其為著作權人，雅

虎公司即受理檢舉，但僅形式上審核著作權利人

姓名、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是否真實，並

不確認著作權利人對所檢舉之商品是否確實享

有著作權，並依據著作權利人聲明將商品移除後

通知被檢舉會員；被檢舉會員對權利人主張有異

議時，可填具「著作權侵害異議通知書」，雅虎

公司接獲後即轉送權利人，倘權利人於接獲該通

知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未提出對該會員之

訴訟證明，該會員即可自行重新上架。另商標或

專利權檢舉人應依據雅虎公司訂定之「商標權及

專利權人檢舉侵權商品辦法」於第一次檢舉時填

具「權利人聲明書」，聲明其享有商標或專利權，

雅虎公司僅形式審核是否具備權利證明文件，爾

後商標或專利權權利人欲檢舉時，僅須填具「檢

舉通知書」，雅虎公司並不進行審查，逕依權利

人之檢舉予以移除；被檢舉會員如有疑義，可透

過客服管道反映申訴，並視實際情形檢附販售物

品並無侵權之證據（如受原廠授權販賣證明或享

有商標權之註冊證明等）。 

（3）雅虎公司對於違規情形重大者(如嚴重侵犯他人

智慧財產權與專利權等)，只要有一次不良紀錄

即立即停權處分，初次停權 7天、第二次停權 30

天，第三次則永久停權，不再給予復權機會。雅

虎公司於下架或停權之時，均會同時寄發電子郵

件予該會員，並通知其違反之拍賣規則，但不會

針對違反之智慧財產權及侵權範圍告知會員。 

2、露天拍賣 

（1）露天拍賣網站僅提供系統服務、網站空間予各賣

家使用，並不介入賣家與消費者間之交易，故賣

家對其製作刊登之網頁內容及商品訊息負所有

法律責任。倘主管機關依法函示或權利人依法主

張相關網拍商品涉及違法或侵權，露天拍賣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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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商品下架移除、轉知會員，並函復來函主管

機關或權利人；至於網頁或商品是否侵害第三人

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益，露天拍賣僅就檢舉權

利人所提出之權利要件作形式審查。 

（2）露天拍賣收到著作權權利人之侵權通知後，需立

即移除涉嫌侵權網頁，並通知被檢舉會員，倘該

會員無侵權疑慮，得檢附露天拍賣所提供之「未

侵害著作權聲明」擔保未侵權，如合法定要件，

露天拍賣即回復已被移除之網頁，並將該聲明轉

知權利人，由權利人續行後續侵權爭議事宜。另

權利人就商標或專利提出第一次檢舉時，需檢具

完備權利證明，露天拍賣僅形式審查，爾後以電

子郵件檢舉，即移除該侵權之拍賣網頁，並將涉

嫌侵權事宜轉知賣家會員。 

（三）復請視連科公司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視連科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自有品牌行車紀錄器之

設計生產及海外市場之銷售推廣，至於台灣地區市

場，100 年 9 月 1 日至 101 年 9 月 1 日間委由總代

理商被處分人銷售推廣，101 年 9 月 1 日至 102 年

9 月 1 日間則改由新任總代理商宇祥數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宇祥公司）銷售推廣，視連科公司

與前後任總代理商均以買斷方式交易，且僅於商品

新上市時與代理商開會討論初期建議售價（即上市

牌價），之後即未與下游交易相對人訂定任何建議

售價，對於最終零售價並無任何約束。 

2、視連科公司與被處分人之商品供貨合約書第四條第

7 點約定「乙方應配合甲方提出之建議售價，進行

市場價位之維持。若有違反建議零售價之商家出售

行為，應即刻處理。若因此導致市場價格崩跌，致

產品銷售停滯，乙方仍應負擔未來 3 個月低銷售

量。甲方有權終止乙方總代理之一切權利」係因當

時正欲拓展另一行銷通路，為使洽談順利進行而於

當時訂定了該條款，倘查看與宇祥公司之商品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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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書內容，即無此條款，係因未談成該通路，故

無訂定之需要。 

3、因案關商品之著作權及商標權的使用，應經視連科

公司授權才可自由使用，又為避免有些網路賣家意

在以較低價格吸引客戶至其網路賣場購買其他產

品，而無意販售、推廣視連科產品，故當被處分人

要求開立授權其於網路平台控管案關商品之價格

及圖文著作權之保護授權書時，即依其需求提供；

另僅授權宇祥公司於網路平台控管及保護其自有

品牌商品之圖文著作權及商標權，未授權管控價

格。 

（四）又請世暉公司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世暉公司主要銷售產品為 3C 電腦周邊產品、行車

紀錄器等，其中行車紀錄器以視連科公司品牌為

主，與被處分人係採月結買斷方式交易，與下游業

者則採寄售及賣斷二種方式交易，二者的販售價格

均由世暉公司提供建議售價，最後銷售價格則由客

戶自行決定。 

2、世暉公司與被處分人之商品供貨合約中有關「雙方

協議市場銷售價格」部分，係先由被處分人提供產

品建議售價給世暉公司，世暉公司再依市場其他同

業之訂價情形提供意見(如價格太高可能賣不出去

等），並提供建議價格給被處分人，直到雙方協議

出最後的建議售價，再給予下游客戶。 

3、世暉公司提供建議售價表予下游客戶，希望其儘量

照該價目表販售，因實體通路不易察覺價格販售偏

離情形，但網路販售因有網頁資料可查看，所以該

公司與被處分人於網路上查到未依該價目表販售

者，通常會先以電話善意溝通，拜託儘量用建議售

價販售，不配合者即交由被處分人處理。惟僅希望

客戶能在網頁上儘量依照建議售價價目表價格刊

登於網頁，對於實際販售價格完全尊重客戶決定。 

4、因被處分人規定應配合其提出之建議零售價，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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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位之維持，及對通路進行合理管控並達成雙

方協議之市場銷售價格，否則得終止合約並向世暉

公司求償，故世暉公司必須對銷售之案關商品的市

場終端價格回報被處分人，而被處分人要如何處

理，無權干涉亦與其無關。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

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

利。倘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

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易行為，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

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臨之競

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

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爭，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合

先敘明。 

二、 行為主體：查被處分人除代理經銷視連科行車紀錄器

外，亦產銷自有品牌 STAR EYE 行車紀錄器，供貨予旗

下經銷商世暉公司，並簽有供貨合約，合約內訂有涉及

維持轉售價格之條款，為 STAR EYE 行車紀錄器商品涉

及價格維持之行為主體。 

三、 有關被處分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乙節： 

（一） 查被處分人為產銷行車紀錄器之事業，其銷售之品

牌除代理經銷視連科公司 VICO-DS2 行車紀錄器外，

亦包括產銷自有品牌 STAR EYE 之行車紀錄器。次查

被處分人與其下游代理經銷商（如世輝公司）所簽

定之供貨合約書，第四條：「3.乙方之行銷方式，若

對甲方品牌形象有負面影響，甲方得要求乙方立刻

修正；若乙方遲未改正，甲方得視情節輕重提出求

償或終止乙方通路代理商之一切權利。……5.雙方

應相互配合甲方提出之建議零售價，進行市場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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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維持。若有違反建議零售價之商家（或其他代理

商）出售行為，應於法令許可範圍內即刻處理。若

因未即刻處理導致市場價格崩跌，導致產品銷售停

滯，導致市場價格崩跌之一方得終止本合約。」（因

被處分人與視連科公司終止合約，被處分人爰於 101

年 9 月 5日與世輝公司重新換約，部分修正為「……

5.雙方應相互配合甲方提出之建議零售價，進行市

場價位之維持。若有違反建議零售價之商家（或其

他代理商）出售行為，應於法令許可範圍內即刻處

理。若因未即刻處理導致市場價格崩跌，導致產品

銷售停滯，導致市場價格崩跌之一方應負擔相當於

未來三個月最低銷售數量貨款數額之賠償，並得終

止本合約。」）第九條：「4.乙方應負起責任，對通

路進行合理管控並達成雙方協議之市場銷售價

格」。該等條款除要求配合管控建議零售價外，並要

求即時處理違反之商家或其他代理商，更訂有違反

者之不利益配套措施。 

（二） 次查被處分人與世暉公司均坦承共同協議市場販售

價格，並製成實體門市、網購及網拍/網路商店等三

種市售價格價目，提供予世暉公司之下游業者，渠

等並於網路上留意案關商品價格偏低賣家，發現後

直接聯絡要求修正價格，倘對方不予理會，被處分

人即主動或應世暉公司要求以電傳方式通知網路平

台，請其協助下架。前開行為將對經銷商形成干涉

與壓迫，致有維持轉售價格之實效。 

（三） 綜上，被處分人以合約約束交易相對人與其共同限

制網路賣家於網路平台標售 STAR EYE 行車紀錄器之

價格，已剝奪下游業者自由決定價格之能力，業者

將無法依據其所面臨之競爭狀況、營運策略等訂定

商品價格，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不同經銷通路間

之價格競爭，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四、 雖查被處分人另代理經銷視連科公司 VICO DS2 行車紀

錄器，並再委由世暉公司經銷，經銷過程中有限制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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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售情事，惟查視連科公司與被處分人簽有限制轉售價

格合約，並授權被處分人於網路拍賣平台管控VICO-DS2

行車紀錄器之價格及圖文著作權保護，向網路平台提出

檢舉下架請求，該節核因被處分人與視連科公司之合約

約定而負有市場價格監控，並就低於約定價格者向網路

平台業者舉發請求下架之責，該限制轉售價格合約條款

及授權書除要求被處分人應配合維持市場價格，亦要求

即時處理，更訂有不利益配套措施，故已對被處分人形

成干涉與壓迫，致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是以，該節行

為主體應為視連科公司，與被處分人無涉。至於視連科

公司限制下游事業轉售 VICO 行車紀錄器之價格，則另

為調查並予處分，併予敘明。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檢舉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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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7 號 

被處分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568009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1段 331 號 3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TECO 一對一變頻冷暖空調」商

品，標示節能標章圖示，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TECO 一對一變頻冷暖空調」商品，標

示節能標章圖示，然經查經濟部能源局網站之節能標章獲證

產品資訊，並無案關商品之資料，顯與事實未合，涉有廣告

不實之嫌。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案關產品，標示有節能標章圖

示，予人印象案關商品因能源效率高而擁有經濟部能源

局所核發之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惟事實上經濟部能源局

網站之節能標章獲證產品資訊，並無案關商品之資料，

而被處分人已自承案關商品未符合無風管冷氣機能源

效率比之標示值及實測值之基準，案關廣告實為被處分

人將節能標章誤植於網頁商品圖上。雖被處分人辯稱案

關商品實為回饋消費者之促銷商品，每銷售 1台，被處

分人必須負擔負毛利支出，故被處分人未於此商品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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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之獲利，且網路商品招徠客人之主要訴求為促銷之

價格，故本件誤植節能標章之不實廣告，不足以因此招

徠客人，對市場競爭秩序影響不大云云。惟查案關商品

乃於商品圖示下逕以明顯大小顯示與事實不符之經濟

部節能標章，突出系爭商品於同類商品間較有節能效

果，以招徠具有節能意識之消費者，除對同業形成不公

平競爭，亦易致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之虞，核屬就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至該商品之訂價

乃渠經營考量，尚不得藉以脫免廣告不實之責任。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TECO 一對一變頻冷暖空

調」商品，宣稱擁有節能標章，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

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Kuai8hr(快8)網站銷售TECO一對一變頻冷暖

空調網頁廣告資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6 月 21 日陳述書及 102 年 7 月 1 日到

會陳述紀錄。  

三、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站之節能標章獲證

產品資訊表。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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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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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8 號 

被處分人：中華汽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098415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2段 2號 1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Boss Zinger」汽車商品，於廣告圖示中隱

去該款汽車依法應設置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標示，

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其「Boss Zinger」汽車（下稱案關汽車）經銷

據點所擺置供人取閱之廣告型錄及傳單（以下分別稱案關型錄、

案關傳單），其內容其所載之案關汽車車體內部展示圖片，均未

圖示有「小客貨兩用車」依規定應裝設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

杆，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案關廣告型錄及傳單係由被處分人獨立出資、統一製作完

成後，送交所屬經銷商使用散發，其所生產之案關汽車並

藉此售與消費者而獲有利益，是被處分人核為本案廣告主。 

二、 按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客貨兩用

車載客與載貨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隔物區隔，載貨空間之

車窗應裝設金屬欄杆。而據交通部表示，案關汽車係由被

處分人依其所取得之小客貨兩用車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製造

之小客貨兩用車。是依前開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7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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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 1 款規定，案關汽車載客與載貨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

隔物區隔，另載貨空間之車窗亦應裝設金屬欄杆。 

三、 查案關廣告型錄及傳單所載案關汽車之車體內部展示圖

片，其後座部分均隱去依規定應設置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

屬欄杆圖示，就此，被處分人坦承乃純為廣告效果與美觀

考量。按前開廣告表示有使一般大眾觀後，產生案關汽車

乃無需裝置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之印象與認知，然一

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力，尚難僅憑案關廣告型錄及傳單所

揭露之資訊，獲悉倘駕駛未裝置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

之案關汽車，乃係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是以，案

關廣告型錄及傳單所顯示圖片內容，乃與案關汽車實際狀

況不符，其差異已逾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

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 固被處分人辯稱，消費者購車過程必會前往車輛展示中心

實地了解車輛外觀與相關配備，而其經銷據點擺放之案關

汽車實車，均已依法裝設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又交

車與車主時亦會說明橫桿與車窗保護桿裝置並請車主簽署

「交車確認單」，且交付予車主之車主手冊中亦明確載明前

開欄杆不可拆除，故消費者應可充分確知案關汽車係客貨

兩用車，且有裝載金屬欄杆之事實等云云。然廣告係事業

於交易前對不特定人之招徠手段，為避免消費者受不實廣

告之誤導致權益受損，並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

害，而影響市場交易秩序，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

當與事實相符，案關汽車係小客貨兩用車乃被處分人所明

知，則其於製作案關廣告型錄及傳單時，卻隱去間隔橫桿

及車窗金屬欄杆等依規定應強制安裝之配置，並交付予其

經銷商散發使用，業已違反廣告主真實表示之義務，而具

有可責之處。至於被處分人上開所辯情事，乃屬消費者到

場賞車階段，甚至締結買賣契約後，始為之補正或補充說

明，其與交易決定前之廣告誘引行為，究屬二事，是以，

前開事後補正行為並不影響不實廣告之認定，被處分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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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藉此而卸免廣告不實之責。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為銷售案關汽車，而於廣告中隱去案

關汽車依法應設置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圖示，就商

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廣告型錄及傳單。 

二、 被處分人102年3月25日陳述書、102年7月25日陳述紀錄、

102年7月25日及7月31日補充陳述書。 

三、 交通部102年7月8日交路字第1020018227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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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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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39 號 

被處分人：台灣愛普力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62003  
址    設：新竹縣竹北市竹北里台元街 28 號 5 樓之 3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銷售「Aprica」品牌商品廣告，就其商品之品質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雜誌廣告、商品目錄、廣告 DM、經銷商店內陳列架、

燈箱片、招牌看板等廣告，在品牌商標「Aprica」之下標註「日

本皇室指定御用品牌」，涉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理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雜誌廣告、商品目錄、廣告 DM、經銷商店內

陳列架、燈箱片、招牌看板等廣告，在品牌商標「Aprica」

之下標註「日本皇室指定御用品牌」一詞，使用於各種有

品牌露出之部位，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Aprica」品牌商

品，為日本皇室所指定御用品牌。 

二、案據被處分人表示，被處分人日本總公司專案打造愛子公

主所使用的相關系列「育兒器具獻上品」之嬰兒推車獻上

皇室，且經宮內廳審核通過後為皇太子德仁親王與太子妃

照顧公主使用；另悠仁親王出生後，亦循愛子公主之「皇

室獻上品」模式將僅手工打造之嬰幼兒手推車，再經宮內

廳審核通過，而為文仁親王及太子妃使用，其內涵即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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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皇室指定御用品牌」等云云。然經公益財團法人交流協

會表示，被處分人所稱「育兒器具獻上品」及「皇室獻上

品」並非日本宮內廳所承認之制度，是被處分人自行將特

別為日本皇室成員所製作的育兒商品獻給日本皇室，縱為

日本皇室所採用，亦非屬日本皇室所指定御用品牌，與廣

告宣稱及一般民眾自廣告所得印象有間；況被處分人亦自

承並未取得日本宮內廳許可得使用「日本皇室指定御用品

牌」之文字，及所稱「育兒器具獻上品」及「皇室獻上品」

非屬日本皇室之制度或用語。故案關廣告表示顯與事實不

符，核屬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

堪認定。 

三、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刊載「日本皇室指定御用

品牌」，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情形、

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案關廣告。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3 月 18 日陳述書、102 年 6 月 19 日、7月

8日補充陳述書及 102 年 7 月 11 日陳述紀錄。 

三、公益財團法人交流協會 102 年 4 月 3 日第 31 號函、102 年

7 月 25 日第 84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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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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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0 號 

被處分人：鷁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032585 

址    設：新竹市頂福里中山路 640 巷 120 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康庭Ⅱ」建案廣告上，將陽台位置標示為室

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新竹房地王網站刊登「康庭Ⅱ」建案廣告，廣告內使

用之「B2傢俱配置參考圖」及「B3傢俱配置參考圖」，將陽台位

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疑涉有廣告不實之情事。 

理   由 

一、 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91 條規定，建築物於領

得使用執照後倘有變更使用類組、主要構造或其他與原核

定使用不合者，應申請變更使用執照，如未申請而擅自施

作變更，依法得處罰鍰或予以拆除。次按房屋銷售廣告所

描述之建築用途情況，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及交易決定

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

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

規，有遭行政懲處之風險。查系爭建案廣告內之「B2 傢俱

配置參考圖」及「B3傢俱配置參考圖」於 2F、3F、4F 繪有

客廳、臥室等圖示，以顯示建案室內空間範圍及可用用途。

惟上開傢俱配置參考圖虛線以外部分，於使用執照核准平

面圖標示為陽台，且據新竹市政府表示，廣告圖面虛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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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部分核准用途為陽台，如需變更為室內空間使用時，應

依規定提出申請。本案被處分人自承傢俱配置參考圖之虛

線空間為陽台，且於使用執照取得之前後，未就陽台外推

部分向新竹市政府提出申請，則倘系爭建案依廣告內容將

陽台施作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即違反建築法規定，恐有

遭相關法規論處之風險。是系爭建案廣告於前揭傢俱配置

參考圖將陽台繪製成客廳、臥室之一部分，除與原核准平

面圖不符，亦足以使消費者誤認該陽台所在位置為室內空

間之一部分，可比照規劃使用，其表現與實際之差異，顯

已難為一般消費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有引起錯誤認知或

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使

守法之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

之效果。故本案廣告核有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康庭Ⅱ」建案廣告，將陽台標示為室

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

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新竹房地王網站廣告。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102年 5月 22日)陳述書

及 102 年 8月 9日陳述紀錄。 

三、 新竹市政府 102年 6月 17日府產商字第 1020305622 號函。 

四、 房地王有限公司 102 年 4月 29 日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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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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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2141號

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2段105號12樓

代 表 人：Ａ○○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達韻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224224 

址    設：新北市中和區員山路151巷2弄8之3號

代 表 人：Ｂ○○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PChome線上購物-24h購物」網站銷售「小澤

電熱水瓶KW-380AR」、「小澤家電 4.5 公升節能電動熱水瓶

KW-4200R」商品，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及圖示，就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 處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達韻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

）及達韻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達韻公司）於「PChome線上

購物-24h購物」網站，宣稱「小澤電熱水瓶KW-380AR」、「小澤

家電 4.5 公升節能電動熱水瓶KW-4200R」商品具有經濟部能源

局「節能標章認證」，並載有節能標章圖示與說明，然於經濟

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公告資訊中，前揭二商品之節能

標章業已失效且未列於節能商品名單，上開廣告表示疑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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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符，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規定。

理   由

一、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易流程觀之，「PChome線上購物-24h購

物」網路平台僅顯示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之事業名稱，

交易系統亦由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所設計提供，交易完

成後由其開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送

貨、換貨、退貨退款與保固維修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

時應可認知交易對象為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復就交易

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係案關商品最末端之

銷售者，並藉商品銷售價格與銷售成本之價差來賺取利

潤，其因使用案關廣告、銷售案關廣告商品而直接獲得利

益，故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係本案廣告行為主體。復查

被處分人達韻公司除提供系爭商品於「PChome線上購物

-24h購物」網站銷售外，並以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授權

提供之帳號密碼登入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經營管理的購

物網站商品管理後台，設計製作案關廣告內容，經被處分

人網路家庭公司產品經理審核通過後，始由被處分人網路

家庭公司上架刊載於網站，其就銷售商品所得與被處分人

網路家庭公司具有利益共享關係，故可認定被處分人達韻

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行為主體。 

二、 案關「PChome線上購物-24h購物」網站刊登「小澤電熱水

瓶KW-380AR」、「小澤家電 4.5 公升節能電動熱水瓶

KW-4200R」二商品廣告，宣稱前揭商品均具有經濟部能源

局「節能標章認證」，並於商品說明中刊載節能標章圖示，

輔以節能標章之說明，予消費者之印象為系爭商品現今仍

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且系爭商品因具有節能標章認證，應

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電熱水瓶更有減少能源消耗、省電

省錢之效用。惟查系爭二商品之節能標章有效期限為 99

年 12 月 7 日至 101 年 12 月 6 日，其使用期限已屆至，且

製造商並未向經濟部能源局等主管單位續約申請認證。據

節能標章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與執行單位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表示，電熱水瓶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與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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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已於 100 年 4 月 25 日修訂發布，原節能標章之使用權

得繼續使用至原使用期限屆滿時止。倘商品於標章使用期

限屆至後，欲繼續使用節能標章，廠商應於申請續約時檢

送符合修正後能源效率基準之產品證明文件，提送執行單

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使用。案關二商品節能標

章於 101 年 12 月 6 日已屆期失效，廠商依合約書第 15 條

規定：「節能標章合約終止或有效期間屆滿後，廠商不得在

其產品包裝或廣告媒體上繼續使用節能標章，印有節能標

章之剩餘包裝亦不得再行使用」，亦即節能標章證書期滿失

效後，該產品不得對外宣傳為節能標章產品，相關廣告文

宣亦不得再使用節能標章圖示或文字標註。因此，系爭商

品節能標章於101年12月6日屆期失效後，電熱水瓶節能

標章能源效率基準亦已修正，然案關廣告於101年12月7

日至102年4月26日間，仍持續宣稱商品具有節能標章認

證並使用節能標章圖示與說明，核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認

知致為不當購買決策之虞。蓋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與被

處分人達韻公司既均為系爭商品廣告主體，本應克盡審核

廣告內容之義務，並確保其刊載廣告商品之認證標章的有

效性與真實性，故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達韻

公司於案關商品廣告就節能標章認證之宣稱與說明，尚難

認無對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次按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辯稱節能標章認證之使用，應

有智慧財產權之「權利耗盡理論」適用一節，蓋節能標章

制度非屬智慧財產權領域之一部，尚難認應一體適用相同

法理，況據節能標章認證制度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表

示：案關二商品節能標章既已屆期失效，則廠商依合約書

第15條規定即不得在其產品包裝或廣告媒體上繼續使用節

能標章，印有節能標章之剩餘包裝亦不得再行使用。復因

節能標章制度係自願性認證制度，非屬強制性規範，相關

權利義務以合約書訂定規範，倘廠商有違反合約致損害經

濟部能源局權益時，由廠商負賠償之責。被處分人網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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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係本案廣告行為

主體已如前述，其違法行為與他事業是否涉違反公平交易

法規定而應負行政法上責任實為兩事，毋庸併同論之。故

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上開主張，尚不影響案關網頁廣告

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認定。 

四、 至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達韻公司宣稱對案關

商品之節能標章有使用期間限制並無所悉一節，蓋銷售商

品是否具有節能標章認證等相關資訊，事業除可要求製造

商提供書面使用證書外，亦可自行於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

章全球資訊網查得，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達

韻公司尚不得以不知節能標章相關規定，即主張免除其身

為廣告主應善盡查證廣告內容真實性之義務。 

五、 綜上，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達韻公司於

「PChome線上購物-24h購物」網站，刊載「小澤電熱水瓶

KW-380AR」、「小澤家電 4.5 公升節能電動熱水瓶KW-4200R」

商品廣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個

別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

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

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PChome線上購物-24h購物」網路平台刊載之「小澤電熱

水瓶KW-380AR」、「小澤家電 4.5 公升節能電動熱水瓶

KW-4200R」商品廣告。 

二、 被處分人網路家庭公司102年5月14日到會陳述紀錄與陳

述書（上載日期為 102年5月6日）及102年5月15日補充

陳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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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處分人達韻公司 102年6月14日到會陳述記錄與陳述
書。 

四、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02 年 5 月 7 日工研能字第
1020006458 號函。 

五、 經濟部能源局 102 年 5 月 13 日能技字第 10200463910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21條第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36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
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
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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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2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慶昇機車行 

統一編號：            77179284 
址    設：臺北市萬華區萬大路 512 號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路刊載營業項目，宣稱「環保署核准專業排

氣定期檢驗站，提供免費排氣定檢」，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檢舉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刊登其營業項目，其中包

括「環保署核准專業排氣定期檢驗站，提供免費排氣定檢」，與

事實不符，已涉違法。 

理   由 

一、 按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刊登其營業項目，宣稱「環保署

核准專業排氣定期檢驗站，提供免費排氣定檢」，系爭廣告

用語予人之印象，係被處分人經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

環保署）核准設置機器腳踏車排放空氣汙染物檢驗站（下

稱機車排氣檢驗站），可提供民眾免費之排氣檢驗。 

二、 就系爭廣告之真實性，按被處分人業於調查過程中自承其

因營業場所未達環保署所規定之規模，致未能設置機車排

氣定期檢驗站；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則表示依相關法規規

定，機車排氣檢驗站認可證及委託檢驗之主管機關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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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並非該署；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北

市環保局）復表示被處分人非屬該局認可之臺北市機車排

氣定期檢驗站，是被處分人確非經環保署核准且未設置機

車排氣檢驗站，足堪認定。縱被處分人主張其可於民眾上

門要求提供排氣檢驗時，代為將機車牽至鄰近之擁有環保

署定檢站資格之機車行，並由被處分人領有汽機車排放控

制系統及惰轉狀態訓練合格證書人員代為進行機車排氣定

檢，及系爭檢驗確係免費並無不實等，然查上開檢驗設備

實係由其他獲得北市環保局核發機車排氣檢驗認可證及委

託從事機車排氣檢驗業務之機車行所設置之機車排氣檢驗

站所提供，並非被處分人所提供，是被處分人系爭廣告所

宣稱，已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路刊登其營業項目，宣稱「環保

署核准專業排氣定期檢驗站，提供免費排氣定檢」，就服務

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

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頁廣告及 102 年 5 月 10 日陳述紀錄。 
二、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年 5月 10日環署空字第 1020037040

號及同年 5 月 27 日環署空字第 1020042207 號函。 
三、 北市環保局 102 年 6 月 14 日北市環一字第 10234104600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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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3 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1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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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3 號 

被處分人：金震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204722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復興北路 1號 4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

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

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經營協助及訓練

指導之內容、以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

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連

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檢舉人檢舉，略謂：渠支付保證金新臺幣(以下同)188 萬

元予金震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並簽訂加盟契

約書及連鎖經營管理規章，加盟其經營之「UTV 金連網」，

惟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揭露開始營運前之費

用（資本設備費）、商標權相關事項、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

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上一年度解除、

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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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TV 金連網」門市商品屬被處分人所有，故被處分人並

非經營加盟業務，而係自 99 年起以直營方式經營，99 年

12 月有 10 家門市，100 年 12 月及 101 年 12 月皆有 12 家

門市。 

(二)招募流程：有意經營者可經由「UTV 金連網」門市人員或

業務人員獲知相關訊息後，公司會指派專人負責接洽說

明，於過程中會提供加盟契約書、連鎖經營管理規章及門

市活動刊物等書面資料，經有意經營者審閱同意，並繳付

保證金後，與被處分人簽約。 

(三)經營模式：同一門市中被處分人會與一或多位有意經營者

簽約，委託其經營「UTV 金連網」門市。結算門市利潤後，

由被處分人撥付至經營者設立之商號，再由該商號分配予

每一經營者。 

(四)開始營運前及營運過程中之費用：開始營運前被處分人僅

收取保證金，而無收取加盟金或教育訓練費，且被處分人

會提供門市商品、標準設備及裝潢，故亦未收取購買商品

或資本設備費用，惟經營者可額外選購設備，但相關費用

則由其自行負擔。因被處分人負擔商品、設備及裝潢……

等成本，為避免經營者有違約情事，損害被處分人權益，

故向經營者收取保證金，待雙方合約期滿或終止後，扣除

被處分人提供營業秘密之對價，結算應退還金額。至於營

運過程中僅收取文宣刊物印製費用，但不確定有無書面資

料。 

(五)金金雅股份有限公司係金大業企業集團中負責對外公關及

廣宣，故「金連網 U-TV」商標由其註冊為商標權人，被處

分人僅於說明經營模式時，以口頭告知商標相關事項，並

無提供書面資料。 

(六)被處分人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揭露於連鎖管

理經營規章 B.人力規劃及教育訓練；設置「UTV 金連網」

門市之經營方案及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

式，分別詳加盟契約書第 6條及 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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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處分人門市活動刊物印有所有門市地址。且被處分人於

101 年始有經營者退出經營，故於 100 年金元滿企業社加

入經營前，並無解除、終止契約之經營者。 

(八)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被處分人限制裝潢工程須由其指定

廠商施作，至於商品訂購數量則無限制，且門市之商品、

資本設備及裝潢，皆為被處分人所有，於門市導覽皆有告

知有意經營者。  

三、調查結果 

(一)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理

期間，提供之加盟契約書、連鎖經營管理規章、及門市活

動刊物等書面資料，被處分人充分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

費用、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

或預定計畫、加盟契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

制、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等資訊，

合致「公平交易委員對於於加盟業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

第 3點第 1、5、7、8款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未充分完整揭露加盟營運過程中之廣告促銷費用

（其預估金額）、訓練指導之具體內容（如課程內容），未

揭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上一年度解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

盟重要資訊。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所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

秩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

對交易秩序以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

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

則係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對

市場力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對

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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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常見類型之一。 

二、 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及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

100 年 6 月 7 日修正發布「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

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下稱本規範說明），嗣 101 年 2 月

8 日配合組織名稱變更，修正發布本規範說明。依司法院

釋字第 287 號：「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

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

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

錯誤，於後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

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

應不受後釋示之影響。」故本案應適用前開規範說明（後

釋示）。按本規範說明第 3點有關資訊揭露規範部分，揭載

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或個案

認定之合理期間，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易相對人

者，得認未隱匿重要資訊，不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之違反。故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

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契約，對交易相對人顯

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即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 

三、 被處分人與加盟店間之交易屬加盟經營關係，理由如次： 

(一) 按本規範說明第 2 點第 3 項規定：「加盟經營關係，指加

盟業主透過契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加盟店

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

定對價之繼續性關係。」同點第 4 項規定：「支付一定對

價，指加盟店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所支付予加盟業主或

其受任人之加盟金、權利金、教育訓練費、購買商品、資

本設備等相關費用。」 

(二) 經檢視被處分人提供之加盟契約書，其中第 5條第 1項「乙

方須於本契約簽訂之同時給付甲方新台幣○○○元整之

保證金，做為使用甲方技術、經營管理及營業祕密之對價

的一部份。甲方提供店面裝修、技術指導、教育訓練及商

239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標、商譽之使用權等。」及連鎖經營管理規章第 A 點第 2

項第 7款「保證金：甲方委託乙方經營門市使用甲方之經

營技術（Know-how），以及開店準備與教育訓練之費用。」

顯見被處分人係以契約之方式，將商標及經營技術授權交

易相對人使用，並協助或指導交易相對人經營，而交易相

對人對此繼續性關係支付一定對價，是合致本規範說明所

稱之加盟經營關係。於此經營關係下，被處分人雖表示其

有門市商品、資本設備之所有權，但僅此為加盟型態之差

異，實非判斷加盟經營關係與否之準據，故被處分人主張

以直營方式經營，非經營加盟業務，尚不足採。 

四、 經查本案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僅提供加盟契約

書、連鎖經營管理規章、及門市活動刊物等書面資料。經

檢視上開資料，被處分人僅充分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費

用、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

預定計畫、加盟契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

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等資訊，合

致本規範說明第 3點第 1、5、7、8款之規定。雖然被處分

人與有意加盟者於洽談加盟過程中，已揭露廣告促銷之項

目、訓練指導之方式、加盟體系之數目與營業地址等加盟

重要資訊，惟被處分人並未充分完整揭露廣告促銷之費

用、訓練指導之具體內容，未揭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

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限制條件、上一年度解除與終止

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尚難認被處分人合

致本規範說明第 3點第 2款至第 4款及第 6款規定。 

五、 由於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

限、授權使用範圍與限制條件、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具

體內容、契約解除與終止之比率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

訊，攸關加盟資金多寡、投資之成本、營業獲利率、商標

權權利內容與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加盟

相關訓練與指導、市場規模變動、從事加盟之營業績效等

重要訊息，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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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

訊息。然而，因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

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

等重要訊息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主相較於有意加盟者處

於資訊上之優勢，故加盟業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方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之資

訊地位，避免因未揭露資訊或揭露不完整之資訊，造成其

錯誤判斷。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頭方式告知部分加盟資

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難經由口頭探詢即

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估加盟之成

本、獲利、商標權權利範圍與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

牌穩定性、具體經營指導及教育訓練課程內容、市場規模

變動、加盟經營績效等，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被

處分人締結加盟契約之風險。況且，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

者收取多達百萬元保證金，雖於合約期滿或終止後可部分

退還，惟投資金額仍非少數，且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

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

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

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六、 被處分人自 99 年開始招募加盟，100 年度曾有 12 家加盟

店，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不特定交易相對人

進行締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式，若未停止上開行

為，仍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者效果之虞，故其行為將

影響不特定多數交易相對人之效果。準此，被處分人基於

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以書面完整揭露前

開交易資訊，將妨礙交易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易判斷，致

其權益受損，對交易相對人或不特定潛在之交易相對人顯

失公平，並足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而產生不公

平競爭之效果，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七、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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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營運過程中之費用、商標

權之權利內容與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

件、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與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

要資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

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

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

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

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242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4 號 

被處分人：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249877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2段 206 號 6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永佳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860312    

址  設：新北市新莊區福營里中正路 651 之 5號 10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3747   

址  設：高雄市大寮區鳳屏一路 312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06714   

址  設：新北市汐止區大同路 2段 206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聯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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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27560639    

址  設：宜蘭縣宜蘭市女中路 1段 17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1616     

址  設：新北市淡水區中正東路 1段 3巷 33 號 5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等製發「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等不當比較廣告，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 處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處永佳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處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聯禾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10 萬元

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致力經營中華電信多

媒體內容傳輸平台服務，服務名稱經商標註冊為中華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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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Multimedia on Demand，下稱 MOD），從未以三立、

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等頻道節目，做為宣傳或

行銷手段招攬消費者，且目前已取得三立財經商業台及三

立創意頻道於 MOD 上架，然檢舉人發現台灣大寬頻（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及經營之品牌）所屬之永佳樂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新唐城有

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北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為擴展渠等「數位」有線電視服務，達到搶奪檢舉人

客戶之目的，於渠等所寄送之月刊、廣告單或宣傳車之車

身，以特大粗型字體及顯明對比顏色刊載「別被 MOD 騙

了」、「三立、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

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等虛偽不實之廣告內容，

以詆毀檢舉人商譽，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等相關規

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略以： 

1、 被處分人之行為主體： 

（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收

購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固媒體公司）後，

以「台灣大寬頻」品牌及台灣大哥大公司的經營團隊

經營有線電視系統事業，故被檢舉之對象應為台灣大

哥大公司及所屬之永佳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永佳樂）、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

信）。 

（2）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擘公司）及所屬之新唐城

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唐城）、北桃園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北桃園）、豐盟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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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2、 上開被處分人等之廣告，如台灣大寬頻/永佳樂所發行之

6月號有線電視月刊、凱擘大寬頻/新唐城所印發之廣告

單及凱擘大寬頻/北桃園所製作之車身廣告，其廣告內

容、排版及設計如出一轍，一模一樣，顯知被被處分人

等係聯合以廣告方式，刊登不實情事並印發傳送於公

眾，藉以達到搶奪檢舉人客戶為目的。 

3、 截至 101 年 7月 2日為止，檢舉人之頻道總數為 140 個，

其 101 年 1 至 6 月主要促銷方案為「MOD 平台月租費」

每月新臺幣（下同）89 元、「家庭好康餐申裝優惠」每

月 209 元、「家庭超值餐申裝優惠」每月 299 元、「家庭

豪華餐訂閱優惠案」每月 359 元及「好視分享推薦優惠

案」等。 

4、 三立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三立財經商業台」及「創意

頻道」等頻道節目，係於 101 年 6 月 1 日在檢舉人 MOD

高畫質頻道之第 54 台及第 85 台上架。且檢舉人與三立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雙方簽有「MOD 頻道營運商上下架契

約書」。而「戲說台灣」及「康熙來了」等頻道節目，亦

已在檢舉人 MOD 頻道中播送，故被處分人等於廣告宣稱

MOD 上無「戲說台灣」等 6個頻道節目，顯與事實不符。 

5、 MOD 服務須附掛於檢舉人之 ADSL 或光世代電路，故客戶

倘無上網需求，僅申請 MOD 服務，仍需同時申請租用檢

舉人之寬頻電路（1M/64K ADSL），申請書上稱為「無寬

頻上網+MOD」服務。依據檢舉人 MOD 申請書及相關契約

條款，並無「違約金」之名目，一般客戶退租 MOD 服務，

不需支付違約金。另倘客戶同意約定租期達一年或二

年，檢舉人會給予客戶免裝機費或減免電路接線費之優

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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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已申裝檢舉人寬頻電路之客戶申請 MOD 並簽約一

年，免收裝機費 800 元。惟未滿一年即退租，檢舉

人將補收裝機費 800 元。 

（2） 申請「無寬頻上網+MOD」之客戶，原電路接線費須

收 1,500 元。倘客戶簽約二年，則僅收 500 元，惟

未滿二年即退租，檢舉人將依未滿租期日數，以每

日 1.37 元核計須補收之電路接線費，且最高補收金

額為 1,000 元。另 MOD 簽約一年未滿約即退租，亦

須補收裝機費 800 元。舉例如下：客戶申請「無寬

頻上網+MOD」並簽約二年，倘租用 30 天即退租，則

檢舉人將補收電路接線費 959 元【（365×2-30）×1.37

元】及裝機費 800 元；倘租用 1年又 30 天退租，則

檢舉人僅補收電路接線費 459 元【（365-30）×1.37

元】。 

6、 檢舉人在實際退租案例經驗上，從未對於退租 MOD 之客

戶，收取金額達到 1,800 元。 

(二) 函請台固媒體公司到會陳述及後續補充說明，略以： 

1、 台固媒體公司目前控制永佳樂、鳳信、觀天下有線電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觀天下）及聯禾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聯禾）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持有上開

有線電視系統近 100%股份，並控制其人事任免及業務經

營。 

2、 台固媒體公司於101年 5月 15日依據檢舉人MOD官方網

站所公告之頻道表，並無三立公司等相關頻道，故台固

媒體公司之廣宣企劃部門於 101 年 5 月 18 日製作「別

被 MOD 騙了」有線電視廣告文案，並提供其所屬永佳樂、

鳳信、觀天下及聯禾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以下合稱永

佳樂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參考採用。爰本案系爭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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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 6月份月刊封面及鳳信「別被 MOD 騙了」廣告傳單，

均為渠等參考台固媒體公司之廣告文案製作而成。又系

爭廣告文案除製成月刊外，亦以 DM、海報之方式，在台

固媒體公司所屬有線電視系統之有線電視經營區內散

發，並於 101 年 5 月底散發完畢。其散發方式採櫃台自

取、經營區設點或由業務人員散發。 

3、 台固媒體公司係台灣大哥大公司之子公司，台灣大哥大

公司間接持有台固媒體公司 100%股份。惟二公司業務係

各自獨立經營，是有關系爭「別被 MOD 騙了」廣告文案

純屬台固媒體公司設計製作，台灣大哥大公司並未參與

或給予任何決策指示。至於系爭廣告文案中「台灣大寬

頻」之商標，雖商標權人為台灣大哥大公司，然台固媒

體公司係已取得商標授權後，再應用於廣告文宣上。 

4、 有關台固媒體公司系爭廣告與凱擘公司所屬有線電視系

統之廣告傳單類似乙節，係因該公司之行銷處主管與其

他有線電視業者在討論倫敦奧運之文宣政策時，該公司

向其他同業提及系爭廣告之製作，會後凱擘公司之行銷

人員致電台固媒體公司，洽詢得否借用系爭廣告之創

意，嗣經台固媒體公司行銷主管同意後才提供予凱擘公

司。 

5、 台固媒體公司系爭「別被 MOD 騙了」廣告並無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 

（1） 依 101年 5月 15日檢舉人 MOD 官方網站公告之頻道

表，並無三立、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等

頻道，且檢舉人所指三立頻道於 101 年 7 月 1 日才

上頻，而台固媒體公司於 101 年 5月 18 日即製作系

爭廣告，且於 101 年 5 月底散發完畢。 

（2） 台固媒體公司於 101 年 6 月再製作系爭廣告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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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廣告內容，於「三立」下方以括弧方式註記「台

灣台」字樣於 DM 明顯處，以免消費者產生誤解。 

（3） 依檢舉人「無寬頻上網+MOD」申請書之內文第 2 條：

「申請無寬頻上網，須繳交電路接線費 1,500 元，

如客戶同意租用 2 年，接線費僅收 500 元…未滿租

期退租，依未滿租期日數計收電路賠償費，每日 1.37

元」，故假設用戶在申辦後即退租，其合計 2年共需

支付賠償金 1,000.1 元（365×2×1.37 元）。復依第 3

條：「申請 MOD 免收裝機費 800 元，須同意租用一年

（含），使用未滿一年退租時，須補收優惠之裝機費

800 元」，爰台固媒體公司係依前揭情形，計算用戶

最高退租將支付之費用為 1,800 元。另 MOD 依用戶

加訂頻道套餐，亦收取 0元至 370 元不等之解約金，

惟台固媒體公司尚未將此解約金再加以計算，併予

敘明。 

6、 台固媒體公司製作系爭「別被 MOD 騙了」廣告文案之理

由如下： 

（1） 檢舉人所營之 MOD 係屬 IPTV（網路電視），適用之法

律及限制與有線電視業者不同，故彼此是否有競爭

關係存在，尚有疑義。惟檢舉人卻以各種競爭手段，

如「抱歉了!有線電視，我們的畫質比你好，看電視，

我最省」、「抱歉了!有線電視，其實你只有遠看還可

以」等負面廣告文宣，打擊有線電視業者，卻從未

提及其 MOD 播放之內容，顯係不公平競爭。 

（2） 檢舉人於 101 年 5 月至 6 月間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競爭激烈，而台固媒體公司所屬永嘉樂等 4 家有線

電視系統所播送之頻道節目與 MOD 頻道內容之差異

性，係台固媒體公司競爭利器。惟檢舉人之業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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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人員在爭取客戶之同時，並未清楚敘明 MOD 之

頻道內容，卻以「MOD 與有線電視差不多」、「沒有的

頻道很快就會上架」等話術誘導民眾申裝 MOD，待民

眾申裝後，再以高額違約金使其不敢退租，故台固

媒體公司為避免用戶遭檢舉人誤導，遂製作系爭廣

告，用意為展現 MOD 頻道內容，使欲申裝之民眾了

解並有所選擇，並無貶損檢舉人之意。 

（3） 本案系爭廣告所列之節目，如牽手、戲說台灣、大

話新聞等，均為三立台灣台及都會台之節目，具有

高收視率，此有尼爾森公司之收視調查報告為證，

惟檢舉人之 MOD 至今仍無「三立台灣台」及「三立

都會台」上頻，又檢舉人 MOD 之 101 年 7 月月刋，

係載「誰說 MOD 看不到三立頻道」等語，卻未說明

檢舉人之三立頻道係創意台，而非三立台灣台或三

立都會台，且播送內容均為舊片（均為三年前曾播

映之節目），是可證檢舉人係以不當行銷手法，誘導

客戶申裝 MOD。  

(三) 函請台固媒體公司所屬之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及

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紅樹林公司）提出

書面說明，略以： 

1、 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為台固媒體公司之子公司，

而紅樹林公司與台固媒體公司係有商業上往來之合作關

係。系爭廣告由台固媒體公司製作及提供後，永佳樂在

其經營區域（新北市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林口區）

散發；鳳信在其經營區域（高雄市鳳山區、大寮區、林

園區、大社區、大樹區、鳥松區、仁武區）散發；觀天

下在其經營區域（新北市瑞芳區、平溪區、雙溪區、貢

寮區、汐止區）散發；聯禾在其經營區域（宜蘭縣壯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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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頭城區、礁溪區、員山區、宜蘭區、蘇澳區、冬山

區、五結區、三星區、大同區、南澳區、羅東區）散發。

而紅樹林公司係經台固媒體公司同意後，自行依該廣告

製作並散發，散發區域為新北市淡水區、三芝區、石門

區、金山區、萬里區。 

2、 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及紅樹林公司散發系爭廣告

之方式為櫃檯自取、經營區域設點、業務人員散發或透

過各有線電視系統之月刊廣告散發。該等公司系爭廣告

之紙本（即月刊、DM 及海報）散發數量為永佳樂等 4家

有線電視系統 202,540 份，紅樹林公司 15,560 份。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

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

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

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以顯失公平之方法

從事競爭或交易，而不符商業競爭倫理，且其行為使市場

上之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而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時，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

多寡、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

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族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行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為斷，且

不以其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二、 另本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7點

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其常見之具體

內涵主要可分為三種類型，其中不當比較廣告即屬不符合

商業競爭倫理之不公平競爭行為的一種，故事業倘為不當

之比較性廣告，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虞。按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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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3 月 3 日公競字第 1011460132 號令發布之本會「對

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6 點規定，事業於比較廣

告無論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不得就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

目，為下列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五)未經證實或查

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六)就某

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

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略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

象上造成不公平之比較結果。 

三、 行為之主體：查系爭廣告文案主要係由台固媒體公司設計

製作後，提供其所屬有線電視系統，並由永佳樂等 4 家有

線電視系統進行散發，故台固媒體公司及其所屬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為共同實施系爭廣告之行為人。又紅樹

林公司係經台固媒體公司同意後，自行依該廣告製作及散

發，故紅樹林公司亦為系爭廣告之行為人。另系爭廣告上

雖印有台灣大哥大公司註冊之「台灣大寬頻」商標，且台

灣大哥大公司間接持有台固媒體公司 100%股份，惟台固媒

體公司業已取得上開商標之授權，且台灣大哥大公司並未

參與系爭廣告文案之製作，是尚難逕認台灣大哥大公司為

系爭廣告之廣告主。爰本案系爭廣告之行為主體應為台固

媒體公司及其所屬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以及紅樹

林公司（以下合稱被處分人等），合先陳明。 

四、 按本會101年 3月 3日公競字第1011460132號令發布之本

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2點規定：「本處理

原則所稱比較廣告，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

務（以下簡稱商品）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行比較，以

增進其交易機會。」本案被處分人等之系爭廣告，廣告標

題首先揭示「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TVBS、

東森、緯來攏看嘸」，次指出「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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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元」，另於廣告明顯處以圖示方式強調 MOD 上並無「三

立-牽 x」、「三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 來了」、「三立-

大話 x 聞」、「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

道節目，且於系爭廣告下方表示，上開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及緯來等頻道節目，在被處分人等所屬之有線

電視系統皆可收視，看電視要選○○數位有線電視/數位第

四台云云，故該廣告整體予人印象，乃係檢舉人與被處分

人等就部分頻道及其頻道節目之有無作為比較，強調渠等

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擁有「三立-牽 x」等部分頻道節目，惟

檢舉人 MOD 卻無該等頻道節目，用戶若後悔不願收視 MOD，

復須繳交違約金 1,800 元云云，爰核屬比較廣告之性質。 

五、 有關系爭廣告宣稱「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並以大紅 X及白色字體等構圖

手法，強調 MOD 上並無「三立-牽 x」、「三立-戲 x台灣」、

「中天-康 x來了」、「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聞台」及

「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道節目乙節，核屬不當比較廣告： 

(一) 按比較廣告為商業競爭所常見之行銷行為，自消費者而

言，透過比較廣告，消費者能一次取得不同事業之商品

資訊，滿足其消費資訊需求以利作出理性交易選擇與決

定，惟相對於被動之被比較者，廣告主就其比較廣告之

內容具有支配之地位，是於審酌比較廣告內容之適法

性，以其內容應符合真實、完整、公平、客觀為前提，

並就競爭者之利益、消費者之利益、大眾之公共利益及

廣告主之利益間取具衡平。 

(二) 本案經查被處分人等於系爭廣告上係僅以「三立-牽 x」、

「三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 來了」、「三立-大話 x

聞」、「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收視率

較高之頻道及節目之有無作為比較，然 MOD 上播送之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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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節目，較被處分人等主要經營且價格相當之類比頻

道及節目，仍擁有多個高畫質頻道節目、高達 11 個體育

性頻道及 18 個電影頻道等競爭優勢，且提供隨選視訊及

多種套餐組合等多樣性選擇方案，是相較於被處分人等

類比頻道節目內容，亦擁有部分競爭優勢，故被處分人

等僅就「三立、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等頻

道及「三立-牽 x」、「三立-戲 x台灣」、「中天-康 x來了」、

「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

台」等節目內容為比較項目，以彰顯其自身較優項目，

而故意忽略檢舉人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不公平

之比較結果。使檢舉人因而喪失交易機會之虞，已違反

效能競爭的原則，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業倫理，核屬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六、 系爭廣告宣稱「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乙節，

核屬不當比較廣告： 

(一) 查檢舉人 MOD 服務須附掛於其 ADSL 或光世代電路，故客

戶申請 MOD 服務時，倘無已事先申裝檢舉人寬頻電路，

而需申請租用檢舉人之寬頻電路，申請書上稱為「無寬

頻上網+MOD」服務。檢舉人針對簽約一年或二年之客戶，

會給予免裝機費或減免電路接線費之優惠。倘前揭客戶

中途解約，則須按天數補收裝機費或電路接線費，依檢

舉人「無寬頻上網+MOD」申請書說明事項第 2條：「申請

無寬頻上網，須繳交電路接線費 1,500 元，如客戶同意

租用 2 年，接線費僅收 500 元…未滿租期退租，依未滿

租期日數計收電路賠償費，每日 1.37 元」及第 3條：「申

請 MOD 免收裝機費 800 元，須同意租用一年（含），使用

未滿一年退租時，須補收優惠之裝機費 800 元」。 

(二) 本案系爭廣告宣稱「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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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經查被處分人等係假設用戶在申辦後隨即退租之情

況下予以計算，故該用戶解約所須繳交之違約金額均係

被處分人等自行假設消費者何時退租之情況，估算而來

的數額。 

(三) 惟查檢舉人 MOD 之申請書及相關契約條款，有關電路接

線費繳交及補收方式，係針對申請「無寬頻上網+MOD」

服務之用戶，倘用戶原即申裝檢舉人之寬頻電路，則自

無補收電路接線費情事。又用戶倘申裝檢舉人「無寬頻

上網+MOD」服務，用戶中途解約所須補收之裝機費或電

路接線費，係依解約日至合約到期日之天數計算收費金

額，最高補收金額亦僅達 1,800 元，惟被處分人等於系

爭廣告宣稱「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的訊

息，將使交易相對人誤認只要在合約期限內解約，均須

繳交違約金 1,800 元，恐造成檢舉人喪失交易機會。另

被處分人等於用戶申裝有線電視服務時，亦須繳交1,500

元（以台固媒體公司所屬永佳樂、聯禾、觀天下有線電

視系統及紅樹林公司為例）或 1,200 元（以台固媒體公

司所屬鳳信為例）之裝機費，且該金額於用戶不願收視

時，亦無法返還，爰被處分人等所為之表示，乃基於自

身之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使檢舉人因而喪失交易機

會之虞，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

業倫理，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七、 被處分人等為不當比較廣告之顯失公平行為，業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經查被處分人等系爭廣告文案係以月刊、DM 或

海報等方式，在其所屬有線電視經營區內散發。其中台固

媒體公司及其所屬永佳樂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之紙本製發

數量即高達 202,540 份，紅樹林公司紙本製發數量達

15,560 份，且該等公司復透過其月刊廣告達成廣告效果。

25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公布之截至 101 年 12 月底「各

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訂戶數統計表」資料顯示，有線電視

系統總訂戶數為 498 萬 9,155 戶，其中台固媒體公司所屬

5家有線電視系統（含紅樹林公司）訂戶數合計為 51 萬 394

戶，占全國總收視戶數之比例達 10.23%，且被處分人等在

其所屬有線電視經營區係處於獨家或二家經營之地位，是

被處分人等製發系爭廣告，對檢舉人未來爭取交易相對人

或潛在交易相對人之機會，恐造成不當傷害，爰被處分人

等為不當比較廣告之顯失公平行為，業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已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 

八、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等製發「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

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米不想看還要

繳違約金 1800 元」等不當比較廣告，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

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主導性之不同等因

素。復考量被處分人等系爭廣告散發方式多元，所達成之

廣告效果不一，經再參酌被處分人等之訂戶數多寡，依公

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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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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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5 號 

被處分人：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173221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八德路 2段 260 號 9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8320     

址  設：臺北市北投區北投路 2段 13 號 5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金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1298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八德路 2段 260 號 8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台北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7238     

址  設：臺北市信義區忠孝東路 5段 412 號 12 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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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97172470     

址  設：臺北市文山區木柵路 2段 204 巷 15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全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3620     

址  設：新北市蘆洲區中山一路 12 號 3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5153    

址  設：新北市新店區中正路 37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北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9897   

址  設：桃園縣桃園市大興西路 2段 63 號 10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2178    

址  設：新竹市中華路 3段 126 號 2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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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1107 

址  設：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路 193 號 12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6807 

址  設：彰化縣花壇鄉北口村中山路 2段 768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07740 

址  設：臺南市新營區長榮路 2段 537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8406 

址  設：屏東縣屏東市工業路 10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446470    

址  設：屏東縣東港鎮船頭里船頭路 26-69 號 

代 表 人：○○○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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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等製發「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等不當比較廣告，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 處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處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台北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全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北桃園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豐盟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觀昇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處金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天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致力經營中華電信多

媒體內容傳輸平台服務，服務名稱經商標註冊為中華電信

MOD（Multimedia on Demand，下稱 MOD），從未以三立、

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等頻道節目，做為宣傳或

行銷手段招攬消費者，且目前已取得三立財經商業台及三

立創意頻道於 MOD 上架，然檢舉人發現台灣大寬頻（台灣

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及經營之品牌）所屬之永佳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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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凱擘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之新唐城有

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北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為擴展渠等「數位」有線電視服務，達到搶奪檢舉人

客戶之目的，於渠等所寄送之月刊、廣告單或宣傳車之車

身，以特大粗型字體及顯明對比顏色刊載「別被 MOD 騙

了」、「三立、八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

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等虛偽不實之廣告內容，

以詆毀檢舉人商譽，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等相關規

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略以： 

1、 被處分人之行為主體： 

（1）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公司）收

購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固媒體公司）後，

以「台灣大寬頻」品牌及台灣大哥大公司的經營團隊

經營有線電視系統事業，故被檢舉之對象應為台灣大

哥大公司及所屬之永佳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永佳樂）、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鳳

信）。 

（2）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擘公司）及所屬之新唐城

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唐城）、北桃園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北桃園）、豐盟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盟）、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南天）及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屏南公司）。 

2、 上開被處分人等之廣告，如台灣大寬頻/永佳樂所發行之

6月號有線電視月刊、凱擘大寬頻/新唐城所印發之廣告

單及凱擘大寬頻/北桃園所製作之車身廣告，其廣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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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排版及設計如出一轍，一模一樣，顯知被處分人等

係聯合以廣告方式，刊登不實情事並印發傳送於公眾，

藉以達到搶奪檢舉人客戶為目的。 

3、 截至 101 年 7月 2日為止，檢舉人之頻道總數為 140 個，

其 101 年 1 至 6 月主要促銷方案為「MOD 平台月租費」

每月新臺幣（下同）89 元、「家庭好康餐申裝優惠」每

月 209 元、「家庭超值餐申裝優惠」每月 299 元、「家庭

豪華餐訂閱優惠案」每月 359 元及「好視分享推薦優惠

案」等。 

4、 三立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三立財經商業台」及「創意

頻道」等頻道節目，係於 101 年 6 月 1 日在檢舉人 MOD

高畫質頻道之第 54 台及第 85 台上架。且檢舉人與三立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雙方簽有「MOD 頻道營運商上下架契

約書」。而「戲說台灣」及「康熙來了」等頻道節目，亦

已在檢舉人 MOD 頻道中播送，故被處分人等於廣告宣稱

MOD 上無戲說台灣等 6個頻道節目，顯與事實不符。 

5、 MOD 服務須附掛於檢舉人之 ADSL 或光世代電路，故客戶

倘無上網需求，僅申請 MOD 服務，仍需同時申請租用檢

舉人之寬頻電路（1M/64K ADSL），申請書上稱為「無寬

頻上網+MOD」服務。依據檢舉人 MOD 申請書及相關契約

條款，並無「違約金」之名目，一般客戶退租 MOD 服務，

不需支付違約金。另倘客戶同意約定租期達一年或二

年，檢舉人會給予客戶免裝機費或減免電路接線費之優

惠，如下： 

（1） 原已申裝檢舉人寬頻電路之客戶申請 MOD 並簽約一

年，免收裝機費 800 元。惟未滿一年即退租，檢舉人

將補收裝機費 800 元。 

（2） 申請「無寬頻上網+MOD」之客戶，原電路接線費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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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元。倘客戶簽約二年，則僅收 500 元，惟未滿

二年即退租，檢舉人將依未滿租期日數，以每日 1.37

元核計須補收之電路接線費，且最高補收金額為

1,000 元。另 MOD 簽約一年未滿約即退租，亦須補收

裝機費 800元。舉例如下：客戶申請「無寬頻上網+MOD」

並簽約二年，倘租用 30 天即退租，則檢舉人將補收

電路接線費 959 元【（365×2-30）×1.37 元】及裝機費

800 元；倘租用 1年又 30 天退租，則檢舉人僅補收電

路接線費 459 元【（365-30）×1.37 元】。 

6、 檢舉人在實際退租案例經驗上，從未對於退租 MOD 之客

戶，收取金額達到 1,800 元。  

(二) 函請凱擘公司到會陳述及後續補充說明，略以： 

1、 凱擘公司目前控制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陽明山）、金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金頻道）、

新台北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台北）、大安文山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安文山）、全聯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聯）、新唐城、北桃園、新竹振道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竹振道）、豐盟、新頻道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頻道）、南天及觀昇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觀昇）。 

2、 凱擘公司之廣宣部門於 101 年 5 月 8 日參加同業間關於

倫敦奧運節目授權討論會議，獲悉台固媒體公司製作系

爭廣告文案後，鑑於目前 MOD 強烈競爭，為避免消費者

誤認，經取得台固媒體公司同意後，遂以台固媒體公司

之系爭廣告文案為範本 微調有線電視系統名稱與連絡

電話，於 101 年 5月 21 日完成定稿，並送發印製廠印製。

101 年 5月 29 日送發凱擘公司所屬陽明山、金頻道、新

台北、大安文山、全聯、新唐城、北桃園、新竹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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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盟、新頻道、南天及觀昇等（以下合稱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嗣由上開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

統將系爭廣告進行散發，約於 101 年 6月底前散發完畢，

製發數量共計 DM75,200 張及海報 1,980 張。 

3、 凱擘公司在取得台固媒體公司之系爭廣告文案範本後，

已先確認檢舉人MOD之 5月份月刊並無「三立-牽 x」、「三

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 來了」、「三立-大話 x 聞」、

「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道節目，

再於 101 年 5 月下旬印製散發「三立、八大、中天、TVBS、

東森緯來攏看嘸」之廣告。至於檢舉人宣稱 MOD 也可看

到三立頻道之訊息，該訊息係刊載於檢舉人 MOD 之 7 月

份月刊，且檢舉人所稱之三立財經台及三立創意台頻道

於 101 年 7 月 1 日才上頻。而檢舉人 MOD 之 6 月份月刊

並無刊載三立頻道將在 MOD 上架之相關訊息，故凱擘公

司在製發系爭廣告期間，並無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虞。 

4、 有關系爭廣告內容所載違約金 1,800 元，凱擘公司係參

考檢舉人 MOD 合約書計算用戶中途解約之違約金，估算

如下：假設民眾申裝「無寬頻上網+MOD」方案，申裝 9

個月未滿一年後即解約，違約金為 800 元（補收裝機費）

+1.37 元×455 日（電路賠償費）+370 元（家庭豪華餐未

滿一年收視違約金）=1,793 元，故系爭廣告所載之違約

金 1,800 元尚稱合理。 

5、 凱擘公司製作系爭「別被 MOD 騙了」廣告之理由，係其

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經常接獲用戶反映檢舉人之業務

及客服人員以話術行銷，導致用戶誤認「MOD 就可以看

第四台」或「MOD 內容都和第四台差不多」，故用戶申裝

MOD 服務後才發現差異性，但礙於高額違約金而限制用

戶退租可能性，故凱擘公司旨在提供充分之消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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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戶瞭解頻道內容之差異，並無貶抑檢舉人之意圖。 

(三) 函請凱擘公司所屬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提出書

面說明，略以： 

1、 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為凱擘公司之子公司，該等

公司日常之廣宣文案規劃、製作及散發均參考凱擘公司

提供之範本辦理，是系爭廣告確實由凱擘公司印製後，

交由該等公司進行散發。 

2、 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散發系爭廣告之方式係由

業務人員自行散發或用戶於櫃檯自取。該等公司系爭廣

告之紙本（即 DM 及海報）散發數量合計為 77,180 份。 

(四) 函請屏南公司提出書面說明，略以： 

1、 屏南公司於 101 年 5 月間知悉凱擘公司所屬之觀昇有線

電視系統有系爭廣告之文案範本，嗣經觀昇有線電視系

統同意後，屏南公司即以該廣告文案為範本，微調公司

名稱與聯絡電話，於 101 年 5 月底完成定稿，送發印製

廠印製後進行散發，並於 101 年 6 月底前散發完畢。 

2、 屏南公司散發系爭廣告之方式係採櫃檯自取或由其公司

人員自行散發。屏南公司製發數量為 DM6,000 份及海報

100 份。 

3、 系爭廣告之製發，係為使消費者釐清 MOD 之頻道節目與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供應頻道內容之不同，有助消費者獲

得充足之資訊。又檢舉人並未提出任何具體事證，證明

系爭廣告已使檢舉人之交易相對人產生排斥之情況。 

4、 屏南公司於製作散發系爭廣告時，已就 MOD 所提供之頻

道內容進行查證，確實並無「三立-牽 x」、「三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來了」、「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

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道節目。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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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

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

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

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以顯失公平之方法

從事競爭或交易，而不符商業競爭倫理，且其行為使市場

上之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而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時，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

多寡、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

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族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行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為斷，且

不以其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二、 另本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7點

規定，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其常見之具體

內涵主要可分為三種類型，其中不當比較廣告即屬不符合

商業競爭倫理之不公平競爭行為的一種，故事業倘為不當

之比較性廣告，即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虞。按本會

101 年 3月 3 日公競字第 1011460132 號令發布之本會「對

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6 點規定，事業於比較廣

告無論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不得就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

目，為下列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五)未經證實或查

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六)就某

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

顯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略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

象上造成不公平之比較結果。 

三、 行為之主體：查凱擘公司係在取得台固媒體公司同意下，

以台固媒體公司之系爭廣告文案為範本，微調有線電視系

統名稱與連絡電話後，印製並提供其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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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再由其所屬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進行散發，故

凱擘公司及其所屬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為共同實

施系爭廣告之行為人。復查屏南公司係在取得凱擘公司所

屬之觀昇有線電視系統同意下，以觀昇之系爭廣告文案為

範本，微調公司名稱與聯絡電話，送發印製廠印製後進行

散發，故屏南公司亦為系爭廣告之行為人。爰本案系爭廣

告之行為主體應為凱擘公司及其所屬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

電視系統，以及屏南公司（以下合稱被處分人等），合先陳

明。 

四、 按本會101年 3月 3日公競字第1011460132號令發布之本

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2點規定：「本處理

原則所稱比較廣告，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

務（以下簡稱商品）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行比較，以

增進其交易機會。」本案被處分人等之系爭廣告，廣告標

題首先揭示「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TVBS、

東森、緯來攏看嘸」，次指出「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另於廣告明顯處以圖示方式強調 MOD 上並無「三

立-牽 x」、「三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 來了」、「三立-

大話 x 聞」、「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

道節目，且於系爭廣告下方表示，上開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及緯來等頻道節目，在被處分人等所屬之有線

電視系統皆可收視，看電視要選○○數位有線電視/數位第

四台云云，故該廣告整體予人印象，乃係檢舉人與被處分

人等就部分頻道及其頻道節目之有無作為比較，強調渠等

所屬有線電視系統擁有「三立-牽 x」等部分頻道節目，惟

檢舉人 MOD 卻無該等頻道節目，用戶若後悔不願收視 MOD，

復須繳交違約金 1,800 元云云，爰核屬比較廣告之性質。 

五、 有關系爭廣告宣稱「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大、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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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並以大紅 X及白色字體等構圖

手法，強調 MOD 上並無「三立-牽 x」、「三立-戲 x台灣」、

「中天-康 x來了」、「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聞台」及

「緯來/國興日本台」等頻道節目乙節，核屬不當比較廣告： 

(一) 按比較廣告為商業競爭所常見之行銷行為，自消費者而

言，透過比較廣告，消費者能一次取得不同事業之商品資

訊，滿足其消費資訊需求以利作出理性交易選擇與決定，

惟相對於被動之被比較者，廣告主就其比較廣告之內容具

有支配之地位，是於審酌比較廣告內容之適法性，以其內

容應符合真實、完整、公平、客觀為前提，並就競爭者之

利益、消費者之利益、大眾之公共利益及廣告主之利益間

取具衡平。 

(二) 本案經查被處分人等於系爭廣告上係僅以「三立-牽x」、「三

立-戲 x台灣」、「中天-康 x來了」、「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聞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收視率較高之頻道及節

目之有無作為比較，然 MOD 上播送之頻道及節目，較被處

分人等主要經營且價格相當之類比頻道及節目，仍擁有多

個高畫質頻道節目、高達 11 個體育性頻道及 18 個電影頻

道等競爭優勢，且提供隨選視訊及多種套餐組合等多樣性

選擇方案，是相較於被處分人等類比頻道節目內容，亦擁

有部分競爭優勢，故被處分人等僅就「三立、八大、中天、

TVBS、東森、緯來」等頻道及「三立-牽 x」、「三立-戲 x

台灣」、「中天-康 x來了」、「三立-大話 x聞」、「TVBS 新聞

台」及「緯來/國興日本台」等節目內容為比較項目，以彰

顯其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略檢舉人較優項目，致整體

印象上造成不公平之比較結果。使檢舉人因而喪失交易機

會之虞，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業

倫理，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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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系爭廣告宣稱「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乙節，

核屬不當比較廣告： 

(一) 查檢舉人 MOD 服務須附掛於其 ADSL 或光世代電路，故客戶

申請 MOD 服務時，倘無已事先申裝檢舉人寬頻電路，而需

申請租用檢舉人之寬頻電路，申請書上稱為「無寬頻上網

+MOD」服務。檢舉人針對簽約一年或二年之客戶，會給予

免裝機費或減免電路接線費之優惠。倘前揭客戶中途解

約，則須按天數補收裝機費或電路接線費，依檢舉人「無

寬頻上網+MOD」申請書說明事項第 2 條：「申請無寬頻上

網，須繳交電路接線費 1,500 元，如客戶同意租用 2 年，

接線費僅收 500 元…未滿租期退租，依未滿租期日數計收

電路賠償費，每日 1.37 元」及第 3 條：「申請 MOD 免收裝

機費 800 元，須同意租用一年（含），使用未滿一年退租時，

須補收優惠之裝機費 800 元」。 

(二) 本案系爭廣告宣稱「啥米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

經查被處分人等係假設用戶申裝 9 個月未滿一年即中途解

約之情況下予以計算，故該用戶解約所須繳交之違約金額

均係渠等自行假設消費者何時退租之情況，估算而來的數

額。 

(三) 惟查檢舉人 MOD 之申請書及相關契約條款，有關電路接線

費繳交及補收方式，係針對申請「無寬頻上網+MOD」服務

之用戶，倘用戶原即申裝檢舉人之寬頻電路，則自無補收

電路接線費情事。又用戶倘申裝檢舉人「無寬頻上網+MOD」

服務，用戶中途解約所須補收之裝機費或電路接線費，係

依解約日至合約到期日之天數計算收費金額，最高補收金

額亦僅達 1,800 元，惟被處分人等於系爭廣告宣稱「啥米

不想看還要繳違約金 1,800 元」的訊息，將使交易相對人

誤認只要在合約期限內解約，均須繳交違約金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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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造成檢舉人喪失交易機會。另被處分人等於用戶申裝有

線電視服務時，亦須繳交 1,500 元（以凱擘公司所屬金頻

道、大安文山、陽明山、新台北、全聯、新唐城、北桃園、

新竹振道、豐盟、新頻道、南天等有線電視系統為例）或

1,000 元（以凱擘公司所屬觀昇及屏南公司為例）之裝機

費，且該金額於用戶不願收視時，亦無法返還，爰被處分

人等所為之表示，乃基於自身之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使檢舉人因而喪失交易機會之虞，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

則，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業倫理，核屬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七、 被處分人等為不當比較廣告之顯失公平行為，業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經查被處分人等系爭廣告文案以 DM、海報或宣

傳車身廣告之方式，在其所屬有線電視經營區內散發。其

中凱擘公司及其所屬陽明山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之紙本

製發數量即高達 77,180 份，屏南公司紙本製發數量達

6,100 份，且該等公司亦有透過宣傳車身廣告來達成廣告

效果。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公布之截至 101 年 12 月

底「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訂戶數統計表」資料顯示，有

線電視系統總訂戶數為 498 萬 9,155 戶，其中凱擘公司所

屬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訂戶數合計為 104 萬 7,344 戶，占全

國總收視戶數之比例達 20.99%，而屏南公司係「屏東縣新

埤區」有線電視經營區之唯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其訂戶

數為 54,276 戶，又被處分人等在其所屬有線電視經營區係

處於獨家或二家經營之地位。綜上，被處分人等製發系爭

廣告，對檢舉人未來爭取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之

機會，恐造成不當傷害，爰被處分人等為不當比較廣告之

顯失公平行為，業足以影響交易秩序，已構成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之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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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等製發「別被 MOD 騙了」、「三立、八

大、中天、TVBS、東森、緯來攏看嘸」、「啥米不想看還要

繳違約金 1800 元」等不當比較廣告，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

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主導性之不同等因

素。復考量被處分人等系爭廣告散發方式多元，所達成之

廣告效果不一，經再參酌被處分人等之訂戶數多寡，依公

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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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6 號 

被處分人：鴻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23343 

址    設：雲林縣斗南鎮舊社里信義路 25 巷 5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鴻茂熱水器及水塔價格，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與鴻茂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簽訂經銷合約，以實體

店面及網路銷售方式販賣熱水器等商品，並簽有網路

授權經銷商合約，該合約限制經銷商之網路銷售價格

不得低於「建議售價 9折」，否則將終止合約。101 年

間檢舉人因網路販售價格過低，遭被處分人向網路平

台業者檢舉違反著作權或商標權而遭下架，被處分人

所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另電傳向被檢舉人進貨之

憑證影本及被處分人電子郵件告知「屢次違反網路販

售第一與第三條約定，更正網路販售價格為牌價九

折…本司將撤銷該授權編號」之事證，以供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案經請被處分人補充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被處分人主要從事不銹鋼水塔、電能/太陽能/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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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水器及廚房用品等之產銷，並以「鴻茂」作為商

標，經營自有品牌之銷售及售後服務，銷售通路包

括水電材料行、廚具行、建築師及建商等實體通

路，近年亦增加網路經銷之通路。 

2、 因實體通路之銷售行為皆有地緣關係，為顧及市場

穩定及合理利潤，實體經銷商會有一定的價格銷

售，故至今未要求規範售價；而網路銷售無遠弗

屆，無地緣之考量，有賺就賣，多賣多賺，據悉網

路經銷商實際交易價格與牌價9折間仍有很大的價

差空間，致影響實體經銷商銷售，為安撫實體經銷

商，遂要求網路經銷商標示價格勿低於牌價 9折，

以利於控管亂標價。 

3、 被處分人於網路上倘發現未以牌價 9 折標示販售

者，會派員與其洽談，以促使其成為被處分人之網

路經銷商，不願簽約者通常會表示不再販售鴻茂產

品。被處分人係於開放網路經銷後，通常會向已簽

約之經銷商寄發二次電子郵件公告，提醒渠等應配

合之網路經銷事項。第一次郵件旨在公告務必配合

修正網路販售價格為牌價9折及將網路授權商標放

置於販售商品頁面明顯處，第二次郵件內容為「配

合修正網路販售價格為牌價的 9折，牌價價格可於

官網查詢，若是無法如期完成者，將公告撤銷網路

授權販售」，旨在重申經銷合約對於標示價格之規

範。倘網路經銷商經 2次公告後仍未修正網路標示

價格者，被處分人即向網路平台檢舉侵權，使其被

下架。迄今僅除名一家網路經銷商，因該經銷商執

意販售其要販售的價格，而該價格可能低於其進貨

成本。 

4、 被處分人表示系爭行為係為安撫實體經銷商之抱

怨，希望網路賣家能在網路上標示牌價 9折，至於

實際交易金額並管不到。 

（二）為瞭解被處分人網路經銷之相關規定情形，依據被

處分人提供之網路經銷商名單進行電話訪查，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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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訪查之 13 家經銷商中 9 家表示確有限制價格

情事（其中 3 家明確表示 9 折之限制），另 4 家未

正面回復。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亦

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利。倘

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

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游

事業得視自身成本結構及市場競爭狀況決定價格之自

由，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

爭，故為公平交易法明文禁止。次按本會公研釋第 032

號解釋意旨，上游廠商單純建議轉售價格之行為，如對

下游事業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價格出售或不得打

折，雖尚不能僅以印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前揭法條規

定；惟所謂拘束之概念，並不以實際上因違反該配合措

施而蒙受任何不利益為必要，而係觀察交易相對人之價

格設定自由有無受到人為的干涉，亦即在心理上形成壓

迫，致實際上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者。另依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

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

以下罰鍰…」是以，事業間倘就商品之轉售價格為約

定，除因該項約定違反法律之強制規定，而歸於無效之

外，本會亦得審酌該項約定對於市場競爭之實際影響或

傷害程度另為行政處分，合先敘明。 

二、 查被處分人之經銷通路包括實體與網路經銷。經銷商或

僅從事實體經銷，或同時以實體或網路經銷被處分人商

品。次查被處分人與從事網路經銷之經銷商另訂有「網

路授權經銷商合約」。雖查被處分人與經銷商間所簽訂

之實體經銷契約書，並無轉售價格之相關約定，惟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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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與網路經銷商間所簽訂之「網路授權經銷商合

約」第參點：「…非經過授權簽約之廠商銷售之產品，

本公司不提供保固期間之維修保固」；第貳點第三款

載：「甲方於各類型網站或直接販賣或拍賣乙方所提供

之商品，最低以乙方所標示『「產品建議售價』9 折為

原則，…如需特別價格標售，須經過乙方同意始可，若

經查獲有低於產品售價事實者，則乙方有權立即停止授

權，並要求甲方停止一切於全球資訊網上登記之資料。」

次據被處分人自承對網路經銷商以電子郵件寄發二次

公告，上分別記載：「請各位務必配合下列事項的執行：

1、修正網路販售價格為牌價的九折，牌價價格可於官

網查詢。…」、「請各位務必於 2012 年 1 月 11 日前配合

修正網路販售價格為牌價的九折，牌價價格可於官網查

詢。若是無法如期完成者，將公告撤銷網路授權販售。」

復查檢舉人確曾收達被處分人前開通知，嗣並遭被處分

人向雅虎奇摩及露天拍賣檢舉商標侵權或專利侵權而

下架或停權，此並經被處分人自承因無價格選項可檢舉

而以侵權之名向網路平台業者檢舉要求下架，並表示已

除名一家執意以自訂價格販售之網路經銷商（授權標號

ND10101160025）云云在案可稽，另經電話訪查被處分

人網路經銷商，回復本會訪查之 13 家經銷商中 9 家表

示確限制價格之情（其中並 3家明確表示 9折之限制）。 

三、 雖查被處分人對於實體經銷商並未訂有轉售價格之約

定，而僅對網路經銷商訂有價格轉售約定，惟按網路交

易日益蓬勃，事業可依其商品之流通與交易相對人之交

易習慣決定交易之管道，網路交易已為新興交易模式，

網路經銷既為經銷商行銷商品管道之一，而各經銷商行

銷手法、管銷成本及售價與獲利情形均有不同，透過網

路銷售，將使得價格更為透明；被處分人既有不同經銷

通路商，經銷商以買斷方式購進被處分人產品，產品所

有權即已移轉予經銷商，本應允許經銷商依成本、市場

供需決定經銷管道並為自由價格競爭，又查被處分人係

容許經銷商選擇性經銷（selective distribution）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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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亦即經銷商可同時銷售被處分人以外之品牌，然

被處分人限制網路經銷商之網路價格，不僅限制網路經

銷商之定價自由，亦限制經銷商對於不同品牌之銷售安

排。另被處分人辯稱僅限制網路標價，而非實際售價乙

節，按標價於網路拍賣向以「直接購買價」或「現在價

格」表示之，該價格對於消費者有相當之比價及招徠之

效果，且通常為最終售價，係各經銷商以己身成本與行

銷策略自由訂定之範疇，與建議售價究屬有間，查被處

分人寄發之公告既稱網路售價為牌價之 9折，被檢舉人

亦自承該等約定係為網路交易之價格穩定，以安撫經銷

商云云，故被處分人辯稱「非實際售價」應屬卸責之詞。

本案網路經銷商倘未依網路經銷合約所定牌價 9 折標

示或販售，依經銷合約書規定，係可能遭受停止網路授

權，致遭取消保固期間之維修保固，對網路經銷商之心

理亦易形成壓迫而約束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

前開不利益制裁措施之拘束，經核前開約款已限制經銷

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且實已限制不同經銷體系間之

競爭，致損及市場價格競爭機制。 

四、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網路經銷商網路販售價格行

為，已剝奪經銷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力，其結果將削弱

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之價格競爭，且經銷商將無

法依據其所面臨之競爭狀況、營運策略等訂定不同產品

品牌售價，亦將限制經銷商對於不同品牌之銷售安排，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檢舉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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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8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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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 函 

 
 

受文者：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年8月1日 

發文字號：公製字第102001277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函報有關 貴公司等事業合船採購進口黃豆之聯合行為主體，擬增

加富鼎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案，准予備查，復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 貴公司102年7月11日福明採字第1022-024號函暨同年7月29

日（本會收文日期102年7月29日）補正資料辦理。 

二、案關許可內容、許可理由及許可負擔比照101年8月29日公聯字第

101006號許可決定書辦理。 

 
正本：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副本：富鼎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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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7 號 

被處分人：坤德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855490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行善路 59 巷 40 弄 36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芸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54522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中山北路二段 93 巷 8 號 8 樓之 15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新摩市」建案廣告上，將機電設備空間

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且其挑高部分標示有引起可為

樓中樓使用之錯誤認知，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坤德建設有限公司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處大芸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向被處分人坤德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坤

德建設公司）購買系爭建案預售屋及汽車停車位，詎料嗣

後發現雖該建案之使用執照對於機電設備空間定有需為機

電空間設備使用，不得違規使用且不得以室內裝修申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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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意拆除之規定，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仍以機電設備

空間灌充主建物面積，且未於廣告說明書或房地預售契約

書說明，涉有為虛偽不實之表示，影響購屋人權益，爰檢

舉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廣告不實。 
二、 案經檢視函附事證資料，系爭建案之施工平面圖中，各樓

層各戶室內多設有機電設備空間，然查該建案使用之廣告

DM 資料，所示 A 戶及 D 戶之「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均

未見機電設備空間之設計，涉有將機電設備空間標示為室

內空間使用；另查系爭建案係申請為挑高 4.2 米及 3 米樓

高之複式樓板設計，經檢視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內容，未

有申請變更為樓中樓之記載，惟查上開 D 戶之「下層剖透

傢配參考圖」中左側繪有樓梯之設計，涉有將挑高部分標

示可為樓中樓之使用，爰併予調查。 
三、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

以： 
１、 系爭「新摩市」建案原由第三人行隆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為起造人，有建造執照可稽，其後被處分人坤德建

設公司向該起造人購買土地及建造執照後，旋變更起

造人為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並於 100 年 10 月 31
日取得使用執照。 

２、 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將系爭建案委由被處分人大

芸廣告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代為

銷售，雙方簽有廣告企劃暨銷售業務合約書。依上開

合約書第 4 條約定，相關廣告由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

司出資製作、審核、刊登及散發。 
３、 系爭「新摩市」建案區分為 A、B、C、D 四棟，總戶

數僅 25 戶，扣除公司保留關係戶 3 戶，僅 22 戶需透

過代銷進行銷售，又其中僅 17 戶為預售屋，需透過

DM 及平面圖協助銷售，另 5 戶則為完工後的成屋買

賣。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印製 1,000 份 DM 及 500
份印刷平面圖，散發及置放於接待中心時間集中在 99
年 5 月至 100 年 3 月間。 

４、 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僅提供「新摩市」建案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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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圖說予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再由被處分人大

芸廣告公司參酌設計並製成系爭廣告 DM，被處分人

坤德建設公司並未提供相關繪示素材予被處分人大

芸廣告公司使用。有關系爭廣告 DM 中未見機電設備

空間設備，與建築執照圖說並不相符乙事，相關設計

非經由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授意；另就室內繪有樓

梯之設計，且註明「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可能造

成消費者誤認可做為樓中樓使用乙節，被處分人坤德

建設公司實已要求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不得使消

費者誤認可以在 4 米高度空間內施作「上層」起居空

間，消費者只有單一樓層之空間可供起居使用，此所

以該廣告 DM 並無「上層」之剖透傢配參考圖。至於

系爭 DM 上有「樓梯」圖形之繪示，被處分人大芸廣

告公司表示係因有消費者將住家的天花板裝修成儲

藏空間，自需利用階梯以利收納，是以作此繪示。 
５、 因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成立時間尚短且規模較

小，系爭建案僅為該公司第二件成品，是以缺乏監督

管理代銷公司方面之經驗。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雖

曾過目廣告稿，然未曾注意相關設計與建築執照圖差

異之處，實屬無心之疏失。 
（二） 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

以： 
１、 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接受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

委託代為銷售「新摩市」建案，相關廣告亦係受被處

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委託製作、審核、刊載及散發，雙

方並簽訂銷售委託合約，所有廣告物、合約、戶外定

點等製作物皆由該公司自行決定後向被處分人坤德

建設提報執行。 
２、 系爭建案預售階段在 99 年 5 月至 100 年 3 月間，上

述期間平面廣告物印製為平面圖 1,000 份，簡銷 DM 
1,200 份，派發約 5 成左右。100 年 9 月後於該建案結

構體內成屋銷售，即未再派發或製作其他廣告印刷

物。 
３、 系爭廣告DM中兩款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係由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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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芸廣告公司發想設計並委外繪製，廣告 DM 稿件

均需先經過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審閱方可印製使

用。未於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標示出機電設備空間，

係因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認為機電設備空間既然

位於主建物內部，屋主自然有權自行規劃使用，且該

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亦僅供參考而已，被處分人大芸

廣告公司於銷售同時所使用之平面圖中即已畫出機

電設備空間。另室內樓梯之設計，係供客戶參考規劃

設置儲物空間之用，按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於房屋

土地買賣契約已載明 4.2 米挑高空間之運用，係購屋

者自行規劃，且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於銷售時已告

知消費者，倘欲設置儲物空間，須自行承擔可能面對

的法令風險。 
（三） 臺北市政府就本案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資料，略以： 

１、 依本案系爭「剖透傢配參考圖」及「標準層平面圖」

顯示，原核准使用執照圖說之「機電設備空間」，經

該市建築管理工程處多次查訪，均無法聯繫所有權

人，故現況是否有違規、違建或擅自變更戶數情事，

尚難判認。 
２、 倘若現場擅自拆除機電設備空間，即涉破壞防火區

劃，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及該市「違反建築法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之規定，應依該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得連

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

電。 
３、 原核准圖說為挑高設計，未允許另設樓中樓夾層，倘

若設置樓中樓夾層違建屬實，當依「臺北市違章建築

處理規則」查報續處。 

理   由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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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

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

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二、 復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

承購與否交易決定因素之一，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

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及內容使用，而難以知悉

廣告所載之用途及內容違反建管法規，有遭限期改善、連

續處罰、限期停止其使用、停止供水供電或遭查報拆除等

處分之風險。故倘事業在廣告上對於建物格局之規劃配置

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即有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規定。 
三、 本案廣告主： 

（一） 按系爭「新摩市」建案係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向原

起造人購買土地及建造執照並變更起造人為自身，且

於 100 年 10 月 31 日取得使用執照。被處分人坤德建

設公司並委託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負責系爭建案

之廣告業務企劃及銷售，是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除

出資興建系爭建案之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為其製作系爭建案廣

告及銷售商品，故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核為本案廣

告主。 
（二） 次查被處分人大芸廣告公司係依銷售比例向被處分

人坤德建設公司請領不同比例服務費。是案關廣告雖

須經被處分人坤德建設公司同意，惟被處分人大芸廣

告公司已實際參與系爭廣告文案之企劃與製作，並進

而利用廣告銷售，且隨銷售金額之多寡，取得不同之

利益，其經營型態顯與一般廣告代理業有所不同，足

堪認定為本案廣告主。 
四、 被處分人於廣告將機電設備空間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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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依系爭建案使用執照注意事項規定：「本公寓大廈

地面以上各層室內『機電空間需為機電空間設備使

用，區分所有權人爾後辦理產權移轉時，應將上開規

定列入交待』。並不得違規使用，且不得以室內裝修

申請為由任意拆除。」復據臺北市政府表示，倘系爭

建案現場擅自拆除機電設備空間，即涉破壞防火區

劃，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及該市「違反建築法

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之規定，應依該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得連

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

電。 
（二） 查本案系爭「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所繪平面配置內

容，將機電設備空間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且廣

告內容均未標示、說明機電設備空間所在位置及範

圍，整體觀之，易使消費者誤認該機電設備空間所在

位置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可比照規劃使用。被處分

人雖辯稱未於系爭「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標示出機

電設備空間，係因其認為機電設備空間既然位於主建

物內部，屋主自然有權自行規劃使用，且該「下層剖

透傢配參考圖」亦僅供參考而已。惟按機電設備空間

變更作為室內空間使用是否違反建管法令及其違反

之法律效果，涉及建築相關法令之解釋及認定，尚非

不具該等專業知識之一般消費者在閱覽廣告時所得

判斷。系爭廣告表示內容既經臺北市政府認定倘擅自

拆除機電設備空間，即涉破壞防火區劃，違反建築法

規及該市「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之規定，

有遭建管單位罰鍰、限期改善、限期停止其使用、停

止供水供電之風險，是系爭廣告表示之內容與一般消

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

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故被處分人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洵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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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處分人於廣告挑高部分標示有引起可為樓中樓使用之錯

誤認知，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依臺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第 22 條規定：「夾層屋違

建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應拍照列管。其不符合

者，應查報拆除：一、於民國 90 年 9 月 1 日前曾報本

府工務局列管。二、於民國 83 年 12 月 31 日以前施工

完成，並取得建築師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認定無礙結

構安全及消防安全之證明者。」復據臺北市政府就本

案表示意見，原核准圖說為挑高設計，未允許另設樓

中樓夾層，倘若設置樓中樓夾層違建屬實，當依「臺

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查報續處。 
（二） 查本案系爭建案係申請為挑高 4.2 米及 3 米樓高之複

式樓板設計，系爭廣告 D 戶之「下層剖透傢配參考圖」

既以「下層」為名標示傢配參考圖，即已蘊含與「上

層」之對比，且其左側並繪有樓梯之設計，整體觀之，

易使消費者誤認該挑高部分可規劃作為樓中樓之使

用。被處分人雖稱就室內繪有樓梯之設計，係因有消

費者將住家的天花板裝修成儲藏空間，自需利用階梯

以利收納，是以作此繪示，且其已於房屋土地買賣契

約載明 4.2 米挑高空間之運用，係購屋者自行規劃，

並於銷售時已告知消費者，倘欲設置儲物空間，須自

行承擔可能面對的法令風險。惟按樓中樓夾層之設置

是否違反建管法令及其違反之法律效果，涉及建築相

關法令之解釋及認定，尚非不具該等專業知識之一般

消費者在閱覽廣告時所得判斷。系爭廣告表示內容既

經臺北市政府認定倘設置樓中樓夾層違建屬實，當依

「臺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查報拆除之風險，是系

爭廣告表示之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

差距，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

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故被處分人就其

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亦堪認定。 
六、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新摩市」建案，於廣告上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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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備空間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且挑高部分標示有

引起可為樓中樓使用之錯誤認知，就其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

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

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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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8 號 

被處分人：全晟立開發貿易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95587 

址    設：高雄市大寮區大寮里大寮路 564 巷 35-9 號 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鹽燈」商品，宣

稱「釋放天然的負離子……能有效改善空氣品質，減少

空氣中過敏原，包含灰塵，煙霧，動物皮屑，細菌和其

它空氣傳播污染物。……隔離輻射電波」，就商品之品

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鹽燈」商品，宣稱「釋

放天然的負離子……能有效改善空氣品質，減少空氣中過敏

原，包含灰塵，煙霧，動物皮屑，細菌和其它空氣傳播污染

物。……隔離輻射電波」，涉有廣告不實之嫌。 

理    由 

一、 查系爭廣告宣稱「釋放天然的負離子……能有效改善空

氣品質，減少空氣中過敏原，包含灰塵，煙霧，動物皮

屑，細菌和其它空氣傳播污染物。……隔離輻射電波」

等語，予人印象案關商品具有上述功效。就隔離輻射電

波部分，被處分人雖表示曾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之量測技術發展中心及正修科技大學教授測試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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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測試結果為不具完全隔離輻射及可降低約四分之

三電磁波，惟被處分人並無法提供測試報告佐證。就釋

放天然的負離子等語部分，被處分人雖主張廣告用語係

參考德國及韓國對鹽燈之相關研究，惟該等研究並非對

被處分人案關商品之檢測；且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表

示該等研究文獻不具說服力，故難作為系爭廣告所宣稱

效果之依據；另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國內無負離子

含量檢測標準可資依據，亦無經認可之第三者公正獨立

檢測單位。故系爭廣告宣稱內容無臨床實驗或科學實證

之相關文件可資證明，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鹽燈」商

品，宣稱「釋放天然的負離子……能有效改善空氣品

質，減少空氣中過敏原，包含灰塵，煙霧，動物皮屑，

細菌和其它空氣傳播污染物。……隔離輻射電波」，就

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

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鹽燈商品網頁廣告資料。 

二、 被處分人102年 4月 26日陳述書及 102年 5月 31日陳

述紀錄。 

三、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2 年 8 月 12 日經標六字第

10200064550 號書函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2 年 8

月 19 日臺會工字第 1020053914 號書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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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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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49 號 

被處分人：夢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593890 
址    設：新北市汐止區民族二街 97 巷 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夢想社區第四期」建案廣告，將陽台位

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二、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591 房屋交易網刊載「夢想社區第四期」建案廣告，

於所載 3 房及 4 房格局圖就陽台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涉有廣告不實情事。 
理   由 

一、被處分人於 591 房屋交易網刊載「夢想社區第四期」建案

廣告，刊載訊息包括 3 房及 4 房格局圖，其中 3 房格局圖

部分係就陽台部分表示為客廳及臥室空間，4 房格局圖就陽

台表示為客廳空間，就其廣告內容整體觀之，予一般消費

大眾印象各該部分屬室內空間，可供客廳及臥室等用途合

法使用。然據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及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之專

業意見，倘依前揭格局圖所示建築物涉及拆除陽台與客廳

臨接之外牆、陽台欄杆上方加窗致增加室內樓地板面積，

查 H 戶涉有外推陽台 1 處（客廳），G 戶涉有外推陽台 2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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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及臥房），屬違章建築，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

定，將依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規定處罰，並依違章建築處

理辦法規定辦理。倘一般消費者依前揭廣告所示將各該陽

台部分作為客廳或臥房等住宅空間使用，將面臨涉及違反

前揭建築法規規定而遭行政機關裁處之風險，則前揭廣告

表示之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已有甚大差距，且差

距已逾一般大眾所能接受程度，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

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

是可認被處分人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綜上，被處分人於銷售「夢想社區第四期」建案廣告，將

陽台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

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

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

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

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

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

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102 年 4 月 16 日 591 房屋交易網「夢想社區第四期」建案

廣告列印頁面。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6 月 3 日、102 年 6 月 10 日、102 年 7 月 4 

日及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7 月 8 日）陳述意見

書及 102 年 7 月 4 日到會陳述紀錄。 
三、新北市政府工務局 102 年 7 月 30 日北工使字第 1022282318

號函。 
四、新北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102 年 8 月 7 日新北拆認一

字第 1023106822 號函。 
適 用 法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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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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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0 號 

被處分人：甲○○  君  

 

被處分人：乙○○  君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台北房地王網站刊載「清蓮璞石」建案，繪以居

室空間使用之圖示，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處甲○○  君、乙○○  君各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台北房地王網站(網址：http://tp.housetube.tw/17 

610)刊載「清蓮璞石」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其中 A1 空間配置

參考圖廣告(下稱系爭廣告)之地下一層繪以居室空間使用之表

示，惟查系爭建物地下一層平面圖所載居室位置係為機電空間及

樓梯間，已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規定。 

理   由 

一、 按房屋銷售廣告中登載之文字說明與景觀圖示、室內空間

平面配置圖等內容，對消費者是否購買該房屋之決定影響

甚鉅，其中室內可用空間之多寡更是影響消費者願意給付

價格的關鍵因素之一。若一般消費者知悉建案廣告之室內

空間使用，恐有與核准使用執照之用途相背，自會影響其

是否購買房屋之決定。被處分人於台北房地王網站刊載系

爭廣告之地下一層繪以居室空間使用之表示，惟據新北市

政府工務局之專業意見，系爭廣告之地下一層所標示之居

室空間於建築平面圖所載設施位置係為機電空間及樓梯

間，依法機電空間及樓梯間皆不得作為建築物居室空間使

用，且系爭建案之基地因已達法定容積上限，故無法依建

築物使用類組及變更使用辦法申請辦理建築物變更使用執

照；另系爭建案若未經核准擅自變更建築物原設置使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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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其主管建築機關

將依建築法第 91條第 1項規定逕予查處。是以，系爭廣告

內容之表示核與事實不符，且已足令一般消費者對系爭建

案之用途及內容產生錯誤之認知致作出錯誤決定之虞，核

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台北房地王網站刊載「清蓮璞石」

建案，將建管單位核准之機電空間及樓梯間繪以居室空間

使用之圖示，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

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台北房地王網站(網址：http://tp.housetube.tw/17610)

系爭廣告資料乙份。 

二、 房地王有限公司 102 年 5月 3日陳述書。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5月 21 日陳述書、102 年 7月 17 日陳述紀

錄。 

四、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 102 年 6 月 7 日北工使字第 1021959693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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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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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1 號 

被處分人：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456028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 6段 160 號 5樓之 4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ix35」汽車商品，於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

所載案關汽車之車體後座內部展示圖片，未顯示依法應設

置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4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所載「ix35」汽車商品之車

體後座內部展示圖片，未顯示有「小客貨兩用車」依規定應裝設

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按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客貨兩用

車載客與載貨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隔物區隔，載貨空間之

車窗應裝設金屬欄杆。據交通部表示，案關「ix35」汽車

商品係由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依其所取得之小客貨兩用

車審驗合格證明書所製造之小客貨兩用車。是依道路交通

安全規則第 87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案關汽車載客與載貨

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隔物區隔，另載貨空間之車窗亦應裝

設金屬欄杆。 

二、 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所用之「ix35」汽車商

品廣告圖片為韓國原廠「ix35」汽車商品圖片，故未顯示

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被處分人亦自承韓國原廠「i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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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商品與被處分人所銷售「ix35」汽車商品不同之處，

在於國內「ix35」汽車商品 2 側三角車窗及後排座椅頭枕

後方有裝置貨桿，韓國原廠「ix35」汽車商品則無。由於

前開廣告表示有使一般大眾觀後，產生案關「ix35」汽車

乃無需裝置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之印象與認知，然一

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力，尚難僅憑案關公司網站及廣告型

錄所揭露之資訊，獲悉倘駕駛未裝置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

欄杆之案關汽車，乃係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是以，案

關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所顯示圖片內容，乃與案關「ix35」

汽車商品實際狀況不符，其差異已逾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

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 固被處分人辯稱，於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均載明「本規格

配備僅供參考，如與實車不符，請以實車為準」等文字，

不致使消費者認知錯誤，及於交車表車主交車時皆已確認

了解「iX35」汽車商品為小客貨兩用車，汽車商品 2 側三

角車窗及後排座椅頭枕後方有裝置貨桿等云云。然廣告係

事業於交易前對不特定人之招徠手段，為避免消費者受不

實廣告之誤導致權益受損，並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

損害，而影響市場交易秩序，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

徵當與事實相符，案關「iX35」汽車商品係小客貨兩用車

乃被處分人所明知，則其於製作案關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

時，卻刊載無需強制安裝配置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之

韓國原廠「ix35」汽車商品圖片，並交付予其分公司散發

使用，業已違反廣告主真實表示之義務，而具有可責之

處，尚難以廣告表示以實車為準，而據以卸責；至於交車

表，乃屬締結買賣契約後，始為之補正或補充說明，其與

交易決定前之廣告誘引行為，究屬二事，亦不得藉此而卸

免廣告不實之責。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為銷售案關「ix35」汽車商品，於公

司網站及廣告型錄所載案關汽車之車體後座內部展示圖

片，未顯示依法應設置之間隔橫桿及車窗金屬欄杆，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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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公司網站及廣告型錄。 

二、 被處分人102年3月26日及4月23日陳述書、102年8月14日陳

述紀錄、102年8月14日及8月16日補充陳述書。 

三、 交通部102年7月4日交路字第1020017615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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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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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2 號 

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4228 

址  設：新北市土城區中華路 2段 207 號 5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台灣數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4529     

址  設：新北市板橋區信義路 163 巷 5號 9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等在新北市板橋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透過「大

豐媒體」之組織為經常共同經營之行為，合致公平交易法

第 6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之結合型態，依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應事前申報，且無同法第 11 條之 1除外規

定之適用，卻未於事前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違反同

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為必要之

改正行為。 

三、 處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數位寬頻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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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緣民眾反映新北市板橋區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大豐有線電視公司）及被處分人台灣數位寬

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數有線電視公司）共用

分機表、共同辦理活動、高階主管兼充及客服、工程人員

互為輪調情事，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

定。為掌握本案相關事實，本會於 101 年 9 月 14 日赴被處

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及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實地

調查，經初步瞭解，被處分人等疑似透過「大豐媒體」之

組織，協調彼此營運事項及人員相互調任情事，爰依公平

交易法第 26 條規定，依職權主動調查相關事業是否涉有違

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本會於101年9月14日赴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實

地調查並作成陳述紀錄，及通知該公司到會陳述及後續

補充說明，略以： 

1、 該公司於 90年至 94 年間投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

司約達 5.6 億元，是該公司持有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

公司 11,800 仟股，持股比例為 21.07%。而被處分人台

數有線電視公司則持有該公司 7,254,600 股，持股比例

為 10.35%。另該公司亦有轉投資大無畏寬頻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比例為 20%。惟該公司並無轉投資大峰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英屬維京群島商 DIGITALNET.COM.TW 數碼

網絡有限公司、聯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開 3家公司

為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之股東），故未再間接持

有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股份。 

2、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並無董事或經理

人兼充情形，2公司股東重疊情形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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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數有線電視 大豐有線電視 
名稱 

持股比例 持股比例 

大峰投資（股） 25.06% 1.16% 

大無畏投資（股） 6.40% 5.24% 

甲○○ 2.02% 0.64% 

乙○○ 1.63% 0.19% 

合計 35.11% 7.23% 

3、 該公司收費價格為月繳 515 元、季繳 1,545 元、半年繳

3,070 元、年繳 6,140 元。另針對半年繳收視戶優惠 20

元、年繳收視戶優惠 40 元。該公司有線電視資費與促

銷活動方案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相同的原

因，主要係依據新北市政府公告之費率標準所致。 

4、 該公司 101年度有線電視基本頻道節目之採購係透過縱

橫製作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授權，每月授權費用 1,185 萬

元。另該公司向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承租地下管

道鋪設該公司線路，每月支付金額為 66 萬元。 

5、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本即有交叉持股

之關係，鑒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有線

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及開放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以數位

化方式跨區經營，2 公司為因應未來有線廣播電視市場

之競爭，該公司約於 100 年 10 月期間，由該公司董事

長丙○○君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當時之董事

長丁○○君，以及 2公司主要幹部及重要主管，共同討

論成立虛擬 MSO（多系統經營者）的可能性，嗣於 100

年 12 月期間，雙方達成成立「大豐媒體」之共識，2 公

司即開始嘗試共同營運「大豐媒體」之組織。「大豐媒

體」之組織架構及運作情形如次： 

（1） 「大豐媒體」係該公司主導籌備及創設之非法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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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並未向主管機關申請商工登記。其成立目的係

未來有線電視經營區擴大後，為 2 公司之合併預做

準備，而預先運作的組織。2公司高階主管遂共同討

論 MSO 之組織架構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員，因該公

司為上市公司，且基於該公司內控之考量，故 2 公

司決定由該公司董事長丙○○君擔任執行長，並由

「大豐媒體」人資室經理戊○○君於 100 年 12 月 31

日發布 100 年人字第 131 號公告，宣布「大豐媒體」

之組織架構及行政中心、有線電視事業處以及其他

部門之負責主管。上開權責主管主要係由該公司經

理級以上之人員、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經理

級以上之人員、高點電視台及大無畏開發等人員組

成。「大豐媒體」並於 101 年 1月 1日起正式運作（迄

102 年 8月 1 日已停止運作）。 

（2） 「大豐媒體」召開討論會議之目的，係交換及協調 2

公司之營運資訊，會議並無固定的時間及地點，其

所討論的事務，主要係針對 2 公司目前及未來營運

之重大事件做出決策，惟並無正式之會議決議，實

際執行仍係各公司自行執行。召集人為「大豐媒體」

的執行長丙○○君，或「大豐媒體」組織表內所列

相關部門之負責主管，如有線電視事業處營運長己

○○君召集相關部門主管討論有線電視事業相關事

宜。「大豐媒體」決策者包括「大豐媒體」執行長丙

○○君或各部門的負責主管，如財務中心庚○○

君、行政中心戊○○君（目前已離職）、有線電視事

業處己○○君等。決策結果倘需 2 公司的所有人員

知悉，則透過「大豐媒體」行政中心發佈公告，並

張貼在 2 公司各自之電子或紙本公布欄上。惟實際

304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執行則係各公司依決策結果各自執行。例如通傳會

於去年（101 年）8月公告受理有線電視業者跨區經

營，「大豐媒體」執行長丙○○君即召集有線電視事

業處及其他部門，共同討論未來如何因應及是否應

向通傳會申請跨區經營，並決定由該公司向通傳會

申請跨區經營，嗣後再由「大豐媒體」營運長己○

○君召集 2公司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論如何整合 2

公司之資源，如客服、網管、工程等業務，使 2 公

司有線電視營運能達成一致，以便撰寫營運計劃

書，俟討論有具體結果後，再由該公司自行撰寫營

運計劃書，並於 101 年 10 月及 102 年 4 月向通傳會

送件及補件。 

（3） 「大豐媒體」之行政中心包含總務、資訊、人資及

法務等單位，該公司及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

之人資室皆各自將公司之員工調動、任免、離職或

獎懲等人事業務資訊，彙報予「大豐媒體」之行政

中心，經「大豐媒體」執行長丙○○君同意批核後，

再由「大豐媒體」的人資室統一發佈公告，故 2 公

司所有員工皆能知悉該公司及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

視公司所有人事異動資訊。 

（4）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對未來合併有

相當的共識，且 2 公司合併時機已漸趨成熟，因該

公司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之企業文化及公

司制度均有不同，為儘速縮短合併後 2 公司之磨合

期，避免產生企業文化衝突，故事先透過「大豐媒

體」之運作，俾利 2公司未來合併後即可順利營運。 

6、 該公司各部門之主管級人員及職員於「大豐媒體」擔任

職位屬兼任性質，並無給付任何薪水，亦無固定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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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倘「大豐媒體」召開會議，皆於該公司之會議室進

行。「大豐媒體」之成員透過電話或會議方式討論「大

豐媒體」之重要事項，且為方便 2公司連繫，該公司特

地申請電話線路，供「大豐媒體」之被處分人台數有線

電視公司員工使用，故員工辦公桌面有 2 隻電話機，1

隻用於處理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業務，1 隻用於

處理「大豐媒體」運作業務，2 公司中所有參與大豐媒

體之員工，直接用內線分機互撥即可進行連絡。 

7、 該公司於 100 年 10 月間確實舉辦「豐豐火火 豐豐年-

大豐媒體 12 週年慶暨家庭日」活動，主辦人為該公司

副總經理己○○君，上開活動之相關費用全部由該公司

支出。基於「大豐媒體」MSO 之概念，上開活動係以「大

豐媒體」之名義發出公告，而該公司、被處分人台數有

線電視公司、高點電視及大無畏寬頻因均同屬「大豐媒

體」之組織，故上開公司皆有參與上開活動。另被處分

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並非首次參加該公司所舉辦之活

動，「大豐媒體」尚未成立前，該公司亦有邀請被處分

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參與該公司每年舉辦之週年慶暨

家庭日活動，以增進同業情誼。 

8、 考量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成立「大豐媒

體」之組織，並進行試營運之做法有適法上之疑慮，故

於 102 年 8 月 1日起停止運作，並發布公告周知。 

（二） 本會於101年9月14日赴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實

地調查並作成陳述紀錄，及通知該公司到會陳述及後續

補充說明，略以： 

1、 該公司持有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股數達

7,254,600 股，持股比例為 10.35%。該公司與被處分人

大豐有線電視公司並無董事或經理人兼充情形，亦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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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大無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三德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太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逢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他轉投資公司，故無其他間接持有被處分人大豐有

線電視公司股份之情形。 

2、 該公司收費價格為月繳 515 元、季繳 1,545 元、半年繳

3,070 元、年繳 6,140 元。另針對半年繳收視戶優惠 20

元、年繳收視戶優惠 40 元。該公司有線電視資費與促

銷活動方案與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相同的原

因，主要係依據新北市政府公告之費率標準所致。 

3、 該公司有線電視頻道之議價簽約，由該公司當時之董事

長丁○○君全權處理，101 年度有線電視基本頻道節目

之採購係透過大傳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授權，每月授

權費用 1,701 萬元。另該公司向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

公司承租地下管道鋪設線路，每月支付金額為 66 萬元。 
4、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本即有交叉持股

之關係，鑒於通傳會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及開放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以數位化方式跨區經營，2 公司為因應

未來有線廣播電視市場之競爭，遂由該公司當時之董事

長丁○○君與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丙○

○君，以及 2公司主要幹部及重要主管，共同討論成立

虛擬 MSO 的可能性，嗣雙方達成成立「大豐媒體」之共

識，2 公司即開始嘗試共同營運「大豐媒體」MSO 組織，

並整合 2公司相關人力資源，以統合規劃 2公司未來之

營運策略。「大豐媒體」之組織架構及運作情形如次： 

（1） 「大豐媒體」係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

司成立之虛擬 MSO 組織，並非已設立登記之法人組

織，其成立目的係未來有線電視經營區擴大後，為 2

公司之合併預做準備，而預先運作的組織，並自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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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1 日起運作。「大豐媒體」試運作後，2 公司

高階主管遂共同討論 MSO 之組織架構及相關部門的

負責人員，嗣後決定由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

董事長丙○○君擔任「大豐媒體」執行長，而其他

部門（如財務中心、行政中心、有線電視事業處等）

之組織架構及負責主管，詳如「大豐媒體」人資室

100 年 12 月 30 日人字第 131 號公告內容。 

（2） 「大豐媒體」召開之會議並無固定的時間及地點，

其所討論的事務，主要係針對 2 公司目前及未來營

運之重大事件做出決策，實際執行則係各公司依決

策結果各自執行。召集人為「大豐媒體」的執行長

丙○○君，或「大豐媒體」組織表內所列相關部門

之負責主管。如有線電視事業處營運長己○○君召

集 2 公司相關部門主管，討論有線電視業務相關事

宜。「大豐媒體」決策者包括「大豐媒體」執行長丙

○○君或各部門的負責主管，如財務中心庚○○

君、行政中心戊○○君（現已離職）及有線電視事

業處己○○君等，而實際執行則係各公司依決策結

果各自執行。例如通傳會於去年（101 年）8月公告

受理有線電視業者跨區經營，「大豐媒體」執行長丙

○○君即召集有線電視事業處及其他部門，共同討

論未來如何因應及是否應向通傳會申請跨區經營，

並決定由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向通傳會申請

跨區經營，嗣後再由「大豐媒體」營運長己○○君

召集 2 公司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論如何整合 2 公

司之資源，以便撰寫營運計劃書，俟討論有具體結

果後，再由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自行撰寫營

運計劃書並向通傳會送件；「大豐媒體」行政中心包

308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含總務、資訊、人資及法務，如 2 公司有採購事宜，

則由「大豐媒體」行政中心代理副總戊○○君召集

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論應如何進行採購，並由渠做

出決定後，再交由 2 公司自行依決定之內容進行採

購。 

5、 該公司之員工晉用、離職或異動，係由該公司行政部人

資室進行處理，惟上開事項屬於一般日常例行事務，故

該公司行政部人資室並未有發布公告之作業模式。而

「大豐媒體」基於總管理處之概念，凡於「大豐媒體」

列名擔任職務之成員，倘有晉用、離職或異動等訊息，

則皆會透過「大豐媒體」人資室公告周知。至於該公司

董事長秘書室辛○○君離職訊息為何需透過「大豐媒

體」發佈乙節，係因辛○○君所掌職務內容，為協助「大

豐媒體」組織開會聯繫之工作，雖該君未於「大豐媒體」

擔任職務，然考量其職務身分特殊性，故透過「大豐媒

體」發佈其離職公告。另「大豐媒體」人資室 100 年 12

月 30 日人字第 131 號公告，係「大豐媒體」組織之人

事異動調整資訊，上開公告送達該公司後，即張貼在該

公司之公佈欄，是該公司所有員工亦可得知「大豐媒體」

人事異動訊息。 
6、 「大豐媒體」1010303 版分機表所列之分機號碼，分別

位在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相關營業處所及辦公

室，或該公司另承租在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附近

之處所，藉由撥打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之總機，

再轉上開分機表內所列之分機號碼或速撥號碼，即可連

繫「大豐媒體」之相關人員。前揭分機表中丁○○君、

壬○○君、癸○○君、子○○君（現已離職）、丑○○

君、寅○○君、卯○○君、辰○○君、巳○○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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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等 10 人，係該公司之董事、經理人、主管級以上

人員或職員，領取該公司之薪資或董監酬勞，除子○○

君僅為財務人員外，上開 9人皆於「大豐媒體」擔任主

管之職位，渠等自 101 年 1月 1日起同時有 2個辦公室，

其一在該公司有其所擔任之職務，另一則擔位「大豐媒

體」之相關職務。 

7、 基於「大豐媒體」為 MSO 組織之概念，該公司確實於 100

年 10 月間參與「豐豐火火 豐豐年-大豐媒體 12 週年慶

暨家庭日」活動，及 101 年 10 月 10 日參與「dmg13 週

年慶暨家庭日」活動。上開 2次活動均係由被處分人大

豐有線電視公司主辦，且活動費用亦由被處分人大豐有

線電視公司負擔。因該公司既受邀與會，自是鼓勵所屬

員工攜眷自由報名參加，並設臨時性隊伍編制。該公司

僅支出所屬員工之競賽道具費、雜項費用及所屬員工參

與活動之獎勵金。 

8、 因該公司與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成立「大豐媒

體」之組織，有適法上之疑慮，故於 102 年 8 月 1日起

停止運作。 

（三） 函請新北市政府提供相關資料及意見： 

1、新北市 100 年及 101 年各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被處分人

台數有線電視公司、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永嘉

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興雙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新視波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聯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紅樹林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新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

唐城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觀天下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家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收視費用為每戶

每月實收 515 元為上限；102 年各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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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費用為每戶每月實收 500 元為上限。優惠價由各有

線電視系統自行決定，且不得對同戶分機另收基本頻道

收視費用。 

2、通傳會已於 101 年 7 月 27 日公告修正分區經營政策，

開放有線電視業者跨區服務，故目前新北市政府已有部

分現有及新設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提出申請。 

（四） 函請通傳會提供相關資料及意見：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

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不得有下列情形之一︰…

二、超過同一行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數二分之一。但

同一行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營者，不在此限。…」依新

北市行政區域內現有 12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計

算，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尚無違反前

揭規定。 

三、 調查結果： 

（一） 收視戶數增減情形：依據通傳會公布之「各有線電視（播

送）系統訂戶數統計表」資料所計算之市場占有率，截

至 101 年 12 月底，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家有線電視公

司在新北市板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

率分別為 44.7%及 55.3%，且自 98 年至 101 年之市占率

幾無消長。 

（二） 交叉持股關係：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

具有相互投資關係，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持有被

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 21.07%股份，而被處分人台數

有線電視公司則持有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

10.35%股份，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並

無透過其他轉投資公司而間接持有對方之股份。 

（三） 收視費用：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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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價格均相同，係月繳 515 元、季繳 1,545 元、半年繳

3,070 元、年繳 6,140 元。另針對半年繳收視戶優惠 20

元、年繳收視戶優惠 40 元。 

（四） 頻道節目：查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提

供之類比頻道表，共有 92 個頻道節目，其中僅有 4個頻

道（83 至 86 頻道）有異，而數位頻道表（含付費頻道）

則完全相同。 

（五） 統一指揮中心：「大豐媒體」係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共同成立之虛擬 MSO 組織，並未向主管

機關申請商工登記，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運作，該 MSO

組織主要參與人員涵蓋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

視公司之董事長、董事、經理級人員、各部門主管及職

員。 

（六） 共同決定重大營運事項：「大豐媒體」所召開之會議及討

論的事務，係針對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

司目前及未來營運之重大事件做出決策（如討論整合 2

公司客服、網管、工程等業務，使 2 公司有線電視營運

能達成一致，並向通傳會申請跨區經營），會議召集人及

決策者為「大豐媒體」之執行長或「大豐媒體」組織表

所列單位權責主管，實際執行則交由各公司依決策結果

各自執行。又上開決策結果倘需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所有人員知悉，則透過「大豐媒體」行

政中心發佈公告，張貼在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

電視公司各自之電子或紙本公布欄上。 

（七） 共同處理行政事務：經檢視「大豐媒體」之行政中心自

101 年起所發布之公告內容，獲悉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共同舉辦週年慶暨家庭日活動、年終大

會、開春或中元普渡等祭祀活動、共同辦理員工健康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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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同進行網路系統維護、共同決定員工制服換季時

間、共同訂定或修訂行政管理辦法（如員工制服管理辦

法、門禁管理辦法、環境衛生管理辦法及餐廳/交誼廳用

餐規定暨管理辦法等），且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家有線

電視公司間皆可透過「大豐媒體」分機表所列之分機號

碼或速撥號碼進行連繫。 

（八） 共同辦理人事業務：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

公司將其員工調動、任免、離職或獎懲等人事業務，彙

報予「大豐媒體」人資室，並經「大豐媒體」執行長丙

○○君批核同意後，再由「大豐媒體」的人資室統一發

佈公告周知。且檢視「大豐媒體」的人資室自 101 年起

所發布之公告內容，獲悉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

電視公司亦共同決定調薪幅度、共同辦理勞動節獎金、

端午節獎金、中秋節獎金及年終獎金等事宜、共同辦理

員工識別證更新、訂定或修訂員工工作規則及員工推薦

人才獎勵辦法等。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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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的利弊未定，事

業間透過經濟力量的集中，通常可提高生產效率，降低經

營成本，節省重複投資之費用；然因事業之結合，亦可能

造成經濟力量過度集中及易受人為控制，削減原有競爭機

能之負面效果。公平交易法為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

定市場競爭情形，規範參與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

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務。又同法第 13 條第 1項規

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

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履行前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

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第

40 條第 1項復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第 3項規

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

合，或未履行第 12 條第 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除

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

下罰鍰。」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義務之法

律效果。 

二、 本案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等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均係依有線

廣播電視法取得籌設、營運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其主要業務內容為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條所定義「以

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是本案產品市場範圍為「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服務」。至於地理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事業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在此區域範圍內交易相對

人可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轉換交易對象。依據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 21 條規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業者不得跨區經

營，因此地理市場範圍受限於前開法令限制，故本案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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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申請經營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均為「新北市板橋有線廣播電視經營

地區」，爰本案特定市場範圍界定為「新北市板橋有線廣播

電視經營地區」。復依通傳會公布之「各有線電視（播送）

系統訂戶數統計表（截至 101 年 12 月底）」，被處分人大豐

有線電視公司及被處分人台數有線電視公司為新北市板橋

區僅有之 2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業者，在該經營區之訂戶

數分別為 94,876 戶及 117,238 戶，爰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在新北市板橋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

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分別為 44.7%及 55.3%，均已符合公平交

易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之事業結合事前申報門檻，渠等

倘相互或與他事業為公平交易法第 6 條所稱之結合，應事

前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三、 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等 2 家有線電視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一） 按「與他事業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係公平

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範之結合類型，所謂「共

同經營」，指數公司為共同利益，服從統一之指揮，共同

營運同一業務，以求經濟之一體化。以有線電視產業而

言，頻道節目之洽購及接收；網路工程之建置、傳輸及

維修，乃至於服務品質之客戶服務等俱屬業者存立之不

可或缺要素，是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4款有關「共

同經營」的內涵，於有線電視產業係指包含但不限於數

事業頻道節目的採購、訊號接收、傳輸、網路工程的建

置、客戶服務、及其他包含公司營運所涉之行政、人事、

財務等各種營運內涵的同一性。 

（二） 查「大豐媒體」人資室 100 年 12 月 30 日人字第 131 號

公告內容，係「大豐媒體」組織圖及各單位之權責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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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經審酌前開組織圖，該 MSO 組織最上層架構設有

一執行長，由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丙○○

君擔任，底下則設有投資事業部、秘書室、財務中心、

行政中心、有線電視事業處、數位內容事業處及新事業

處等部門，其權責主管涵蓋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

線電視公司經理級以上之人員，且業務內容分工明確。

另查「大豐媒體」1010303 分機表所列人員及分機號碼，

亦涵蓋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各部門之

主管級人員及職員。又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

視公司皆自承，2 公司為未來合併預作準備之目的，經

由 2 公司當時之董事長丙○○君及丁○○君，以及高階

主管協調討論，共同成立「大豐媒體」MSO 組織，並於

101 年 1月 1日起運作。故「大豐媒體」MSO 組織雖未向

主管機關申請商工登記，惟確實存在，且組織架構完整，

並由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共同參與運

作。 

（三） 復查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重大營運事

項，係透過「大豐媒體」之執行長或組織所列各單位權

責主管召開會議，並做出決策後，再交由被處分人大豐

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各自執行，又上開決策結果倘

需 2 公司所有人員知悉，則透過「大豐媒體」行政中心

發佈公告，張貼在 2 公司各自之電子或紙本公布欄上。

證諸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之重大營運

決策，係服從「大豐媒體」統一之指揮，以達成經濟之

一體化。另查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於

行政管理事項中，共同使用電話簡碼撥號聯繫、共同辦

理相關活動、共同辦理員工健康檢查、共同進行網路系

統維護、共同決定員工制服換季時間、共同訂定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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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管理辦法；於人事管理中，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共同將其員工調動、任免、離職或獎懲

等人事業務，彙報予「大豐媒體」人資室，並經「大豐

媒體」執行長丙○○君批核同意後，再由「大豐媒體」

的人資室統一發佈公告周知，且共同決定調薪幅度、共

同辦理獎金事宜、共同辦理員工識別證更新、訂定或修

訂人事相關管理辦法等。是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

線電視公司於行政、人事等營運內涵亦具有高度同一

性，爰綜上事證，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

司業有透過統一指揮中心（即「大豐媒體」）從事經常共

同經營等情，洵堪認定。 

（四） 按公平交易法對於事業結合之規範，旨在避免事業結合

後，造成原本在法律及經濟上各自獨立的經濟個體，因

結合而使事業在特定市場的經濟活動，落入單一或少數

事業控制之狀態，導致結合後，參與結合事業增益其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或雖未相互約束，但採取一致性之行

為，使市場實際上不存在競爭之情形，從而喪失彼此追

求經濟利益的獨立性，導致市場競爭效益的減損或損及

消費者利益。證諸本案參與共同經營的被處分人大豐及

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其收視費用月繳均為 515 元，

半年繳亦未給予優惠而為 3,070 元，又收視戶數未見明

顯消長，節目內容復具一致性，顯見渠等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長期共同經營行為，導致彼此經營行為之協調及

一體性，而使市場存有互不競爭情形，從而喪失彼此追

求經濟利益的獨立性，導致市場競爭效益的減損。 

（五） 綜上，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在營運事

項密切合作並經常共同經營之事實，已構成公平交易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要件，且符合同法第 1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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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事業結合事前申報門檻，亦未有同法第 11 條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規定，卻未於事前向本會申報，核

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四、 綜上論結，本案被處分人大豐及台數 2 家有線電視公司上

開經常共同經營行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事業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

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

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另考

量被處分人等於本會調查期間配合態度良好，並願進行改

正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318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3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優比寢飾館 

統一編號：14286322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架設御芙寢飾館網站，銷

售「新麗公司 七孔纖維枕」宣稱「唯一真正可水洗枕」，就

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架設御芙寢飾館網站

(http://tw.mall.yahoo.com/store/yufu)，銷售「新麗公司 七

孔纖維枕」宣稱「唯一真正可水洗枕」，已涉有廣告不實之情事。 

理    由 

一、 按事業於廣告中以具體文字對商品或服務為表示或表徵，諸

如「唯一」、「第一」、「冠軍」或「最大」、「最多」等

最高級用語，須有客觀數據或意見調查等事證為廣告表示之

基礎，倘廣告主無法提出該等客觀數據或事證，則廣告即有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 查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架設「御芙寢飾館」網

站，銷售「新麗公司七孔纖維枕」並於廣告中宣稱「唯一真

正可水洗枕」，廣告整體予人之印象，係被處分人所銷售案

關商品係唯一可水洗之七孔纖維枕，將使消費者誤認市場上

無其他同質商品。惟查被處分人既對上開宣稱無法提出客觀

數據相佐，且查市面上不乏有其他枕頭可水洗，是被處分人

為上開宣稱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新麗公司七孔纖維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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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廣告中宣稱「唯一真正可水洗枕」，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

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架設「御芙寢飾館」網站

銷售「新麗公司七孔纖維枕」商品廣告。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17 日陳述書及 102 年 5 月 28 日陳述紀

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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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9 月 1 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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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4 號 

被處分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026486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路 2-2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臺中港收取「建物租金」時，就非合作興建者

之建物租金採取建物之重置價值或現值作為租金計算基

礎，惟就合作興建者則僅以建物原始造價作為計算基礎，

而免除營造工程物價年增率之重估，為無正當理由對下游

貨物裝卸承攬業者之必要性關鍵設施給予差別待遇之行

為，屬獨占事業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0 條第 4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應於 103 年 6月 30 日前，為必要之改正行為。 

事    實 

一、緣本會接獲檢舉人檢舉略以：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

司(原為交通部臺中港務局，自 101 年 3 月 1日改制為被處

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下稱臺中港務分公司或前臺中

港務局)自 94 年開放散雜貨裝卸業迄今，仍延續以不同倉

棧造價作為業者承租倉棧之費率，造成檢舉人與臺中港倉

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港公司)及德隆倉儲裝卸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德隆公司)租用倉棧的「建物租金」有不同

費率而無法公平競爭，爰認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

就「建物租金」顯有差別待遇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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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者倉棧承租現況說明：中港、德隆及檢舉人分別承租臺

中港第 5 至 8 號、第 12 至 15 號、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

土地及倉棧設施經營一般散雜貨裝卸承攬業務。中港公司

約自 65 年起在臺中港承租碼頭後線迄今，其所承租之第 5

至 8 號碼頭後線之倉棧設施均屬業者合作興建類型；德隆

公司約自 71 年起在臺中港承租碼頭後線迄今，其所承租之

第 12 至 15 號碼頭後線之倉棧設施亦均屬業者合作興建類

型；至於檢舉人約自 91 年起在臺中港承租碼頭後線迄今，

其所承租之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之倉棧設施則均屬前港

務局自建類型。 

三、調查經過 

(一)函請檢舉人到會說明並提供案關資料及意見，略以： 

1、檢舉人係於 94 年 9 月臺中港開放港埠裝卸業務自由化

後，加入經營一般散雜貨裝卸業務，而中港及德隆公司

則於開放前即在臺中港經營一般散雜貨裝卸業務。臺中

港區僅有檢舉人、中港及德隆公司等 3 家裝卸承攬業

者，營業項目均為散雜貨，故檢舉人、中港及德隆公司

同為水平競爭事業。 

2、自 94 年 9 月臺中港港埠裝卸業務開放後，因新舊業者

租用倉棧之租約日期及費率不同，嗣於各倉棧免租年限

皆已陸續屆滿，檢舉人向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

反映新舊業者續約時應統一公平處理，在多次協商下被

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同意於 99 年底新舊業者租

約到期時，再行協商續約條款，惟迄今仍延續以往之作

法，致使檢舉人一直承受不公平競爭，其差別待遇情事

說明如下：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建物租金之收

取，分「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與「前港務局自

建，業者單純租賃」2 類，上開分類之結果，造成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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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屬後者)之「建物租金」成本較中港及德隆公司(屬

前者)每平方公尺高出 2.5 倍及 1.3 倍，詳如下表： 

 
公 司 承租碼頭 租約期間 每平方公尺租金 建物類型 

中港公司 5-8 號 89.11.1 

│ 

93.12.31 

260.70 合作興建 

德隆公司 12-15 號 88.1.1 

│ 

93.12.31 

487.80 合作興建 

檢舉人 24 號 93.2.1 

│ 

94.1.31 

650.00 前港務局

自建 

檢舉人 24-25 號 

99.10.16 

│ 

102.10.15 

727.30 

798.50 

前港務局

自建 

按「前港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之建物，自臺中港

開港其建物興建年限已有 30 餘年，其建物剩餘價值早已

折舊攤提完畢，故前港務局自建與否，實已非考量計算

租金費率之依據。至於「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

類型，係由承租者自建建物，在相當年限內使用建物免

予計算租金，待免租年限屆滿後則回歸港務局所有。因

該等建物免租年限業已屆滿而回歸港務局所有，且因興

建年代久遠，其折舊亦已攤完畢，故已無建造成本之考

量，而須在費率上予以差別待遇。 

3、另臺中港區內所有經營業務事項，改制前以前臺中港務

局為主管機關，改制後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為

管理事業主體，所有經由臺中港停靠之船舶均受其管理

規範，考量本案地理市場及時間市場等因素，不論是前

臺中港務局或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對於散雜

貨裝卸業務市場，均具有百分之百的市場占有率，核屬

獨占事業。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就建物租金之

收取，除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 款規定外，因

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為具有獨占事業之地

324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位，其對該同一水平市場內之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未

實質考量檢舉人之營運成本，與其他競爭業者間之關係

並無不同，竟為不同之決定，進而造成嚴重削弱檢舉人

之競爭力，此些不具合理正當性之決定，顯屬濫用市場

地位之行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規定。 

4、縱被處分人臺中港務分公司不具獨占事業之地位，然其

相較於檢舉人等同一水平競爭事業而言，仍屬具有市場

優勢地位者，且其對於整個相關特定市場亦有一定之市

場控制力，檢舉人對其自有一定程度之依附關係，就案

關建物租金之收取，被處分人臺中港務分公司對居於弱

勢地位之檢舉人，為不當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決定，

屬於顯失公平之交易行為，亦屬於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函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並提供案關資料及意見： 

1、建物租金之收取，分「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公

式：原始造價×10%)及「前港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

［公式：原始造價×（出租前一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建

造前一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1+10%）×10%］2 類，

按公式統一標準計收。該等公式係經前臺中港務局於 88

年 4月 7日召開討論合理之建物年租金計算方式會議決

議，一體適用於港區所有業者。前臺中港務局並自 91

年起報奉交通部同意，針對租期屆滿申請續租之業者，

建物年租金依上開公式計算並給予 20%折扣迄今。故檢

舉人、中港及德隆公司之建物租金均按上開公式計收，

每年再按「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漲跌幅度調整。 

2、上開分類之結果，形式上雖造成檢舉人(屬前港務局自

建類型)與中港及德隆公司(屬業者合作興建類型)有不

同的建物租金，惟考量建物租金之收取，係在反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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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造價，以原始造價作為租金費用之基準，且前港務

局自建類型與業者合作興建類型兩者差異為前港務局

自建類型尚須考量物價漲跌率及自有資金成本率因

素，而業者合作興建類型因由業者自行興建，故其物價

漲跌及資金成本係由業者自行承受，且業者投入巨額資

金後，仍須承擔未來營運狀況之極高不確定性，與單純

租賃之業者所負擔之風險差異甚大，復因港區內承租者

所屬產業不一，無法再依產業別訂定建物租金計收標

準，爰基於上開考量，建物租金計收方式不因相同產業

之不同類型承租者採相同之計算標準，故建物租金計收

方式，並不考量承租者經營行業，而是以建物興建類型

為分類一體適用於港區所有產業之業者。爰檢舉人、中

港及德隆公司雖均為一般散雜貨裝卸承攬業者，但中港

及德隆公司承租之碼頭後線均屬業者合作興建類型，而

檢舉人承租之碼頭後線則屬前港務局自建類型，故檢舉

人建物租金計算方式與中港及德隆公司不同。再者，因

建物原始造價隨物價波動，不同時期興建之建物，其建

物租金自然有異。中港及德隆公司承租之第 5至 8號及

第 12 至 15 號碼頭後線倉棧約於 65 至 70 年間興建，而

檢舉人承租之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倉棧則約於 75 年

興建，隨物價波動，檢舉人承租之碼頭後線倉棧原始造

價較高，其建物租金自然高於中港及德隆公司。又檢舉

人 102年申請於臺中港第 24及 25號碼頭後線空地合作

興建 2座倉棧，此 2座倉棧於免租期滿後申請續租，被

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亦將依合作興建類型向檢

舉人收取建物租金。故上開建物租金之計算公式是一體

適用於港區所有產業之業者，並無差別待遇之情事。 

3、目前臺中港建物租金之計收標準均由前臺中港務局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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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迄今，於改制公司後，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

司將視實際情況，適時檢討各項租金費用計收標準，以

期兼具公平合理與港區承租業者之期待。 

(三)函請交通部提供案關資料及意見，略以： 

1、有關臺中港出租之碼頭後線裝卸業作業承租區，係依據

現行商港法第 10 條規定，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

司得以約定方式與民營事業機構訂定租賃契約，由其租

賃經營碼頭後線土地及設施，其港區設施使用之管理與

權利義務係受雙方合同契約內容規範。 

2、前臺中港務局於航港改制前，對港區公民營事業機構承

租港區設施租金計算並無法令明文規定，為利公平計算

港區建物租金費用，前臺中港務局依 88 年 4 月 7 日「

討論合理之建物年租金計算方式」會議結論，訂定一體

適用於臺中港區所有業者之建物租金統一標準公式。另

前臺中港務局奉交通部 92 年 12 月 31 日交航字第

0920014093 號函同意就租期屆滿申請續租之業者，其租

金依該計算公式再予 8折優惠；該優惠措施已自 91 年 1

月 1日起實施迄今。臺中港建物租金計算公式係以建物

原始造價為基準，並未考量建物折舊攤提，其主要考量

港埠資源之稀少性及服務價值之不變性，以及建物設施

之自然損耗維護修繕係由前臺中港務局負責處理，此為

港區通案之計算方式，應無涉差別待遇情事。另配合 101

年 3 月 1 日航港體制改革，交通部已依商港法第 10 條

第 2項規定訂定「公民營事業機構投資興建或租賃經營

商港設施作業辦法」，依據該作業辦法第 9 條規定，公

民營事業機構應就契約記載之土地、設施與投資經營事

項繳交租金與管理費，臺中港各項租金費用包括土地使

用費（租金）、設施租金、鋪面成本攤銷費、管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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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土地租金」部分係按「商港區域土地使用費

實施方案」計收，「設施租金（包含碼頭、建物及設備

等項目）」則依其建造成本按年租金率計算；「管理費」

則依公民營事業機構投資經營業務項目性質，按承租面

積、使用範圍、營業額、前款租金總額、營運實績、營

業規模及保證運量等事項計收；各項租金與管理費均一

體適用於港區所有業者。 

四、本案建物租金之收取，分「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

與「前港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2類公式，其造成臺中

港區貨物裝卸承攬業者之租金成本差異經查如次： 

(一)中港公司承租之第 5 至 8 號碼頭後線土地及倉棧設施，

其因合作興建而享有之免租年限係從 65 年 11 月 1 日至

83 年 10 月 31 日止；德隆公司承租之第 12 至 15 號碼頭

後線土地及倉棧設施，其因合作興建而享有之免租年限

則係從 71 年 2月 15 日至 87 年 12 月 31 日止，渠等建物

租金於免租年限屆滿後均係依「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

續租」之公式：原始造價×10%計收，往後每年並依物價

漲跌幅指數調整每年收取之建物租金。例如中港公司 83

年第1次續約時之建物租金為原始造價1億 1,022萬 175

元×10%=1,102 萬 2,018 元，因 84 年之物價漲跌幅指數為

2.17%，故中港公司 84 年繳交之建物租金為前一年的收

費標準=1,102 萬 2,018 元×(1+2.17%)=1,126 萬 1,196 元

，依此類推計算每年因物價漲跌幅指數而調整之建物租

金。至於檢舉人承租之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土地及倉

棧設施，屬「前港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類型，故

其建物租金係依原始造價×（出租前一年營造工程物價指

數÷建造前一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1+10%）×10%計收

，往後每年並依物價漲跌幅指數調整每年收取之建物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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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例如檢舉人 91 年得標承租第 24 號碼頭後線土地及

倉棧設施，其建物租金係包含 75 年通棧新建工程(原始

造價 2,687 萬 1,766 元)、84 年改裝鋁鋅鋼板工程(原始

造價 345 萬 2,763 元)、88 年消防箱換新整修(原始造價

37 萬 4,104 元)、外牆粉刷工程、89 年新裝鐵捲門(原始

造價 72 萬 7,818 元)等 4 項原始造價各別依上開公式計

算建物租金後，合計為第 24 號碼頭後線建物租金 430 萬

667 元；第 25 號碼頭後線建物租金則為 311 萬 4,170 元

，該二碼頭後線並於往後每年再依物價漲跌幅指數調整

每年收取之建物租金。 

 (二)另按該等公式所形成之成本差異，除中港及德隆公司承

租之第 5 至 8 號、第 12 至 15 號碼頭後線屬早期(約 65

至 70 年興建)合作興建之建物，與檢舉人承租之第 24 至

25號碼頭後線屬後期(75年後陸續興建)前港務局自建之

建物，在興建時間、原物料成本、人力成本及物價漲幅

等因素下，所致建物原始造價成本上之差異外，尚有「(

出租前一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建造前一年營造工程物

價指數)×（1+10%）」所形成之差異，其中第 24 號碼頭後

線營造工程物價漲跌幅約 1.5551［90 年建物租金 430 萬

667 元÷原始造價 3,142 萬 6,451 元÷(1+10%)÷10%÷

80%=1.5551］，是其成本約較依合作興建類型計算之租金

增加 71.06%，故檢舉人自 91 年承租至 101 年截止，每年

建物租金較依前港務局合作興建類型公式所計算租金平

均增加約196萬元(2,157萬4,321元÷11年=196萬1,301

元)；第 25 號碼頭後線營造工程物價漲跌幅約 1.6623(

計算同上)，是其成本約較依合作興建類型計算之租金增

加 82.85%，故檢舉人自 94 年承租至 101 年截止，每年建

物租金較合作興建類型平均增加約 157 萬元(計算同上)

329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綜上，檢舉人承租之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每年建物

租金合計約較合作興建類型增加約 353 萬元。 

理    由 

一、按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目前與檢舉人、中港及德

隆公司簽訂碼頭後線土地及倉棧設施租賃契約之時間為 99

年 10 月至 100 年 1月間(檢舉人 99 年 10 月 16 日至 102 年

10月 15日、中港公司 100年 1月 1日至 105年 12月 31日、

德隆公司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5 年 12 月 31 日)。案關事實

俱發生於臺中港務分公司改制前(按：臺中港務局於 101 年

3 月 1 日與基隆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及花蓮港務局合併改制

為被處分人，臺中港務局則改稱為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

分公司)，而其行為發生時，係屬公法人之身分，故應依系

爭行為之時點及適用之相關法令規定，審視有無違反公平

交易法之規定。次按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之前身

「臺中港務局」依法職掌港務監理之任務，固具有公法人

之資格，惟其因亦從事一般私經濟行為，倘就本案系爭碼

頭後線租賃行為之內容及外形以觀，其性質應與行政法之

「上下秩序關係」概念尚屬有間，核應屬一般私經濟行為，

故仍應受公平交易法之規範；又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

公司之前身「臺中港務局」系爭碼頭後線之出租，固係依

據 100 年 12 月 28 日修訂前之舊商港法第 12條規定辦理之

行為(按：舊商港法第 12 條係規定商港區域內各項商港設

施得視需要，由公私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興建或租賃經

營)，惟查舊商港法第 12 條之規定，僅係概括授權商港管

理機關，得就特定商港設施與公私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興

建或租賃經營，並未對其相關行為之內容、範圍作明確之

規定與授權。職是，本案系爭行為尚難逕依公平交易法第

46 條：「事業關於競爭之行為，另有其他法律規定者，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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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公平交易法立法意旨之範圍內，優先適用該其他法律

之規定。」排除公平交易法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次按公平交易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

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

除競爭之能力者。」經查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

基隆港務分公司及高雄港務分公司之前身為「臺中港務

局」、「基隆港務局」及「高雄港務局」，渠等於港勤服務（引

水、拖船、帶解纜、加水加油及垃圾清運等）與棧埠服務

（裝卸、搬運及倉儲等）之提供者身分上，提供具有市場

經濟價值之商品或服務為業務等港埠服務，前經本會於 82

年 6 月依照修正前公平交易法第 5 條規定公告為獨占事

業。而臺中港務局、基隆港務局、高雄港務局及花蓮港務

局業於 101 年 3 月 1 日合併改制為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

及其所屬分公司擁有我國境內所有國際港埠關鍵性設施，

為獨家經營者，且依商港法及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條例相關規定，國際商港由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理，目

前亦無第 2 家業者參與競爭情事，且該公司所擁有的相關

港埠關鍵性設施，短期內亦無他事業得以經濟合理且技術

可行之方式複製或取代該設施，故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國際

港埠服務，實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核屬

公平交易法第 5條所稱之獨占事業。 

三、復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規定：「獨占之事業，不得有左列

行為：…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不當之決定、維

持或變更。…四、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按公平交

易法第 10 條對於獨占事業禁制規定之規範目的，其管制重

點有二，其一為對於市場阻絕或排除競爭行為之規範，其

二為對於獨占利益或暴利行為之禁止。前者乃係禁止獨占

事業以其獨占力量來防止、阻礙或封鎖競爭者參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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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維持或強化其獨占地位為目的，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1款即屬之。至於後者乃係禁止獨占事業為謀求獨占利益而

挾其獨占事業之強大議價能力來榨取上下游交易相對人之

剩餘或福利，導致上下游交易相對人蒙受「消費者剩餘損

失」或「福利損失」，肇致整體社會資源配置效率的損失，

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2款及第 3款即屬之；至於公平交易

法第 10 條第 4款「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則應被歸入

於不屬上開「市場阻絕」及「獨占利益」等 2 種不當獨占

濫用類型外，凡獨占事業濫用市場地位行為而足以影響相

關市場競爭者，即不排除有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款之適

用。查本案被處分人於臺中港「建物租金」之收取，涉及

對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有無正當理由差別待遇情事，對

於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係因該等土地建物係屬下游貨物

裝卸承攬業者所「不可或缺的必要性關鍵設施」(下稱必要

性關鍵設施)，且為被處分人所獨家擁有，故被處分人對該

等必要性關鍵設施，倘有對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為差別

待遇情事者，將足使部分下游業者承擔高於其他貨物裝卸

承攬業者之營業成本，導致下游港埠貨物裝卸承攬市場有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該行為係屬獨占事業其他

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其目的尚非係為防止、阻礙或封鎖

其他港埠競爭者參與競爭，亦非為謀求獨占利益而挾其獨

占事業之強大議價能力來榨取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之剩

餘或福利，且建物租金係因出租港埠必要性關鍵設施所形

成之固定費用，尚與各項港埠業務費之收取(如一般貨物裝

卸費以每噸計收、一般碼頭碇泊費以每船每小時計收、貨

櫃滯留費以每櫃每日計收等港埠服務之報酬)有別。爰被處

分人於臺中港就「建物租金」對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涉

及無正當理由差別待遇情事，當應以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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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款予以規範。 

四、又按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款規定，無正當理由對他事業

給予差別待遇，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

業不得為之。所稱正當理由，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

差異、交易數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理之事由認定之，為

同法施行細則第 26 條所明定；所稱差別待遇，係指事業就

同一商品或勞務，以不同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與同一

競爭階層不同之事業交易而言。故事業是否有構成違法之

差別待遇行為，應審酌市場供需情況、成本差異、交易數

額、信用風險及其他合理之事由認定之，尚非僅以形式上

有不同待遇或拒絕交易即當然論以違反本款之規定。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復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

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所稱「欺罔」，係指對於交易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

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易之行為；而

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

業交易者。 

五、被處分人於臺中港「建物租金」之收取，為無正當理由對

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必要性關鍵設施給予差別待遇之行

為，屬獨占事業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10 條第 4款規定，理由如次： 

(一)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於臺中港就「建物租金」

之收取，係依前臺中港務局 88 年 4月 7日召開之「討論

合理之建物年租金計算方式」會議結論，訂定建物租金

統一標準公式，將建物租金區分「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

滿續租」與「前港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2類適用於

港區業者，該建物租金統一標準公式並無法令明文規

定，故倘經核難認有正當理由，即不排除有違反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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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法第 10 條第 4款之虞，合先敘明。 

(二)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就建物租金之收取，係依

建物興建類型並衡酌資金成本、風險負擔等因素，區分

「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及「前港務局自建，業

者單純租賃」二類，訂定一體適用於港區所有業者之計

算公式，其計算公式前者為原始造價×10%；後者為原始

造價×(出租當年前 1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建造前

1 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1+10%)×10%。倘詳加審

酌該等公式略可分為三部分，其一為建物之重置價值或

現值(即原始造價×【出租當年前 1 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

總指數/建造前 1 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合作

興建者得免除營造工程物價年增率之重估，非合作興建

者則需經過營造工程物價年增率之重估；其二為前港務

局自建建物之資金機會成本，合作興建者無須加收臺中

港務分公司自建資金機會成本，非合作興建者則需加收

自建資金機會成本 10%(即公式的 1+10%部分)；其三則為

租金費率為 10%，合作興建與非合作興建者均屬相同。 

(三)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就其建物租金的收取，固

稱係因相關港埠建物分為與業者合作興建及前港務局自

建等二類，基於考量自建與合作興建類型自有及合作興

建業者所承擔的資金成本與風險不同，爰將建物租金區

分「合作興建免租年限屆滿續租」及「前港務局自建，

業者單純租賃」二類，並訂定一體適用於港區所有業者

之計算公式。惟審酌中港公司所承租的第 5至 8號(65 年

興建)及德隆公司所承租之第12至15號(71年興建)碼頭

後線土地及倉棧設施，於檢舉人自 94 年進入臺中港經營

貨物裝卸承攬業參與競爭時，中港及德隆公司與臺中港

務分公司合作興建而得享有之免租金優惠年限業已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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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7 年至 18 年左右)，故無論係屬業者合作興建或前

港務局自建類型，相關建物產權均已屬被處分人所有，

且參與合作興建之業者也已享有 17 年至 18 年之合作興

建之免租金優惠，當得以反映當初鼓勵業者合作興建之

資金成本與風險。換言之，合作興建業者於享有免租金

優惠年限耗盡後，應無再享有較其他競爭者更好的優惠

之正當性和必要性，故前臺中港務局實無理由再就合作

興建與非合作興建者二種不同類型進行差別待遇。爰本

案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就非合作興建者的建物

租金係採取建物之重置價值或現值(即原始造價×【出租

當年前 1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建造前 1年之營造

工程物價年總指數】)作為租金計算基礎，惟合作興建者

則僅以建物原始造價作為計算基礎，而免除營造工程物

價年增率之重估，尚難認具有正當理由。 

(四)另被處分人所屬臺中港務分公司於檢舉人、中港及德隆

公司碼頭後線土地及倉棧契約期滿租續時，依雙方合約

規定，僅規定該等業者具有優先續約權，被處分人所屬

臺中港務分公司非不得重新衡酌下游市場公平競爭，於

契約期限屆滿後，重新調整中港及德隆公司原契約交易

條件進行議約，卻仍依舊有交易條件或標準與其交易相

對人續約，肇致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於取得及續租港

埠關鍵性設施時，即因建物興建類型所適用之建物租金

計算公式不同，形成新參進業者在建物租金成本上，高

於既有市場參與者，有造成下游港埠貨物裝卸承攬市場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五)另審酌該公式所造成的檢舉人建物租金差異，檢舉人所

承租之第 24 號及第 25 號碼頭後線建物，因係屬「前港

務局自建，業者單純租賃」類型，依公式計算須採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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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重置價值或現值作為租金計算基礎，該計算方式與

中港及德隆公司差異在於檢舉人尚須反映營造工程物價

之重估(即出租當年前 1 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建

造前 1年之營造工程物價年總指數)，相較於依合作興建

類型之租金計算方式計算檢舉人第 24 號及第 25 號碼頭

後線建物每年所造成之租金成本增加比例高達 71%及

82%，即第 24 號碼頭後線每年較依合作興建類型計算之

租金多 196 萬元、第 25 號碼頭後線多 157 萬元，合計 353

萬元，衡酌檢舉人承租之第 24 號及第 25 號碼頭後線分

別自 91 年及 94 年承租迄今，自承租時截至 101 年止，

該二碼頭後線依上開二公式所形成之建物租金差異累計

為 3,416 萬元，長期而言，因該建物租金計算公式所形

成之成本差異實甚為可觀。 

(六)綜上，被處分人於臺中港「建物租金」之收取，就非合

作興建者之建物租金採取建物之重置價值或現值作為租

金計算基礎，惟就合作興建者則僅以建物原始造價作為

計算基礎，而免除營造工程物價年增率之重估，為無正

當理由對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之必要性關鍵設施給予

差別待遇之行為，屬獨占事業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款規定。至於是否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 款及第 24 條規定，基於同一行

為業經認定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款規定，足以涵

括、窮盡獨占事業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樣態，故不

再另究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條第 2款及第

24 條規定。 

六、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臺中港「建物租金」之收取，就非

合作興建者之建物租金採取建物之重置價值或現值作為租

金計算基礎，惟就合作興建者則僅以建物原始造價作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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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基礎，而免除營造工程物價年增率之重估，為無正當理

由對下游貨物裝卸承攬業者之必要性關鍵設施給予差別待

遇之行為，屬獨占事業其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0 條第 4款規定，惟究其原因有其開放下游業

者經營時間不同，導致所適用之相關法令及作業程序有所

不同所致，並衡酌被處分人系爭違法行為之動機及目的尚

非出於不正競爭之意圖，復衡酌預期之不當利益、對交易

秩序危害程度及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度等因

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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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5 號 

被處分人：得力仕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42595 

址    設：嘉義市西區紅瓦里 1鄰新民路 11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法緹精品-頂級天絲絨枕頭」商品，宣稱「

每立方公分負離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之環境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法緹精品-頂級天絲絨枕頭」之商品表示宣稱案關

商品「每立方公分負離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之環境

」，疑與事實不符，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案關商品表示宣稱案關商品「每立方公分負離子含量相當

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的之環境」，就整體商品表示內容綜

觀之，予一般消費者之印象為案關商品「每立方公分負離

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的之環境」，使用案關商

品自可藉其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的環境之負離子含

量獲得「負離子」對人體之助益。然據財團法人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下稱 TTRI）表示，系爭負離子試驗報告，受

測樣品為「負離子聚酯棉」，試件類別為「纖維」。試驗結

果顯示以靜置法方式，在測試箱尺寸：300mm×200mm×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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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其負離子空白值為 230（個數/cc），受測樣品「負離子

聚酯棉」纖維為 400（個數/cc），表示受測樣品相較空白值

增加 170（個數/cc），但無法由該試驗報告結果證明案關商

品每立方公分負離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的環

境。TTRI 復表示各試驗報告僅對試驗樣品負責，不能推及

與該試驗樣品同一批次的其他樣品，故無法從系爭負離子

試驗報告之試驗數據佐證案關商品表示之「成品」所宣稱

的效能。 

二、 被處分人雖辯稱案關商品表示宣稱案關商品「每立方公分

負離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森林公園之環境」係依據

TTRI的負離子試驗報告與蘋果日報2004年 11月 8日之「烏

來內洞瀑布，含負離子最多」新聞報導內容中林務局育樂

組組長之言語：「即使是大安森林公園，也只有一百至二百

個」負離子對照後得出，並提出所稱新聞報導之依據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管理計畫 93年度細部計畫期末報告「森

林負離子健康效益研究」，及論文「森林林相與瀑布區之空

氣正負離子特性探討」與林務局網站文章「十大人氣瀑

布」、「2004 瀑布律動季開鑼，烏來內洞榮獲最有人氣的瀑

布」，佐證案關商品表示之論述為真。然言論自由屬憲法高

密度保障之人民基本權利，新聞內容之陳述亦為其保護內

涵之一部，非有特殊重大公益考量等憲法上原因，尚不得

以法令事前審查限制之，故僅以新聞內容為據，尚難認為

被處分人製作之案關商品表示內容與事實相符。況就前述

論文、報告與新聞等資料內容綜觀之，除蘋果日報新聞提

及大安森林公園負離子個數為一百至二百個外，均無其他

數據可佐證此陳述；而前述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管理計

畫 93年度細部計畫期末報告「森林負離子健康效益研究」

中則指出大安森林公園負離子個數平均為 646 個/cc，與案

關商品測試數據 400 個/cc 尚有差距，更遑論被處分人亦自

陳大安森林公園負離子個數為一百至二百個之數據係林務

局人員自行運算得出。 

三、 按被處分人既為案關商品製造商，且自行設計製作完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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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表示，則案關商品表示內容倘與事實不符，且已足

使一般或相關大眾對系爭商品品質生錯誤之認知，被處分

人未克盡審核案關商品表示內容真實性等義務，自應負行

政法上之責任。 

四、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法緹精品-頂級天絲絨枕頭」之商

品表示宣稱其「每立方公分負離子含量相當於台北市大安

森林公園之環境」，核與事實不符，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同時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造成

不公平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之「法緹精品-頂級天絲絨枕頭」商品表示內容。 

二、 被處分人102年 8月16日到會陳述紀錄。 

三、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02 年 6 月 5 日紡所（102）

檢字06002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

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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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0 9 月 2 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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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6 號 

被處分人：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173221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八德路 2段 260 號 9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路用戶數調

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 60%用戶只選cable

光纖上網」，就服務數量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 2013 年 3 月於其網站（http://www.kbro. 

com.tw）登載「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路用戶數調查報告』

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 60%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

網」、「資料來源：FIND網站[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

口]」，然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下稱資策會）創新應用

服務研究所（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vices，

FIND）網站（http://www.find.org.tw）所登載「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乙文，並未有前開宣稱內容，疑有廣

告不實之情事。案關廣告於同(2013)年 4 月 1 日修正為「根

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路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

不選ADSL 超過 60%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資料來源：

FIND網站，本公司參考FIND 2012 年 06 月及 03 月底止台灣

寬頻上網人口數據進行推估」。 

二、 被處分人就案關事實陳稱，略以： 

（一）資策會FIND網站歷年來均會公告前一年度每季國內網際網

路用戶數調查結果，調查所指有線寬頻用戶包括 1.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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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SL、2.有線電視纜線數據機寬頻上網、3.光纖上網

(FTTx)。按FIND網站公布「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

口」調查報告，其表示：「一、光纖（FTTx）寬頻用戶

成長速度趨緩，與xDSL用戶減少數相同：截至 2012

年 06 月底止，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已達 534

萬（註：查 2012 年 3 月底之總體用戶數為 531 萬），

較 2012 年第 1 季增加 3 萬名用戶。……本季Cable 

Modem用戶數增加為 99 萬（註：查 2012 年 3 月底之

Cable Modem用戶數為 97萬），占總寬頻用戶 18%；……

與上一季比較，Cable Modem用戶數仍然呈現小幅增

加。FTTx因業者持續推廣下載速率為 20M、50M等高速

寬頻上網資費方案，加速xDSL轉換至光纖上網的速

度。」云云，可知從 2012 年 06 月底有線寬頻網路整

體用戶數，較 2012 年第 1 季增加 3 萬名用戶，其中 2

萬戶新增是在Cable Modem之用戶，故廣告中宣稱「寬

頻上網新用戶……超過60%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實屬

有據。 

（二）觀諸FIND調查報告，2012 年 6 月底相較於同年 3月底xDSL

減少戶數約 7 萬戶，而FTTx增加約 8 萬戶，此趨勢應

是配合電信業者在市場上大力推廣高速寬頻上網服

務，故xDSL用戶逐漸轉換至FTTx服務，在扣除原有

xDSL用戶退租轉換為FTTx之升速行為後，可得FTTx新

申辦用戶約為 1 萬戶。是系爭廣告援引FIND 2012 年 3

月底及 6 月底之調查分析，得知 2012 年第 2 季新增寬頻

上網總用戶之 3 萬戶中，有 2 萬戶是增加在Cable上網

類，廣告宣稱超過 60%（2 萬戶除以 3 萬戶，約等於

66.66%），自不待言。 

（三）查寬頻上網市場中之xDSL與FTTx兩類用戶有明顯轉換

關係，參考 2005 年 6 月 30 日ITome產業新聞「寬頻

光纖化，中華電信ADSL不再升速」表示「中華電信決

定不再升速，未來也不再就ADSL降價，而是全力將現

有ADSL用戶移轉至光纖上網」。2012 年 9 月FIND「數位

知識閱刊」中「臺灣民眾網路接取現況-2012 年第 1 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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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分析」乙文表示「與上一季相較，Cable Modem用戶數

仍然呈現小幅增加。唯獨xDSL呈現減退現象。主要因

素仍與前幾季相同，業者持續推廣下載速率為 20M、

50M等光纖高速寬頻上網優惠方案，使得民眾陸續將

xDSL換成光纖上網。」另參照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華電信公司)網站公告寬頻上網服務各速率優惠資訊

，其將「原Hinet ADSL升速光世代」之用戶定義為「老客

戶」，新申請（含其他ISP轉Hinet）光世代之用戶定義為

「新客戶」，足顯見中華電信公司亦認同從其ADSL客戶轉換

至光世代(FTTx)之用戶不屬於新增用戶之範疇。而中華電

信公司持續發布之新聞稿，亦指出其寬頻業務營收因ADSL

客戶持續升速至光世代云云及 2007年至 2012年間之相關

新聞報導，均足證ADSL與FTTx間客戶數互為轉換之產業

趨勢。又據中華電信公司網站公告之業務統計資料（2012

年 1 月~2013 年 3 月），可知該公司歷年度寬頻用戶變化為

ADSL類戶數持續衰退，FTTx類戶數持續成長，再從 2012

年1月至2012年7月用戶數觀之，其寬頻上網電路用戶(含

ADSL及FTTx戶數加總)，足以顯示xDSL與FTTx兩類互為

轉換與消長關係。以上，茲可證明「2012 年第 2季xDSL

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FTTx」之論述，並無不實。 

三、資策會就本案提供專業意見，略以：

（一）被處分人所引「2012 年 3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表示「本

季Cable Modem用戶數增加為 97 萬，占總寬頻用戶

18%」，「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表示「截至 2012

年 06 月底止，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已達 534

萬[註 1]，較 2012 年第 1 季增加 3 萬名用戶。……本

季Cable Modem用戶數增加為 99 萬，占總寬頻用戶

18%」，與該會FIND報告內文相符。 

（二）然FIND報告內文並未提及任何新舊申辦用戶之字眼、各別

數據，報告內呈現的數據增減為該類用戶之總用戶數的變

化。故被處分人廣告中內文「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路

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 60%用

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資料來源：FIND網站[2012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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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與事實不相符合。 

（三）FIND報告內容只表示各類別用戶兩季數據之比較結果、可

能之原因，並無任何表示各類用戶間轉換之直接關係。故

無表示「2012 年第 2季xDSL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FTTx

用戶，而同期間申辦Cable Modem之新用戶，均非原

有xDSL用戶退租轉換而來」之意。 

四、中華電信公司提供案關意見，略以： 

（一）依據資策會FIND「2012 年 3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及「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資料所示「本調查所指的有線

寬頻用戶數為透過xDSL、有線電視纜線數據機寬頻上

網（Cable Modem）、固接專線或光纖上網之用戶。」

凱擘公司援引前揭報告於其網站登載「根據資策會『我國

網際網路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

過 60%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然揆諸該報告內容，僅

載明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及其增減量、各連網方

式之用戶數及其增減量、與各連網方式占有線寬頻網路總

體用戶數之比例，並未提供任何關於原未使用xDSL、

Cable Modem、固接專線或光纖上網之新用戶選擇各

種寬頻連網方式之用戶數或比例，亦未見各連網方式

與寬頻上網新用戶之關聯性等文字敘述，究系爭廣告

係依何實證資料及統計數據得出原未使用寬頻上網服

務之新用戶超過 60%之比例只選cable光纖上網，容有疑

義。 

（二）被處分人援引FIND調查報告稱「可知從台灣 2012 年 6 月

底有線寬頻網路整體用戶數，較 2012 年第 1 季增加 3 萬

名用戶，其中 2 萬戶新增是在Cable Modem之用戶數」，

然查FIND調查報告所載內容為「截至 2012 年 06 月底止，

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已達 534 萬[註 1]，較

2012 年第 1 季增加 3 萬名用戶。……本季Cable Modem

用戶數增加為 99 萬……；而FTTx用戶本季約增加 8

萬戶。」依FIND之調查結果，該期間xDSL減少 7 萬戶，

Cable Modem增加 2 萬戶，FTTx增加 8 萬戶，有線寬

頻網路總體增加 3 萬戶，然總體用戶數增減數值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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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數量係屬二事，尚難逕認其相等，即 2012 年第 2

季有線寬頻網路總體增加 3 萬戶，不代表該季新用戶

數僅為 3 萬戶，其可能遠高於 3 萬戶，是由總體用戶

之增減數量，並無法推估當季究竟有多少申請寬頻網

路之新用戶，有多少退租寬頻網路之用戶。同理，單

由各連網方式之用戶數增減數值，亦無從推算各連網

方式之新用戶、退租用戶數或各連網方式間移轉使用

之用戶數。即不應單純由兩連網方式之用戶數增減值

相近，而謂其用戶數之增減必然由另一連網方式移轉

所致，況按該公司 2012 年第 2 季FTTx相關數據資料，

該季中華電信公司FTTx服務增加 7 萬 8 千戶，其中數

萬戶原未使用該公司ADSL或FTTx之服務，可證明被處

分人「2012 年第 2季xDSL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FTTx」

之臆測內容，顯與事實不符。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

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

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同條第 3項規定：「前 2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所稱「虛偽不實」係指表示

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

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

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

者從事消費行為的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

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除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

為不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

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

效果。 

二、 按被處分人網站宣稱「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路用戶數調

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60%用戶只選cable

光纖上網」、「資料來源：FIND 網站[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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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人口]」（或「資料來源：FIND 網站，本公司參考 FIND 2012

年 06 月及 03 月底止台灣寬頻上網人口數據進行推估」），其

予人印象為依據資策會 FIND 之調查報告，2012 年 3 月底至 6

月底間國內寬頻上網新用戶，超過 60%只選 cable 光纖上網。 

三、 本案被處分人固稱，依據資策會FIND之調查報告，截至 2012

年 6 月底止，國內有線寬頻網路總用戶數 534 萬戶，較

上季 531 萬戶，增加 3 萬戶；同期間Cable Modem用戶

數 99 萬，較上季 97 萬戶，增加 2 萬戶，而xDSL較上季

減少 7 萬戶，FTTx則較上季增加 8 萬戶。因中華電信公

司xDSL用戶逐漸轉換至FTTx服務，在扣除原有xDSL用戶

退租轉換為FTTx之升速行為後，可得FTTx新申辦用戶約

為 1 萬戶，即 2012 年第 2季xDSL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

FTTx，故得知 2012 年第 2 季新增寬頻上網總用戶之 3 萬戶

中，有 2 萬戶是增加在Cable上網類，廣告宣稱超過 60%

只選cable光纖上網，並無不實。然查： 

（一）資策會 FIND 近年來每季均對國內有線寬頻（xDSL、Cable 

Modem 及 FTTx 連網方式）用戶數之異動為調查，該等調

查報告內容，僅載明國內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及其增

減量、各連網方式之用戶數及其增減量、與各連網方式占

有線寬頻網路總體用戶數之比例，然未提及各連網方式

新、舊用戶數之異動。況依資策會 FIND 調查報告所示，

2012 年第 2 季有線寬頻網路總戶數增加 3 萬戶，不

代表該季新用戶數僅 3 萬戶，由總用戶數之增減，並

無法推估當季究竟有多少申請寬頻網路之新用戶，有

多少退租寬頻網路之用戶。同理，單由各連網方式之

用戶數增減數值，也無從推算各連網方式之新用戶、

退租用戶數或各連網方式間移轉使用之用戶數。即不

應單純由兩連網方式之用戶數增減值相近，而謂其用

戶數之增減，必然由另一連網方式移轉所致。 

（二）另資策會來函表示，調查報告未提及任何新舊申辦用戶

之字眼、各別數據，報告內呈現的數據增減為該類用戶之

總用戶數的變化。故被處分人廣告中「根據資策會『我國

網際網路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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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60%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資料來源：FIND網站

[2012 年 6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與事實不相符合。該

報告內容只表示各類別用戶兩季數據之比較結果、可能之

原因，並無任何表示各類用戶間轉換之直接關係。故無表

示「2012 年第 2 季xDSL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FTTx用

戶，而同期間申辦Cable Modem之新用戶，均非原有

xDSL用戶退租轉換而來」之意。 

（三）又依中華電信公司網站公告 2012 年 3 月底、6月底FTTx

用戶數資料，2012 年第 1季FTTx用戶數為 2,527 千戶，

第 2 季為 2,605 千戶，計增加 7 萬 8 千戶，而該新增 7

萬 8 千戶係由原未使用該公司ADSL或FTTx服務之新用

戶，加上ADSL轉換至FTTx服務之用戶，扣除FTTx服務

退租及FTTx轉換至ADSL服務等用戶，計算而來。然依

據中華電信公司之業務統計數據，原未使用中華電信公

司ADSL或FTTx服務之新用戶數，遠高於被處分人所估

算之 1萬戶。故被處分人「2012 年第 2季xDSL減少之 7

萬戶，均轉至FTTx」、「xDSL用戶逐漸轉換至FTTx服

務，在扣除原有xDSL用戶退租轉換為FTTx之升速行為

後，可得FTTx新申辦用戶約為 1 萬戶」等說詞，顯與

前揭中華電信公司之統計數據未合。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

路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 60%

用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僅係自行推論，與事實未合，

易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進而為不正確之選擇與決

定，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廣告行為，洵堪認

定。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根據資策會『我國網際網

路用戶數調查報告』寬頻上網新用戶不選ADSL 超過 60%用

戶只選cable光纖上網」，就服務數量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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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09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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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7 號 

被處分人：中美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130629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敦化北路 102 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名稱、負責人及傳銷制

度，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於102年3月8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理業務

檢查，查悉被處分人獎金項目「尊龍專案會員挑戰達成獎金」，

僅於事業手冊提及是項獎金結算日，未見相關詳細實施辦法，似

有獎金發放項目未予完整報備；次查，被處分人於 102 年 4月 8

日變更公司名稱及負責人，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涉有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

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

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記日期、公司及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金、獎金

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數

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下略）」同辦法第 7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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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 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

期限辦理報備，即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查被處分人獎金項目「尊龍專案會員挑戰達成獎金」僅於

事業手冊提及是項獎金結算日，未見相關詳細實施辦法，

是項獎金制度未予完整備齊向本會報備乙節，被處分人雖

辯稱此非固定常態性獎金，僅為短期挑戰活動，惟查上述

所稱短期活動自 101 年 10 月 1日起至同年 12月 31 日止，

期間難謂短暫，被處分人所稱尚不足採，復經其自承因作

業疏漏而未向本會報備，是被處分人變更傳銷制度，未於

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

規定。 

三、 次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公司名稱為力奇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負責人為○○○○  君，於 102 年 4月 8日經臺北

市政府府產業商字第 10282813800 號函准予登記，變更為

中美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  君，惟未依規定

於變更後 15日內向本會進行變更報備，被處分人業自承係

因原負責報備同仁離職，因而有所疏漏。按被處分人既報

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事業，即應自行注意並遵守相關法令規

定，尚難以公司內部人員異動離職，致發生疏失等因素，

據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變更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卻未於法定

期間內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

第 1項規定。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名稱、負

責人及傳銷制度，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依

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7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

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

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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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事業手冊乙份。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7月 23 日）函及

102 年 4月 23 日、102 年 8月 22 日陳述紀錄。 

三、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料查詢，被處分人公

司基本資料。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

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加

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為

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及第二十三條之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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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買回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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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8 號 

被處分人：夢奇地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127737 

址    設：桃園縣大溪鎮仁和路二段 16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悍馬王」商品廣告

宣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25%~30% (ARTC測試報告)，並延長

鉛酸電池壽命一倍以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刊載「悍馬王」商品(下稱系

爭商品)廣告宣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 25%~30% (ARTC 測試報

告)，並延長鉛酸電池壽命一倍以上」(下稱系爭廣告)，惟據財

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下稱車測中心，簡稱 ARTC)說明系爭

商品並無於該中心執行相關測試，已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規定。 

理   由 

一、 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易之慣用手法，廣告主對於其所散發

之廣告，應克盡查證及真實表示之義務，倘廣告主未能確

定廣告之真實性，除使交易相對人無法正確選擇所需商品

外，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查被

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悍馬王」商品廣告宣

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 25%~30% (ARTC 測試報告)，並延長

鉛酸電池壽命一倍以上」，雖被處分人就前揭系爭廣告宣

稱提供菲凡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出具之測試報告，惟

查前述測試報告之檢測商品「輔助起動器 APS1421」與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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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係屬不同商品；又查系爭商品為積電電能股份有限公

司所提供之「超電容電池(UCB/2F2M2C/20100300622)」，其

雖曾送車測中心檢測，然據車測中心表示，前述檢測商品

之測試報告無法佐證廠商所宣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

25%~30%及省油 10~15%之相關結論，亦無執行任何「延長電

池壽命」或相關之檢測工作，且被處分人無法就系爭廣告

宣稱另提供公正客觀機構所出具之實驗數據報告。是被處

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宣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

25%~30% (ARTC 測試報告)，並延長鉛酸電池壽命一倍以上」

與事實不符，足以引起交易相對人錯誤認知並為交易之決

定，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刊載「悍馬王」

商品廣告宣稱「減少一氧化碳排放 25%~30% (ARTC 測試報

告)，並延長鉛酸電池壽命一倍以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

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

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拍賣網站刊載系爭廣告資料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6月 3日陳述書、102 年 9月 3日陳述紀錄

及 102 年 9月 4日說明函。 

三、 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102 年 4 月 23 日車行字第

1020001012 號函、102 年 6 月 19 日車行字第 1020001500

號函、102 年 7月 11 日車行字第 1020001736 號函。 

四、 菲凡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6 月 19 日、102 年 7 月

1日書函。 

五、 積電電能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6月 28 日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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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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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59 號 

被處分人：睿立濠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75006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大容東街 90號 9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獎金制度未依法定期限向

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實施新推薦獎金制度，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

辦理變更報備，疑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規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推薦獎金制度已於 101 年 9 月停

止實施，又渠於 102 年 3 月前實施之配對獎金及 102 年 4

月實施「每一位 QSM 經理均發放 50歐元獎金」之新推薦獎

金，均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直至 102 年 5 月

接獲本會調查始辦理變更報備。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

內容如有變更應於法定期限內辦理變更報備，不因其內部

疏失而予以免責，故被處分人變更獎金制度內容，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獎金制度未依

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

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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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

前段及第 42條第 3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檢舉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5月 17 日)檢舉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月 27 日陳述書、102 年 6月 20 日到會陳

述記錄、102 年 7月 16 日、102 年 8月 9日及 8月 13 日補

充陳述書。 

三、 被處分人102年6月3日及102年 6月10日變更報備內容。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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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09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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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0 號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就備長炭記憶枕商品宣稱「唯

一專利，SGS 保證」，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事    實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備長炭記憶枕」宣稱「唯一

專利，SGS 保證」涉有違法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以自身之名義於露天拍賣網站販售案關商

品有十餘次之成交紀錄，況被處分人亦坦承其係以微型

工作室創業，據上，被處分人係經常性銷售相關商品，

並以之為常業，係屬公平交易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事

業」。 

二、 查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就「備長炭記憶枕」宣稱「唯

一專利，SGS 保證」，案關廣告「唯一專利」之宣稱，

予人之印象係案關商品擁有其他競爭商品所沒有之專

利，或案關商品為競爭商品中唯一獲有專利者，雖被處

分人陳稱唯一專利係因案關商品為「LUST」品牌，而

「LUST」品牌為案關商品供貨商所註冊之商標，故進而

宣稱「唯一專利」等情，惟專利與商標雖皆為智慧財產

權，兩者性質卻大相逕庭，又被處分人迄今無法提出案

關商品獲有專利之依據，爰案關宣稱「唯一專利」核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而宣稱「SGS 保證」部分，

360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經查案關廣告所載 SGS 測試報告，由於字體過小無法閱

讀該檢測報告所載文字，惟該檢測報告下亦載有「商品

都會送樣檢測針對幾項重點如：甲醛、八大有毒重金

屬」，又被處分人陳稱該等宣稱則係依據供貨商提供之

SGS 測試報告資料所刊載，惟查被處分人及供貨商所提

供之 SGS 測試報告，送測廠商並非供貨商，受測商品名

稱為「泡棉」而非案關商品，又測試項目則包括鎘、鉛、

汞、六價鉻、多溴聯苯總和及多溴聯苯醚總和，是被處

分人所提供之檢測報告與案關廣告所載測試報告並不

相符，且被處分人亦無法證明所提供之測試報告即為案

關商品，綜上，被處分人迄今仍未提供具體事證釋明案

關廣告宣稱係屬有據，爰依現有事證尚難逕認案關宣稱

係所有據。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就所銷售之「備長

炭記憶枕」宣稱「唯一專利，SGS 保證」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

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就所銷售之「備長炭記憶枕」

宣稱「唯一專利，SGS 保證」網頁資料。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5 月 23 日）、

102 年 7月 7 日、102 年 8 月 2 日說明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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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條：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

之工商行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2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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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1 號 

被處分人：宏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15503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安和路 13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宏廈雨果」建案，於平面傢俱配置圖就商

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銷售「宏廈雨果」建案，於 A1 及 A6 平面傢俱配置圖

將部分空間以虛線方式標示，系爭空間疑有將陽台或其他法定

空間，使消費者誤認可作為室內空間使用之虞。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將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圖之虛線部分劃為客廳、臥

室或衛浴等室內空間，其整體內容綜合觀之，予一般消費

大眾之印象係該廣告的虛線部分屬室內空間，可供案關配

置圖所示之客廳、臥室或衛浴空間等用途使用。然據臺中

市政府之專業意見，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圖虛線所示部分（

即 A1 配置圖 2 至 5 樓部分、A6 配置圖 2 至 4 樓）於建造

執照核准用途為陽台，且被處分人並未向臺中市政府相關

單位申請變更設計，故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圖虛線部分作為

室內空間使用與所核定用途不符。至於案關 A1 及 A6 平面

傢俱配置圖 1 樓虛線部分，被處分人於到會陳述時亦自承

該等 1樓虛線部分原核定用途為「法定車位」，復經對照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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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所提供圖說影本，其 1 樓部分確實載

有「停車空間」之標示，足見其非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另

據被處分人自陳，系爭建案之容積率與建蔽率之檢討已達

法規上限，已無變更設計之空間，目前亦無提出變更設計

之申請，倘依案關傢俱配置圖規劃，將與建管法令有部分

出入。 

二、 按房屋銷售所使用之平面傢俱配置圖等內容，對消費者購

屋之決定影響甚鉅，其中，室內可用空間之多寡亦為影響

消費者交易決定之關鍵考量因素之一，依案關平面傢俱配

置圖所示，予消費者之印象為其室內使用空間，可合法如

配置圖所呈現之內容使用。倘一般消費者知悉前述配置圖

虛線部分作為住宅室內空間使用，與核准執照之用途相背

，有違反相關建築法令致遭強制拆除之虞，自會影響其是

否購屋之決定。因此，案關配置圖內容之表示核與事實不

符，且已足令一般消費者對案關空間用途與內容產生錯誤

認知，進而為錯誤交易決定之虞，其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情事，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主張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圖，僅於接待中心使用

，未以其他方式散發，惟查案關配置圖印製數量 120 份，

業已發放完畢，已超過系爭建案欲銷售之戶數 6 戶數倍，

且一般民眾均可進入案關建案接待中心獲取案關平面圖等

廣告文宣，核屬向不特定人發放之情，業足對消費者產生

相當之招徠效果，爰其所稱尚不足採。  

四、 另被處分人辯稱其均向前來接待中心之消費者明確表示虛

線以外之部分非屬建造執照核准範圍內，提醒消費者注意

，並為正確之購屋決定。且現階段系爭建案 6 戶之興建狀

況皆同建造執照核准用途，亦於簽訂正式契約時，就虛線

以外部份由購屋消費者自主決定是否增建，並簽訂切結，

委由被處分人另行與營造廠商簽定承攬契約承攬施作等情

，按被處分人僅於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圖等處畫上虛線，一

般消費者就整體廣告觀之，尚難知悉該虛線部分係因原規

劃用途為法定車位及陽台而不能供室內空間使用；且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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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建案之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第 9 條業已明訂雙方對於

外觀、公設及增建、改建之同意，亦僅係為買賣雙方交易

決定，用以載明雙方權利義務等規範，與廣告使用之目的

不同，被處分人尚不得據此主張免責。 

五、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系爭建案，於接待中心散發、使用之

平面傢俱配置圖，將原規劃用途為法定車位、陽台空間部

分劃作室內空間，係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經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

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 A1、A6 平面傢俱配置圖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6 日、102 年 9 月 6 日函及 102 年 9

月 2日到會陳述紀錄。 

三、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2 年 8 月 9 日中市都建字第

1020116462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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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9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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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2 號 

被處分人：中天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515887 

址    設：臺北市松山區敦化南路 1段 3號 3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之品項未依法定

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

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於101年12月3日變更新增銷售「敏

康本草膏」、「荳康本草膏」及「金銀花護康膠囊」等 3項商品，

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法規定。 

理   由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

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

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下略)」

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

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

應於實施前報備。(下略)」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更多層

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

定期限報備，即違反同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傳銷商品為「AphroBio 時尚套組」等

26項商品，嗣於 101 年 12 月 3日新增銷售「敏康本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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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荳康本草膏」及「金銀花護康膠囊」等 3 項商品，惟被

處分人遲至 102 年 5月 31 日始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按依

前揭法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內容如有變更應於法

定期限內辦理變更報備，不因其辯稱負責報備新工作人員

因不清楚電腦操作程序而得予以免責，故被處分人變更銷

售商品品項卻未於法定期限向本會辦理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之品

項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

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

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及第 42條第 3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102年 5月 31日、102年 6月 11日變更報備內容。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8月 22 日陳述記錄、102 年 8月 22 日補充

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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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備

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事業之名

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記日期、

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

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加入多層

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金、獎金

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數占營

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銷售商

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

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商品或勞

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事項。前項報備之方式及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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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0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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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3 號 

被處分人：怡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596931 

址    設：彰化縣溪湖鎮湖西里華北三街 70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怡心牌熱水器之價格，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從事水電材料

之網路拍賣業務，自 101 年年初起開始販售怡心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之熱水器，被處分人

多次寄發電子郵件予檢舉人，稱檢舉人報價偏低，請

刪除更正，並多次稱檢舉人未配合將請拍賣網站下

架。檢舉人因未完全配合調價政策，遂遭被處分人向

露天拍賣一再檢舉侵害智慧財產權或販賣仿冒品，致

網拍頁面全被下架，爰向本會申訴。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函請檢舉人補充事證，獲檢舉人提供進貨憑

證影本及向露天拍賣反映本案之往返電子郵件。 

（二） 另請被處分人提出答辯說明及相關事證，略以： 

1、 被處分人係以經營自有品牌之家用及營業用熱

水器為主，因產品採高電壓高電流設計，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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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具電匠執照，為確實瞭解經銷商安裝專業

能力，故銷售管道僅以實體通路為主，包括水

電材料批發商及一般店面、廚具行號零售經銷

商等，雙方簽有經銷合約，並以賣斷方式進行

交易。對於虛擬通路販售者，被處分人會要求

須通過電工法規、電氣安全安裝操作、異常處

理等教育訓練後，始授與網路經銷授權碼，並

希望雙方能簽訂合約，但並不提供商品，網路

經銷商只能向被處分人之實體經銷商進貨。 
2、 有關實體經銷合約之「專案直行價」與網路經

銷合約所稱「網路上登錄之銷售價格應依照雙

方議定價格表」，均指牌價 8 折。 

3、 實體經銷合約雖規定「依專案直行價銷售，且

不得以不合理低價惡性競爭，經查獲屬實，則

即刻取消經銷商資格」，然實質無強制規範經銷

商之效力，至於「不合理低價」係為防止經銷

商未能良善管理產品，或將不良庫存出清，但

從未引用該條文取消任何經銷商資格。對於網

路業者，僅希望其盡量以牌價 8 折登錄在網頁

上，私下怎麼賣，無法約束。 

4、 被處分人與下游交易相對人係買斷關係，雙方

就商品建議零售價格達成共識，該價格即為網

路拍賣業者之公開報價資訊，至於網拍業者以

何價格達成交易，非其所問。若網拍業者未與

被處分人簽訂合約，則其於網路刊載被處分人

之商標、商品圖樣、圖文廣告之照片及文字內

容，顯侵害被處分人之商標權或著作權。又其

若公開報價資訊出現顯不相當、差距過大之低

價，一則因被處分人之經銷商會向被處分人反

映公平競爭之問題，二則考慮將影響終端消費

者之用電安全。被處分人通常會先以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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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網拍業者聯繫，請其改善公開報價，若逾期

仍不改善，將再次告知可能衍生智慧財產權爭

議，並告知將向網拍客服中心通知下架，若仍

不改善，則舉報網拍客服中心通知下架。 

5、 檢舉人提供之案關商品進貨憑證經被處分人檢

視，確為被處分人公司所出具。 

（三） 又由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實體及網路經銷合約書顯

示，與經銷商簽約之主體分別為怡星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怡星國際）及怡心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怡心國際），經請怡心國際（代表人親自

到會，該代表人亦為怡心工業代表人）到會說明，

獲悉： 
1、 怡心工業剛開始僅從事製造，後欲從事銷售業務

時，因稅務及營業登記項目等問題，而陸續設立

怡心國際、怡昌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怡昌興

業）及怡星國際等 3公司，負責銷售業務，因都

是代表人熟識之親友成立，所以 3家公司與怡心

工業之經營實質屬同一家公司，又因怡心工業負

責製造，所以怡心牌商標即由怡心工業負責註冊

登記，因此向網路平台舉發者也由怡心工業為

之，至於對外簽約則由負責銷售的怡心國際、怡

昌興業、怡星國際 3公司為之；換言之，怡心工

業負責製造，怡心國際、怡昌興業、怡星國際 3

公司負責銷售、簽約，所以此 3家公司的銷售行

為等同怡心工業對外銷售行為，並由怡心工業概

括承受。 

2、 前提供本會之網路經銷商名單之事業都有店

面，即網路經銷商亦為其實體經銷商，但不一定

簽有實體經銷合約。至於實體經銷商(不論有無

簽約)是否有經營網路通路並不清楚，若網路店

家在網路上使用怡心工業之商標，必須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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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會向網路平台檢舉侵權。 
3、 至於怡心工業員工與檢舉人之往來電子郵件不

一定代表怡心工業立場。 
（四） 函請露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露天

拍賣）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露天拍賣網站僅提供系統服務、網站空間予各

賣家使用，並不介入賣家與消費者間之交易，

故賣家對其製作刊登之網頁內容及商品訊息負

所有法律責任。倘主管機關依法函示或權利人

依法主張相關網拍商品涉及違法或侵權，露天

拍賣即將爭議商品下架移除、轉知會員，並函

復來函主管機關或權利人；至於網頁或商品是

否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益，除法

院外，任何人無法且無能力作是否侵權之實質

審查，故露天拍賣僅就檢舉權利人所提出之權

利要件作形式審查。 

2、 露天拍賣收到著作權權利人之侵權通知後，立

即移除涉嫌侵權網頁，並通知被檢舉會員，倘

該會員無侵權疑慮，得檢附露天拍賣所提供之

「未侵害著作權聲明」擔保未侵權，如合法定

要件，露天拍賣即回復已被移除之網頁，並將

該聲明轉知權利人，由權利人續行後續侵權爭

議事宜。 

3、 另商標或專利權利人第一次檢舉時，需檢具完

備權利證明，露天拍賣僅形式審查，爾後以電

子郵件檢舉，即移除該侵權之拍賣網頁，並將

涉嫌侵權事宜轉知賣家會員，若其認無侵權，

得依商標法或專利法及民法相關規定維護其權

益。 

（五） 另為瞭解被處分人網路經銷之相關規定情形，函

詢被處分人提供之 3 家網路經銷商，獲悉：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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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3 年未與被處分人交易，1 家雖有簽約但從未

交易過，1 家遷移不明。 

（六） 另依被處分人官網所載之授權經銷商名單，以電

話訪查其中 10 家，4 家表示確有限制價格情事。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亦

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利。倘

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

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游

事業得視自身成本結構及市場競爭狀況決定價格之自

由，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

爭，故為公平交易法明文禁止。次按本會公研釋第 032

號解釋意旨，上游廠商單純建議轉售價格之行為，如對

下游事業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建議價格出售或不得打

折，雖尚不能僅以印有建議售價而認定違反前揭法條規

定；惟所謂拘束之概念，並不以實際上因違反該配合措

施而蒙受任何不利益為必要，而係觀察交易相對人之價

格設定自由有無受到人為的干涉，亦即在心理上形成壓

迫，致實際上有維持轉售價格實效之虞者。另依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

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

以下罰鍰…」是以，事業間倘就商品之轉售價格為約

定，除因該項約定違反法律之強制規定，而歸於無效之

外，本會亦得審酌該項約定對於市場競爭之實際影響或

傷害程度另為行政處分，合先敘明。 

二、 有關本案之行為主體：檢舉人雖稱渠向被處分人進貨銷

售「怡心牌」熱水器，惟查檢舉人所提供之銷貨單上載

「怡心牌」供應商為怡心相關事業，該等事業計有被處

分人、怡心國際、怡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已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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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解散）及怡昌興業；次查案關商品之實體經銷合

約係由怡星國際、怡心國際所簽立，另網路經銷合約則

由怡心國際所簽立。復查怡星國際之代表人為被處分人

代表人之配偶，且被處分人代表人持有怡星國際 50%之

股份，又查被處分人代表人亦為怡心國際之代表人，並

持有怡心國際 70%之股份，另查怡心牌所屬網站，企業

形象及對外聯絡電話概以怡心工業為表示，怡星國際及

怡心國際僅為被處分人之關係企業，並無自屬網站及銷

售聯絡相關訊息，且查系爭電子郵件係由被處分人員工

對外寄發，該員工任職被處分人，此並經被處分人到會

陳述確認在案，況被處分人到會時亦自承怡心國際及怡

星國際之事業經營與被處分人實為一體，怡心國際及怡

星國際所為概由被處分人概括承受在案。爰依商業實

務，被處分人對怡星國際及怡心國際負有實際業務之執

行，故被處分人應概括為本案之行為主體。 

三、 查怡心國際或怡星國際與實體經銷商簽訂之電熱水器

經銷合約書，第貳、三點：「為確保市場價格穩定……

且依專案直行價銷售，且不得以不合理低價惡性競爭，

經查獲屬實，則即刻取消顧問級經銷商資格」，次查怡

心國際與網路經銷商所簽訂之合約書第 2點：「甲方於

網路上登錄之銷售價格，應依照甲乙雙方議定之價格

表，若違反此約定，經查屬實，則乙方之該區營業所主

管將立即對甲方採取停止供貨，甲方不得異議」。另被

處分人到會時坦承「專案直行價」即牌價 8折，亦坦承

網路合約書所載價格表係指牌價 8折確認在案。被處分

人雖辯稱並無處罰實例云云，然被處分人亦自承因其經

銷商反映若公開報價差距過大，顯不相當之低價，將有

公平競爭之問題，爰與經銷商約定專案直行價（即牌價

8折）云云。既如前述，怡心國際於實體及網路經銷合

約書內均明訂限制價格規定（依被處分人到會說明表

示，即牌價 8折），並訂有對違反者處以即刻取消經銷

商資格或停止供貨等不利益配套措施。被處分人（簽署

人為怡心國際、怡星國際）與經銷商既訂有經銷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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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書即有一定之約束力，對經銷

商心理易形成壓迫而約束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

受前開不利益制裁配合措施之拘束，經核前開約款已明

顯限制經銷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 

四、 另查檢舉人雖未與被處分人或其關係企業簽訂經銷合

約，惟查檢舉人確曾向被處分人進貨，為被處分人之交

易相對人，當無疑義。次查被處分人之員工確曾寄發電

子郵件予檢舉人，通知檢舉人之低售價應予更正及可能

遭受之處分，且據檢舉雙方之電子郵件往來，檢舉人確

因價格偏低未更正而遭被處分人向網路平台檢舉侵

權，並遭停權下架，顯見被處分人確有以維護智慧財產

權為手段，達成維持價格僵固性之效果，限制其交易相

對人或第三人再轉售之價格決定。被處分人雖辯稱該員

工非足代表該公司立場，惟查系爭電子郵件署名及聯絡

電話俱指涉被處分人，且被處分人不否認系爭郵件署名

之發送人確為該公司員工，並有該君之健保投保證明可

參。按該君為被處分人所聘僱之員工，係為執行業務而

寄發系爭電子郵件，被處分人本應負有監督、管理之

責，被處分人尚不得因員工個人基於職務自行寄發電子

郵件所為之行為，而據以卸責。況被處分人亦自承若公

開報價資訊出現不相當、差距過大之低價格，確會通知

改善報價或告知可能衍生智慧財產權爭議，並告知將向

網拍客服中心通知下架，若仍不改善，則舉報網拍客服

中心通知下架云云在案可稽。 

五、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網路經銷商網路販售價格行

為，已剝奪交易相對人自由決定轉售價格之能力，交易

相對人將無法依據其所面臨之競爭狀況、營運策略等訂

定產品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

之價格競爭，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六、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檢舉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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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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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4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洋達行 

統一編號：14494665 

址    設：新北市泰山區明志路 2段 320 巷 1 弄 11 號 3 樓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所散發「台灣洋達行 NO.1 濾材聲明書」中對

於自身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檢舉人檢舉函略以：渠收到洋達行(下稱被處分人)

傳真「台灣洋達行 no.1 濾材聲明書」，101 年 6月底，

渠所任職之達運興號(以下簡稱 DUS)之 10 家經銷商亦

收到系爭聲明書，請本會卓處。 

二、 市場現況：水族市場有 700～800 家水族業者(含販售觀

賞用魚、水族器材、濾材)，其中水族濾材種類繁多，

有 60 多種(如：陶瓷環、生化棉、多孔性濾材等)。水

族濾材具過濾水族箱及魚缸雜質、培菌等功能，其體積

小，運送方便，不同水族濾材彼此間替代性很高。目前

市場上水族濾材業者有：被處分人、DUS 等數 10 家業

者，而且尚有許多水族器材業者兼賣水族濾材，水族濾

材市場競爭激烈。 

三、 調查經過： 

(一) 經查詢「中華民國專利資訊檢索系統」、函詢及電洽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得知，系爭聲明書所列 12 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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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證號，其中中國、日本及英國等 7 項專利，在

我國無權主張；我國 5 項專利，其中 1 項專利權人

為被處分人之負責人，3 項專利權人為全盛興資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有相關授權登記)，1 項專利

權人為 LG 公司。 

(二) 經財政部臺北國稅局士林稽徵所及財政部北區國稅

局新莊稽徵所提供檢舉雙方營利情形。 

(三) 檢舉人陳述摘要如下： 

1. DUS 主要販售多孔性濾材，營業範圍為全國，多孔

性濾材在濾材市場有許多替代品，如：陶瓷環、生

化棉等，若指銷售多孔性濾材之業者，有被處分

人、DUS、緯燁等業者，水族濾材市場很競爭。 

2. 被處分人之負責人○君於 101 年 6 月底電洽 DUS，

表示將傳真 1份文件(系爭警告函)，收到傳真後，

我就回撥給○君表示應無侵權之虞，但○君說後續

由總公司法務人員跟我聯繫，之後會寄存證信函，

但直至目前未收到存證信函。 

3. ○君於 101 年 6 月底先電洽 DUS 之經銷商，說：「是

否有賣 DUS 所售多孔性濾材？要寄 1份文件；若有

賣，會寄發存證信函…」，再傳真或郵寄系爭警告

函給這 10 家經銷商，因系爭警告函，101 年 6 月底

至 7月底，DUS 之 10 家經銷商，其中 3家未再購買

DUS 所售多孔性濾材，另外 2家減量購買。101 年 6

月底至 7月底，營業額減少。此事亦造成 DUS 經營

困擾。 

4. 系爭警告函所列 12 項專利，均與 DUS 所售多孔性

濾材無關，DUS 未將多孔性濾材銷售至日本、英國

及中國。 

(四) DUS 所稱有收到系爭聲明書之 10 家交易對象電訪

及陳述紀錄摘要如下： 

1. 被處分人在確認上開 10 家有與檢舉人交易者，即

稱：「DUS 所售商品有侵權之虞…」，然後再親送、

傳真或郵寄系爭聲明書；其中 7 家業者覺得被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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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莫名其妙。上開業者並未查詢系爭聲明書所列

12 項相關專利證號及專利權之歸屬。 

2. 其中 3 家業者收到系爭聲明書前，每月原都購買

DUS 所售多孔性濾材，但收到系爭聲明書後，只有

客人指定時，才向 DUS 購買多孔性濾材，水族濾材

占上開業者每月營業額很低的比例。 

3. 除甲業者原就會購買被處分人及 DUS 所售商品，乙

業者本就未購買被處分人及 DUS 所售商品外，其餘

8 家業者仍繼續購買 DUS 所售商品，且未因系爭聲

明書而轉向購買被處分人所售商品。 

4. 市場上還有許多業者販售多種水族濾材(如陶瓷環

等)，市場競爭激烈，被處分人不一定為市場領導

者。多孔性濾材在水族市場有很多替代品。 

(五) 被處分人陳述摘要如下： 

1. 本事業主要銷售榮盛興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產的多孔性濾材，發系爭聲明書時，有與該公司

討論。水族市場約有 10 家業者販售水族濾材，本

事業市占率很低。多孔性濾材有許多替代品，如：

陶瓷環、散砂等。 

2. 本事業認為 DUS 所售多孔性濾材有侵權之虞，但不

想先到智慧財產法院興訟，就先寄送聲明書告知

DUS 及其經銷商請求排除侵害。系爭聲明書是通

知，不是警告，故未先取得鑑定報告。 

3. 我先電洽 DUS，說要寄送系爭聲明書，對方回答：「其

所售之多孔性濾材未侵害本事業專利權。」我亦告

知：「若本事業認為侵權…再做一個處置…」。另電

洽 DUS 之經銷商，說：「我要寄送 1 份聲明書給你，

你了解一下…若認為 DUS 有侵權之虞，會再寄存證

信函…」，就傳真或郵寄系爭聲明書。另有本事業

兩位經銷商拿著系爭聲明書給多個下游客戶，並告

知系爭聲明書刊登於「愛酷族寵物月刊」。自寄發

系爭聲明書至今，未增加本事業銷售量及交易對

象。至今亦未寄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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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爭聲明書並未指出我擁有之專利權明確內容、範

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亦未寫 DUS 名稱。系爭聲明

書所列專利證號，其中中國、日本、英國等 7項專

利，被處分人知道無法在台灣行使專利權；台灣 5

項專利，其中 1 項為被處分人負責人的專利，3 項

為榮盛興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專利，另 1項

是筆誤(LG 專利)。 

(六) 榮盛興水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述摘要如

下： 

1. 被處分人與本公司非屬關係企業，其為本公司在水

族市場之經銷商(未簽訂合約)，在彼此間默契不變

下，目前本公司不會銷售多孔性濾材給被處分人以

外之業者。 

2. 被處分人寄發系爭聲明書前，曾告知決定列出 12

項專利證號於系爭聲明書，其中有些專利屬於本公

司，我均同意將上開專利證號列在系爭聲明書。 

3. 本公司並未與被處分人簽訂任何專利權授權合約。 

(七) 中華民國水族類商業同業公會陳述摘要如下： 

1. 目前水族市場有700～800家水族業者(含販售觀賞

用魚、器材、濾材等)，器材業者多兼賣濾材。 

2. 水族業一般細分為「水族器材」及「觀賞用魚」二

大市場，而「水族濾材」僅占「水族器材」市場的

一小部分，被處分人雖在水族市場經營 7～8年了，

但水族濾材包括陶瓷環、生化棉、多孔性濾材等，

市場上有很多選擇，尤以近年水族市場有許多新進

業者，競爭激烈，被處分人市占率應該很低。 

3. 有關「愛酷族水族寵物月刊」（Aquazoo）在水族業

很有名，業界很多人都有在看。 

四、 調查結果： 

(一) 101 年 6月 25 日檢舉人收到被處分人傳真之系爭聲

明書，內容載有「本公司台灣洋達行 no,1 多孔性生

物應用濾材銷售營運用於水族水處理之多孔陶瓷產

品，業已取得台灣，中國及其他地區多項專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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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特殊製程生產製造。本公司為目前市場上唯一合

法，其他廠商銷售外觀相似之低價產品，除品質與

效能無法保證外，使用者更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

虞，依專利法之規定，凡未經專利權人之同意，擅

自製造、使用、販售、為販售之要約或陳列而侵害

前揭專利權者，應賠償專利權人所受之損害。請消

費者認明合法優質產品，若有疑慮，可打客戶服務

專線確認：…特此聲明稿：…台灣洋達行…聯絡人：

江名洲…相關專利證號：1.中華人民共和國專利字

號…2.中華人民共和國專利字號…3.台灣新型專

利…4.中華人民共和國專利字號…5.日本實用新型

專利…6.台灣發明專利…7.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專

利…8.台灣發明專利…9.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專

利…10.台灣發明專利…11.英國發明專利…12.台

灣新型專利…以上如有侵權將交由本公司集團法務

部專員處理」。 

(二) 101 年 6 月 26 日至 28 日，與檢舉人交易之約 10 家

水族業者陸續收到系爭聲明書，渠等多證稱，被處

分人會先詢問是否銷售檢舉人之多孔性濾材商品，

倘有，即暗喻檢舉人所售商品有侵權之虞，再親送、

傳真或郵寄系爭聲明書予該等水族業者，且未同時

提供專利鑑定報告、經一審法院判決侵權之判決書

或其他證明文件，致有 3 家聲稱在收到系爭聲明書

後，改成只有客人指定檢舉人系爭商品時，才會向

檢舉人訂購，或將檢舉人系爭商品置於店內較不顯

眼處，不會主動推銷，擔心涉入專利權訴訟；有 1

家聲稱因為擔心，故在收到系爭聲明書後之 2 個月

觀望期暫不與檢舉人交易，之後才恢復交易。總計

有 3 家水族業者表示收到系爭聲明書後確實有減少

與檢舉人之交易量。 

(三) 經查被處分人於系爭聲明書中所載擁有 12 項專

利，有 5 項為我國專利，7 項為外國專利，無法在

我國主張權利。5 項我國專利中，僅 1 項台灣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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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第 M284210 號為被處分人之負責人所有；發明

專利第I192433號之專利權人為LG顯示器股份有限

公司(被處分人亦自承為誤植)；新型專利第M215905

號、發明專利第 I255800 號及第 I323246 號等 3 項

之專利權人為全盛興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該公

司亦證稱，並未與被處分人簽訂任何專利授權合

約，此經我國專利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證

實，並無登記授權之事實可稽。 

(四) 被處分人於 101 年 7 月間亦將系爭聲明書刊載於

2012 年 7 月第 134 期「愛酷族寵物月刊」，並稱有

請 2 位跑單幫之經銷商(非被處分人員工之送貨

員)，分送系爭聲明書予被處分人多個下游客戶，亦

告知已刊載於前述水族寵物月刊之訊息。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

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

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

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

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所稱「虛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

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

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者。由於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選

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

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效

果，事業倘於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其自身

商品之品質或內容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

違反前開規定。 
二、 經查被處分人於系爭聲明書對於自身水族濾材商品宣

稱「業已取得台灣、中國及其他地區多項專利」，並列

384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出 12項專利證號，惟查僅 1項台灣新型專利第 M284210
號之專利權人為被處分人之負責人，其餘 11 項專利權
人均非被處分人，亦未登記授權，此有我國專利主管機
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專利資料檢索系統查詢資料可稽。 

三、 再者，被處分人未針對其他生產或銷售水族濾材商品進
行侵權鑑定或經一審法院判決確有侵權事實，即於系爭
聲明書宣稱「本公司為目前市場上唯一合法，其他廠商
銷售外觀相似之低價產品，除品質與效能無法保證外，
使用者更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虞」，易有引人誤認相關
水族濾材市場上僅被處分人之商品為合法。 

四、 末查，被處分人自承，系爭聲明書由其製作，且散發予
檢舉人近 10 家交易對象及被處分人部分下游客戶，並
登載於 2012 年 7 月第 134 期「愛酷族水族寵物月刊」，
對於特定或不特定人散發系爭聲明書，足對消費者產生
相當之招徠效果。 

五、 綜上，被處分人於「愛酷族水族寵物月刊」（Aquazoo）
登載及向特定人散發之「台灣洋達行 NO.1 濾材聲明書」
中，宣稱自身商品「業已取得台灣、中國及其他地區多
項專利」及「本公司為目前市場上唯一合法，其他廠商
銷售外觀相似之低價產品，除品質與效能無法保證外，
使用者更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虞」，就其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預期不
當利益、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持續期間、所得利益，
及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狀、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
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0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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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5 號 

被處分人：傳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304241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羅斯福路 3段 227 號 8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廣告，就其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傳揚科技商城網站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

商品，於廣告宣稱「可節省電費10%~30%」等語，涉有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理    由 

一、 查案關商品係由係供貨商崧輔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崧輔公

司)供貨予被處分人銷售，而被處分人為銷售案關商品於傳

陽科技商城網站刊載案關商品廣告。消費者於訂購商品

時，係向被處分人支付所購商品價金，並由被處分人開立

發票予消費者，自案關商品交易之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

實為所售商品之出賣人，則被處分人為該廣告之廣告主。 

二、 查案關網站廣告推廣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並

宣稱「可節省電費 10%~30%」等語，其整體內容予人印象乃

使用案關商品時，可獲廣告所宣稱可節省電費 10%~30%效

果。 

三、 據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廣告宣稱係依據崧輔公司所提供廣

告文宣資料，及崧輔公司自行檢測 WattsUp Pro ＆ 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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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 Filter 節電測試報告等云云。然經經濟部能源局就被

處分人提供之測試報告表示意見，傳統電磁濾波器(EMI 

filter)主要係由被動元件(電感器及電容器)組成，其電路

功能在於消除電磁干擾，若於供電線路與家電產品間，加

入電磁濾波器，因電磁濾波器係被動元件組成，僅會消耗

或儲存能量，而不會產生能量；另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專業意見表示，案關商品測試報告未詳述負載設備初

始狀態與實驗相關情形，且對照組物件亦未在相同環境條

件進行測試，無法證明該商品是否有廣告宣稱之節電效

果；又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測試報告並無經公證單位驗

證，且無法提供案關商品之組成構造，及提供電路圖等相

關文件。綜上，被處分人無法提供公正客觀之科學依據佐

證案關廣告宣稱可節省電費 10%~30%功效，亦無法提供案關

商品之組成構造等相關文件可供鑑定，故依現有事證，案

關廣告宣稱實屬無據，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 固被處分人辯稱案關廣告內容為供貨商提供，就案關廣告

宣稱並不清楚，無法提供相關事證等云云，惟按被處分人

既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即應於廣告製作刊登前，先

行確認案關商品是否具備可節省電費 10%~30%功效，始得作

為商品廣告之內容，並不因為案關商品資訊係由供貨商提

供而有不同，被處分人未善盡廣告主查證義務，即刊登案

關不實廣告，即當負不實廣告表示之責任，被處分人自不

得據其主張免責。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廣告，

就其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

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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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商品網站廣告。 

二、 被處分人102年4月24日陳述書、102年9月9日陳述紀錄。 

三、 經濟部能源局102年7月22日能技字第10200149270號函及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102年7月29日電業字第1020013764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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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6 號 

被處分人：增家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541850 

址    設：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4段 145 巷 1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路銷售「順富家用型節能省電器」商品，宣稱

「強制省下電費 10%~30%，平均 3 萬省 1 萬」、「電費馬上省

10%~30%」、「電費單最低打 7折」以及「保護延長電器壽命」

等語，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PChome Online 商店街」網路平台銷售「順富家用型

節能省電器」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其廣告內容宣稱「強制省下

電費 10%~30%，平均 3萬省 1萬」、「電費馬上省 10%~30%」、「電費

單最低打 7折」以及「保護延長電器壽命」等語，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查案關廣告宣稱「強制省下電費 10%~30%，平均 3萬省 1萬」、

「電費馬上省 10%~30%」、「電費單最低打 7折」以及「保護延

長電器壽命」等語，其整體內容予人印象為，使用案關商品

除可獲廣告所宣稱之省電、節費效果外，尚可延長電器產品

壽命，惟就前開功能宣稱，被處分人於製作案關廣告彼時，

並未事先予以查證，亦無第三公正單位之檢測文件可資佐

證，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所課予廣告主應盡之查證與

真實表示之義務。 

二、 被處分人雖稱案關廣告係因信任供貨商捷富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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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捷富達公司）之專業及推銷，而依該公司所提供之傳

單及其網站資訊內容所製作，然被處分人既為案關廣告之廣

告主，自應於廣告製作刊登前，先行確認捷富達公司提供之

傳單以及捷富達公司網站所載有關案關商品功效宣稱之真實

性，始得加以引用作為廣告內容，其未善盡廣告主查證義務，

即刊登案關不實廣告，自應負不實廣告表示之責。 

三、 綜上，被處分人未善盡廣告主查證之義務，即逕於網站刊登

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強制省下電費 10%~30%，平均 3萬省 1

萬」、「電費馬上省 10%~30%」、「電費單最低打 7折」以及「保

護延長電器壽命」等語，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商品刊登於「PChome Online商店街」網路平台之廣告網

頁。 

二、 被處分人102年5月22日陳述書以及102年8月28日到會陳述紀

錄。 

三、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02年9月4日商法102字第

120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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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0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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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7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韋恩企業社 

統一編號：26194240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美國 Dacron 水洗

棉被」宣稱「為世界專利，美國銷售 NO.1 品質」，就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PChome商店街網站（http://www.pcstore.com.

tw/timmy0206888/M07729074.htm）銷售「美國Dacron水洗棉被」

商品，於廣告宣稱「為世界專利，美國銷售NO.1品質」等語，涉

有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案關商品，並於廣告

中宣稱「為世界專利，美國銷售 NO.1 品質」，系爭廣告係

由被處分人自行製作、刊登， PChome 僅收取平台服務費，

對於系爭廣告內容並不知情，亦無權介入，則被處分人為

該廣告之廣告主。 

二、 查被處分人於系爭廣告宣稱案關商品「為世界專利，美國

銷售 NO.1 品質」卻無法提出所稱世界專利之相關事證資料

以資證明，是依現有事證，系爭廣告宣稱實屬無據，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 

三、 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廣告係引用進貨商品包裝上之文字說

明，並非自行杜撰。然廣告具有招徠交易之效果，為爭取

交易目的之行為，對競爭之秩序及公益自有影響，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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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對於廣告所載之訊息自應負查證及正確表示之義務。被

處分人既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即應於廣告製作刊登

前，先行確認廣告所載資訊之正確性。被處分人既未善盡

廣告主查證義務，自難以其係引用進貨商品包裝上之文字

說明而得以免責。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銷售「美國 Dacron 水洗棉被」商品

廣告，就其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

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

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

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案關商品網站廣告(http://www.pcstore.com.tw/timmy02

06888/M07729074.htm)。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102年6月20日)答辯函及

102年8月29日陳述紀錄。 

三、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02年4月23日來函及10

月1日傳真。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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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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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8 號 

被處分人：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929746 

址    設：桃園縣桃園市莊敬路 1段 181 巷 41 弄 7 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其公司網站宣稱「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

司創立於民國 64 年至今已 30 餘年」，就服務之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其公司網站宣稱（網址：http://www.zhinan.co

m.tw/PageC/PageC1.htm）宣稱「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

司創立於民國 64 年至今已 30 餘年」（下稱系爭廣告），涉有

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按事業之存續期間可顯現其過去致力於商品品質、服務

提昇及價格合理化之努力，存續期間之長短乃足以影響

交易相對人對其銷售商品或服務品質之合理判斷，並作

成交易決定，故事業倘於廣告內容就其存續期間為表

示，自應善盡真實、正確表示之責，倘廣告主無法提出

客觀事證，即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9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二、 查系爭廣告宣稱「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司創立於民

國 64 年至今已 30 餘年」，其予一般大眾之印象為被處

分人創立於民國 64 年，且存續經營已逾 30 年。第查被

處分人之設立登記日期為 72 年 11 月 1 日，此有經濟部

公司執照影本及工商登記資料公示查詢系統可稽。復按

系爭廣告既已明確表示「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司創

立於民國 64 年至今已 30 餘年」，自應有客觀事實始得

為廣告宣稱，以盡廣告主為廣告行為所應負真實表示之

義務。然被處分人僅陳稱其負責人係於民國 64 年間以

「指南工程行」名義隻身從事油漆噴砂工作，惟並無法

提出具體客觀之事證以證其詞。況被處分人亦自承因製

作網頁時，一時疏忽而誤植公司成立時間。準此，系爭

廣告宣稱之被處分人創立時間與事實不符，核屬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

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三、 另被處分人雖辯稱101年 11月 21日於奇摩雅虎入口網

站（網址：http://tw.yahoo.com）以「除銹」關鍵字

搜尋就被處分人之負面介紹僅載有「30 年歷史」，另無

創立於民國 64 年之宣稱，是系爭廣告案關用語顯係誤

植，惟查被處分人所援引者，係奇摩雅虎網站就「除銹」

各專業廠商之搜尋介紹，核與系爭廣告分屬二事，爰尚

難脫免其責。 

四、 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

司設立於民國 64 年至今已 30 餘年」，就服務之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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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

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http://www.zhinan.com.tw/PageC/Pa

geC1.htm）資料乙份。 

二、 被處分人公司登記資料。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6 日、102 年 6月 13 日、102 年 7

月 29 日陳述書，與 102 年 7月 29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

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

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

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3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

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

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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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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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69 號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925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洲子街 96號 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泓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14788 

址    設：新北市三重區溪尾街 14號 3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momo 富邦購物網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

商品廣告，就其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泓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momo富邦購物網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

品，於廣告宣稱「可節省電費10%~30%」等語，涉有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理    由 

一、 案關「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富邦

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富邦公司)所經營之

「momo 富邦購物網」網站，消費者係藉由網站廣告得知案

關商品內容等訊息，並於網站進行訂購商品、付費等交易

流程，其付款對象、發票開立主體及售後服務提供者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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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富邦公司，消費者所認知之交易對象為該網站之

經營者被處分人富邦公司，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因利用其所

經營「momo 富邦購物網」網站刊載、散布廣告，以出賣人

地位銷售案關商品，並就所售商品獲有利潤，係為本案之

廣告主；另依被處分人富邦公司與被處分人泓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泓愷公司)所締結合作契約書，於

案關商品交易流程中，被處分人泓愷公司除為案關商品之

供應者，並自承案關商品廣告內容為該公司所上傳、刊載，

被處分人泓愷公司係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利潤，

爰認定併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二、 查案關廣告推廣銷售「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並宣稱

「可節省電費 10%~30%」等語，其整體內容予人印象乃使用

案關商品時，可獲廣告所宣稱可節省電費 10%~30%效果。據

被處分人富邦公司表示，案關廣告宣稱係依據被處分人泓

愷公司提供，被處分人富邦公司並不清楚，無法提供相關

事證；另據被處分人泓愷公司表示，案關廣告宣稱係依據

供貨商崧輔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崧輔公司)所提供廣告文宣

資料，及崧輔公司自行檢測 WattsUp Pro ＆ Stellen EMI 

Filter 節電測試報告等云云。然經經濟部能源局就被處分

人泓愷公司提供之測試報告表示意見，傳統電磁濾波器

(EMI filter)主要係由被動元件(電感器及電容器)組成，

其電路功能在於消除電磁干擾，若於供電線路與家電產品

間，加入電磁濾波器，因電磁濾波器係被動元件組成，僅

會消耗或儲存能量，而不會產生能量；另台灣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專業意見表示，案關商品測試報告未詳述負載

設備初始狀態與實驗相關情形，且對照組物件亦未在相同

環境條件進行測試，無法證明該商品是否有廣告宣稱之節

電效果；又被處分人泓愷公司亦自承，案關測試報告並無

經公證單位驗證，且無法提供案關商品之組成構造，及提

供電路圖等相關文件，另經與供貨商聯繫後，承認確有疏

失之處，將不再提供資料辯證。綜上，被處分人泓愷公司

無法提供公正客觀之科學依據佐證案關廣告宣稱可節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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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10%~30%功效，亦無法提供案關商品之組成構造等相關文

件可供鑑定，故依現有事證，案關廣告宣稱實屬無據，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固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被處分人泓愷公司辯稱案關廣告內

容為供貨商提供，就案關廣告宣稱並不清楚，無法提供相

關事證等云云，惟按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被處分人泓愷公

司既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即應於廣告製作刊登前，

先行確認案關商品是否具備可節省電費 10%~30%功效，始得

作為商品廣告之內容，並不因為案關商品資訊係由供貨商

提供而有不同，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被處分人泓愷公司未

善盡廣告主查證義務，即刊登案關不實廣告，即當負不實

廣告表示之責任，自不得據其主張免責。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 momo 富邦購物網網站刊載「電磁波

濾波 節電器」商品廣告，宣稱「可節省電費 10%~30%」等

語，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

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

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 momo富邦購物網網站刊載「電磁波濾波 節電器」商品廣告

資料。 

二、 被處分人富邦公司102年5月31日陳述書、102年6月21日、9

月9日補充陳述書，及102年9月11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泓愷公司102年6月20日陳述書、102年8月1日補充

陳述書，及102年9月12日陳述紀錄。 

四、 經濟部能源局102年7月22日能技字第10200149270號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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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102年7月29日電業字第1020013764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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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0 號 

被處分人：彩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35629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光富路 52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其他營業所所在地，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

人，未將法定代理人同意書附於參加契約，違反依公平交

易法第23條之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5日內，應就公司其他

營業所所在地向本會報備。 

四、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於 102 年 8 月 1 日派員至被處分人營業所實施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於「高雄市左營區○○路○○號」為其他營業

所所在地並有營業事實，惟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次查被處分

人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甲君為參加人，然未將其法定代理人同意

書附於參加契約，已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及

第 16條第 2項規定。 

理   由 

一、 本會於 102 年 8 月 1 日派員至被處分人營業所實施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於「高雄市左營區○○路○○號」為其

他營業所所在地並有營業事實，且被處分人自承於 102 年 3
月將營業所改至前述地址，並於同年 4月 21 日、5月 19 日

403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舉辦兩場傳銷商品之健康講座，惟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另本會於 102 年 8 月 1 日業務檢查時查悉被處分人未將甲

君法定代理人同意書附於參加契約，且被處分人於同年 8
月 6 日郵寄補正資料亦仍未備齊甲君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又被處分人雖辯稱有關甲君法定代理人同意書置放於他

處，惟無法阻卻其違法事實之認定，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
行為能力人為參加人，未將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書附於參加
契約，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至有關事後補正乙情，尚難據此予以免責。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其他營業

所所在地，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

為參加人，未將其法定代理人同意書附於參加契約，違反
依據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7條第 1項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
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2 年 8月 1日業務檢查紀錄。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8 月 6 日）補正

資料及 102 年 8月 29 日陳述記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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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第 16 條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行為能力人為參加

人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行為能力人之法定代理人書面允許，

並附於參加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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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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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1 號 

被處分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9933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1段 21 之 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持有或取得智趣王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

到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型態，又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合致同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

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應申

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為必要之

改正行為。 

三、 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接獲檢舉表示被處分人與聯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聯合報公司）合資設立智趣王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智趣王公司），惟未見被處分人向本會申報事業結

合之資料；經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資料公示系統，智趣王

公司設立於 100 年 8月 31 日，被處分人占該公司 3席董事

中之 2 席，餘 1 席由聯合報公司派任，似有與他事業結合

而未向本會申報之情事，爰進行調查。 

二、 經函請臺北市政府及智趣王公司提供設立登記文件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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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等資料顯示，智趣王公司係由被處分人、聯合報公司

及聯經數位股份有限公司（聯合報公司 100%持股子公司，

下稱聯經公司）共同出資成立，被處分人、聯合報公司及

聯經公司分別持有有表決權股份 65%、25%、10%，100 年 8

月 29日智趣王公司舉行發起人會議通過公司章程並選出 3

席董事及 2 席監察人，被處分人當選 3 席董事中之 2 席，

聯合報公司當選 1 席，監察人則被處分人及聯合報公司各

當選 1席。 

三、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與聯合報公司、聯經公司於 100 年 8 月 29 日合

資設立智趣王公司，被處分人持有 65%股份並擔任 3 席

董事中之 2 席，以及 1 席監察人，智趣王公司之董事長

由被處分人派任，總經理及業務經營則由聯經公司負責。 

(二) 智趣王公司主要業務係提供親子教育數位平台及電子書

等軟體，屬親子數位學習市場，其他競爭事業包括澔奇

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幼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鑫承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Spark）、昱泉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音象網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又親子學習數

位產品尚須面臨傳統紙本專業教材之競爭，且智趣王公

司第 1 項產品於 101 年第 2 季始正式上市，無論於幼教

學習或數位學習之市場，市場占有率均甚低。 

(三) 因軟體加值服務向為被處分人致力發展之產品線，而聯

合報公司於數位學習領域有相關業務經驗，始有合資發

展親子數位學習產品之決策。 

(四) 被處分人係認為相關參與結合事業於親子數位學習相關

市場占有率未達四分之一，不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申報門檻之規定，故未提出申報，倘本會認定

應提出，該公司將遵循相關規定儘速補辦申報程序。 

四、 經函請聯合報公司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內容略以： 

(一) 該公司主要經營業務有報紙發行、廣告、電子商務及展

覽等。該公司與子公司聯經公司及被處分人於 100 年 8

月 29 日合資設立智趣王公司，董事長由被處分人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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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理則由原聯經公司之經理人擔任。 

(二) 本項合資案係因聯經公司提出親子學習數位產品之開發

構想，向被處分人請益相關雲端軟體經營經驗後，雙方

認為有合作空間，始有共同設立新事業專門發展此項業

務之決策。 

(三) 智趣王公司主要提供以平板電腦或大尺寸智慧型手機等

載具為使用介面之親子數位學習產品，屬市場新進者，

因仍須面臨傳統紙本教材及幼教集團之強力競爭，故尚

無法自兒童幼教市場獨立為單一市場。 

(四) 該公司認為其市場占有率未逾四分之一，亦不知持股比

例應與其 100%持股子公司聯經公司合計，故認為未達公

平交易法規定之事業結合申報門檻，且是項結合未對相

關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不利影響。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之利弊未定，結

合後事業組織體及市場結構之根本改變而不易回復，倘因

事業結合而導致市場競爭實質減損之情形，通常亦無法透

過其他補救措施使市場恢復原競爭水準，故公平交易法為

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情形，規範參與

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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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由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及限制競爭

不利益之影響加以審查及評估，藉以避免結合造成經濟力

量過度集中、減損市場競爭程度之後果。又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

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復規定：「事業違

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

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義務之法律效果，併

予敘明。 

二、 結合型態：被處分人持有智趣王公司 65%之股份，持股達

到智趣王公司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之結合型態。另被處分人並取得智趣王公司 3 席董事中之

2 席，得控制智趣王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

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結合型態。 

三、 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率： 

(一)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

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被處分人係我國最大綜合電信業者，經營業務包

括固網、行動及數據通信等服務。智趣王公司主要經

營業務為親子數位學習產品。考量親子數位學習產品

之功能、特性、用途等與其他數位學習產品如語言等

應具需求替代性，本案產品市場可界定為相關電信業

務服務市場及數位學習市場。 

(二) 地理市場：地理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在此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

以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轉換交易對象。本案相關之電

信服務及數位學習產品，業務經營範圍皆為全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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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 市場占有率： 

１、 相關電信業務服務市場：被處分人 99 年及 100 年之

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析述如下： 

(1) 固網服務市場：依據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

會）「2010 年固網業者之市占率」及「2011 年 12

月固網業者之市占率」統計資料，以用戶數或營

業收入計算市內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被處分

人於 99 年及 100 年均逾 90%；另以營業收入計算，

長途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9 年為 70.08%、

100 年為 81.65%；國際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9 年為 59.03%、100 年為 48.88%。 

(2) 行動通信服務市場：依據通傳會「各類電信服務

用戶數」統計資料及被處分人年報資料，我國 99

年底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790 萬戶，被處分人之用

戶數為 967.9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69%；100

年底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900 萬戶，被處分人之用

戶數為 1007.2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73%。 

(3) 數據通信服務市場：同前述通傳會及被處分人年

報資料，我國 99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530 萬

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有 437.4 萬戶，市

場占有率約 82.52%；100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520 萬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為 449.8 萬

戶，市場占有率為 86.5%。 

２、 數位學習市場：依經濟部工業局 101 年度有關數位

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期末執行成果報告資料，

我國數位學習產業產值 99 年度達 265 億元，100 年

度達 332 億元。經查智趣王公司 100 年以營業額計

算之市場占有率（該公司於 100 年始設立，99 年尚

無營業資料）尚未達四分之一。 

(四) 被處分人於固網服務市場、行動通信服務市場及數據通

信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均達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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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四、 綜上，被處分人持有智趣王公司 65%股份，合致公平交易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被處分人取得

智趣王公司過半數董事席次，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被處分人復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又無同法第 11 條之 1

各款除外規定之適用，應於結合前向本會提出申報，惟未

依法提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又被處分人雖具營業規模，惟是

項結合屬多角化經營新設事業，並未提高所處市場之集中

度，且對於該市場競爭影響程度亦非顯著，復考量被處分

人於本會調查期間配合態度良好，及願進行改正等其他因

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412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2 號 

被處分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9933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1段 21 之 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持有或取得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達

到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之結合型態，又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合致同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

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應申

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為必要之

改正行為。 

三、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接獲檢舉表示被處分人與碩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碩銓公司）合資設立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中華碩銓公司），惟未見被處分人向本會申報事業結合之

資料；經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資料公示系統，中華碩銓公

司設立於 100 年 7 月 1 日，被處分人占該公司 5 席董事之

3 席，似有與他事業結合而未向本會申報之情事，爰進行

調查。 

二、 經函請臺北市政府及中華碩銓公司提供設立登記文件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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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情形等資料顯示，中華碩銓公司係由被處分人及碩銓公

司共同出資成立，被處分人與碩銓公司分別持有有表決權

股份 51%及 49%，100 年 6 月 21 日中華碩銓公司舉行發起

人會議通過公司章程並選出 5 席董事及 2 席監察人，被處

分人當選 5 席董事中之 3 席，碩銓公司當選 2 席，監察人

則被處分人及碩銓公司各當選 1席。 

三、 經函請碩銓公司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略以： 

(一) 碩銓公司設立於 97 年 1 月 2日，主要業務係車牌辨識技

術研發及相關硬體設備製造銷售。該公司之營業額相較

於其他車牌辨識系統供應廠商並不大，市場占有率極低。 

(二) 被處分人曾向該公司採購車牌辨識系統，中華電信研究

所亦從事相關領域之技術研發，爰提出合作構想。該公

司考量能藉助被處分人之品牌形象拓展市場，故決定合

資設立新事業，並同意被處分人對新事業之持股及董監

過半，而新事業之經營事務則主要由該公司負責。 

四、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內容略以： 

(一) 被處分人與碩銓公司於100年6月21日合資設立中華碩

銓公司，被處分人持有 51%股份並派任 5 席董事中之 3

席，以及 1 席監察人，中華碩銓公司之董事長由被處分

人派任。 

(二) 中華碩銓公司主要產品為車牌辨識系統，相關產品主要

廠商尚有奇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福鄉通商股份有限公

司、凱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中華碩銓公司成立未滿兩年，屬市場新進者，市場占有

率並不高。 

(三) 被處分人係認為相關參與結合事業於車牌辨識系統相關

市場占有率未達四分之一，不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申報門檻之規定，故未提出申報，倘本會認定

應提出，被處分人將遵循相關規定儘速補辦申報程序。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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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之利弊未定，結

合後事業組織體及市場結構之根本改變而不易回復，倘因

事業結合而導致市場競爭實質減損之情形，通常亦無法透

過其他補救措施使市場恢復原競爭水準，故公平交易法為

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情形，規範參與

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

務，並由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及限制競爭

不利益之影響加以審查及評估，藉以避免結合造成經濟力

量過度集中、減損市場競爭程度之後果。又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

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復規定：「事業違

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

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義務之法律效果，併

予敘明。 

二、 結合型態：被處分人持有中華碩銓公司 51%股份，其持股

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

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之結合

型態；另被處分人並取得中華碩銓公司 5席董事中之 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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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控制中華碩銓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

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之結合型態。 

三、 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率： 

(一)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

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被處分人係我國最大綜合電信業者，經營業務包

括固網、行動及數據通信等服務，中華碩銓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為車牌辨識系統軟硬體研發製造，考量車牌

辨識系統之產品功能、特性、用途等與其他安全監控

產品之需求替代性尚低，本案產品市場可界定為相關

電信業務服務市場及車牌辨識系統市場。 

(二) 地理市場：地理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在此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

以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轉換交易對象。本案相關之電

信服務及車牌辨識系統，業務經營範圍皆為全國，故

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 市場占有率： 

１、 相關電信業務服務市場：被處分人 99 年及 100 年之

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析述如下： 

(1) 固網服務市場：依據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

會）「2010 年固網業者之市占率」及「2011 年 12

月固網業者之市占率」統計資料，以用戶數或營

業收入計算市內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被處分

人於 99 年及 100 年均逾 90%；另以營業收入計算，

長途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9 年為 70.08%、

100 年為 81.65%；國際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9 年為 59.03%、100 年為 48.88%。 

(2) 行動通信服務市場：依據通傳會「各類電信服務

用戶數」統計資料及被處分人年報資料，我國 99

年底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790 萬戶，被處分人之用

戶數為 967.9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6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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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底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900 萬戶，被處分人之用

戶數為 1007.2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73%。 

(3) 數據通信服務市場：同前述通傳會及被處分人年

報資料，我國 99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530 萬

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有 437.4 萬戶，市

場占有率約 82.52%；100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520 萬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為 449.8 萬

戶，市場占有率為 86.5%。 

２、 車牌辨識系統市場：車牌辨識系統主要包括辨識軟

體、攝影機、補光燈等軟硬體產品。經以中華碩銓

公司與車牌辨識系統市場規模較大之廠商營業額比

較評估，中華碩銓公司 100 年之市場占有率（該公

司於 100 年始設立，99 年尚無營業資料）尚未達四

分之一。 

(四) 被處分人於固網服務市場、行動通信服務市場及數據通

信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均達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

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四、 綜上，被處分人持有中華碩銓公司 51%股份，合致公平交

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被處分人取

得中華碩銓公司過半數董事席次，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被處分人復符合公平交易

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又無同法第 11

條之 1 各款除外規定之適用，應於結合前向本會提出申

報，惟未依法提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

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之持續期間；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

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

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又被處分人雖具營業規

模，惟是項結合屬多角化經營新設事業，並未提高所處市

場之集中度，且對於該市場競爭影響程度亦非顯著，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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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被處分人於本會調查期間配合態度良好，及願進行改正

等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40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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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3 號 

被處分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9933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信義路 1段 21 之 3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或

取得耀榮不動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到三分之一以上，合

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得

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同

法第 6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

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為必要之

改正行為。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接獲檢舉表示被處分人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光世代公司）持有耀榮不動產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耀榮公司）100%股份，惟未見被處分人向

本會申報事業結合之資料；經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資料公

示系統，耀榮公司設立於 91 年 12 月 10 日，光世代公司派

任該公司全部董監事，復查光世代公司設立於 97 年 2 月

12 日並由被處分人派任全部董監事，依設立時點判斷可能

涉及光世代公司取得耀榮公司股份情事，則被處分人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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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從屬子公司間接持有耀榮公司之股份，似有與他事業

結合而未向本會申報之情事，爰進行調查。 

二、 經函請經濟部商業司及耀榮公司提供設立登記文件及股東

情形等資料顯示，耀榮公司設立於 91 年 12 月 10 日，組織

型態原為有限公司，後於 98 年 11 月 16 日變更為股份有限

公司，唯一股東為馬來西亞商芳鄰拉布安控股公司，持有

100%股份即 3,970 萬股。光世代公司係於 99 年 3 月 1日取

得耀榮公司原股東全數股份，同時耀榮公司增資發行4,359

萬新股，由光世代公司全部認購，故目前光世代公司持有

耀榮公司 100%股份共 8,329 萬股。 

三、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內容略以： 

(一) 光世代公司係被處分人 100%持股子公司，於 99 年 3 月 1

日取得耀榮公司 100%股份並派任全數董事、監察人及總

經理。依內政部統計資料，95 年至 99 年臺北市工業倉

儲類取得使用建照面積約 331,702 坪，而耀榮公司所有

之不動產面積約 10,064 坪，計算市場占有率約 3%。 

(二) 光世代公司主要業務為住宅及大樓開發與租售，負責將

被處分人閒置之機房土地出租或出售。耀榮公司主要營

業項目為不動產租賃業，其擁有三棟位於臺北市內湖科

技園區之辦公大樓，因被處分人另一子公司是方電訊股

份有限公司長期承租耀榮公司所有之三棟大樓，光世代

公司評估取得成本及未來收益後，決定併購耀榮公司。

上開投資案被處分人知情，惟並無介入光世代公司商業

決策形成之過程，以尊重子公司之專業經營及嚴守公司

治理。 

(三) 被處分人係認為相關結合事業於不動產買賣及租賃相關

市場占有率未達四分之一，不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申報門檻之規定，故未提出申報，倘本會認定

應提出，被處分人將遵循相關規定儘速補辦申報程序。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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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

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

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

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

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因事業結合之利弊未定，結

合後事業組織體及市場結構之根本改變而不易回復，倘因

事業結合而導致市場競爭實質減損之情形，通常亦無法透

過其他補救措施使市場恢復原競爭水準，故公平交易法為

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定市場競爭之情形，規範參與

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

務，並由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及限制競爭

不利益之影響加以審查及評估，藉以避免結合造成經濟力

量過度集中、減損市場競爭程度之後果。又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

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開事前申報

義務之法律效果，併予敘明。 

二、 結合型態：被處分人透過其持股 100%之光世代公司於 99

年 3 月 1日取得耀榮公司 100%股份並取得全數董事，合致

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者」及第 5 款「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者」規定之結合型態。 

三、 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率： 

(一)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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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被處分人係我國最大綜合電信業者，經營業務包

括固網、行動及數據通信等服務，光世代公司及耀榮

公司主要經營業務均為不動產買賣及租賃業，本案產

品市場可界定為各項電信業務服務市場、不動產買賣

及租賃市場。 

(二) 地理市場：地理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在此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

以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轉換交易對象。本案相關之電

信服務及不動產買賣租賃業務，業務經營範圍皆為全

國，故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 市場占有率： 

１、 相關電信業務服務市場：被處分人 98 年及 99 年之

市場占有率均達四分之一，析述如下： 

(1) 固網服務市場：依據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

會）「2009 年固網業者之市占率」及「2010 年固

網業者之市占率」統計資料，以用戶數或營業收

入計算市內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被處分人於

98 年及 99 年均逾 90%；另以營業收入計算，長途

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8 年為 63.25%、99 年

為 70.08%；國際電話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在 98 年為

55.95%、99 年為 59.03%。 

(2) 行動通信服務市場：依據通傳會「各類電信服務

用戶數」統計資料及被處分人年報資料，我國 98

年底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700 萬戶，被處分人之用

戶數為 926.9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32%；99 年

底我國行動通信用戶數為 2790 萬戶，被處分人之

用戶數為 967.9 萬戶，市場占有率約 34.69%。 

(3) 數據通信服務市場：同前述通傳會及被處分人年

報資料，我國 98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500 萬

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為 430.4 萬戶，市

場占有率為 86.08%；99 年底固網寬頻帳號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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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萬戶，被處分人寬頻接取用戶數有 437.4 萬

戶，市場占有率約 82.52%。。 

２、 不動產買賣及租賃市場：經查中華民國稅務行業標

準分類編號 6811 之不動產租售業 98 年度總產值約

3839.21 億元，99 年度總產值約 4475.33 億元，光

世代公司及耀榮公司以營業額計算之市場占有率98

年及 99 年均未達四分之一。 

(四) 被處分人於固網服務市場、行動通信服務市場及數據通

信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率均達四分之一，符合公平交易

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四、 綜上，被處分人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公司持有或取得耀榮公

司 100%股份，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

結合型態；又被處分人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公司取得耀榮公

司全數董事席次，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

定之結合型態；被處分人復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又無同法第 11 條之 1各款除外規

定之適用，應於結合前向本會提出申報，惟未依法提出，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爰依公平交易法

第 13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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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4 號 

被處分人：聯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99802 

址    設：新北市汐止區大同路 1段 36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持有或取得智趣王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

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為必要之

改正行為。 

三、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接獲檢舉表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

電信公司）與被處分人合資設立智趣王數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智趣王公司），惟未見被處分人向本會申報事業

結合之資料；經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資料公示系統，智趣

王公司設立於 100 年 8 月 31 日，中華電信公司占該公司 3

席董事中之 2 席，餘 1 席由被處分人派任，似有與他事業

結合而未向本會申報之情事，爰進行調查。 

二、 經函請臺北市政府及智趣王公司提供設立登記文件及股東

情形等資料顯示，智趣王公司係由中華電信公司、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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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聯經數位股份有限公司（被處分人 100%持股子公司，

下稱聯經公司）共同出資成立，中華電信公司、被處分人

及聯經公司分別持有有表決權股份 65%、25%、10%，100 年

8月 29日智趣王公司舉行發起人會議通過公司章程並選出

3席董事及 2席監察人，中華電信公司當選 3席董事中之 2

席，被處分人當選 1 席，監察人則被處分人及中華電信公

司各當選 1席。 

三、 經函請中華電信公司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略以： 

(一)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聯經公司於 100 年 8 月 29 日設立智

趣王公司，其持有 65%股份並擔任 3 席董事中之 2 席，

以及 1 席監察人，智趣王公司之董事長由該公司派任，

總經理及業務經營則由聯經公司負責。 

(二) 智趣王公司主要業務係提供親子教育數位平台及電子書

等軟體，屬親子數位學習市場，其他競爭事業包括澔奇

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幼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鑫承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Spark）、昱泉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音象網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又親子學習數

位產品尚須面臨傳統紙本專業教材之競爭，且智趣王公

司第 1 項產品於 101 年第 2 季始正式上市，無論於幼教

學習或數位學習之市場，市場占有率均甚低。 

(三) 因軟體加值服務向為該公司致力發展之產品線，而被處

分人於數位學習領域有相關業務經驗，始有合資發展親

子數位學習產品之決策。 

(四) 該公司係認為相關結合事業於親子數位學習相關市場占

有率未達四分之一，不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各

款申報門檻之規定，故未提出申報。 

四、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料並到會說明，內容略以： 

(一) 被處分人主要經營業務有報紙發行、廣告、電子商務及

展覽等。被處分人與子公司聯經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於

100 年 8月 29 日合資設立智趣王公司，董事長由中華電

信公司派任，總經理則由原聯經公司之經理人擔任。 

(二) 本項合資案係因聯經公司提出親子學習數位產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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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向中華電信公司請益相關雲端軟體經營經驗後，

雙方認為有合作空間，始有共同設立新事業專門發展此

項業務之決策。 

(三) 智趣王公司主要提供以平板電腦或大尺寸智慧型手機等

載具為使用介面之親子數位學習產品，屬市場新進者，

因仍須面臨傳統紙本教材及幼教集團之強力競爭，故尚

無法自兒童幼教市場獨立為單一市場。 

(四) 被處分人認為其市場占有率未逾四分之一，亦不知持股

比例應與其 100%持股子公司聯經公司合計，故認為未達

公平交易法規定之事業結合申報門檻，且是項結合未對

相關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不利影響，請本會給予補正機

會。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

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

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

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

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第 2項規定：「計算前項第二款之

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

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同法

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

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三、參與結合之一事業，其上一會

計年度之銷售金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額者。」

因事業結合之利弊未定，結合後事業組織體及市場結構之

根本改變而不易回復，倘因事業結合而導致市場競爭實質

減損之情形，通常亦無法透過其他補救措施使市場恢復原

競爭水準，故公平交易法為管制事業因結合而有限制特定

426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市場競爭之情形，規範參與結合之一事業若具有一定規

模，即課以「事前申報」之義務，並由主管機關就事業結

合對整體經濟利益及限制競爭不利益之影響加以審查及評

估，藉以避免結合造成經濟力量過度集中、減損市場競爭

程度之後果。又同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

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同法第

40 條第 1項復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第 3項規

定而為結合，…，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明文規定事業結合違反前

開事前申報義務之法律效果，併予敘明。 

二、 結合型態：被處分人持有智趣王公司 25%股份，其持股 100%

之子公司聯經公司持有智趣王公司 10%股份，依公平交易

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應一併計入聯經公司所持之股份，故

聯合報公司合計持股達 35%，持股達到智趣王公司有表決

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之結合型態。 

三、 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率： 

(一)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

具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被處分人主要經營業務為報紙業，聯經公司主要

經營業務為資訊軟體服務，而新設事業智趣王公司之

主要業務為親子數位學習產品。考量親子數位學習產

品之功能、特性、用途等與其他數位學習產品如語言

等應具需求替代性，本案產品市場可界定為報業市

場、資訊軟體服務市場及數位學習市場。 

(二) 地理市場：地理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圍，在此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

以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轉換交易對象。本案相關之報

業、資訊軟體服務及數位學習產品，業務經營範圍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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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故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 市場占有率： 

１、 報業市場：按報業廠商除發行收入外，廣告收入亦

屬主要營收來源，具經濟理論上「雙邊市場」特性，

故應以營業額衡量報業廠商之市場占有率。另被處

分人於 94 年 4 月 15 日向本會申報其與經濟日報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報股份有限公司、聯合晚報股份

有限公司及星報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事業結合一

案，即係因被處分人認為前述 5 事業之營業收入合

計後有超過報紙市場三分之一之虞，始向本會提出

申報，併予敘明。經查中華民國稅務行業標準分類

編號5811之新聞出版業99年度總產值約190.86億

元，100 年度總產值約 184.9 億元，復查被處分人

99 年度營業額約 53.19 億元，市場占有率約

27.86%，100 年度營業額約 54.63 億元，市場占有

率約 29.54%，被處分人 99 年及 100 年之市場占有

率均達四分之一。 

２、 資訊軟體市場：依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 2013 年 3 月「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現況」

報告中統計數據，我國資訊軟體產業 99 年總產值為

1279.28 億元，100 年為 1433.54 億元，經查聯經公

司以營業額計算之市場占有率尚未達四分之一。 

３、 數位學習市場：依經濟部工業局 101 年度有關數位

學習與典藏產業推動計畫期末執行成果報告資料，

我國數位學習產業產值 99 年度達 265 億元，100 年

度達 332 億元，經查智趣王公司 100 年以營業額計

算之市場占有率（該公司於 100 年始設立，99 年尚

無營業資料）尚未達四分之一。 

(四) 被處分人於報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符

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復無同法第 11 條之 1 各款除外規定之適用，應於結合

前向本會提出申報，惟未依法提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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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及透過控制從屬子公司聯經公司合計持有

智趣王公司 35%股份，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又被處分人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復無同法第 11 條之 1各款除

外規定之適用，被處分人應於結合前向本會提出申報，惟

未依法提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

秩序之持續期間；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又被處分人是項結合屬多

角化經營新設事業，並未提高所處市場之集中度，且對於

該市場競爭影響程度亦非顯著，復考量被處分人於本會調

查期間配合態度良好，及願進行改正等其他因素，爰依公

平交易法第13條第 1項及第40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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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5 號 

被處分人：鐵匠金屬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660525 

址    設：新北市泰山區中山路二段 889 巷 13 弄 5號 2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成立於1975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

公司）」及「成立於1982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http:// tjnct.com.tw/)宣稱「成立於

1975 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嗣改宣稱「成立於 1982

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然查被處分人係於民國（下同）

84年核准設立，故案關廣告宣稱涉有廣告不實之虞。 

理   由 

一、 有關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宣稱「關於鐵匠」、「本公司成立

於 1975 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廣告予一般或相

關大眾之印象為被處分人創立於 64年，且與長虹金屬有限

公司（下稱長虹公司）具延續經營關係。 

二、 按社會通念對歷史悠久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品質，具有較

正面之聯想，故事業存續期間之長短足以影響交易相對

人對其銷售商品或服務品質之合理判斷，並作成交易決

定，事業倘於廣告就其存續期間為表示，自應善盡真實

表示之責。查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成立於 1975 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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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惟依經濟部之公司登記公示

資料，被處分人係於 84 年 8 月 4 日設立，所稱之前身

長虹公司係於 71 年 12 月 31 日成立，92 年 2 月 6 日解

散，是縱依長虹公司成立時間據以宣稱，亦與網頁宣稱

內容未合。 

三、 復據被處分人所稱，因長虹公司負責人為被處分人最大

股東，而該位負責人早於 64 年成立長征工業社，爰據

以廣告宣稱。然查被處分人係於 84 年成立，長虹公司

係於 71 年成立，92 年解散，而被處分人並無法提供長

征工業社相關成立資料，爰依被處分人和長虹公司兩事

業成立背景觀察，雖兩事業營業位址和營業項目相近

（位址為同一門號不同樓層），惟負責人並不相同，且

存續時間重疊，難謂具延續經營關係，且被處分人與長

虹公司之法人格亦不相同，又由被處分人提供之該等事

業設立資料亦均與廣告宣稱之「1975 年」無關。綜上，

系爭廣告宣稱與事實不符，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廣

告表示。 

四、 至被處分人修改後之網頁內容「關於鐵匠」、「本公司成

立於 1982 年（前身為長虹金屬有限公司）」部分，如前

述，被處分人與長虹公司並無延續經營關係，故該宣稱

內容亦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成立於 1975 年」及「成

立於 1982 年」，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

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網址：http:// tjnct.com.tw/)修改前後資

料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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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及長虹金屬有限公司登記資料。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5月 31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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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6 號 

被處分人：雙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42083 

址    設：新北市五股區工商路36巷12號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Wellos】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手洗球」

商品網頁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殺

菌」，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頁刊載「【Wellos】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手洗球」

商品廣告，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殺菌」，

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查案關廣告除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

殺菌」，並佐以「威力士洗衣球不僅去汙，更可做到化學洗

劑做不到的除氯及殺菌效果，且效果達 99.9%，真正洗淨看

不到的細菌及黴菌」、「經檢驗達 99.9%的除氯效果也能避免

衣物因水中的氯在洗衣後退色或硬化，延長衣物壽命。」

等說明，綜觀整體廣告，「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

氯、殺菌」予人之印象乃使用案關商品洗滌衣物，可使衣

物達到 99.9%(或 99%)殺菌，洗滌衣物之用水經檢驗可達

99.9%(或 99%)除氯之效果。 

二、 案關商品及案關廣告係進口商輾轉提供予被處分人，且案
  

433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關商品之洗衣球及手洗球為系列商品，二者除商品尺寸及

局部結構略有差異外，為相同商品，所引據之試驗報告及

理論依據亦同。經查，被處分人及進口商就案關商品之殺

菌效果雖提供檢測報告（下稱 KFIA-191 檢測報告）為證，

惟查該檢測報告僅係針對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克雷伯氏肺炎

桿菌進行測試，尚非針對所有菌種，此與廣告泛指不特定

菌種及特定之黴菌等表示不符，此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98

年 10 月 28 日函復洗衣球廣告不實案所提專業意見可參。

又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2 年 9月 16 日函提供意見表示，

KFIA-191 檢測報告所引用之測試方法非屬一般國際標準方

法或韓國工業標準；其測試項目係抗菌試驗，測試樣本

Wellos Ball-Sterizing Power，檢測結果僅代表測試樣本

本體對特定之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克雷伯氏肺炎桿菌具抗菌

效果，減菌率或抗菌率達 99.9%；針對網頁所述殺菌效果部

分，上述檢測報告並無證明資料。是 KFIA-191 檢測報告之

檢驗內容及結果，尚不足證案關商品具有使衣物達到

99.9%(或 99%)殺菌之效果。 

三、 另被處分人自承無法提供案關商品具有除氯效果之相關事

證，而進口商雖稱曾於辦公室自行實驗，水於浸泡洗衣球

約 1.5 小時後，滴入餘氯測試劑及目視觀察，呈透明之結

果(表示無氯)云云，惟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提供意見表

示，該試驗無前後之對照組相關測試數據，無法評估是否

具除氯效果。又上開試驗僅為進口商於辦公室所為，並不

具公正客觀性，且其測試內容與一般洗衣用水多採更替或

流動之使用條件亦不相符。再者，進口商亦表示，我國 SGS

及 INTERTEK實驗中心業以無法依商品說明書之使用方法或

模擬洗衣機攪動之洗衣效果，拒絕受託測試。故尚無事證

足認案關商品業經公正客觀之檢驗，並獲有 99.9%(或 99%)

除氯之檢驗結果，案關廣告宣稱 99.9%(或 99%)除氯之表

示，實屬無據。 

四、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Wellos】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

+手洗球」商品網頁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

氯、殺菌」，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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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

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Wellos】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手洗球」商

品網頁廣告。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4月 25 日、102 年 5月 10 日陳述書及 102

年 10 月 3日陳述紀錄。 

三、 關係人(進口商)102 年 8 月 1 日、102 年 9 月 30 日陳述書

及 102 年 8月 30 日陳述紀錄。 

四、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8年10月28日經標六字第09800120420

號及 102 年 9月 16 日經標六字第 10200072940 號書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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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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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7 號 

被處分人：堃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211110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1段 138 號 5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奈米芯 Nicely 香菸濾嘴」商品廣告，宣稱「煙

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右，最重要是將焦油中有害物質吸

附」、「本商品效果已經 SGS 驗證通過」，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其網站（http://post.sam.com.tw）銷售「奈米芯

Nicely香菸濾嘴」，宣稱：「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右，最重要

是將焦油中有害物質吸附」、「本商品效果已經SGS驗證通過」，涉

有廣告不實之嫌。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其網站銷售「奈米芯Nicely香菸濾嘴」（下稱系

爭商品），宣稱：「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右，最重要是

將焦油中有害物質吸附」、「本商品效果已經SGS驗證通過」，

其予人印象系爭商品具有吸附菸品中煙鹼 10%~%20%及將焦

油中有害物質吸附之效果，而該效果並經SGS驗證通過。本案

被處分人固然提出中國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廣州分公

司檢測中心食品研究室（下稱廣州SGS） No： GZFDO  

1001004462FD 、 1001004289FD-1 、 1001004952FD-1 、

1001004952FD-2 等測試報告及中國國家(全國)烟草質量監

督檢驗中心（下稱中國烟草檢驗中心）「卷烟主流烟气檢驗結

果」，並表示依前等報告內容係在比較系爭商品有無添加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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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孔隙複合濾料對香煙煙焦油之過濾功效，而依報告結

果，系爭商品確實可將焦油中相關有害物質吸附，且相關濾

料獲有大陸專利云云等主張。然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SGS）表示，廣州SGS所出具之測試報告並非針對煙

鹼吸附效率之測試，也無法證實「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

左右，最重要是將焦油中有害物質吸附」之廣告宣稱內容。

另檢視中國烟草檢驗中心「卷烟主流烟气檢驗結果」，該檢驗

結果並非完整檢驗測試報告，是無從瞭解委託者、測試樣品、

測試目的、測試方法、測試結果及測試時間，形式上除難肯

認該文書之真實性，亦無從佐證與廣告內容之相關性。而被

處分人所舉大陸專利之主張，經檢視僅為專利進入實質審查

知通知書，與廣告宣稱效能之證明無涉。至於被處分人提出

廣 州 SGS GZFDO 100401378 測 試 報 告 及 台 灣 SGS 

CY/2012/31589 測試報告，該等報告內容為系爭商品對動物

急性毒性試驗及有無含DEHP、DBP、DINP、DIDP、BBP、DOP

等化學物質之測試，即對濾嘴材料有無毒性之測試，無關本

案廣告「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右，最重要是將焦油中

有害物質吸附」宣稱內容之測試。故被處分人銷售「奈米芯

Nicely香菸濾嘴」廣告，宣稱「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

右，最重要是將焦油中有害物質吸附」、「本商品效果已經SGS

驗證通過」等內容，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奈米芯 Nicely 香菸濾嘴」廣告，宣稱

「煙鹼之吸附約降 10%~%20%左右，最重要是將焦油中有害物

質吸附」、「本商品效果已經 SGS 驗證通過」，就商品之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

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438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銷售「奈米芯 Nicely 香菸濾嘴」網頁資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23 日答辯陳述書及 102 年 8 月 22 日陳

述紀錄。 

三、 中國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檢測中心食品研

究 室 No ： GZFDO 1001004462FD 、 1001004289FD-1 、

1001004952FD-1、1001004952FD-2、100401378 測試報告、

中國國家(全國)烟草質量監督檢驗中心「卷烟主流烟气檢驗

結果」、中國國家知識產權局發明專利申請公布及進入實質審

查階段通知書、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Y/2012/31589

測試報告。 

四、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2年8月30日台檢(化銷)北字

第 102083001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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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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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8 號 

被處分人：甲○○  君 

 

被處分人：乙○○  君 

 

被處分人：丙○○  君 

 

被處分人：丁○○  君 

 

被處分人：戊○○  君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為避免競爭者價格競爭，於 101 年 7 月間透過

聚會共同決定以要求上游雛火雞供應業者停止供應雛火雞

予競爭者之方式，限制價格競爭，足以影響火雞市場之供需

功能，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規定。 

二、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甲○○、乙○○、丙○○、丁○○、戊○○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檢舉人己君檢舉，略以：中華民國養火雞協會(下稱養

火雞協會) 於 101 年 7 月 24 日發函予檢舉人己君，內容

謂：「為調節火雞產銷秩序，接受火雞產業多數業者及本會

多數理事委託，建請暫時停止供應貴畜牧場雛火雞，若有

雛火雞需求，請來電協商，經同意後再行恢復供應。」涉

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相關規定。  

二、 調查情形 

（一）經函請檢舉人提供資料到會說明，略以： 

１、檢舉人飼養及銷售火雞逾 10 年，101 年 2 月成立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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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檢舉人之雛火雞係向庚君進貨，交易約有 5年，

也曾有少數向辛君進貨。每次交易以電話聯繫，雙方

基於誠信，故無交易憑證。 

 ２、停止供應雛火雞緣由：101 年 6 月中旬養火雞協會理

事長壬君、副理事長庚君及秘書長癸君至檢舉人家中

商討，表示因協會會員反映其客戶（火雞肉飯業者）

改向檢舉人購買，故希望檢舉人勿削價競爭，並表示

若發現檢舉人削價競爭，即停止供應雛火雞。之後檢

舉人為促銷火雞肉分切品而分送宣傳單予火雞肉飯業

者，且 7月間火雞行情上漲時其銷售價格亦較晚調升

(較市場行情低)，即於 7月 24 日接獲養火雞協會寄來

停止供應雛火雞之書面通知。 

 ３、與雛火雞供應業者協商情形：檢舉人於檢舉前已向庚

君預訂 7 月底、9 月底雛火雞一批，庚君基於養火雞

協會之會員大多數亦為其客戶，迫於無奈僅得同意養

火雞協會之要求，惟經檢舉人與其協商，庚君請其再

次與養火雞協會協商。7 月底養火雞協會秘書長癸君

告知有會員反映其銷售火雞有削價競爭之嫌，檢舉人

表示同意提高銷售價格，癸君則表示將再提交協會討

論，經協會開會討論結果仍不同意供應檢舉人雛火

雞，癸君於 7月 27 日回電檢舉人告知 7月 30 日會員

將再次開會協商，並請檢舉人參與，檢舉人認此為其

與供貨商之問題，毋需透過協會協商故未參與。後檢

舉人告知庚君若不依約供貨將採行法律途徑，庚君才

同意恢復供應。7月底預計進貨的部分已如期供貨。 

 （二）經函請養火雞協會理事長壬君、秘書長癸君提供陳述書、

到會說明及補充資料，略以： 

１、 產業規模：火雞產業年產值約 4 億元，產地集中在

雲嘉南地區。養火雞協會會員約 50 家，飼養戶約 27

家、飼料商 3 家、雛火雞業者 2 家、其餘為屠宰及

銷售業者(俗稱肉商)約 18 家。該協會會員占國內養

火雞量比例約 80%。火雞產銷通路為雛火雞供應業者

-火雞飼養戶-屠宰及銷售業者(肉商)-火雞肉飯業

者或其他零售通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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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雛火雞之供需：全國每年約有 30 萬隻雛火雞供應

量，除由國外進口，尚有國內業者自行培育，因進

口之品質較佳，目前仍以進口為主。庚君係直接進

口國外雛火雞，供貨量約占國內雛火雞 7 至 8 成，

辛君是以種母雞自行培育雛火雞，供貨量約占 2至 3

成。 

３、 養成火雞之供需：養成火雞每年需求量 23 萬隻，每

月約 2萬隻需求量，由該協會會員供貨之數量約有 8

成至 9成，且約 9成 9銷往火雞肉飯業者。 

４、 要求停止供應雛火雞之情形及理由： 

(1)101 年 5 月間據多數會員向該協會反映，檢舉人在臺

中、雲林、嘉義、臺南等地區，以低於市場行情之價

格向火雞肉飯業者推銷，影響到多數會員生意，且為

無利可圖，破壞市場秩序，故於 101 年 5 月下旬由協

會理事長壬君、副理事長庚君、秘書長癸君等人共同

前往檢舉人住處與其溝通，希望不要削價競爭，並告

知檢舉人如有多餘的火雞，協會可以協助處理（如請

其他業者協助銷售），檢舉人表示並未削價競爭，故該

次會談並無結論或達成協議。 

(2)101 年 5 至 7 月間檢舉人對全國的火雞肉飯業者發送

廣告傳單，表示其火雞肉依國家認證 CAS 規範生產，

造成國內業者困擾，為避免火雞產業產銷失衡，爰應

多數受影響較為嚴重之業者請求，於 101 年 7 月 20 日

於嘉義縣新港鄉「○○○○○○○○○○餐廳」召開

座談會，出席業者均係生意受影響較大的業者，即被

處分人等事業，當日出席者尚有秘書長癸君及雛火雞

供應商庚君。該次會議，參與業者表示希望協會協助

處理檢舉人削價競爭之事，會中討論時有業者提出以

停止供應雛火雞的方式，使檢舉人無貨可供應，經其

他參與業者附議，故此係參與業者共同討論而來，並

請養火雞協會製發 101 年 7月 24 日書面通知，同時寄

發予檢舉人及庚○○，亦有寄予參與的會員。 

(3)前開書面發送後，庚君提出如暫時停止供應，檢舉人

可對其提出訴訟，故其表示停止供貨有困難，要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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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進行協商。故 101 年 7 月底於被處分人甲○○住家

召開第二次會議，參與者有被處分人乙○○、甲○○，

庚君、養火雞協會理事長及秘書長。該次會議庚君及

被處分人甲○○爭執若停止供貨檢舉人是否可對庚君

進行提告，故無結論。且養火雞協會製發案關書面通

知後，反彈業者聲音已較小，最後庚君仍如期供貨，

該事件不了了之。 

５、該協會自成立以來接受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

及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下稱畜產會)監督及指導，落實

畜牧法第 22 條至第 24 條產銷調節及輔導事項，擬定生

產數量及計畫。該協會曾多次邀請檢舉人加入協會，惟

其不願加入，且其未加入火雞產業組識，未在產銷調節

機制中，若發生產銷失衡問題將傷害火雞產業。 

(三)經函請雛火雞業者庚君到會說明，略以： 

 １、雛火雞年需求量及進口管道：全國每年約需 30 萬隻，

約 8成由國外進口，亦有國內業者如辛君以種母雞自行

培育，約占 2成。進口雛火雞主要為受精蛋，少數為小

火雞，因進口雛火雞之育成率、換肉率皆比國內自行培

育好，其數量及價格均較為固定。 

 ２、供貨方式：養火雞業者須在需求期間前 2個月先預約，

庚君依訂購數量直接與國外供貨者以電話洽訂，每月約

有一、二萬隻雛火雞的供應量，與上下游業者交易全係

口頭約定，無交易憑證或訂貨單據。 

 ３、庚君與養火雞協會理事長及秘書長於 101 年 5 月下旬至

檢舉人住處會談，由理事長及秘書長表達有部分業者反

映，檢舉人削價競爭搶走該等業者之客戶，破壞市場秩

序，故告知檢舉人倘查到削價競爭則停止供應雛火雞。

檢舉人同年 7 月散發廣告傳單招攬客戶，反彈業者更

多，約有 5 家業者召開協調會請養火雞協會發送案關書

面通知予檢舉人；之後又於被處分人甲○○住家召開第

二次會議。 

 ４、該次事件，庚君認與檢舉人間有口頭約定供應雛火雞，

該口頭約定具有法律效力，且檢舉人告知若不供貨將進

行法律訴訟，故庚君於 101 年 7 月 30 日發送電子郵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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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甲○○、理事長及秘書長等人，表示仍將依約

定供貨。 

 ５、因該次事件，對庚君的業務尚無明顯影響，惟檢舉人告

知日後可能會自行進口雛火雞來經營。 

  (四)經函請被處分人甲○○、乙○○、丙○○、丁○○、戊

○○等 5 人赴嘉義縣政府說明，彙整該等事業飼養及銷

售規模、召開會議緣由、參與會議情形、停止供應雛火

雞討論情形及本案相關說明等如下： 

   １、從事火雞銷售業務期間：被處分人等從事火雞飼養或銷

售業務均為 10 年以上，最長者達 30 幾年。 

  ２、業務內容及是否有畜牧場：甲○○、丙○○未設有畜牧

場，為單純購買火雞銷售予火雞肉飯業者；乙○○、戊

○○為飼養及銷售火雞(戊君 102 年開始改為單純飼

養)；丁○○則有 2 年期間未飼養火雞，僅為銷售，近

半年復開始飼養火雞。 

   ３、101 年 7月 20 日會議出席情形：該次會議於嘉義縣新港

鄉「○○○○○○○○○○餐廳」召開，被處分人甲○

○、乙○○、丁○○、戊○○均有出席，被處分人丙○

○由其○○出席，另有養火雞協會秘書長癸君及庚君共

同參與。 

   ４、101 年 7 月 20 日會議召開緣由及會議討論情形：火雞產

業是很敏感的產業，供應數量的增減極易影響市場價

格，檢舉人明知市場供需平衡，又大量購買雛火雞、進

入市場，影響所有飼養戶及銷售業者。據悉檢舉人將原

本欲銷往中國之火雞轉往國內銷售，造成市場供過於

求，產銷秩序亂掉，且檢舉人廣發傳單予每家火雞肉飯

業者，以低於市場行情價格銷售予店家，致部分火雞肉

飯業者原本向被處分人等業者購買，轉向檢舉人購買，

爰受影響之業者相互連繫請養火雞協會出面協調，而召

開該次會議。召開會議前，被處分人乙○○曾提議請檢

舉人出席會議，由所有火雞銷售業者協助檢舉人銷售其

火雞，惟未獲檢舉人同意，檢舉人亦未出席該次會議，

故於該次會議由出席業者共同討論自雛火雞供貨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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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即控制雛火雞供應量，並請養火雞協會發送書面通

知予檢舉人。 

   ５、受影響業者及程度：被處分人等均有受影響，時間約在

101 年 5 月間，除被處分人戊○○外，其餘 5 家事業分

別損失客戶約 2至 3家，剩餘客戶則以降價方式維持。 

   ６、101 年 7 月底第 2 次會議出席人員及討論情形：第 2 次

會議係於被處分人甲○○家中召開，被處分人乙○○、

戊○○及養火雞協會理事長壬君、秘書長癸君、庚君等

人均有出席。該次會議被處分人甲○○與庚君對於檢舉

人就庚君不供應雛火雞是否可對庚君提告產生爭執，當

天未獲致結論。 

 (五) 經函請農委會就火雞產業供需提供意見及資料，略以： 

  １、依據農業統計年報資料，101年火雞生產量3,746公噸，

進口量234公噸，年產值4億4千餘萬元，需求量3,980公

噸。全年屠宰供應火雞23.7萬隻，另據養火雞協會統

計，該協會會員同期供應屠宰20.6萬隻，故估計加入該

協會會員之產值(量)占全國比例至少85%以上。 

  ２、101年間火雞產地行情價格維持於每公斤95元至105元，

並無明顯供需失衡情形，惟供需波動仍以市場機制調

節。 

   理    由 

一、按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係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

所明定。所謂聯合行為，依公平交易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係指「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術、

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

行為而言。」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聯合行為，以事

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

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同條第 3 項規定：「第 1 項

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絡，不問

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者。」是倘具有競

爭關係之事業透過聚會協商方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數量、交易對象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

致影響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核屬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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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之規定。 

二、市場界定： 

（一）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具  

有高度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

圍。火雞產銷通路為雛火雞供應業者-火雞飼養戶-屠宰

及銷售業者(肉商)-火雞肉飯業者。查參與 101 年 7 月

20 日聚會之案關業者，部分同時有飼養火雞，部分僅為

單純肉商(屠宰及銷售)，惟所有業者均有經營火雞屠宰

及銷售業務。復據檢舉人、養火雞協會及案關業者表

示，屠宰後火雞之主要需求者為火雞肉飯業者(約占每

年需求量 90%以上)，少部分製成加工品，另因火雞體積

較大故未以屠體形式於傳統市場銷售，且火雞肉飯業者

以火雞肉為其商品之主要食材，火雞肉之味道及口感難

以其他肉品替代，故火雞肉及其他肉品間供給及需求替

代性低，故本案產品市場為經屠宰後「火雞屠體」（以

下庚稱火雞）。 

（二）地理市場：係指事業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的區域範

圍，在此區域範圍內交易相對人可自由選擇及無障礙的

轉換交易對象。查火雞肉飯業者分布於全國各地，被處

分人等銷售火雞，並無明顯之地理區域範圍，如為被處

分人等所在縣市鄰近區域則親自運送，倘為其他縣市則

以宅配或貨運運送，故被處分人等經銷火雞範圍為全

國，本案之地理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三、被處分人甲○○等 5 家事業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聯合行為之禁制規定，分述如下： 

 （一）聯合行為主體：公平交易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

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行號。三、

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

體。」查被處分人等 5家業者，均以個人名義對外經營

火雞銷售業務。其中被處分人甲○○、丙○○為單純銷

售火雞且未設立畜牧場，乙○○、戊○○、丁○○等則

同時飼養及銷售火雞(戊君 102 年開始改為單純飼養、

丁○○近半年復開始飼養)，且均有加入養火雞協會，

並均任理事職務。渠等均從事火雞屠宰及銷售業務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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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為長期從事火雞銷售服務，符合公平交易法第 2條

第 4款規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易之人」之事

業定義，且屬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事業，並參加 101

年 7 月 20 日之聚會討論停止供應雛火雞事宜，故前開 5

家業者係本案參與聯合行為之主體。 

 （二）聯合行為之合意方式與內容：  

   １、依照公平交易法第 7條規定，聯合行為合意之方式，除

以契約或協議之外，尚包含契約、協議以外之意思聯

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同行為之情

形。 

   ２、經查，101 年 5 至 7 月間檢舉人為促銷其火雞肉，對全

國多家火雞肉飯業者發送廣告傳單，且以較有利之價格

銷售火雞，例如被處分人等於養殖場收購毛雞價格每公

斤 90 元，經屠宰後銷售價格為 110 元，檢舉人銷售屠

體火雞予火雞肉飯業者為 95 元，因銷售火雞尚須負擔

運費、屠宰及人事費用，檢舉人以接近於購雞成本（即

毛雞價格）之價格銷售火雞，被處分人等均表示該等價

格業者無法經營。檢舉人以較有利之價格競爭結果，致

原本與被處分人等交易之部分火雞肉飯業者轉而向其

購買，影響渠等之生意，分別有 2至 3家原本交易相對

人轉離。被處分人等為避免檢舉人價格競爭，相互連繫

要求養火雞協會召開會議討論，爰於 101 年 7 月 20 日

嘉義縣新港鄉「○○○○○○○○○○餐廳」開會討

論，為維持火雞銷售價格，會中由參與業者共同決定以

要求雛火雞供應業者停止供應檢舉人雛火雞方式，請養

火雞協會秘書長癸君以該協會名義製發 101 年 7 月 24

日書面通知，寄發予檢舉人，要求檢舉人與渠等協商，

內容謂：「為調節火雞產銷秩序，接受火雞產業多數業

者及本會多數理事委託，建請暫時停止供應貴畜牧場雛

火雞，若有雛火雞需求，請來電協商，經同意後再行恢

復供應。」被處分人等對前開情形均坦承不諱。 

   ３、101 年 7 月底，被處分人甲○○、乙○○、戊○○等人，

再次針對是否停止供應檢舉人雛火雞乙事於被處分人

甲○○家中進行討論，雖該次會議未獲致結論，更足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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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業者以「停止供應雛火雞」方式避免檢舉人低價競

爭之意圖，甚為明確。 

   ４、另被處分人等合意內容，雖係共同要求上游雛火雞供應

業者停止供應雛火雞予檢舉人，非直接約束被處分人彼

此商品之銷售價格，形式上屬聯合杯葛，惟綜觀檢舉

人、養火雞協會及被處分人等之陳述意見均表示，本案

緣起於檢舉人有削價競爭之嫌，且要求檢舉人出面協商

並配合調高售價，核其行為主要目的並非為損害檢舉人

而斷絕供給，實係為維持被處分人等原來火雞銷售價

格，而以要求上游雛火雞供應業者暫時停止供應雛火雞

予檢舉人之方式，迫使檢舉人進行協商調高售價，否則

將來無貨可應市，達到互不為價格競爭狀態，核屬共同

限制火雞價格競爭之行為，該當公平交易法第 7 條第 1

項所稱聯合行為態樣之一。 

 （三）聯合行為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  

     １、公平交易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聯合行為以「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但所謂

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則不以市場功能實際已受影響為必

要，僅須事業合意所為之限制競爭行為，達到有影響市

場供需功能之危險性，即已該當。 

   ２、按火雞之銷售價格，為業者基於各自之生產(購入)、經

營成本及市場供需所決定，本屬業者之營業自由範疇，

倘水平競爭事業為確保其既有之經濟利益及利潤，而與

該水平市場之競爭事業合意限制商品或服務之銷售價

格，將扭曲市場之供給與需求功能，影響經濟資源之有

效分配。本案被處分人等因檢舉人以較有利之價格競爭

而致該等業者原有之客源流失，為維持火雞銷售價格，

共同合意決定以停止供應雛火雞方式，使檢舉人無貨可

供應以從事價格競爭行為，將肇致火雞銷售價格形成僵

固化，影響交易相對人無法享受活絡競爭所帶來之利

益，並有減損相關市場自由競爭之機能。 

   ３、復據農委會表示，加入養火雞協會會員之產值(量)占全

國比例至少 85%以上。養火雞協會表示，全國火雞之年

需求量約有 23 萬隻，被處分人等 5 家業者年銷售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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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9萬4千8百隻，約占全國雛火雞年需求量41.22%。

是被處分人等 5家業者因檢舉人以較有利之價格競爭，

故於 101 年 7 月 20 日聚會討論，共同決定停止供應檢

舉人雛火雞，並要求養火雞協會於同月 24 日製發書面

通知予檢舉人，告知若有雛火雞需求請其來電協商，經

同意後再行恢復供應，洵認該等業者顯係為避免競爭對

手為價格競爭，減損其原有之經濟利益，而共同決定以

要求上游供應業者停止供應雛火雞方式，藉以維持火雞

銷售價格，實已限制火雞市場之價格競爭機能，影響市

場供需功能。 

   ４、據上，本案被處分人等 5家業者之行為已構成公平交易

法第 7 條之聯合行為，而違反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

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等 5 家業者為避免競爭者價格競爭，

於 101 年 7 月間透過聚會共同決定以要求上游雛火雞供應

業者停止供應雛火雞予競爭者之方式，限制價格競爭，足

以影響火雞市場之供需功能，核屬公平交易法所稱聯合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規定。經依公平交

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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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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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79 號 

被處分人：大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529730 

址    設：桃園縣桃園市中正路 1071 號 15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菊池寬人文行館」建案廣告宣稱格局「4~6

房」，並將陽台、機電空間及屋突梯間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

之一部分，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樂屋網刊載「菊池寬人文行館」建案廣告，於格局「4~6

房」包含機電空間及屋突梯間，且陽台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

部分，涉有廣告不實情事。 

理    由 
一、 經查被處分人於樂屋網刊載「菊池寬人文行館」廣告，宣

稱格局為「4~6 房」，且格局圖中將 1 樓至 3 樓及夾層之陽

台位置以虛線標示為客廳、夾層居室、主臥房及臥房等室

內空間之一部分。綜觀案關廣告手冊之圖示及文字，易使

消費者誤認可作為房間使用之空間至多有 6 房，虛線部分

屬室內空間，可供客廳及臥室等用途合法使用。復查廣告

宣稱之 6 房，係包含原核准竣工圖說之機電空間及屋突梯

間，並以二次施工將陽台變更為室內空間。惟依新北市政

府工務局所提供之專業意見，系爭建物倘擅自拆除陽台外

牆供作室內空間係屬「陽台違章建築」，而申請補正辦理增

建執照時，應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樓地板面積，惟若以基

地內每棟建築物增建部分計算將超過法定容許值，故僅部

分建築物得辦理增建執照；另地下一層及屋突一層倘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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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室使用，涉有未經核准擅自變更使用情事，且機電及梯

間未計入容積地板面積，若欲補正，依建築法第 9 條規定

應辦理增建執照，且該空間須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樓地板

面積並檢討相關法令，惟亦僅部分建築物得辦理增建執

照，未依原核准使用用途使用，涉及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

規定。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交

易與否決定因素之一，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

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

反建管法規或無法補正之情事，則系爭廣告表示之內容與

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已逾越一般

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效能，使競爭同業

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正競爭之效果，是可認被

處分人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樂屋網銷售「菊池寬人文行館」，廣

告宣稱格局「4~6 房」，並將陽台、機電空間及屋突梯間位

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

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依同法

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樂屋網刊登「菊池寬人文行館」建案廣告列印

頁面。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4 月 30 日、7 月 25 日及 8 月 26 日陳述書

及 102 年 8月 26 日陳述紀錄。 

三、 新北市政府工務局 102 年 6 月 7 日北工使字第 1021949300

號及 102 年 9月 23 日北工使字第 102265488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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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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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0 號 

被處分人：○○○  君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60

機油，宣稱通過 API SN/SM/SL/SJ/CF 認證，就商品之

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事    實 

被處分人於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RED LINE 10W60 機油，

宣稱通過API SN/SM/SL/SJ/CF認證（網頁網址http://tw. 

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87911011?u=Y18729237

08）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以「機油便利店」之賣方名義，經常性於奇

摩拍賣網站銷售機油商品，並以之為常業，核屬公平交

易法第 2條第 4款所稱之「事業」。 

二、 經查被處分人自 101 年間於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60 機油，宣稱通過API SN/SM/SL/SJ/CF

認證，予人印象為該機油均通過API之認證，然查API

網站（http://eolcs.api.org）登錄資料，未見RED LINE 

10W60 機油之認證。被處分人固稱係轉載RED LINE機油

原廠網站所載「Recommended for API SN/SM/SL/SJ /CF」

資料，惟據代理商捷而興企業有限公司表示，經與原廠

查詢後，RED LINE 10W60 機油並未申請API認證。該商

品 外 包 裝 瓶 所 載 「 Recommended for API 

SN/SM/SL/SJ……」係在表示其規格和API相容。故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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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稱RED LINE 10W60 機油通過API SN/SM/SL/SJ/CF

認證，顯與事實未合，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60 機油，宣稱通過 API SN/SM/SL/SJ/CF 認證，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動機、

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

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60

機油，宣稱通過 API SN/SM/SL/SJ/CF 認證之網頁資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9 月 25 日陳述紀錄。 

三、 捷而興企業有限公司 102 年 10 月 1 日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

或合夥之工商行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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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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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1 號 

被處分人：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215142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 2 段 11 號 11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新增銷售「基隆金寶塔」、「天都寶

塔」、「媚迪寇保養品」、「宜奇能美肌油」、「水之靈能量活水機」、

「敏通寶」、「康偉靈」、「舒月寧」及「益利糖」等商品品項，

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理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規定。 
理   由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原向本會報備商品為「嘉雲寶

塔」及「長壽村抗菌能量活水機」，惟經調查，其以多層次

傳銷所銷售之「基隆金寶塔」、「天都寶塔」、「媚迪寇保養

品」、「宜奇能美肌油」、「水之靈能量活水機」、「敏通寶」、

「康偉靈」、「舒月寧」及「益利糖」等商品，係陸續自 100
年 12 月至 102 年 7 月間新增銷售，均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

理報備，此節並為被處分人所自承。是以，被處分人未於

新增銷售商品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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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

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

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

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2 年 8 月 8 日、102 年 8 月 27 日變更報備及補

正內容。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9 月 12 日陳述紀錄及 102 年 9 月 26 日補

充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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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

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460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2 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40 機油商

品，宣稱「油品認證 API SM/SL/SJ/SH/SG/CF」，就商

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事    實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RED LINE 10w40 機油，宣稱「油

品 認 證  API SM/SL/SJ/SH/SG/CF 」 （ 網 頁 網 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79006929）

涉有廣告不實之嫌。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以「瘋油網」之賣方名義，經常性於露天拍

賣網站銷售機油商品，並以之為常業，核屬公平交易法

第 2條第 4款所稱之「事業」。 

二、 經查被處分人自101年10月起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RED 

LINE 10w40 機油，宣稱「油品認證 API SM/SL/SJ/SH/ 

SG/CF」，予人印象為該機油均通過API之認證，然查API

網站（http://eolcs.api.org）登錄資料，未見RED LINE 

10W40 機油之認證，且被處分人無法提出該機油經API

認證證書為憑。被處分人固稱係轉載RED LINE機油原廠

網 站 所 載 「 Recommended for API 

SN/SM/SL/SJ/SH/SG/CF」資料，然其僅在推薦系爭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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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PI SN/SM/SL/SJ/SH/SG/CF規範相符。故本案銷售

RED LINE 10w40 機油，宣稱「油品認證 API SM/SL/SJ/ 

SH/SG/CF」，顯與事實未合，係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40 機油，宣稱「油品認證 API SM/SL/SJ/SH/SG/ 

CF」，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違法行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

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露天拍賣網站銷售 RED LINE 10w40 機油，

宣稱：「油品認證 API SM/SL/SJ/SH/SG/CF」之網頁資

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10 月 23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

或合夥之工商行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

服務從事交易之人或團體。」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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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

下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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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3 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313   

址    設：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66號1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巧禮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7691964   

址    設：新北市三重區介壽路 29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三入」商品網頁宣稱

「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殺菌」，就商品

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巧禮有限公司

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

三入」商品，網頁廣告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

殺菌」，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依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雅虎公司)與被處分人巧禮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巧禮公司)所簽訂 Yahoo!奇摩購物中心供應商合作合

約書約定，並就整體商品交易流程以觀，奇摩購物中心網

站僅顯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之事業名稱，消費者於訂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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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知交易對象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並於交易完成由其

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是以由交易消費端觀察，被處分

人雅虎公司處於商品之最末端出售者地位，且被處分人雅

虎公司所賺取利潤為商品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價差，其

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有利益，故其於奇摩購物中心網

站登載案關網頁，係居於廣告主地位。另據被處分人巧禮

公司參與案關網頁製作過程觀察，被處分人巧禮公司除提

供案關商品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銷售外，並自行以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所提供之後台管理機制，編輯製作案關

網頁內容並刊登至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之購物中心頁面，且

其與被處分人雅虎公司就銷售商品所得，有利益共享關

係，故可認定被處分人巧禮公司併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 查案關網頁除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

殺菌」，並佐以「威力士洗衣球不僅去汙，更可做到化學洗

劑做不到的除氯及殺菌效果，且效果達 99.9%，真正洗淨看

不到的細菌及黴菌」、「經檢驗達 99.9%的除氯效果也能避免

衣物因水中的氯在洗衣後退色或硬化，延長衣物壽命。」

等說明，綜觀整體廣告，「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

氯、殺菌」予人之印象乃使用案關商品洗滌衣物，可使衣

物達到 99.9%(或 99%)殺菌，洗滌衣物之用水經檢驗可達

99.9%(或 99%)除氯之效果。 

三、 次查被處分人巧禮公司對案關商品之殺菌效果雖提供檢測

報告(下稱 KFIA-191  檢測報告)為證，惟查該檢測報告僅

係針對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克雷伯氏肺炎桿菌進行測試，尚

非針對所有菌種，與廣告泛指不特定菌種及特定之黴菌等

表示不符，此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98年 10 月 28 日函復洗

衣球廣告不實案所提專業意見可參。又依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 102 年 9月 16 日函提供意見表示，KFIA-191 檢測報告所

引用之測試方法非屬一般國際標準方法或韓國工業標準；

其測試項目係抗菌試驗，測試樣本 Wellos Ball-Sterizing 

Power，檢測結果僅代表測試樣本本體對特定之金黃色葡萄

球菌及克雷伯氏肺炎桿菌具抗菌效果，減菌率或抗菌率達

99.9%；針對網頁所述殺菌效果部分，上述檢測報告並無證

明資料。是 KFIA-191 檢測報告之檢驗內容及結果，尚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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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案關商品具有使衣物達到 99.9%(或 99%)殺菌之效

果。 

四、 另被處分人巧禮公司對案關商品之除氯效果雖稱曾於辦公

室自行實驗，水於浸泡洗衣球約 1.5 小時後，滴入餘氯測

試劑及目視觀察，確實呈透明之結果(表示無氯)云云，惟

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提供意見表示，該試驗無水樣前後之

對照組相關測試數據，無法評估是否具除氯效果。又上開

試驗僅為被處分人巧禮公司於辦公室所為，並不具公正客

觀性，且其測試內容與一般洗衣用水多採更替或流動之使

用條件亦不相符。再者，被處分人巧禮公司自承，我國 SGS

及 INTERTEK兩家實驗中心業以無法依商品說明書之使用方

法或模擬洗衣機攪動之洗衣效果，拒絕受託測試，無法提

供案關商品可達「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殺

菌」之相關檢測資料。故尚無事證足認案關商品業經公正

客觀之檢驗，並獲有 99.9%(或 99%)除氯之檢驗結果，案關

網頁宣稱 99.9%(或 99%)除氯之表示，實屬無據。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三入」商

品網頁宣稱「99.9%除氯及殺菌效果」、「99%除氯、殺菌」，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

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威力士健康環保洗衣球三入」商品網頁廣告。 

二、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102年 4月 29日陳述書及102年 10月 8

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巧禮公司 102 年 5 月 28 日、102 年 8 月 1 日陳述

書及 102 年 8月 30 日陳述紀錄。 

四、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98年10月28日經標六字第098001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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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 102 年 9月 16 日經標六字第 10200072940 號書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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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4 號 

被處分人：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899112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99 號 10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鵬泰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681442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陽光街 292 號 2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商多利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77118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 1段 205 號 3 樓之 8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隱匿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行銷自身商品，對

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網路行銷手法，為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 萬元罰鍰。 

    處鵬泰顧問有限公司新臺幣 300 萬元罰鍰。 

    處商多利國際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 Taiwansamsungleaks.org 網站及報章媒體報導，有事

業聘請素人於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網路分享，並隱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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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身分攻擊具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其行銷手法涉有違反

公平交易法規定，爰進行調查瞭解。另有檢舉人陸續以電

子郵件反映被處分人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

星公司）委託被處分人鵬泰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鵬泰公司）

於網站論壇買通寫手發布競爭對手之新產品瑕疵，進行不

當行銷，涉違反公平交易法。 

二、案經檢視 Taiwansamsungleaks.org 網站近 4千則網址連結

網頁內容，係網友約於 101 年間之近萬則發言回文，經請

詠勝科技有限公司（即 Mobile 01；下稱詠勝公司）、城邦

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即 Pixet、T 客邦；下稱城邦公司）、

旭傳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UCAR；下稱旭傳媒公司）、億

普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即 Eprice；下稱億普公司）、首機網

路股份有限公司（即 Sogi；下稱首機公司）等討論平台，

就前揭事項提出說明，彙整略以： 

（一）網友須註冊會員帳號並登入後，方能於討論區發表及回

復文章，論壇文章之移動、刪除及停權處理權限的身分

為系統服務員。 

（二）討論平台的文章移動及帳號管理均是以查證有無違反站

上的討論區規定及相關公告為標準，如發表商業性質廣

告，或是為特定網站、Blog 宣傳，或使用分身帳號等，

倘查屬實，將進行停權處理。 

（三）有關媒體報導 Mobile 01 論壇就 HTC 蝴蝶機評測文與

他事業手機之比較基礎不同，甚至編輯為此刊登道歉

文，經查係因 Mobile 01 編輯未顧及原圖呈現的重要

性，而以合成的方式引致紛爭，惟查修圖用意並非為特

定廠商或任何業者護航。 

三、為瞭解本案就 HTC 手機之相關發言和回文內容是否屬實，

函請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達電公司），就

本案相關事實提出說明，略以： 

（一）經檢視 Taiwansamsungleaks.org 網站之工讀生紀錄表及

Mobile 01 論壇有關宏達電公司之發言內容及評測資

料，其中甚為可疑之處，包括有同一人利用多次發言，

企圖誤導消費者以為 HTC 有手機緩慢及綠暈問題；疑似

同一人利用不同 ID 暱稱自問自答方式誤導消費者；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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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做出與評測結果相反之結論，或未充分揭露評測條

件方式，誤導消費者評測結果為 HTC 產品功能較差等，

皆與事實不符。 

（二）鵬泰公司為三星電子集團企業，倘鵬泰公司雇用工讀生

於論壇發文內容顯有誤導消費者或不實陳述情形，則涉

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規定，而宏達電公司迄

無以三星公司或鵬泰公司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2條規定向

司法機關提出告訴。 

（三）宏達電公司獲悉前述網站的不當陳述時，因無法判斷該

發文者係企業所聘僱之工讀生抑或是一般消費者，基於

尊重個別網友言論自由的立場，故宏達電公司並未對於

該等陳述進行回應。 

四、復經函請涉案網路寫手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彙整類型如

下： 

（一）網路工讀生： 

１、除使用自身申請帳號外，鵬泰公司亦會以電子郵件或 msn

提供帳號密碼及內容大綱供自身以其他身份就特定專題

上網代發文。 

２、鵬泰公司指示可用不同帳號發文或回文，營造多人討論熱

絡的現象。工作內容為產品介紹、對三星負面意見的滅火

消毒、提供問題之解決方式、比較同時期手機並發言三星

新產品之優點，及通報網路狀況，行銷方式不能太明顯，

避免被質疑是三星工讀生。 

３、報酬採論件計酬方式，以一般消費使用者發文，發文後至

鵬泰公司指定網站（http://www.taiwansamsung.com/Vi

ral/signin.aspx，下稱 Viral 網站）登錄發文帳號及發

言內容等資料後，依字數等級支付不等報酬，合作期間之

匯款公司除鵬泰公司外，尚有被處分人商多利國際有限公

司（下稱商多利公司）。 

（二）寫手及部落客： 

１、採手機專案合作撰文，合作內容需經鵬泰公司審核，未曾

在 Viral 網站刊登任何資料回報，也不知悉 Viral 網站，

鵬泰公司會指定合作文章刊登於 Mobile 01 論壇，並未刊

登其他討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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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知名部落格版主因具自主性，發表文章無須經過鵬泰公司

審核，鵬泰公司係藉其高人氣提高三星產品曝光率，相關

內容同步刊載於 Mobile 01 論壇之發言，係屬個人使用心

得，並未與鵬泰公司或三星公司合作。 

（三）出借帳號或手機號碼之鵬泰公司員工：於鵬泰公司工作

期間應公司要求，提供帳號或手機號碼供該公司口碑行

銷部使用，相關帳號於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之發言內

容與渠等無關。 

（四）辦理 Viral 相關業務之鵬泰公司員工： 

１、從事社群行銷工作之員工，可直接聯繫三星公司回報進

度，工作內容包括跟各討論平台聯繫新產品評測及體驗

會、聯繫討論平台內意見領袖寫文推薦、聯繫部落客的為

文推薦、論壇監控瞭解網友的使用心得，倘有負面意見即

會整理回報三星公司，取得三星公司對該等意見之建議處

理方向，再據以在討論平台規劃議題操作，包含產品上市

前與上市時維持討論熱度。另辦理社群行銷前，會就專案

進行簡報，經三星公司審核通過後，再就同意的方式進行

行銷。對於論壇的發言，會不定期回文炒熱討論熱度，因

為社群論壇的議題，是要不斷對內容進行互動，讓議題可

以受到關注，而互動方式也不見得針對產品，有時針對之

前發言網友的發言議題接續回應哈拉，才可以延續議題的

討論。討論串越長，就越有機會在討論平台之首頁曝光，

這種曝光效益跟廣告效益差不多。在論壇發言上，鵬泰公

司也會提供一些帳號密碼供社群行銷部在論壇發言時共

同使用。另在論壇上涉及比較對手產品時，會強調三星產

品具優勢的部分。 

２、向三星公司回報成果的重點是文章數量、回應數量，輔以

網路文章部分截圖佐證，倘銷售不如預期會分析原因，網

路上之負面回應，亦會回報。至於倘遇到對產品過度情緒

化的謾罵攻擊，則會依據論壇規則，向論壇反應違反論壇

規則，讓論壇管理者處理，避免不當的負面文章不斷發酵。 

３、在鵬泰公司口碑行銷部之實習生，工作內容為需站在推廣

三星產品立場，隨時於 Mobile 01 論壇擇定不同專題發

言，引起網民注意，另倘有新產品上市時，鵬泰公司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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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題請渠於討論平台以消費者角度發言，發言前需經鵬

泰公司審核，發言後則到 Viral 網站登打回報發言相關資

料。三星新產品上市時，鵬泰公司會提供三星手機和其他

手機品牌試用，並指定專題和臚列三星新產品之優點供發

言參考，三星公司雖未明指要求攻擊他手機品牌，但會以

他手機品牌一起比較，藉此突顯三星產品優點。 

五、案經函請鵬泰公司陸續就前揭事項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

彙整略以： 

（一）三星公司自 96 年開始就數位（含社群）行銷業務委託

鵬泰公司行銷，以期提高三星產品之知名度及消費者

之品牌偏好，相關議題操作與管理服務於 101 年 6 月

合作中止，102 年初就市場資訊監控合作終止。合作期

間被授權行銷內容和範圍，包括策略企劃及顧問服

務、市場資訊監控、議題操作與管理及口碑系統管理

與維護等四種類別，並會要求每年達成一定的發言（含

回文）量（如 100 年預估總篇數 7,310 篇）。與本案有

關之被授權內容包括市場資訊監控和議題操作與管理

（合稱網路論壇服務）兩類，服務提供過程中，三星

公司未曾要求就三星或其競爭對手之產品進行任何不

實陳述，從而鵬泰公司在提供「議題操作與管理」服

務時，均明確要求工讀生和員工於發文或回文時不可

以有不實陳述。 

（二）系爭「議題操作與管理」（或稱口碑服務），在市場上被

稱為「病毒行銷」（Viral Marketing），不論在國內外，

均為市場上常見之行銷方式。 

（三）鵬泰公司承攬期間曾就「議題操作與管理」業務外包委

託泰捷公司管理工讀生（100 年至 101 年），及商多利

公司管理工讀生及聘用工讀生（101 年底至 102 年初），

與外包事業並未簽訂合作契約。另 101 年 3 月起開始

逐步終止與工讀生間合約關係，鵬泰公司亦於 101 年 6

月簡報中明確表示要變更以往策略，由「人為操作增

加聲量」，變更為「創造體驗誘發自然聲量」等（以 S3 

Viral Plan 為例），亦即改採取讓消費者實際體驗產品

的行銷方式。102 年後與三星公司合作即無涉「議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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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管理」。 

（四）鵬泰公司聘請工讀生進行網路議題操作之方式，工讀生

需於網路論壇上自行申請帳號，並以該等帳號針對手

機產品在論壇上發言，主要之網路論壇為 Mobile 01、

Eprice 與 Sogi 等，工讀生每月之發文數量應達到一定

篇數，並應將工作狀況記載於鵬泰公司之 Viral 平台

上。鵬泰公司會向該等委外人員說明公司「以不讓網

友發現是廠商 及 帳號培養成為三星愛好者 為最

高原則」之管理規範。然因實際議題進行的數量太多，

並未再詳予審核網路工讀生發言或回文內容，該等委

外人員在 Viral 網站回報的資料，基本上都會列為議

題操作與管理的績效，且據其登載之紀錄統計其發文

數量與字數以計算薪資。 

（五）鵬泰公司會申請手機號碼及使用帳號予員工從事網路行

銷使用。另鵬泰公司亦請不同部門員工提供電話號碼

供網路行銷部門之員工使用（即 pool 公用帳號）。 

（六）網路論壇服務之執行方式： 

 １、有關市場資訊監控部分，鵬泰公司會定期在網路論壇上

蒐集有關三星手機產品與其他業者手機產品之文章資

料，就相關文章之討論現況進行摘要整理向三星公司

報告，並就處理方式提出建議。 

 ２、有關議題操作與管理（口碑服務）部分，鵬泰公司會擬

定特定討論議題或方向，希望藉由員工和工讀生針對

各該議題在網路論壇上發表之文章，吸引網友注意，

以期增加網友對於三星手機產品之良好印象。在進行

議題操作與管理時，鵬泰公司並不會攻擊三星競爭對

手之產品，最多僅進行競品比較。 

 ３、對三星公司之回報方式：有關市場資訊監控部分，鵬泰

公司會定期規劃，擬定下個月監控服務重點，並會不

定期向三星公司回報（「OTT 網路議題危機應變標準作

業流程」）；有關議題操作與管理部分，亦會定期規劃，

擬定下個月議題操作與管理文章數量，並定期（每週

及每月）針對議題操作與管理之執行狀況向三星公司

報告（包括依監控服務所得資訊，進一步就負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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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平衡文章的相關資料），讓三星公司瞭解網路論壇

對於各家業者手機產品之討論和競品之相關行銷活動

狀況，及鵬泰公司執行議題操作與管理之情形等。以

101 年 4 月月報為例，會列表當月份論壇中相關話題，

另發現網友對 Sony 和 HTC 當時推出之新手機報導，並

與三星之 Galaxy Note 或 Galaxy SⅡ做比較性文章時，

即會第一時間回報三星公司，並做言論平衡報導及持

續監控。 

（七）鵬泰公司之「議題操作與管理」主要係由員工（包括公

用帳號和個人帳號）發文回文，及工讀生以個人註冊

帳號進行發文回文之方式，因已無保存 96 年至 97 年

Viral 資料，故統計 98 年至 101 年 Viral 平台發回文

數量和明細及帳號數量如下：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當年 6

月為止）

Viral 平

台發回文

數量 

18,984 9,713 7,020 4,644 

員工帳號

發回文數

量 

6,393 4,701 1,422 1,067 

工讀生及

其他帳號

回文數量 

12,591 5,012 5,598 3,577 

 

 

98 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當年 6

月為止）

Viral 平

台帳號數

量 

14 18 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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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帳號

數量 
6 6 6 5 

工讀生及

其他帳號

數量 

8 12 14 19 

 

（八）為保障言論自由，且我國並未採取網路實名制，亦未要

求網友在網路上揭露真實身分，又避免網友對於發文

內容產生反感或不信任，故不以公司名義發言。另為

快速針對不同議題進行討論回覆，需一定之帳號數

量，故鵬泰公司設計一人使用多個帳號，及多人使用

公用帳號。三星公司並未針對「議題操作與管理」之

執行方式與細節制訂特別規範，亦未給予特別指示。 

（九）101 年 6 月後鵬泰公司改以體驗分享取代議題操作與管

理，差別在於體驗分享並不會付費給為文之網友。 

（十）鵬泰公司與部落客會簽署合約，惟並無相關準則。102

年 4 月開始明確要求於部落格顯名（與三星公司合作

關係揭露）。 

六、復經函請三星公司就前揭事項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自 96 年開始委託鵬泰公司執行網路行銷部分，99 年 3

月前係依產品別分別簽訂合約，99 年 3 月開始與鵬泰

公司合併網路行銷服務於單一合約，將服務範圍明確

界定為策略企劃及顧問服務（market benchmark）、市

場資訊監控（crisis monitoring）、議題操作與管理

（Viral operation）及口碑系統管理與維護（VOC 

system）。101 年 5 月接到 Mobile 01 論壇之通知，反

映有一人使用多人帳號現象，檢討後於 101 年 6 月修

改與鵬泰公司簽訂之合約，並停止議題操作，改以體

驗分享（influencer program）方式，即邀請消費者

實際體驗三星產品，再分享使用心得，並未給予任何

報酬。 

 （二）有關市場資訊監控部分，係指鵬泰公司為三星公司監

看網路上三星產品及其對應競品之市場資訊，並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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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通報及管理。倘鵬泰公司回報任何關於三星產

品之負面文章，三星公司即將該等負面文章轉由內部

相關單位，釐清究是消費者對三星產品之誤會，或是

經銷服務不週之處，再由相關人員聯繫該消費者，提

供必要說明或售後服務。 

 （三）有關議題操作與管理部分，係指鵬泰公司在主要網路

論壇發文及回應，以提升三星產品知名度及消費者喜

好度，三星公司未介入執行細節，亦從未審核鵬泰公

司聘用工讀生之廣告或相關發文回文內容，鵬泰公司

未遵守法令與三星公司無涉。 

 （四）三星公司韓國總公司在 Samsung Tomorrow 網站有公

佈 on line 溝通準則，但該準則只是一個大方向，各

地之法令及實務執行方式不一，該準則於各地子公司

之具體執行方式依各地之法令及實務而有所不同。另

三星公司與鵬泰公司之合約中亦明定要求要遵循當地

之法令要求。但據瞭解我國之法令並無要求行銷上不

可採用議題操作之方式。 

 （五）三星公司委託鵬泰公司行銷期間，僅事後接受鵬泰公

司以週報和月報的方式回報，並未事先審核相關內

容，亦未要求發文回文需以鵬泰公司或三星公司或網

友名義。相關發文和回文內容雖未揭露與三星公司或

鵬泰公司關係，但法律未如此要求，目前論壇實務上

其他事業或個人之發文內容也未見到有如此揭露。 

（六）102 年 4 月 5 日三星公司於臉書上回應「……台灣三星

電子已經停止所有在論壇發文回文的網路行銷操作，

並確保所有台灣三星電子所進行的網路行銷活動皆符

合 公 司 網 路 溝 通 準 則 … … 」， 係 因 「 Taiwan 

Samsungleaks」網站公布三星公司委託鵬泰公司提供

網路行銷服務事件，遂於臉書回應遺憾並承諾加強員

工教育訓練，惟並非承認違反法令。然三星公司早在

101 年 5月就接到 Mobile 01 通知，知悉鵬泰公司在行

銷上有一人使用多重帳號的情狀，雖然各該發文和回

文係基於事實，且未違反我國法令，但仍於 101 年 6

月停止這樣的議題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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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星公司收到鵬泰公司回報網路行銷工作成果之週報、

月報等簡報資料（提供 96 年至 101 年現存之資料），

主要目的是作為對該公司網路行銷服務工作付費依

據，前述報表係針對網路上相關議題分析、檢討目前

議題溝通成效，並規劃未來擬進行溝通之議題。三星

公司於產品上市前會由產品經理召集公關、行銷、廣

告等部門說明新產品之特色及功能，擬定賣點和設定

行銷策略，鵬泰公司亦與會，並據此擬定執行議題操

作方案；三星公司與鵬泰公司之網路行銷會議每月至

少開會一次檢討上個月的執行成果及擬定後續操作規

劃，三星公司僅管理鵬泰公司行銷的大方向，並自產

品功能與行銷賣點的角度給予整體規劃內容建議，並

未介入執行細節。96 年至 101 年（96 年及 97 年已無

相關統計數據）合約要求達成的議題數量與實際達成

數量明細如下： 

 
合約要求議題 

數量 

實際達成議題 

數量 

98 年 無 30,119 

99 年 5,220 14,401 

100 年 7,440 9,649 

101 年 8,760 
6,328 

（101年6月為止）

（八）有關三星公司前表示於 101 年 6 月後停止議題操作模式，

經本會提示詢問何以 101 年 9 月 11 日至 9 月 17 日週報

內 influence 成效仍有包括部落客及論壇之議題，三星

公司表示相關網路行銷發言的發佈仍包括論壇，合作方

式與之前網路議題操作之區別在於參加體驗會之論壇使

用者或部落客無任何商業合作關係，體驗會之參加者並

不一定要分享文章，並亦未給予任何報酬。另有關不定

期委託鵬泰公司洽請專業部落客評測新產品或報導特定

活動，係個案辦理，無正式合約，亦與論壇議題操作並

不相關，因文章主旨及方向係由部落客自行決定，且未

有競品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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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星公司與相關行銷公司之合作關係： 

 １、傳統廣告通路服務：新加坡商第一企劃行銷股份有限公

司自 99 年 3 月為三星公司提供傳統廣告通路服務，與

論壇議題操作服務無關。 

 ２、網路行銷服務：鵬泰公司自 96 年受三星公司委託執行

網路行銷，相關議題操作與管理服務於 101 年 6 月合

作中止，102 年初就市場資訊監控合作終止；102 年後

與鵬泰公司之合作關係為社群網站之維護與管理服務

（包括三星公司臉書及 Youtube 等回應及處理消費者

留言；102 年 1 月至 12 月），及網路監控服務（不涉及

論壇發文回文；至 102 年 4 月底）。 

 ３、102 年 5 月起三星公司改委託香港商陽獅銳奇媒體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星傳媒體事業處（下稱星傳媒）

辦理網路監控服務，星傳媒又轉包予 BRANDTOLOGY PTE 

LTD 執行。 

七、又經函請商多利公司就前揭事項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略

以： 

（一）商多利公司與鵬泰公司係自 100 年 6 月開始合作，合作

範圍包括產品展示、產品推廣影片拍攝、產品體驗會及

網路寫手四項。其中與本案網路寫手有關之合作期間為

101 年 3月至 5月，合作內容為管理網路寫手及找網路寫

手。 

（二）合作期間僅於 104 人力求職網刊登一星期之誠徵網路寫

手廣告一次，提供刊登廣告內容及鵬泰公司提出的要

求，惟並未因此找到合適人選。合作期間計有 7 位網路

寫手，除商多利公司 4位同事義務支援（未支薪）外（都

扮演回文的角色），其餘皆是鵬泰公司提供的寫手名單，

發文的內容會經鵬泰公司審核。 

（三）商多利公司工作內容主要係針對網路寫手寫的文章有沒

在 Mobile 01 等論壇之熱門文章，及計算寫手發文篇數

支付費用（寫手自行上 Viral 網站登錄回報成果，再儲

存明細予商多利公司知悉，商多利公司再到 Viral 網站

查核）。 

八、經本會檢視三星公司提供 97 年至 102 年鵬泰公司回報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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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服務之週報和月報等事證，97 年至 98 年週報之手機

（HHP）、數位相機（DSC）、電視（CTV）、顯示器（MNT）、

印表機（PRT）、筆記型電腦（NPC 或 NB）、冰箱和洗衣機（HA

或 WG）、影音產品（ECG）、顯示器（LCD）等產品類別，競

品觀察係呈現 HHP 等產品類別之其他品牌產品之特色及廣

告表現，至 99 年至 101 年逐漸改變重心在競品比較負面操

作模式，101 年下半年以後相關操作漸緩，略述如下： 

（一）99 年週報表：除就三星產品之推廣外，尚包括對三星產

品負評之消毒及競品比較。 

 １、就網友對三星產品負面使用評價之消毒：如「已回覆實

際通話音量不會很小，可能是所在地太嘈雜」、「本週網友

針對 S8000 處理速度有負評產生，我們已經先以使用上的

好評做第一步消毒」等。 

 ２、競品比較，並帶出自身產品較優，或指稱競品缺點較大：

如「推薦SAMSUNG ST550……有3.5吋觸控LCD……比SONY

的好」、「比較 samsung P3 與 iriver E200 兩款……P3 是

影片播放畫質較流利」、「目前許多大光圈的相機售價都不

討喜，而以規格來說 EX1 似乎比其他同類型機種強多

了」、「U5 VS SONY NWZB143F（4G）……U5 的充電方式很

方便，且操作很簡易」、「六款 MP3 比較……網友較支持三

星的音質」、「以競品比較及詢問文章切入，干擾 desire

及 xt701 觀望網友」、「三星電視的品管與品質有嚴重瑕

疵……轉移焦點到 SONY 的漏光問題才是真正嚴重的」、

「討論 3D 電視，並帶出三星的售價相對便宜許多」、「3D

電視選購比較（SONY 的假 3D 電視）」、「與 iPhone4 比較

之下，最終還是選擇了支援 flash 較完整，螢幕也較漂亮

的 i9000」、「比較三款 LED 電視，並帶出要買 3D 電視就

買內建 3D 功能的」，及針對 HTC 網路口碑下滑，建議增加

SAMSUNG 服務比 HTC 好的言論操作策略。 

（二）100 年週報表：競品操作建議議題包括「HTC EVO 3D 規

格負面開箱」、「EVO 3D 規格負面操作」、「Defense SⅡ負

面議題」、「EVO 3D 產品負面問題討論」、「藉由雙核心 PK

與高品質遊戲讓消費者了解，在 15K 左右的價格區間想

有高品質的雙核手機，非 GALAXY R 莫屬」、「爭議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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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尺 寸 、 同 等 級 競 品 比 較 （ EX ： Asus Eeepad 

Transformer）」、「800 萬畫素相機手機規格比較 Galaxy 

Note 最強勢」、「EVO 3D 雖已於六月底預購，但上市時間

不明預購短期熱潮已過，此時 SⅡ 16G 與 32G 也已鋪貨

完全，在這段期間以相關議題發文影響消費者並協助宣

傳」、「我的手機進化史（從 NOKIA 8110 到 Galaxy Tab）」、

「有人的 arc 跟我一樣玩遊戲或上網的時候，感覺手機

快燒起來嗎？」、「購入 arc 三日後……我後悔了！」、「請

問有多少人的 incredible S 會一直重複開機關機開機關

機？」；重點操作項目：包括 eprice 素人網友分享及

Mobile 01 素人網友開箱、「競品操作：購入 Arc 三日後

悔」、「競品操作 HTC  Desire S 與前一代 DHD 比較（CP

值議題）」、「競品操作：HTC Smart 詢購反推薦……謝謝

三星讓蘋果更好（defense）」；Viral 經營成效：「雙核心

PK!HTC Sensation 和 Samsung Galaxy S2 誰比較優？」、

「Galaxy S2 實測 Quadrant 分數高於 HTC Sensation 2

倍~等待是值得的!」、「亞太機皇 i909 遇上 ARC~很慶幸我

不是用 ARC 呀……ARC 在各方面表現都輸給 I909」、「（影

片）誰才是堅固耐用的好手機？iphone 4S 對決 Galaxy S

Ⅱ!」。 

（三）101 年以後週報表：101 年上半年週報表仍有各週議題規

劃，如「換掉 Sensation，搶首購購入 Galaxy Nexus（寫

手文章）」等。101 年下半年至 102 年，以 Influencer

發文成效取代 Viral 經營成效，包括各體驗會之體驗文

點閱及回應狀況。但偶可見 102 年週報仍有 viral 

marketing 字眼，相關體驗會之徵文，乃有獎品誘引參加

者貼文。 

理   由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

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

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

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之行為若已違反效

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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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

從而其行為具有商業競爭倫理非難性。按事業與寫手間之

利益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對相關意見之信賴度，依

一般交易習慣，難謂非屬重要交易資訊，是以倘寫手未揭

露其與事業間之利益關係，容有構成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

欺罔行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事業身

分行銷自身商品，及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

或評論，致交易相對人無從判斷或合理預期該等資訊係因

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第三人之意見，據納為交易

決定之參考，而有增益交易相對人與該事業交易，或降低

與其競爭者交易可能者，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三星公司、鵬泰公司及商多利公司俱為本案行為主體： 

（一） 查三星公司為本案網路行銷服務之出資者及商品出賣

人，自 96 年至 101 年 6 月與鵬泰公司簽訂病毒行銷服務

契約，本於銷售三星公司各類別產品之意思，渠委託鵬

泰公司聘用工讀生於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為隱匿事業

身分進行議題操作，散布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

意見，並依約支付服務報酬費用，是三星公司為本案行

為主體。 

（二） 按行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行

政法上義務之行為者，依其行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

之。」次按所謂「故意共同實施」，係指違反行政法上義

務構成要件之事實或結果，由 2 以上行為人於主觀上出

於認知所為行為之故意，並以利用他方行為作為己用之

意思，互相聯絡而為共同行為之決意，且於客觀上藉由

彼此分工協力之方式共同實施構成要件之行為。本案鵬

泰公司依契約承攬三星公司之「議題操作與管理」（或稱

口碑服務、病毒行銷、Viral Marketing）等網路行銷服

務，刊登工讀生廣告及依據發言內容數量支付不等報

酬，且充分認知其議題操作內容及方向為隱匿事業身

分，並「以不讓網友發現是廠商 及 帳號培養成為三

星愛好者 為最高原則」之管理規範目標，促使該匿名

網路行銷之實現，依前開行政罰法規定，鵬泰公司亦為

本案共同行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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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另鵬泰公司於 101 年 3 月至 5 月再轉包商多利公司管理

網路寫手及找網路寫手部分，查商多利公司形同鵬泰公

司之外包廠商，相關行銷行為悉依鵬泰公司指示，亦充

分知悉議題操作方式為隱匿事業身分，爰亦為本案共同

行為人。 

三、 案經檢視本案被處分人簽訂之契約內容，係就三星公司之

手機（HHP）、數位相機（DSC）、電視（CTV）、顯示器（MNT）、

印表機（PRT）、筆記型電腦（NPC 或 NB）、冰箱和洗衣機（HA

或 WG）、影音產品（ECG）、顯示器（LCD）等類別產品執行

網路病毒行銷服務，且預估發回文篇數數量包括合約約定

之各類產品，爰得認本案行銷產品範圍包括 HHP 等類別產

品。 

四、 查本案被處分人自 96 年至 101 年間在每年合約之初，合議

年度預估發言篇數，並以實際達成率及執行狀況，由鵬泰

公司提供週報及月報，向三星公司報告整體操作概況、危

機議題處理、本週話題列表、本週發文數據、Viral 經營

成效、正向（負向）回應重點摘要及下週操作規劃，讓三

星公司隨時掌握執行動態，便於三星公司行銷指示危機應

變。行銷手法包括大量聘請寫手（身分包括學生、記者、

員工、專案合作、部落客等）及指定公司員工以個人申請

帳號或公司提供公用帳號，於網路上以一般人身分發言，

在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發言回文行銷三星公司 HHP 等類

別產品，發言類型包括新產品上市評測、消毒三星產品負

面消息、比較競品及突顯競品缺點，型式包括分享促銷訊

息的資訊文、介紹新產品的開箱文、詢問文、心得文等，

製造討論熱度，並要求每月達成規範篇數；倘登上討論區

首頁「熱門討論」或討論區文章置頂，則核發獎金金額會

增加，藉此鼓勵炒熱討論議題，提高能見度，事後執行人

員回報工作執行成果至鵬泰公司設置 Viral 網站登載計算

報酬。 

五、雖三星公司表示該等行銷訊息係各寫手本於事實為文，惟

查下述該等行銷內容實屬事業聘雇寫手並掌握指引方向為

目的性發言，非如三星公司所述純粹本於事實為文： 
（一） 不少以詢問文假裝徵詢網友意見，再於文章或回應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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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星產品，如「推薦 SAMSUNG ST550……有 3.5 吋觸

控 LCD……比 SONY 的好」、「比較 samsung P3 與 iriver 

E200 兩款……P3 是影片播放畫質較流利」、「目前許多大

光圈的相機售價都不討喜，而以規格來說 EX1 似乎比其

他同類型機種強多了」、「U5 VS SONY NWZB143F（4G）……

U5 的充電方式很方便，且操作很簡易」、「六款 MP3 比

較……網友較支持三星的音質」、「以競品比較及詢問文

章切入，干擾 desire 及 xt701 觀望網友」等；尚有強調

競品缺點、暗示競品不優、反推薦及轉移焦點模式，如

「三星電視的品管與品質有嚴重瑕疵……轉移焦點到

SONY 的漏光問題才是真正嚴重的」、「討論 3D 電視，並

帶出三星的售價相對便宜許多」、「3D 電視選購比較

（SONY 的假 3D 電視）」、「與 iPhone4 比較之下，最終還

是選擇了支援 flash 較完整，螢幕也較漂亮的 i9000」、

「比較三款 LED 電視，並帶出要買 3D 電視就買內建 3D

功能的」。 

（二） 對競品進行比較及反推薦、負面行銷，如「HTC EVO 3D

規格負面開箱」、「EVO 3D 規格負面操作」、「Defense S

Ⅱ負面議題」、「EVO 3D 產品負面問題討論」、「藉由雙核

心 PK 與高品質遊戲讓消費者了解，在 15K 左右的價格區

間想有高品質的雙核手機，非 GALAXY R 莫屬」、「爭議性

主題：同尺寸、同等級競品比較（EX：Asus Eeepad 

Transformer）」、「800 萬畫素相機手機規格比較 Galaxy 

Note 最強勢」、「我的手機進化史（從 NOKIA 8110 到

Galaxy Tab）」、「有人的 arc 跟我一樣玩遊戲或上網的時

候，感覺手機快燒起來嗎？」、「購入 arc 三日後……我

後悔了！」、「請問有多少人的 incredible S 會一直重複

開機關機開機關機？」，又如重點操作項目：包括 eprice

素人網友分享及 Mobile 01 素人網友開箱、「競品操作：

購入 Arc 三日後悔」、「競品操作 HTC  Desire S 與前一

代 DHD 比較（CP 值議題）」、「競品操作：HTC Smart 詢購

反推薦……謝謝三星讓蘋果更好（defense）」；Viral 經

營成效：「雙核心 PK!HTC Sensation 和 Samsung Galaxy 

S2 誰比較優？」、「Galaxy S2 實測 Quadrant 分數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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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C Sensation 2 倍~等待是值得的!」、「亞太機皇 i909

遇上 ARC~很慶幸我不是用 ARC 呀……ARC 在各方面表現

都輸給 I909」、「（影片）誰才是堅固耐用的好手機？

iphone 4S 對決 Galaxy SⅡ!」等、針對 HTC 網路口碑下

滑，建議增加 SAMSUNG 服務比 HTC 好的言論操作策略。 

（三） 指示負面議題操作方向，如鵬泰公司於 100 年 3 月 11

日電子郵件聯繫某工讀生，指示「競品 Sony Erission 

Arc 已經公布價格且開始預購……在不影響你的帳號安

全前提下，將不利於 Arc 的討論串進行回覆推文」、101

年 4 月 3日至 4月 29 日週報「四月議題監控概況……四

月份負面議題著重在『品牌攻擊』的討論」、於競品比較

「言論狀況」項下，「網友針對 Sony 及 HTC 近期推出新

機系列，並拿出來和 Note…SⅡ或做比較性文章」等。 

六、按閱讀者依個人購物參考網路資訊之使用習慣，有可能基

於信任多數親身體驗消費者之使用經驗，列入購買特定商

品參考，是發言回文者是否受廠商雇用或與其有利益關

係，自然會影響閱讀者對於其推薦內容或競品比較之信任

程度，進而影響是否購買該特定商品之決定，此可參酌臺

北市數位行銷經營協會網站所載資料，社群/口碑行銷（包

含官方部落格經營、部落格行銷、論壇行銷、社群網站行

銷及 Facebook 粉絲頁經營之各種模式）於 98 年至 101 年

廣告量由 4.82 億元逐漸成長至 9.46 億元，預估 102 年達

11.16 億元，較去年成長 18%，顯示口碑行銷在整體網路廣

告市場之重要性具逐漸增加之趨勢，而為廠商競相投入之

行銷模式。而據哈佛商學院一份研究社群網站（Yelp 網站）

網友意見之報告指出，餐廳因民眾增加一星級之評價，收

入可望增加約 5%至 9%。故事業與為文推薦者之利益關係，

依一般交易行為判斷，尚難謂非屬重要交易資訊。 

七、又口碑行銷倘係以匿名發言之外觀呈現及行銷手法，對消

費者而言，會降低對事業行銷的認知，並無法知悉係事業

所為，而提升該等寫手目的性發言內容之可信度；而對競

爭同業而言，隱藏身分發言之工讀生所發言內容，使競爭

同業亦無法知悉究是競爭對手所為，抑或是消費者之言

論，基於尊重消費者言論自由，及凜於得罪消費者之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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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常態，競爭對手對此種被蓋布袋挨打局面易怯於反

駁，且競爭對手亦因無法辨識係對手所為，而無法同普通

商業競爭手段爭議般，採取行政或司法救濟。是以，被處

分人以人為製造之討論熱度及一人分飾多角、多人輪替共

用帳號等方式，佯裝一般人發文博取網友信任之行銷手

法，乃屬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實受廠商促進為言之重要

交易資訊。復參酌尼爾森於 102 年之全球廣告信任度調查，

最受台灣網路消費者信賴的廣告形式是獲得第三方背書的

免費媒體，其中網路上使用者意見占 72%，僅次於親朋好友

的口碑。另據觀察被處分人自 96 年開始議題操作與管理之

病毒行銷，於年度合約屆期後逐年續約，持續相關議題操

作與管理服務至 101 年，行銷期間每年簽訂之病毒行銷簽

約金額皆超過百萬元，議題操作之產品種類亦逐年增加，

且每年合約要求達成之議題數量均逾 5,000 則，呈逐年增

加趨勢，並由週報及月報之成果回報態樣之嚴謹性及計畫

性，及單週文章瀏覽頁次、人數、點閱數均有數千至數萬

次，堪認被處分人肯認此行銷手法之重要性與有效性；又

被處分人佯裝網路消費者意見，不當博取觀者對相關意見

之信賴度，從而直接或間接干預潛在多數消費者在被處分

人與競爭同業商品間之交易抉擇，以助益其商品銷售業

績，此觀諸被處分人在採取此種行銷手法期間，於手機、

電視、數位相機等產品銷售額均呈巨幅甚且倍數正向成

長，尚難認與議題操作之病毒行銷所生影響完全無關。故

被處分人隱匿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博取信賴，以行銷

自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方

式，直接或間接干預潛在多數消費者在被處分人與競爭同

業商品間之交易抉擇，進而不當影響同業競爭，核屬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八、至三星公司以包括現行法令無規範須揭露利益關係、實務

上其他事業進行口碑行銷未揭露利益關係及不知悉鵬泰公

司實際執行網路行銷之細節等，主張尚無不法，並無理由：  

（一） 按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乃事業不得為不公平競爭

之概括規範，故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行為，均同受規範。本案隱匿事業身分於論壇行銷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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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行為，如

前述，具有影響交易秩序之商業競爭非難性，自得以論

處，尚無渠等所稱法無明文規定之情事。至另主張實務

上其他事業進行口碑行銷未揭露利益關係，亦與本案違

法行為之認定係屬二事。 

（二） 另三星公司稱未參與本案網路論壇發言內容及審核，也

未介入鵬泰公司執行病毒行銷業務細節，本案違法行為

與其無涉部分乙節，如前述，鵬泰公司與三星公司訂有

合作契約，鵬泰公司定期以週報和月報向其回報操作方

向、模式、大要等，三星公司知之甚稔，自負有管理及

監督責任，尚不得以該業務委託他人為之而排除其行政

責任。 

九、又三星公司曾於調查竣事後來文敘及希望本會明確提示相

關事證部分，查本案之認定事實悉依該公司及鵬泰公司所

提供實際執行網路病毒行銷相關資料予以評價，按該公司

對該等行銷事實及內容具充分掌握，且該公司於數次書面

陳述及到會說明亦陳述該等行銷行為之法律意見，調查過

程已依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踐行規定。 

十、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隱匿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行銷自

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網路行

銷手法，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經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

審酌：三星公司為本案網路行銷服務之出資者及商品出賣

人，違法行為持續期間長達 6年及近 6年每年營業額約 500

億至 700 億元間，相關操作涵蓋手機（HHP）、數位相機

（DSC）、電視（CTV）、顯示器（MNT）、印表機（PRT）、筆

記型電腦（NPC 或 NB）、冰箱和洗衣機（HA 或 WG）、影音產

品（ECG）、顯示器（LCD）等多項產品類別，相關議題操作

數量年約 5,000 至數萬則，所達成瀏覽頁次、點閱數每周

均有數千至數萬次，每年可達數十萬次；鵬泰公司依契約

承攬三星公司之議題操作與管理，規劃本案行銷計畫及雇

用寫手執行網路行銷，6年受委託累積金額達 2千萬餘元，

近幾年每年營業額約數億元；商多利公司僅於 101 年 3 月

至 5月受鵬泰公司委託管理網路寫手，執行合約金額 10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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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等因素；爰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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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5 號 

被處分人：喜特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551581 

址    設：新北市三重區光復路 1段 74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喜特麗產品之價格，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以實體店面及

網路銷售方式販賣熱水器等商品，並與喜特麗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進貨及簽有經銷商合約，

該合約規定經銷商公開標示價格過低者，被處分人得

隨時通知解除合約；另檢舉人因網路販售價格過低，

遭被處分人向網路平台業者檢舉違反著作權或商標權

而遭下架，被處分人所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爰向

本會提出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經請被處分人補充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被處分人熱水器係透過廚具店、瓦斯行及水電材料

行等實體店面及合法授權之網路經銷商銷售。而網

路經銷商須經被處分人核定確有實體店面並經營

廚具品項業者，始與其簽訂「網路授權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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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授權碼，故網路經銷商一定是實體經銷商，

但實體經銷商不一定均與被處分人簽有經銷合

約，惟貨源均來自被處分人。 

2、 有關被處分人與實體經銷商簽訂之合約書中第6點

規定之「公開標示之售價」除指網路販售之標價

外，亦包括實體店面之標示價，即該等標示價不能

低於被處分人牌價表中之經銷價（即經銷商的進貨

成本），因低於成本販售，被處分人擔心倒帳風險，

因而訂定之。 

3、 被處分人為避免不肖份子利用網路銷售不良商品

及詐騙消費者，遂對網路經銷商核發「網路授權碼」

以保障消費者及經銷商權益；另對來路不明（即無

授權碼）及蓄意嚴重破壞市場價格之網路業者，先

經勸導，倘蓄意擾亂市場，再向網路平台業者舉發

侵權，惟若價格低且沒使用被處分人圖文者，因未

侵害其著作權，故不會向網路平台業者舉發。 

4、 網路授權使用同意書內第 5點規定「甲方同意配合

乙方所提供於網路拍賣牌價表上之產品型號及建

議售價，不得片面修改或任意增列，未依規定者乙

方將發函該拍賣網站移除網頁，不另行通知」係為

避免有消費糾紛(如賣家在網頁上刊登價位較高的

產品圖文，再搭配較低價位的型號及標價)。如前

述，未經授權使用被處分人圖文者，即向網路平台

檢舉侵權，但若有授權碼，價位介於經銷價及建議

售價間者，該公司並不會處理；另倘有授權碼，價

位低於經銷價者，被處分人會去瞭解有無倒帳風

險。 

（二）另請網路平台業者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下稱雅虎公司）與露天市集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露天拍賣）說明渠等處理事業

檢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流程，略以： 

1、 雅虎公司 

（1） 雅虎公司係經營電子商務拍賣平台，僅提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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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供廠商或會員刊登相關商品，並維護系統正

常營運，相關銷售文案內容均由廠商或會員自

行管理及維護。 

（2） 智慧財產權權利人檢舉流程分著作權及商標或

專利權二種，其中著作權權利人欲檢舉，應依

據雅虎公司訂定之「奇摩著作權保護政策」規

定，填具「著作權侵害通知書」聲明其為著作

權人，雅虎公司即受理檢舉，但僅形式上審核

著作權利人姓名、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是否真實，並不確認著作權利人對所檢舉之商

品是否確實享有著作權，並依據著作權利人聲

明將商品移除後通知被檢舉會員；被檢舉會員

對權利人主張有異議時，可填具「著作權侵害

異議通知書」，雅虎公司接獲後即轉送權利人，

倘權利人於接獲該通知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

內，未提出對該會員之訴訟證明，該會員即可

自行重新上架。另商標或專利權檢舉人應依據

雅虎公司訂定之「商標權及專利權人檢舉侵權

商品辦法」於第一次檢舉時填具「權利人聲明

書」，聲明其享有商標或專利權，雅虎公司僅形

式審核是否具備權利證明文件，爾後商標或專

利權權利人欲檢舉時，僅須填具「檢舉通知

書」，雅虎公司並不進行審查，逕依權利人之檢

舉予以移除；被檢舉會員如有疑義，可透過客

服管道反映申訴，並視實際情形檢附販售物品

並無侵權之證據（如受原廠授權販賣證明或享

有商標權之註冊證明等）。 

（3） 雅虎公司對於違規情形重大者(如嚴重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與專利權等)，只要有一次不良紀

錄即立即停權處分，初次停權 7 天、第二次停

權 30 天，第三次則永久停權，不再給予復權機

會。雅虎公司於下架或停權之時，均會同時寄

發電子郵件予該會員，並通知其違反之拍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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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但不會針對違反之智慧財產權及侵權範圍

告知會員。 

2、 露天拍賣 

（1） 露天拍賣網站僅提供系統服務、網站空間予各

賣家使用，並不介入賣家與消費者間之交易，

故賣家對其製作刊登之網頁內容及商品訊息負

所有法律責任。倘主管機關依法函示或權利人

依法主張相關網拍商品涉及違法或侵權，露天

拍賣即將爭議商品下架移除、轉知會員，並函

復來函主管機關或權利人；至於網頁或商品是

否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益，露天

拍賣僅就檢舉權利人所提出之權利要件作形式

審查。 

（2） 露天拍賣收到著作權權利人之侵權通知後，需

立即移除涉嫌侵權網頁，並通知被檢舉會員，

倘該會員無侵權疑慮，得檢附露天拍賣所提供

之「未侵害著作權聲明」擔保未侵權，如合法

定要件，露天拍賣即回復已被移除之網頁，並

將該聲明轉知權利人，由權利人續行後續侵權

爭議事宜。另權利人就商標或專利提出第一次

檢舉時，需檢具完備權利證明，露天拍賣僅形

式審查，爾後以電子郵件檢舉，即移除該侵權

之拍賣網頁，並將涉嫌侵權事宜轉知賣家會員。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

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

利。倘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

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易行為，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

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臨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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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

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爭，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 

二、 據被處分人承稱經銷通路分為實體通路及網路經銷通

路，而實體經銷商不一定簽有經銷合約，但網路經銷商

一定是實體經銷商。查被處分人與實體經銷商間係簽立

「經銷商專案合約」，該合約第 6點明定「雙方簽訂此

合約旨在建立市場之銷售秩序，如甲方發生退票或損及

乙方信譽之情事（例如公開標示之售價過低）乙方得隨

時通知甲方立即解除合約」；次查被處分人與從事網路

銷售之經銷商另簽有「網路授權使用同意書」，該同意

書第 4點：「乙方應每年提供甲方當年度最新版的網路

拍賣之產品型號及牌價表，作為甲方在網路上銷售之依

據」、且查被處分人確提供載有「經銷價」及「建議售

價」之「產品價目表」予經銷商作為銷售價格依據；又

該同意書第 5點：「甲方同意配合乙方所提供於網路拍

賣牌價表上之產品型號及建議售價，不得片面修改或任

意增列，未依規定者乙方將發函該拍賣網站移除網頁，

不另行通知」及第 6點：「甲方同意於網路上所顯示之

售價（包含「起標價」、「直接購買價」及「問與答」

「或變相舊換新降價」…等）不得以破壞市場價格標

示」，該條款並訂有違反約定之罰則，包括發函拍賣網

站下架網頁或暫停授權，甚至永遠取消授權不再續約，

或不再提供優惠價或拒絕送貨安裝服務等不利益配套

措施。被處分人與經銷商既訂有合約或網路授權使用同

意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或同意書即有一定之約束

力。前開各約款已明顯限制經銷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

由。 

三、 被處分人雖稱實體經銷商並非均從事網路經銷，而網路

經銷商須與之簽訂授權同意書云云，按從事網路經銷

者，係因圖文商標等之標示使用致與被處分人發生授權

關係而簽訂網路授權使用同意書。次按授權規範應僅約

定與經銷授權相關之事宜，被授權廠商對於被授權之銷

售價格應仍有定價之自由。然查系爭同意書內容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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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有經銷商價格訂定之約款及違反定價規定之罰則，被

處分人不無有藉智慧財產權之授權行限制轉售價格之

實。次據被處分人自承，渠實體經銷通路包括廚具店、

瓦斯行及水電材料行。查該等經銷通路通常併行銷售被

處分人以外之廚具或熱水器等產品。經銷商對於不同品

牌因成本不同而有不同之銷售策略，且各經銷商行銷手

法與管銷成本及售價與獲利情形均有不同，透過網路銷

售，將使得各品牌之價格透明，且近來網路行銷蓬勃發

展，消費者於傳統實體之交易模式外，網路購物為新興

之交易模式，經銷商以買斷方式購進被處分人產品，產

品所有權已移轉予經銷商，本應允許經銷商依成本供需

決定經銷管道並為自由價格競爭，倘實體經銷商無侵害

被處分人圖文商標等智慧財產權之虞，縱未與被處分人

簽訂網路授權同意書，尚非不得從事網路銷售。次查被

處分人提供渠向網路平台舉發下架之網頁，被舉發之網

路賣家或未與被處分人簽訂網路授權同意書，然被處分

人舉發理由為圖文照片之著作權侵害，而非產品仿冒，

且被處分人尚無足證明該等商品非屬被處分人之產

品。又查被下架網頁所載起標價格約為建議售價之 59

折至 83 折不等，均低於建議售價，此經抽查被處分人

經銷商，亦不乏有經銷商表示網路價格確依約定，受有

建議售價或牌價 9折之限制。況查該等被下架之網頁中

亦不乏有未使用被處分人圖文商標，而價格標示為建議

售價 59 折者，仍遭被處分人以侵害著作權（文章、照

片）舉發而下架。況據被處分人自承對蓄意嚴重破壞市

場價格之網路業者，先經勸導，如蓄意擾亂市場，即向

網路平台業者舉發侵權，被處分人所為，依授權通念及

市場效能競爭實務，難謂有據。 

四、 既查被處分人與經銷商訂有經銷合約或網路授權使用

同意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書或網路授權使用同意書

即有一定之約束力。經銷商倘未依經銷合約或同意書規

定，可能遭受網站移除網頁或暫停授權，甚至解除合約

或永遠取消授權不再續約，或不再提供優惠價或拒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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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安裝服務等處罰，對經銷商之心理易形成壓迫，經銷

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不利益制裁配合措施之

拘束，被處分人前開行為形成之干涉與壓迫，致有維持

轉售價格之實效。 

五、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0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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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6 號 

被處分人：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76286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 1段 368 號 8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家宏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89235 

址    設：新北市永和區保生路 1號 8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妙煮婦橘子傳說去汙霸」商品

廣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處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家宏實業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5萬

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妙煮婦橘子傳說去汙霸」商品(下

稱案關商品)影片廣告(下稱系爭廣告)，案關商品於系爭廣告所

呈現之效果予人印象為快速且較他廠牌易清除濾網、紗窗、紡織

品等所沾附之醬油、油汙、髒汙等功效，已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規定。 

理   由 

一、 查案關商品係由被處分人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與被處分人家宏實業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家宏公司)所簽訂之「供應商合作契約書」約定合

作關係，由被處分人家宏公司提供案關商品予被處分人森

森百貨公司銷售，並由被處分人家宏公司負責製作系爭廣

告，並上傳至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所經營之森森購物網
49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銷售平台。又消費者購買案關商品之交易及付款對象皆為

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並由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開立

發票予消費者，倘消費者欲辦理退、換貨，係消費者於森

森購物網直接點選退換貨服務或向客服中心反應，再由被

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於接獲消費者退、換貨通知後，向被

處分人家宏公司提出退、換貨需求，最後由被處分人家宏

公司處理後續退、換貨事宜，亦即從消費者觀點而言，其

交易相對人及退換貨處理窗口為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

而後續退換貨處理事宜係由被處分人家宏公司所負責。另

就案關商品銷售所得貨款，則由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及

被處分人家宏公司依其約定比率分配，乃屬利益共享之銷

售模式。是以，就系爭廣告之製作、案關商品銷售流程及

銷售利潤分配方式等情觀之，足認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

及被處分人家宏公司均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 按商品之廣告係事業招徠消費者交易之重要方法，事業應

負商品品質與廣告真實一致之責任，倘廣告主未能確定商

品之真實性，除使交易相對人無法正確選擇所需商品外，

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查被處分

人家宏公司於森森購物網銷售系爭廣告所呈現之效果予人

印象為快速且較他廠牌易清除濾網、紗窗、紡織品等所沾

附之醬油、油汙、髒汙等功效，雖被處分人家宏公司就系

爭廣告之醬油去汙效果到會現場示範，惟系爭廣告予人印

象及效果，應以一般或相關大眾普通注意力之認知為判斷

標準，而非以被處分人家宏公司於主觀上僅對案關商品之

現場示範為據，況渠於前揭現場示範亦未同時比對其他廠

牌之清除效果。又被處分人家宏公司雖提供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檢驗公司，簡稱 SGS)關於案關商

品醬油去汙效果之檢測報告，惟據台灣檢驗公司之專業意

見，前述檢測報告及測試方法僅就系爭商品進行醬油去污

效果為之，且另無與其他廠牌對照之實驗組，亦未有紀錄

實際去除之時間，是無法佐證系爭廣告中所示快速且較他

廠牌易清除濾網、紗窗、紡織品等所沾附之醬油等功效；

另無案關商品所宣稱清除濾網、紗窗、紡織品等所沾附之

油汙、髒汙等實驗測試結果暨現場示範；復據被處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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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公司到會自承經多方探詢後，無其他機構可配合進行案

關商品有關清除油汙、髒汙之相關實驗。至被處分人家宏

公司辯稱案關商品之成分(如羧甲基纖維素鈉等)具有溶解

油垢及洗淨效果之功效暨提供相關資料，惟查前揭成分多

用於洗衣粉（精）及合成洗滌劑等產品，被處分人家宏公

司所提供之資料尚無法佐證案關商品具有廣告宣稱快速且

較他廠牌易去污之功效，且被處分人森森百貨公司亦無法

就系爭廣告提供公正客觀機構所出具之實驗數據報告。是

被處分人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妙煮婦橘子傳說去汙霸」商

品廣告與事實不符，足以引起交易相對人錯誤認知並為交

易之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妙煮婦橘子傳說

去汙霸」商品廣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

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妙煮婦橘子傳說去汙霸」商

品影片廣告乙份。 

二、 被處分人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7月 16 日陳述書、

102 年 10 月 7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家宏實業有限公司 102 年 8 月 26 日陳述書、102

年 8月 30日補充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測試報告函及

102 年 10 月 4日陳述紀錄。 

四、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9月 24 日台檢（化超）

字第 102092401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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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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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7 號 

被處分人：順富國際機電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835877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成功路 4段 41 巷 7 弄 2之 1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銷售「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商品廣告，宣稱「能

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銷售「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於散發廣告文宣刊載「能

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銷售「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於廣告文宣刊載

宣稱「能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案據被處分人提供

96年及101年間案關商品實車道路駕駛測試報告(下稱報告

1、2)，分別顯示案關商品省油率最高達 27%及 20.96%；

Japan System Planning Co, Ltd 日本系統計畫公司檢測報

告，顯示汽油效率增加至 20.15%(下稱報告 3)，與薩爾瓦

多交通部副部長信箋，顯示節油率達 25%(下稱報告 4)，並

稱報告 1、2 均為本案關係人製作。然經關係人證實其僅製

作報告 2，而報告 1 內容數據雖近似於廣告之宣稱，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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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檢測機構不明；復據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下稱車

測中心)專業意見表示，系爭報告檢測方式非國際公認可靠

之油耗檢測方式，要難認系爭報告具有公信力。另查報告

2 出具人非檢測單位，且檢測方式非國際公認可靠之油耗

檢測方式；報告 3、4檢測機構公正性不明，車測中心表示

報告 4 非正式報告﹔報告 2 至報告 4 內容數據均尚不足支

持系爭廣告宣稱，爰認被處分人就系爭廣告宣稱並無所

據，而廣告表示將引致消費者就其商品之品質有錯誤認知

及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系爭商品廣告，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

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

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製作散發廣告影本 3 份。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6 月 13 日、9 月 11 日、10 月 4 日陳述書

及補充陳述書(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8 月 15 日)、102 年 8
月 6 日陳述紀錄。 

三、被處分人提供案關商品檢測報告 4 份。 
四、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102 年 10 月 3 日車行字第

1020002414 號函。 
五、關係人 102 年 10 月 18 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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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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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8 號 

被處分人：誠智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86937 

址    設：屏東縣東港鎮沿海路 280 之 8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銷售「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商品廣告，宣稱「能

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其公司更名前之官網銷售「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

宣稱「能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於其公司更名前之官網刊載「UCC 強效汽車省油

器」廣告，宣稱「能達到 10%~27%的省油水準」。案據被

處分人提供 96年及 101年間案關商品實車道路駕駛測試報

告(下稱報告 1、2)，分別顯示案關商品省油率最高達 27%
及 20.96%，並稱上開報告均為關係人出具。經關係人證實

其僅製作報告 2，故報告 1 內容數據雖近似於廣告之宣稱，

惟實際檢測機構不明；復據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專

業意見表示，系爭報告檢測方式非國際公認可靠之油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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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方式，要難認系爭報告具有公信力。另查報告 2 出具人

非屬檢測機構，檢測方式非國際公認可靠之油耗檢測方

式，且上載數據無法支持廣告宣稱，爰認被處分人就系爭

廣告宣稱並無所據，而廣告表示將引致消費者就其商品之

品質有錯誤認知及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官網刊載系爭商品廣告，就商品之品質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

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

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其公司更名前之官網「UCC 強效汽車省油器」

廣告列印頁面。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陳述書(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5 月 13

日)、102 年 5 月 16 日補充陳述書、102 年 7 月 30 日到會

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提供案關商品檢測報告 2 份。 
四、 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102 年 10 月 3 日車行字第

1020002414 號函。 
五、 關係人 102 年 10 月 18 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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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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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89 號 

被處分人：漢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06655 

址    設：臺南市東區大同里府連路 148 號 4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網路刊載「奈米抑菌汽車窗簾布」商品廣告，

宣稱「經 SGS 檢驗結果可有效抗菌防霉 99.9%，抗金黃色葡

萄球菌 99.9% 抗大腸桿菌 99.9%，有效抑制細菌生長」、「水

洗 50 次後，對特定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或肺炎桿

菌)之抗菌率仍大於 99.9%」等，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路刊載「奈米抑菌汽車窗簾布」商品廣告，宣稱

「經 SGS 檢驗結果可有效抗菌防霉 99.9%，抗金黃色葡萄球菌

99.9% 抗大腸桿菌 99.9%，有效抑制細菌生長」、「水洗 50 次後，

對特定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或肺炎桿菌)之抗菌率仍大

於 99.9%」等，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其官網刊載「奈米抑菌汽車窗簾布」廣告，

宣稱「經 SGS 檢驗結果可有效抗菌防霉 99.9%，抗金黃色

葡萄球菌 99.9% 抗大腸桿菌 99.9%，有效抑制細菌生

長」、「水洗 50 次後，對特定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或

肺炎桿菌)之抗菌率仍大於 99.9%」等，就整體廣告觀之，

予人之印象乃案關商品經 SGS 檢測，就抗菌防霉、抗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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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葡萄球菌及大腸桿菌均達 99.9%之功效；且清洗 50 次

後，對於金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或肺炎桿菌之抗菌率

仍大於 99.9%。 

二、 次查被處分人雖提出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灣檢驗公司)報告 3 份及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下

稱紡織所)發表報告 1份，說明案關商品對於肺炎桿菌及金

黃色葡萄球菌滅菌率達 99.9%及 99.4%（下稱報告 1、2）、

案關商品添加之奈米抗菌防霉噴劑對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大

腸桿菌抗菌率達 99.9%(下稱報告 3)，以及含氧化鋅奈米粒

子之紡織品具有防霉、水洗 50 次仍有金黃色葡萄球菌及大

腸桿菌抑菌或殺菌效果(下稱報告 4)。然查報告 2 係指案

關商品對於金黃色葡萄球菌滅菌率為 99.4%，尚與前開宣

稱抗菌效果達 99.9%有間，且台灣檢驗公司表示未曾針對

案關商品之防霉率及大腸桿菌滅菌率進行檢測；報告 3 檢

測樣品則係針對案關商品添加之噴劑，並非案關商品，且

布料加入噴劑之抗菌效果必低於純噴劑，此有台灣檢驗公

司函復可稽，是以被處分人宣稱「經 SGS 檢驗結果可有效

抗菌防霉 99.9%，抗金黃色葡萄球菌 99.9% 抗大腸桿菌

99.9%，有效抑制細菌生長」實屬無據。另查報告 1雖指出

案關商品對於肺炎桿菌具有 99.9%滅菌率，惟台灣檢驗公

司表示未曾評估案關商品水洗後之抗菌效果；復依紡織所

提供之專業意見，案關商品製程與紡織所發表報告（即報

告 4）之加工方式亦有不同，尚不足認案關商品具有廣告

宣稱之功效，是被處分人為上開廣告宣稱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規定。 

三、綜上，被處分人於其官網刊載「奈米抑菌布」商品廣告，

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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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102 年 3 月 13 日被處分人於其官網刊載案關商品廣告列印

頁面。 
二、被處分人未具日期陳述書(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8 月 20 日)、

102 年 9 月 4 日補充陳述書、102 年 9 月 30 日陳述紀錄。 
三、被處分人提供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測報告 3 份，

以及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發表之報告 1 份。 
四、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10 月 3 日台檢(食)字第

102100301 號函。 
五、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02 年 11 月 1 日紡所(102)

檢字 11003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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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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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0 號 

被處分人：天下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722836  

址    設：新北市中和區中正路 880 號 5 樓之 7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參加契約條款，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

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實際使用之參加契約與報備之參

加契約有關應繳交之經銷商權利金及續約金規定不同，乃屬

變更參加契約條款，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涉有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實際使用之參加契約(會員經銷商申請契約

書)下方規定經銷商權利及義務欄位分列 4 點規定，第

1 點規定「凡繳交經銷商權利金壹仟元始取得經銷商資

格(下略)」，第 2 點規定「經銷商之資格依加入日期起

為一年。經銷商應依規定逐年繳交續約金，費用新台幣

玖百元整/每年，始得繼續享有經銷商之權利(下略)」。

惟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參加契約下方規定事業商權利

及義務欄位僅列 3 點規定：第 1 點規定「凡繳交事業商

權利金九百元始取得事業商資格(下略)」，並無實際使

用契約書第 2 點規定；第 2、第 3 點規定除名稱使用事

業商而非經銷商外，其餘文字與實際使用契約書第 3 點

及第 4 點規定相同，故被處分人實際使用之參加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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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取得參加人(經銷商)資格與後續保有資格之條款

規定，與其原向本會報備者已不相同，爰被處分人與參

加人締結之參加契約實已變更，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核已違反前揭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參加契約條款，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

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

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

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實際使用之參加契約、報備之參加契約。 
二、被處分人 102 年 10 月 1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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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

但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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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1 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313   

址    設：臺北市南港區三重路66號14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廣瑞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433876   

址    設：臺北市士林區忠誠路 2段 130 巷 21 之 1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美國【Dacron】可水洗枕」商品網頁宣稱「世

界專利，全美銷售第一」，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廣瑞國際有

限公司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美國【Dacron】可水洗枕」

商品，宣稱「世界專利，全美銷售第一」，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依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雅虎公司)與被處分人廣瑞國際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廣瑞公司)所簽訂 Yahoo!奇摩購物中心供應商合

作合約書約定，並就整體商品交易流程以觀，奇摩購物中

心網站僅顯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之事業名稱，消費者於訂

購時所認知交易對象為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並於交易完成

由其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是以由交易消費端觀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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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雅虎公司處於商品之最末端出售者地位，且被處分

人雅虎公司所賺取利潤為商品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價

差，其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有利益，故其於奇摩購物

中心網站登載案關網頁，係居於廣告主地位。另據被處分

人廣瑞公司參與案關網頁製作過程觀察，被處分人廣瑞公

司除提供案關商品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站銷售外，並

自行以被處分人雅虎公司所提供之後台管理機制，編輯製

作案關網頁內容並刊登至被處分人雅虎公司之購物中心頁

面，且其與被處分人雅虎公司就銷售商品所得，有利益共

享關係，故可認定被處分人廣瑞公司併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 查案關網頁雖宣稱「世界專利，全美銷售第一」，惟被處分

人雅虎公司及廣瑞公司並無法提出上開廣告表示為真實之

相關事證資料以茲證明。次據案關商品製造商表示，案關

商品係在我國製造，銷售地區並不包括美國；又案關商品

本身並無申請專利，而商品使用之美國進口原料單孔中空

纖維，雖曾取得專利，惟現早已過期，故案關網頁表示核

與事實不符。另被處分人廣瑞公司雖稱，案關網頁係參考

製造商提供之廣告文案及製造商之前商品包裝標示所為云

云，然製造商否認有提供相關廣告文案，而所述製造商之

前商品與案關商品非屬相同商品，且案關商品包裝亦無「世

界專利，全美銷售第一」之表示，尚難謂被處分人廣瑞公

司已善盡查證廣告內容正確性之義務。 

三、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美國【Dacron】可水洗枕」商品

網頁宣稱「世界專利，全美銷售第一」，就商品之品質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

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

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美國【Dacron】可水洗枕」商品網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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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雅虎公司102年 4月 26日陳述書及102年 10月 8

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廣瑞公司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5 月 21

日）、102 年 8月 30 日陳述書及 102 年 10 月 9日陳述紀錄。 

四、 關係人 102 年 9月 23 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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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2 號 

被處分人：麥寮汽電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5970 

址    設：雲林縣麥寮鄉三盛村台塑工業園區 1之 1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和平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096852 

址    設：花蓮縣秀林鄉和平村和工二路 7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長生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33037 

址    設：桃園縣蘆竹鄉海湖村濱海路 1段 199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596337 

址    設：新竹縣關西鎮仁安里台電新村 66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森霸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83499 

址    設：臺南市山上區豐德村隙子口 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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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星能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83765 

址    設：彰化縣線西鄉線工南二路 2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國光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833553 

址    設：桃園縣龜山鄉南上村北油一區 1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嘉惠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6990 

址    設：嘉義縣民雄鄉松山村 4鄰松子腳 688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星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945086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92 號 6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合意拒絕調整與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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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電費率，已足以影響國內發電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聯合行為之規定，本會

102 年 3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2035 號處分書主文第 1項

及第 2 項業經行政院 102 年 9 月 12 日訴願決定維持在

案。 

二、 處麥寮汽電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8 億 2,000 萬元罰鍰 

處和平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3 億 2,000 萬元罰鍰 

處長生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億 1,000 萬元罰鍰 

處新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億 5,000 萬元罰鍰 

處森霸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億元罰鍰 

處星能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億元罰鍰 

處國光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億 8,000 萬元罰鍰 

處嘉惠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億 7,000 萬元罰鍰 

處星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億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本會主動立案調查，認為麥寮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麥寮）、長生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生）、和平電

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平）、新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桃）、國光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光）、嘉

惠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惠）、森霸電力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森霸）、星能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能）、

星元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元）等 9家民營電廠（亦

稱 IPP 業者）自 97 年 8 月迄 101 年 10 月，以意思聯絡

方式，為合意拒絕調整與台電公司之購售電費率之聯合

行為，減損市場競爭，足以影響發電相關市場之供需功

能，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有關聯合行

為之禁制規定，經本會以 102 年 3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2035 號處分書，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立即停止違法行為，並分處麥寮新臺幣（下同）18

億 5,000 萬元、和平 13 億 5,000 萬元、長生 6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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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新桃 5億 8,000 萬元、森霸 5億 3,000 萬元、星

能 4 億 3,000 萬元、國光 4 億 1,000 萬元、嘉惠 4 億元、

星元 1億 3,000 萬元罰鍰，總計 63 億 2,000 萬元罰鍰。 

二、被處分人不服前開處分提起訴願，經行政院決定：「原

處分關於訴願人罰鍰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

內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部分訴願駁回。」行政院撤銷

原處分罰鍰部分之理由略以： 

（一）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暨「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

稱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與行政罰法規定

有關利益追繳之立法意旨不同，前者僅提高罰鍰可處

金額之上限，本案之原處分係第一次適用情節重大案

件之裁處罰鍰辦法；後者行政罰法第 1 條及第 18 條

第 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斟酌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所得

之利益，並得考量受處罰者之資力等因素。而依情節

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第 5條及第 7條規定，亦以

違法期間銷售金額百分之三十及上一會計年度銷售

金額百分之十，計算得據以調整之基本數額及裁罰上

限金額，其是否兼具剝奪不法利得之性質，而非所稱

僅係提高罰鍰上限之規定？ 

（二）違章行為期間之長短仍作為處罰之輕重審酌重要之依

據，苟違章事實跨越新舊法期間，依實體從舊程序從

新之原則，違章事實在舊法有效期間者，仍應依行為

時之法律，不得以違章行為繼續至新法施行時，即可

將行為人舊法期間適用舊法之利益置而不論，原處分

機關認訴願人持續之聯合行為期間跨越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修法前、後，惟該提高罰鍰之法

律效果是否為訴願人於行為時所得預見可能？該行

為應否依跨越新舊法期間而分段斟酌應處罰鍰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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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數額何以未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第 5

條規定，而僅依 99 年至 101 年銷售金額 30%計算，且

所稱未調降容量費率致台電公司損失至 100 年為 59

億元，或至 101 年估計應超過 70 億元，有無具體資

料可稽？而依台電公司列席會議代表說明受處分 IPP

現均已同意換文修約，因各家開始運轉時間不同，每

家合約存續期間亦不同，估計台電公司可減少 249 億

元購電支出等語。所減少金額究指何期間之支出及受

處分 IPP各讓利金額若干？倘原處分機關並未究明及

具體區分受處分 IPP因履行契約合理利潤或違規超額

不法利益之期間及範圍，僅計算受處分 IPP 之法定最

高裁罰上限，即逕依固定百分比裁處鉅額罰鍰，不無

率斷之嫌，亦難認符行政罰法第 18 條及情節重大案

件裁處罰鍰辦法第 6條之意旨。 

（四）又原處分機關既稱訴願人參與協進會程度及拖延拒絕

修約行為之罪質，與其他業者並無不同，復稱受處分

IPP 裁處罰鍰金額之差異係依法計算裁罰區間差異之

結果云云，仍未據論明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

何以就相同可責性行為卻差別論罰之具體理由？ 

三、另針對行政院訴願決定撤銷罰鍰部分之理由，請台電公

司就其表示因各家民營電廠開始運轉時間及合約存續

期間均不相同前提下，估計台電公司可因此減少 249 億

元購電支出等情，提出說明及相關資料。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聯合行為，

謂事業以契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

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數量、技

術、產品、設備、交易對象、交易地區等，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行為而言。」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聯合行

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聯合，足以影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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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商品交易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第 3項

規定：「第 1 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契約、協議以

外之意思聯絡，不問有無法律拘束力，事實上可導致共

同行為者。」同法第 14 條第 1項本文規定：「事業不得

為聯合行為。」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

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

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逾期仍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

更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

必要更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為止。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百

分之十以下罰鍰，不受前項罰鍰金額限制。前項事業上

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計算、重大違法情節之認定、罰

鍰計算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又「情節重大

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第 4 條規定：「依本法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額度按基本數額及調整因

素定之。」、第 5條規定：「前條基本數額，指違法行為

於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金額之百分之三

十。」、第 6條規定：「第四條之調整因素，包括加重事

由及減輕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得據以調整基本數額，以

決定罰鍰額度。…第一項所稱減輕事由，指事業有下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一、於中央主管機關進行調查時，立

即停止違法行為。二、具悛悔實據，並配合調查。三、

與受害者達成損害賠償之協議或已為損害之補救措

施。…」、第 7條規定：「第四條所定罰鍰額度不得超過

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百分之十。」。 

二、經查民營電廠在 96 年下半年至 97 年上半年積極爭取到

台電公司同意修正能量費率可及時反映燃料計價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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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卻對於先前同時承諾將繼續協商調整容量費率部

分，因攸關各民營電廠可能喪失之龐大利益，故民營電

廠早在台電公司於 97 年 9 月 4 日首次召開協商調降容

量費率會議前，即藉所組成之協進會（星元係 98 年 12

月 29 日加入）集會達成拖延協商拒絕調降容量費率之

合意，並在截至 101 年 10 月止逾 4 年期間，縱使經濟

部能源局與台電公司合計召開共 19 次協商或協處會

議，均因民營電廠透過協進會至少集會 20 次以上，並

以各民營電廠參與協進會之代表，出席參加歷次台電公

司或經濟部能源局召開協商或協處會議等方式，彼此交

換意見及分工，以達成一致拒絕調降購售電費率之目

的，顯係以意思聯絡方式，合意約束各民營電廠與台電

公司自由調整價格之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發電市場供

需功能，為公平交易法所稱之聯合行為，核已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前經本會處分，並經

行政院訴願決定維持在案，爰本案另為適法處理時，對

於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內涵，已無重行審酌之必要，謹

就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罰鍰部分進行研析，合先敍明。 

三、本案重為審議罰鍰之依據及裁量情形如次： 

（一）本案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屬情節重大

案件，適用「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乙

節： 

   9家民營電廠在99年度與100年度於發電市場市占率

總和近 19％，顯見 9家民營電廠對國內發電市場之供

給具不可或缺性，再查各民營電廠於本案違法行為期

間 97 年 8 月 21 日至 101 年 10 月 3 日止（星元自 98

年 12 月 29 日），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金額均逾 1 億

元（依台電公司提供之實際抄表日計算，97 年 9 月迄

101 年 9月，麥寮達 1171 億元、和平達 860 億元、長

生達 569 億元、森霸達 564 億元、新桃達 35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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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惠達 330 億元、星能達 286 億元、國光達 283 億元、

星元達 182 億元），依本會「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

鍰計算辦法」第 2條規定，屬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所稱違反同法第 14 條規定之情節重大案件，本會

自得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3條

至第 7條規定，以被處分人違法行為期間之銷售金額

據以計算罰鍰「基本數額」，並適度考量相關增減因

素後論處罰鍰。 

（二）有關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第 2 項暨本會「情節重大案

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規定之罰鍰性質，本質上為

提高罰鍰上限，兼具但不限於剝奪不法利得乙節： 

 １、按國際間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聯合行為會對於消費者

及國民經濟產生相當嚴重之戕害獲有共識，均將打擊

惡性核心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列為執法之第

一優先，並處以重罰（甚有科以監禁刑責）。故各國

罰責（鍰）之法制設計，主要乃是以產生足夠嚇阻作

用之懲罰為依歸，並兼有剝奪超額利潤之裁罰考量；

再者，由於營業額多寡幾可反應出事業之規模、利

潤、競爭能力等，故國際立法趨勢多以計算違法事業

於違法期間之基本數額或違法事業上一會計年度營

業額之百分比作為處罰額度，以確實達到懲罰之效

果，並兼顧考量違法事業之經濟實力及承受罰鍰之能

力（即達到所謂「罰到事業有痛感，但不至於倒閉」

之嚇阻效果）。 

 ２、觀諸我國公平交易法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公布增訂公

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項及第 3項，其立法理由乃「…

因為獨占與聯合行為之限制市場公平競爭之行為，將

難以維護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有害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但以原『公平交易法』第四十一條罰鍰之規定，

及觀諸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若干處分案例，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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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違法事業被處罰鍰金額與其不法獲利額度顯不

相當，甚至有不法獲利額度可能超過法定罰鍰新臺幣

二千五百萬元罰鍰額度之上限者。…參酌美國聯邦量

刑委員會（Federal Sentencing Commission）1991 年

訂定之「對團體組織被告之量刑指導方針」

（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zational 

defendants ）、歐盟執委會 2006 年訂定之「依據第

1/2003 號規則之第 23(2)（a）條課徵罰鍰裁定方法

之指令」（Guidelines on the Method of Setting 

Fines Imposed Pursuant to Article 23(2)（a）

of Regulation No 1/2003）、及日本獨占禁止法等規

定，當事業實施不正當之交易限制行為時（即卡特

爾，cartel），若違法情節重大時，中央主管機關得

適當地提高罰鍰額度，以嚴懲卡特爾行為之不法所

得，方可達到遏止違法之效果。」此即立法者為有效

維護市場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促進市場經濟之安

定與繁榮，爰參酌國際立法趨勢，採以事業營業額一

定比例為公平交易法罰鍰裁處額度上限之規範方

式，增訂上開條文之目的，本會並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3項之法律授權，訂定發布「情節重大案件之

裁處罰鍰計算辦法」。 

 ３、準此，進一步探究前開規定之立法理由，乃是以「提

高罰鍰」作為手段，目的在嚴懲聯合行為對市場經濟

之破壞和不法利得，其功能並非僅在剝奪事業之不法

利益。更何況聯合行為或濫用市場地位之行為，有可

能意在維持其主觀上認為應保有之合理利潤，甚至為

避免因競爭帶來之不利益，而發生剝奪消費者剩餘以

填補其主觀上認為之不利益或損失之情形。此種情

形，雖無法計算其客觀之超額利潤，惟該違法行為對

競爭秩序及整體社會利益仍具高度可責性，而有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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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罰之必要，否則難以遏止違法，此即立法者增訂公

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提高罰鍰上限，用以嚴懲重

大之濫用獨占力量及聯合行為對市場所造成傷害之

主要目的。 

 ４、鑑於各國實務上均認為不法利益之難以計算，倘仍以

該因素牽動執法機關之裁量標準，無異使違法事業心

存僥倖，使市場競爭機能持續喪失，消費者損失持續

擴大，而紛紛採直接計算與銷售金額具連動關係之基

本數額或以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固定百分比，據

以提高罰鍰額度之方式予以嚴懲惡質卡特爾行為，故

我國立法設計即係對於情節重大之聯合行為，無待精

算違法事業之不法利益，逕以違法行為期間內所獲商

品或服務銷售金額之百分之三十作為可處罰鍰之基

本數額，附加與不法利益無關之得加重或減輕之因

素，以違法事業之經濟實力及承受罰鍰之能力，即違

法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百分之十以下為限，予

以論處。 

 ５、再者，縱使獲知事業因聯合行為所獲不法利益逾其上

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百分之十，該項因素除非為「情

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6條所規定之加

重或減輕罰鍰基本數額之事由外，同辦法第 7條規定

亦以違法事業之經濟實力及承受罰鍰之能力（即上一

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百分之十）為罰鍰上限，顯見釐

清或精算業者因履行契約之合理利潤或因違法而發

生之超額利潤，本即非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增

訂提高罰鍰額度以嚴懲重大違法行為之必要考量因

素。 

 ６、綜上，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暨「情節重大案件

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裁處罰鍰規定之立法設計，意

在提高罰鍰，嚴懲並嚇阻情節重大破壞市場競爭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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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降低事業透過聯合行為以獲取不法利益或減少

不利益之誘因，非以事業確有不法利益為依歸，裁罰

額度更無須視事業之不法利益大小為據，顯見該等規

定本質在提高罰鍰額度以遏止情節重大之違法行

為，「兼具但不限於」嚴懲聯合行為之不法所得，亦

與國際競爭法立法趨勢接軌。 

（三）有關本案聯合行為期間跨越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修法前、後，該提高罰鍰之法律效果是否為民

營電廠於行為時所得預見可能，而得以分段斟酌罰鍰

乙節： 

 １、按法律之制定或修正，係屬立法院職權，而經立法院

依立法程序通過之法律，其公布及實施乃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之相關規定辦理。查公平交易法於 100 年 11

月 23 日修正公布實施增訂之相關條文，其規範效力，

乃同時及於執法機關及相關業者，亦即尚不以本會或

相關民營電廠業者事前得否預知而有所差異；且法律

之適用本應依法律規定及相關適用法律之原則、法理

辦理，方為適法。 

 ２、查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度判字第 505 號確定判決指出

「…公平交易法所規範之聯合行為，自應包括事業間

之『合意』與事業間『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行為』在

內，其裁罰基礎自非僅以事業之違法聯合行為『合意』

本身為斷，上訴人指聯合行為僅限其『合意』本身，

進而指摘原判決及被上訴人擴大解釋處罰及於上訴

人依據『合意』內容所持續執行之違法聯合行為，顯

係對公平交易法之誤解。…原判決已說明上訴人之違

法聯合行為自 86 年底開始，持續進行至 88 年 2 月 3

日公平交易法修法後，該違法聯合行為自有 88 年 2

月 3日新修正公平交易法之適用，要無違反法律不溯

既往及判決不備理由之情事。…上訴人為操控原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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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與分配之妨礙市場公平競爭行為，本質上即對國家

總體經濟及社會整體福利有嚴重之影響，對公平交易

法所欲維護之交易秩序與消費者利益等公共利益之

損害尤深，且本件之參與廠商眾多，市場力量龐大…

系爭聯合行為自 86 年起至 88 年第三季止，其行為期

間之結束在修正公平交易法施行之後，全部聯合行為

均應適用修正後之公平交易法，而非如原告（即上訴

人）主張僅有 88 年之行為應依修正後公平交易法之

額度來裁罰…」，又法務部 102 年 2 月 8 日法律字第

10203501570 號函釋：「…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0 條及

第 14 條情節重大之聯合行為繼續至 100 年 11 月 25

日公平交易法修正公布後終了，應適用修正後本法第

41 條第 2項之規定予以裁處，尚無疑義；本件乃行為

終了『前』法律變更之情形，並非行政罰法第 5條所

指『行為＂後＂法律或自治條例有變更者』，與『從

新從輕原則』所定情形不同，自無該條之適用。又依

本法第 41 條第 3 項之授權而訂定之本辦法，係就本

法第 41 條第 2 項所稱『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

之計算』、『重大違法情節之認定』、『罰鍰計算』提供

計算標準之裁量基準及解釋性規範，應附麗於本法第

41 條第 2項之適用，二者無法割裂適用，故縱繼續性

之聯合行為有部分在本法修正公布前實施，然行為終

了時係在法律變更後，依前開說明，該整體（繼續）

行為應適用本法增訂之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其罰鍰

計算標準，亦悉依本辦法規定。…」，均採相同見解。

亦即，聯合行為屬繼續性之行為、法律上之一行為，

而繼續性之行為持續至新法期間者，則應全部適用新

法，而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判字第 419 號判決所指違

章行為，係屬一狀態犯，倘違法時間在舊法期間，而

狀態持續到新法期間，仍適用舊法之情形，與本案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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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行為之性質及法律適用情形，並不相同，尚無法比

附援用。 

３、綜上，依實務見解，持續中之聯合行為因部分事實發

生在舊法期間，應全部適用新法，惟因本案乃本會第

一個適用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2 項提高罰鍰上限規

定之案例，爰參採國際競爭法制，於本案依新法裁罰

時可納入考量業者因無法預見新法相較於舊法時期

之罰鍰金額上限變更之不利益，予以分段斟酌罰鍰金

額。詳參下述（四）之７、８、９內容。 

（四）本案被處分人之可責性是否相同，以及依相關規定，

計算被處分人可裁處罰鍰之基本數額、調整罰鍰之相

關因素乙節：  

 １、一聯合行為倘無相關事證足資明確認定得以加重處罰

之主導者或鞏固聯合行為之監督者，則相關參與者之

可責性乃可視為相當，惟倘處罰各參與者相同之罰

鍰，則過低之罰鍰，對於營業額高之參與者而言，嚇

阻效果乃有不足，反有成為鼓勵大企業從事聯合行為

之誘因之虞；反之，過高之罰鍰，則使營業額較低之

參與者無法負擔，削弱其爾後之經營能力。此即公平

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條及行政罰法第 18條規定裁處

罰鍰應考量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應

受責難程度及資力等因素之目的。再觀諸本會處理諸

多之聯合行為案，均係在審酌上開因素，多方考量聯

合行為參與者上開有利、不利之因素，再審酌各聯合

行為參與者之資力，而分處不等之罰鍰，已迭獲行政

院及行政法院支持在案，即可見一斑。此亦與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2項規定，雖實質係提高罰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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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仍未偏離應審酌違法事業之經濟實力及承受罰鍰

能力，以其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之百分之十為限之

初衷相符。 

 ２、又由於聯合行為之運作模式日新月異，競爭法主管機

關為取得直接證據，爰各國競爭法紛紛納入寬恕政策

之規定，期藉由寬恕政策之實施，策動業者主動吐實

或提供相關資料，除可因此減免罰鍰，亦有助案件之

調查與事實之釐清；縱業者未主動申請寬恕政策，本

會除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對於配合

調查之業者，仍得適度參酌寬恕政策精神予以減罰，

期鼓勵業者坦承，提高行政效率。經查本案被處分人

在本會第一次約談到會說明時，均未應本會之要求提

供業者間之任何開會紀錄，且均不承認有參與聯合行

為情事；僅星元於第二次到會陳述時，具體陳述之內

容及檢附之事證（包括聯合行為合意之時間、地點、

內容、參與人員及其他相關事項），有助於證明本案

聯合行為相關事實之形成與認定，爰予較大幅度之減

罰。另外，長生係最早具體指陳協進會運作之過程，

並由輪值召集人製作會議紀錄之情形，有助於本案後

續調查之進行；嘉惠提出星元在 98 年 12 月 28 日正

式受邀加入協進會後，8 家民營電廠委託兩家學術機

構研究期間，一方面作成決議拒絕星元參與委託研

究，另一方面卻作成決議允許星元在未分攤經費情況

下，可以一體適用之相關函件，對指證星元加入聯合

行為有所助益；森霸提出 97 年 8 月 21 日至年底「台

灣民營發電業協進會 97 年度」第 1 次臨時會議紀錄

等 3份重要關鍵會議紀錄，均有助於本案之調查，爰

均予以適當幅度之減罰。 

 ３、至於台電公司於原處分訴願階段列席陳述其已與 9家

民營電廠完成修約，預估民營電廠未來合約存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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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利金額達 249 億元乙事，首究台電公司所指民營

電廠之「讓利」，應係指回溯自 101 年 12 月 10 日起

調整資本費率機制後未來迄合約年限可因此減少台

電公司之購電支出，先予敘明。進一步細究台電公司

所指未來可減少購電支出部分，除了「資本費隨利率

浮動調整」方案外，尚包含第三階段 IPP 修約方案中

之「容量因數超過 40％以上之計費方式」，亦即，倘

僅計算本案緣起之主要爭議－「資本費率隨利率浮動

調整」方案，實際 9家民營電廠僅可在未來減少台電

公司購電支出約 155 億元（麥寮迄 113 年 12 月 10 日

止為 21.9 億元、和平迄 116 年 7 月 19 日 28.8 億元、

長生迄 115 年 3 月 12 日 16 億元、嘉惠迄 117 年 12

月 14 日 13.9 億元、新桃迄 116 年 3月 21 日 13.2 億

元、國光迄 117 年 10 月 9 日 15 億元、星能迄 118 年

4 月 29 日 15.6 億元、森霸迄 118 年 4 月 29 日 26.6

億元、星元迄 123 年 6 月 29 日止 4.1 億元），惟此係

對於未來 12 至 22 年之預估值，除須視未來利率實際

浮動情形而定外，倘以 5大銀行平均放款利率折現，

101 年現值僅約 137.4 億元。 

 ４、反觀民營電廠在 96、97 年間先以燃料成本上升，為

免虧損為由，要求台電公司修訂燃料成本費率調整機

制，保留台電公司希望同時協商調降資本費率之空

間，其後卻合意共同拒絕與台電公司協商資本費率，

顯係持續獲取台電公司先同意修訂燃料成本費率調

整機制之利益。迄 101 年底，被處分人因燃料成本費

率調整機制之修訂，自交易相對人台電公司所獲取之

已實現利益，分別為麥寮 38.2 億元、森霸 31.8 億元、

長生 27.1 億、和平 23.4 億元、星能 16.7 億元、國

光 16.4 億元、嘉惠 15 億元、新桃 12.9 億元、星元 5.4

億元，合計達 186.9 億元。倘以複利計算至各家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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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未來合約終止日，金額之龐大已不言可喻。 

 ５、再者，有關訴願決定質疑原處分僅依台電公司估算 9

家民營電廠未因資本利率下降，同時調降容量費率，

造成台電公司多支出 59.1 億元而為裁罰之合理性乙

事，經查依監察院 101 年調查報告，認為 9家民營電

廠在完成燃料費率調整機制換約修訂時，倘同時修訂

資本費率調整機制，可因此減少台電公司損失之數

額，所採認台電公司依專業機構研究之公式據以估算

至 100 年底之金額（麥寮 13 億元、和平 18.68 億元、

長生 7.82 億元、新桃 8.11 億元、嘉惠 4.31 億元、

國光 1.62 億元、星能 1.9 億元、森霸 3.36 億元、星

元 0.21 億元）。經請台電公司進一步估算迄 101 年度

之金額，已擴大到 73.2 億元（麥寮 16.2 億元、和平

23.2 億元、長生 9.7 億元、新桃 10.1 億元、嘉惠 5.3

億元、國光 2億元、星能 2.3 億元、森霸 4.1 億元、

星元 0.3 億元），該等數據原僅係供作本會裁量罰鍰

之參考因素，尚非作為判斷之準據，併予敘明。 

 ６、據上，本案違法期間自 97 年 8 月 21 日至 101 年 10

月 3 日止歷時 4年有餘，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

鍰辦法」第 4 條規定：「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裁處之罰鍰，其額度按基本數額及調整因素定之。」

又依第 5 條規定：「前條基本數額，指違法行為於違

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金額之百分之三十」。

經據台電公司提供與各民營電廠於該段期間（星元自

98 年 12 月 29 日起算）之總電力交易金額，麥寮約

1171 億元、和平約 860 億元、長生約 569 億元、新桃

約 353 億元、嘉惠約 330 億元、國光約 283 億元、星

能約 286 億元、森霸約 564 億元、星元約 182 億元，

總計 4602 億元；而據以計算各家民營電廠在本案違

法期間內尚未經調整之「基本數額」（即前開金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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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三十），麥寮約 351 億元、和平約 258 億元、

長生約 171 億元、新桃約 106 億元、嘉惠約 99 億元、

國光約 85 億元、星能約 86 億元、森霸約 169 億元、

星元約 55 億元，總計 1,380 億元。 

 ７、經進一步僅以新法實施後起算各家違法期間之基本數

額（即 100 年 11 月 25 日迄 101 年 9 月），麥寮為 75.4

億元、和平為 56.5 億元、長生為 39.3 億元、新桃為

24.4 億元、嘉惠為 26.7 億元、國光為 18.4 億元、星

能為 19 億元、森霸為 35.1 億元、星元為 16.9 億元，

合計 311.7 億元，均遠超過該事業上一會計年度銷

售金額之百分之十，亦即本案裁罰之可處額度為

麥寮 30.8 億元、和平 22.5 億元、長生 15.9 億元、

新桃 9.7 億元、嘉惠 9.9 億元、國光 6.8 億元、星能

7.1 億元、森霸 13.3 億元、星元 6.4 億元，總計 122.4

億元。 

 ８、據上，本案依前開可裁罰額度，綜合參酌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2、3 項規定、施行細則第 36 條及

「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辦法」第 6條第 3項之減

輕事由等規定，經考量各民營電廠於本會進行調查

時，立即停止共同拒絕與台電公司進行協商行為、具

悛悔實據並配合調查和達成已為損害之補救措施之

程度 等一切情狀，爰先對渠等採相同論罰標準，以

渠等上一會計年度銷售金額百分之六據以裁罰，再分

就前述具有悛悔實據並配合調查者，各減除三分之二

或三分之一之額度，予以論處。 

 ９、末經考量全案違法事實，審酌被處分人於舊法違法期

間罰責較輕之利益，予以分段斟酌其於新舊法期間之

所為及可論處之裁罰，將被處分人於舊法期間可處之

最高 2500 萬元罰鍰利益部分予以全數減除，並就被

處分人已為損害補救措施，各再酌減 500 萬元，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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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四、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

文「事業不得為聯合行為」之禁止規定。本案因屬同法

第 41 條第 2 項所稱「情節重大」案件，依公平交易法

第 41 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

罰鍰計算辦法」，並依訴願決定內容及原處分事實欄所

示，綜合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影響國內發電市場之危害程度；違

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違法行為期間跨越新

舊法時期；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

關導正或警示；違法次數；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一切

情狀；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2 項

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1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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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3 號 

被處分人：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744304 

址    設：臺南市南區新平路 7之 1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

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商標權

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以

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等加盟重要資訊，為

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

為。 

三、處新臺幣 2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檢舉人來函反映，略謂：渠於 99 年間，頂下美芝城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原有加盟店，並與被處分人

簽訂「早安美芝城」加盟合約書（下稱加盟合約）。然被處

分人於締約前未說明商標權、專利權及著作權各項限制條

件。後至 101 年，被處分人未與檢舉人續約，並要求其撤除

相關商標標誌，致使蒙受損失，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摘述如下： 

(一) 被處分人自 84 年開始經營加盟業務，加盟品牌為「早安

美芝城」，因係以加盟業務為主，故無經營直營店。99 年

12 月計有 1,116 家加盟店，100 年 12 月計有 1,118 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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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店，101 年 12 月計有 1,286 家加盟店，102 年 5 月計有

1,322 家加盟店。 

(二) 加盟流程： 

１、 被處分人多以加盟說明會、網路宣傳或加盟店轉介等方

式招募有意加盟者，有意加盟者得知相關資訊，並與被

處分人聯絡後，被處分人會留下其聯絡方式，由該區業

務人員到場說明，如企業及負責人簡介、品牌歷史、加

盟方式及費用、教育訓練課程……等資訊，並安排有意

加盟者至實體門市參觀、試吃及說明裝潢、設備項目細

節。 

２、 加盟說明過程中被處分人會提供有意加盟者商標註冊

證(印製於加盟簡介)、加盟合約、生財設備委託契約

書、生財設備款項支付計劃書、生財設備表、第一次進

貨原物料表、各縣市客戶資料表及全國店數目及終止加

盟契約比率圖、教育訓練課程表等書面資料。 

３、 締約前被處分人會逐條說明合約內容，並向有意加盟者

解釋合約，且合約內載明簽約 10 日前已向乙方（即有

意加盟者）揭露說明加盟合約內容，並給予 5日契約審

閱期，及經確認合約內容後由雙方簽名為證等語，實會

給予有意加盟者足夠時間審閱及考量合約條款，至有意

加盟者清楚瞭解後，始簽訂揭露事項告知書及加盟合

約。另合約送回總部審核中，於承攬設備廠商尚未丈量

施工前，加盟店亦可隨時解除契約。雖生財設備委託契

約書規定 1 週內解約須扣除總金額 30%，然實際上於未

施工前皆可全額退費。至於加盟店轉讓予他人經營之情

形，被處分人並不介入轉讓雙方議定生財器具金額之過

程，但承讓人如欲繼續使用被處分人之商標，被處分人

會對其說明加盟相關事項及合約內容，待承讓人充分瞭

解後，始簽訂轉讓同意書、揭露事項告知書及加盟合約。 

(三) 開始營運前及營運過程中之費用：被處分人無收取加盟

金、權利金、及教育訓練與經營指導費用，而門市裝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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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費用為加盟簡介所載 65.8 萬元起，其項目詳如生財

設備表。而加盟營運前首次進貨商品之項目及金額，詳如

第一次進貨原物料表，至於營運過程中被處分人每週會派

員以電話詢問加盟店需要購買之商品或原物料品項，進貨

金額則與第一次配送基本量表內所列相同。 

(四) 被處分人無專利權，有著作權如形象圖等，而商標權相關

事項揭露於加盟簡介中之商標註冊證及加盟合約第 11

條。被處分人提供之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如加盟簡介中之加盟開店流程及教育訓練課程表。「早安

美芝城」之加盟經營方案，則如加盟合約第 9條規定。 

(五) 被處分人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數目及上一年度解

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詳如各縣市客戶資料表及

全國店數目及終止加盟契約家數。至於加盟店營業地址則

基於個人資料保護並未揭露。 

(六) 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被處分人基於食品衛生安全及品牌

共享之理念，為防範加盟店為求降低成本，而向來路不明

廠商採購，故要求商品及原物料均須向被處分人訂購，其

相關規定如加盟合約第 1條規定。另被處分人為求符合企

業形象及服務加盟店，有推薦承攬設備廠商，但加盟店如

有合適廠商亦可自理，惟須按被處分人之企業形象施作。

至於商品或原物料並無最低採購數量及金額之限制。其他

加盟經營關係限制詳 加盟合約規定。 

(七) 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之情形，詳

如加盟合約第 11 條。 

(八) 被處分人嗣後來函補正提供其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之商

標註冊證，並詳述其授權使用範圍及限制條件，及加盟店

營業地址等書面資料到會。 

三、調查結果 

(一) 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

理期間，提供之書面資料及網站加盟相關頁面（網址      

http://www.macc.com.tw/），被處分人充分完整揭露開始

 
 

535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營運前及營運中之費用(包括其項目、金額)、經營協助及

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

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加盟契約存續期間對於加

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以及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

件及處理方式等資訊，合致「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

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下稱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1、

2、4、5、7、8款之規定。 

(二) 被處分人未充分完整揭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

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未揭露所有縣（市）同一

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所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

秩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

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

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

則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

對市場力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

對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

為，即為常見類型之一。 

二、 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及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

100 年 6 月 7 日修正發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

盟業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嗣 101 年 2 月 8日配合組織

名稱變更，修正發布本規範說明。依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

「行政主管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

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

在前之釋示不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釋

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行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

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維持法律秩序之安定，應不受後釋

示之影響。」故本案應適用最新規範說明（後釋示）。按本

 
 

536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規範說明第 3 點有關資訊揭露規範部分，揭載加盟業主與

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或個案認定之合理

期間，以書面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易相對人者，得認未

隱匿重要資訊，不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故

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

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契約，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足

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即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本案檢舉人表示加盟過程中，被處分人並無提供加盟說

明，然被處分人提供部分有意加盟者（包含檢舉人）簽名

確認之揭露事項告知書。經檢視揭露事項告知書所載列之

書面資料及被處分人網站加盟相關頁面，被處分人已充分

完整揭露加盟營運前及營運中之費用、經營協助及訓練指

導之內容與方式、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

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加盟契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

關係之限制、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

式等之資訊，合致本規範說明第 3點第 1、2、4、5、7、8

款之規定。雖然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洽談加盟過程

中，已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數目及上一年度解

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等加盟重要資訊，惟被處分

人並未充分完整揭露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授權

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未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

體系之營業地址等加盟重要資訊，尚難認被處分人合致本

規範說明第 3點第 3款及第 6款等規定。 

四、 由於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為加盟業主就其授權使用之營業表徵，是否取得

專用權之基礎，得據此對他人使用主張排他效力，並影響

該加盟品牌之存續、經營及交易相對人之加盟意願等，亦

為交易相對人支付一定對價之標的事項；所有縣（市）同

一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則為有意加盟者瞭解加盟品牌之品

牌內競爭情形之重要資訊，有助於評估及選擇合適區域市

場及商圈，掌握同一品牌加盟店分布及競爭程度。前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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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並賴以

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訊息。

然而，因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

高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

訊息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主相較於有意加盟者處於資訊

上之優勢，故加盟業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

或電子文件方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

之資訊地位，避免因未揭露資訊或揭露不完整之資訊，造

成其錯誤判斷。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頭方式告知部分加盟

資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交易相對人，實難經由口頭

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難據以充分評估商

標權使用情形、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性及品牌內競爭情

形等，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被處分人締結加盟契

約之風險。雖然被處分人並未收取加盟金及品牌權利金，

但有意加盟者仍須購買機器設備、原物料、商品及裝潢門

市店面等，投資金額並非少數，且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

為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

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類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

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五、 被處分人自 84 年開始招募「早安美芝城」加盟，102 年 5 月

底加盟店數達 1,322 家，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

與不特定交易相對人進行締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

式，若未停止上開行為，仍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者效

果之虞，故其行為將具影響不特定多數交易相對人之效

果。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完整揭露前開交易資訊，將

妨礙交易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易判斷，致其權益受損，對

交易相對人或不特定潛在之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並足使

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而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

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嗣後被處分人補提供其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之商標

 
 

538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註冊證，並詳述其授權使用範圍及限制條件，及加盟店營

業地址等書面資料，經檢視其內容，其已改正並完整揭露

商標權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

條件、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併予敘

明。 

六、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或

電子文件方式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商標權之權利

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所有縣

（市）同一加盟體系之營業地址等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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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2194號 

被處分人：三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487799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二段 178 號 10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專業於

不動產投資與開發」、「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仲介有限公司

成立，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等，就服務之品

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

專業於不動產投資與開發」、「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仲介有限公

司（下稱五福房仲公司）成立，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

介」，宣稱其營運模式「資金達 500 萬以上日盛銀行個人信託帳

戶」、「保本保值又增值」、「投資保本+增值」，及宣稱其董事擔

任台灣不動產拍賣協會（下稱不動產拍賣協會）監察理事等，

疑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 按被處分人於公司網頁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專業於不動產投資與開發」，另於參加 99 年間「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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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連鎖加盟暨美食品牌大展 台灣國際創業暨加盟大展」

之參展資料宣稱「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成

立，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依一般或相關大眾

施以普通注意力，系爭廣告用語應指被處分人係由原成立

於民國 80 年或 83 年，以五福房屋或五福房仲公司為名，

具有土地及不動產投資與開發及房屋仲介等專業能力之事

業主體改名而成。就系爭宣稱之真實性，被處分人表示其

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專業於不動產投

資與開發」係因被處分人董事○君前於 83 年即開始籌備經

營五福房產社，並於 85 年 3 月 12 日獲基隆市政府核准設

立，惟被處分人並未提出相關事證足資證實五福房產社具

有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之專業能力。另就被處分人參

加「兩岸連鎖加盟暨美食品牌大展 台灣國際創業暨加盟

大展」時使用之企業簡介資料宣稱「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

仲介有限公司成立，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乙

節，被處分人業自承係因其工作人員一時不察筆誤所致，

實際上被處分人與五福房仲公司並無任何關係。 
二、 按事業之存續期間長短及專業能力常可顯示其經營努力之

程度，係影響交易相對人對系爭事業商品或服務品質之評

價，及作成交易決定因素之一，故事業倘於廣告就其存續

期間或專業能力為表示，自應善盡真實表示之義務。查被

處分人係一於 96 年 4 月 17 日由經濟部核准設立之股份有

限公司，與由基隆市政府於 85 年 3 月 12 日核准設立嗣於

91 年 9 月 11 日予以撤銷之商號五福房產社顯分屬不同主

體，要難認五福房產社為被處分人之前身，另按三景公司

亦未提出相關事證足資證實五福房產社具有不動產投資與

開發之專業能力，且五福房產社確非如廣告所述成立於 83
年，是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專業於不動產投資與開發」，顯係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復就被處分人宣稱「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

仲介有限公司成立，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乙

節，被處分人業自承其與五福房仲公司並無任何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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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宣稱亦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綜上所述，被

處分人系爭廣告內容並非真實有據，將引致相關交易相對

人就其存續期間及專業能力產生誤認，核已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 
三、 另查被處分人宣稱其不動產共同投資之優勢包括「資金 500

萬以上日盛銀行個人信託帳戶」，被處分人業提出其代理投

資人向日盛國際商業銀行（下稱日盛銀行）開立 500 萬元

個人信託帳戶之契約資料，系爭資料之真實性並經日盛銀

行確認無誤，是此節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處分人相關宣

稱涉有不實。 
四、 復查被處分人宣稱其營運模式可「保本保值又增值」、「投

資保本+增值」，被處分人業提出其與投資人簽訂之共同投

資不動產協議書以證明其營運方式符合系爭宣稱，且被處

分人雖於某投資個案因故遭退票無法履約，然確已將系爭

投資人等交付之投資款項用於購買案關標的，且於該投資

標的未售出情況下，仍按約定支付投資人紅利，且投資人

等目前仍持有系爭投資標的之股份，是於系爭標的尚未出

售前，尚難逕認檢舉人之投資本金已遭虧損。是此節依現

有事證，尚難認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 
五、 末按被處分人與網站刊載與其核心業務推展相關之不動產

共同投資系列講座，由其董事○君擔任主講人，且宣稱○

君頭銜為不動產拍賣協會監察理事乙節，被處分人業提出

不動產拍賣協會所出具○君為現任常務監事之證明，並說

明其係認監事即為監察性質之理事，故於公司網頁誤繕○

君為不動產拍賣協會之監察理事。案經內政部查證結果，

尚難謂並無○君擔任不動產拍賣協會第 2 屆常務監事此一

事實之存在，依現有事證，即難認案關宣稱已屬虛偽不實。 
六、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宣稱「前身五福房屋，成立於民國 83

年，專業於不動產投資與開發」，另於參加 99 年間「兩岸

連鎖加盟暨美食品牌大展 台灣國際創業暨加盟大展」之

參展資料宣稱「民國 80 年，五福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成立，

專業於土地投資開發及房屋仲介」並非真實有據，已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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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準用同條第 3 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

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公司網頁廣告及 99 年 11 月 26 日至 29 日「兩岸

連鎖加盟暨美食品牌大展 台灣國際創業暨加盟大展」資

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8 月 12 日、同年 10 月 3 日、同年 10 月 9

日函及同年 9 月 12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3 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1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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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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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5 號 

被處分人：豪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9063487 

址    設：臺中市潭子區中山路 3段 493 巷 23 弄 7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豪山產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18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本案緣檢舉人來函檢舉，略以：檢舉人以實體店面及

網路銷售方式販賣熱水器等商品，並與豪山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進貨，據瞭解被處分人之

網路授權經銷商合約限制經銷商之網路登錄銷售價格

須依照被處分人之價格標準，否則停止供貨並終止合

約；另檢舉人因網路販售價格過低，遭被處分人向網

路平台業者檢舉違反著作權或商標權而遭下架，被處

分人所為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案經請被處分人補充說明並提供相關事證，略以： 

1、 被處分人主要從事瓦斯爐、排油煙機、烘碗機及熱

水器等器具及其零件之製造、批發及零售，並經由

區域分公司、區域經銷商及量販店銷售，少部分經

由網路經銷商銷售；另實體經銷商不一定簽有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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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合約，但網路經銷商一定是實體經銷商，且

供貨來源均為被處分人，並以買斷方式進行交易。 

2、 簽約方式以一年一簽為原則，但仍需視簽約金而

定，即簽約金提早用盡即提早續約，倘未用盡，即

延後續約，另對於信用不好、購買數量極少的客

戶，不與其簽約。與實體經銷商簽立「收款明細表

及約定登記」，主要約定雙方買賣價格及相關付

款、交易條件，「收款明細表及約定登記」附有「價

格約訂卡」，該卡內之「切口價」即為經銷商之進

貨成本；網路經銷合約則約定須明確登錄豪山標

誌，供消費者辨認，降低消費爭議，維謢公司品牌

權益。 

3、 網路賣家只要未經授權刊登豪山牌商標或節錄公

司型錄內文，即認侵權，但因被處分人業務繁忙，

無時間上網，故大都經客戶（即經銷商）或消費者

檢舉才處理，客戶係因價格低到讓他們做不到生意

而檢舉，被處分人除安撫檢舉客戶，另會派員瞭解

實情(如是否為出清庫存…等)，或請賣家修正一下

網路標示價格；早期確實曾想要網路平台將不依價

格規定標示賣家下架，但網路平台只會因檢舉侵權

而下架賣家，所以向網路平台業者檢舉網路賣家，

除因賣家確實侵權外，也因賣家網路標價較低。 

4、 網路經銷商合約第 2 點所稱之「乙方公告之價格標

準」係指「價格約定卡」，其內含型號及其對應之

建議售價及網路最低標價，主要為區隔產品通路，

使經銷商及消費者有價格參考依據，並不知下游交

易相對人之實際銷售價格。 

5、 因品牌商譽建立及管理不易，然網路平台發達，頻

發生詐騙及消費糾紛，為維護消費者權益，遂建立

網路經銷商授權機制。 

6、 近 1 年（101 年底至 102 年初）向網路平台提出檢

舉或因網拍業者未依雙方約定登錄網路經銷商標

誌、或因合約到期，重新簽約未果、或有侵權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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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為瞭解被處分人網路經銷之相關規定情形，函詢 93
家經銷商，獲 34 家回復。34 家中有 11 家表示確有

限制價格情事（其中 4 家明確表示依價格表，2 家

表示不得低於 9 折，1 家表示不得低於 8 折）。 

（三）另請網路平台業者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下稱雅虎公司）與露天市集國際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露天拍賣）說明渠等處理事業

檢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流程，略以： 

1、 雅虎公司 

（1） 雅虎公司係經營電子商務拍賣平台，僅提供平

台供廠商或會員刊登相關商品，並維護系統正

常營運，相關銷售文案內容均由廠商或會員自

行管理及維護。 

（2） 智慧財產權權利人檢舉流程分著作權及商標或

專利權二種，其中著作權權利人欲檢舉，應依

據雅虎公司訂定之「奇摩著作權保護政策」規

定，填具「著作權侵害通知書」聲明其為著作

權人，雅虎公司即受理檢舉，但僅形式上審核

著作權利人姓名、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是否真實，並不確認著作權利人對所檢舉之商

品是否確實享有著作權，並依據著作權利人聲

明將商品移除後通知被檢舉會員；被檢舉會員

對權利人主張有異議時，可填具「著作權侵害

異議通知書」，雅虎公司接獲後即轉送權利人，

倘權利人於接獲該通知之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

內，未提出對該會員之訴訟證明，該會員即可

自行重新上架。另商標或專利權檢舉人應依據

雅虎公司訂定之「商標權及專利權人檢舉侵權

商品辦法」於第一次檢舉時填具「權利人聲明

書」，聲明其享有商標或專利權，雅虎公司僅形

式審核是否具備權利證明文件，爾後商標或專

利權權利人欲檢舉時，僅須填具「檢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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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雅虎公司並不進行審查，逕依權利人之檢

舉予以移除；被檢舉會員如有疑義，可透過客

服管道反映申訴，並視實際情形檢附販售物品

並無侵權之證據（如受原廠授權販賣證明或享

有商標權之註冊證明等）。 

（3） 雅虎公司對於違規情形重大者(如嚴重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與專利權等)，只要有一次不良紀

錄即立即停權處分，初次停權 7 天、第二次停

權 30 天，第三次則永久停權，不再給予復權機

會。雅虎公司於下架或停權之時，均會同時寄

發電子郵件予該會員，並通知其違反之拍賣規

則，但不會針對違反之智慧財產權及侵權範圍

告知會員。 

2、 露天拍賣 

（1） 露天拍賣網站僅提供系統服務、網站空間予各

賣家使用，並不介入賣家與消費者間之交易，

故賣家對其製作刊登之網頁內容及商品訊息負

所有法律責任。倘主管機關依法函示或權利人

依法主張相關網拍商品涉及違法或侵權，露天

拍賣即將爭議商品下架移除、轉知會員，並函

復來函主管機關或權利人；至於網頁或商品是

否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益，露天

拍賣僅就檢舉權利人所提出之權利要件作形式

審查。 

（2） 露天拍賣收到著作權權利人之侵權通知後，需

立即移除涉嫌侵權網頁，並通知被檢舉會員，

倘該會員無侵權疑慮，得檢附露天拍賣所提供

之「未侵害著作權聲明」擔保未侵權，如合法

定要件，露天拍賣即回復已被移除之網頁，並

將該聲明轉知權利人，由權利人續行後續侵權

爭議事宜。另權利人就商標或專利提出第一次

檢舉時，需檢具完備權利證明，露天拍賣僅形

式審查，爾後以電子郵件檢舉，即移除該侵權

548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之拍賣網頁，並將涉嫌侵權事宜轉知賣家會員。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

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

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上

開條文係在規範上、下游事業間之垂直價格限制行為，

亦即事業應容許其交易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

利。倘事業對於其交易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

價格，並以配合措施限制交易相對人遵行，此種限制下

游廠商事業活動之交易行為，已剝奪配銷階段廠商自由

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臨之競

爭狀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

不同經銷通路間的價格競爭，而為上開法條所禁止。 

二、 據被處分人承稱與經銷商間為買斷之交易關係，經銷通

路可分為實體通路及網路經銷通路，而實體經銷商不一

定簽有網路經銷商合約，但網路經銷商一定是實體經銷

商在卷。查被處分人與實體經銷商間係簽立「收款明細

表及約定登記」，並附有「價格約訂卡」，次查被處分

人與經銷商從事網路銷售者另簽有「網路銷售授權合約

書」，復查該合約書第 1點明定簽訂合約係為免通路之

紊亂及市場價格之惡性競爭，第 2點明定經銷商於網路

上登錄之銷售價格，應依照公告之價格標準（即價格約

定卡），若違反約定，將立即採取停止供貨並終止合約

等不利益配套措施，合約中另有「網頁放置規定」，並

以圖示方式明確約定「起標價格需依價格公告規定標

示」等語，且查前開「價格約定卡」除標示建議售價外，

另亦標示各型號產品之網路最低標價，前開約款已明顯

限制經銷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又被處分人亦自承對

於經銷商或消費者向渠檢舉價格過低者，或派員瞭解實

情，或請賣家修正網路標示價格，或向網路平台業者檢

舉侵權。被處分人雖辯稱對網路經銷商簽訂之「網路銷

售授權合約書」係為避免網路仿冒詐騙衍生消費糾紛云

云，惟按授權規範應僅與經銷授權之相關事宜，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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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對於被授權之銷售價格應仍有自由訂價之權利，且

被處分人不否認網路經銷商必為實體經銷商。另經抽查

被處分人之經銷商，亦不乏有經銷商表示網路價格確依

合約及價格表而受有限制，且查檢舉人被下架網頁之標

價均低於價格表標示之網路最低標價。既查豪山公司與

經銷商訂有網路經銷授權合約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

書即有一定之約束力。經銷商倘未依經銷合約書規定，

可能遭受停止供貨或終止合約之處罰，對經銷商之心理

亦易形成壓迫，經銷商之價格設定自由，實已受前開不

利益制裁配合措施之拘束，被處分人前開行為形成之干

涉與壓迫，致有維持轉售價格之實效。 

三、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網路經銷商網路販售價格行

為，已剝奪經銷廠商自由決定價格之能力，經銷商將無

法依據其所面臨之競爭狀況、營運策略等訂定產品售

價，其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不同經銷通路間之價格競

爭，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 

四、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自由決定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18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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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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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6 號 

被處分人：友盛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772950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路 2號 17 樓之 7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棕櫚泉」建案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乙種

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及傢俱配置圖，就商

品之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銷售「棕櫚泉」建案，該建案用地之使用分

區為乙種工業區，卻於廣告宣稱「新法式休閒莊園」、「安

全社區  確保居住品質單純寧靜」及「8 重居家防護」等，

廣告整體效果易使消費者誤認該建築物可供住宅使用，疑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之虞。 

二、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就前揭事項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本案廣告包括單張 DM 及裝訂本，分別印製 300 份及 200

份，印製時間為 101 年 2月 9日。另尚有約 101 年 2 月製

作之戶外看板及 101年 2月 18日報紙廣告及 101年 3月

30 日、4月 14 日及 5月 12 日之報紙廣告，其中 101 年 3

月 30 日、4 月 14 日及 5 月 12 日之報紙廣告已移除 9 重

居家保護之「居家」兩字。因本案為成屋銷售，並不提

供主動發送，僅提供來訪參觀客戶參考。101 年 2 月中因

有銷售人員之朋友反映廣告文宣繪設傢俱配置圖及有居

家文字不妥，遂於 101 年 3 月修正文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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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建案因無企劃及開發銷售乙種工業用地之經驗，誤以

為只要在廣告文宣上加註乙種工業用地，並於銷售時主動

告知消費者該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主要用途為店鋪

及一般事務所，且提供使用執照影本供來訪客戶審閱，於

買賣合約書中詳載標示告知買方即可。 

（三）該建案建造執照約於 98 年取得，100 年 11 月使用執照核

准後，約於 101 年 2 月開始以成屋銷售，被處分人並不

知悉該建案用途是否可提供或變更為住宅使用，無法提

供相關資料。 

（四）該建案總共 23 戶，剩 4戶未銷售，自 101 年 3 月已無製

作相關廣告銷售。本案廣告誤植文字圖片純屬疏忽，係

經驗不足且係第一次銷售工業用地之建案，日後定遵照

法令辦理。 

三、為瞭解案關建案未依核准圖說使用所違之建築法令，經函

請屏東縣政府就該建案使用用途表示專業意見，略以：： 

（一）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

類組使用，其有變更使用類組或有第 9 條建造行為以外

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車

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不合之變更者，應申請變更使

用執照。」如有違反者，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

使用者，得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

狀或強制拆除。 

（二）查被處分人於屏東縣麟洛鄉麟愛段 137 等地號土地，都

市計劃分區使用編定為乙種工業區，起造人依「屏東縣

都市計劃甲、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

事業設施暨一般商業設施總量管制審查作業要點」及相

關規定，申請一般事務所及自由職業事務所、一般零售

業、一般服務業、餐飲業預登錄建案，經審查核可發給

建築物使用執照，為地上二層供店鋪（G3 類組）及一般

事務所（G2 類組）使用，倘該建築物於領得使用執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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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變更為一般住宅使用，由原用途為店鋪（G3 類組）

及一般事務所（G2 類組）變更為住宅（H2 類組）使用，

則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應依核定之使用類組使用規定，建

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應辦理建築物變更使用執照。 

（三）次按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第 1項規定：「乙

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其必要附屬設施，及工

業發展有關設施使用為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

使用。但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

不在此限。」因一般住宅不屬於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

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不得核准變更為供住宅使用。 

四、經檢視被處分人提供 101 年 2 月製作之戶外看板及 101 年 2

月 18 日報紙廣告及 101 年 3 月 30 日、4 月 14 日及 5 月 12

日之報紙廣告，其中 101 年 2 月 18 日報紙載有「9 重居家

防護」，101 年 3 月 30 日後之報紙廣告已移除「居家」兩字。

惟 101 年 3 月 30 日自由時報載有「懷念那段在鄉居生活的

日子」、「和家人孩子陪伴一起成長的親密歲月」；101 年 4

月 14 日聯合報載有「懷念那段在鄉居生活的日子」、「和家

人孩子陪伴一起成長的親密歲月」；101年 5月 12日載有「讓

愛家人、愛生活的夢想更圓滿」、「安靜自在閒逸養生」、「樹

立生活新指標」、「歡迎全家來賞屋」等文字，仍易引人與居

家生活有所聯想。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

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

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準此，

事業倘於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就商品用途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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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行

為的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

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

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

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正競爭」之效果，

故不實廣告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

者自應負行政法上之責任。 

二、 查系爭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投資興建，被處分人並自承案關

建案廣告係由其製作和刊載，是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行為

主體。 

三、有關案關廣告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及傢俱配置圖，涉廣告

不實乙節： 

（一）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

承購與否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

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

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

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恢復原狀之風險。查被處分人於單張

廣告宣稱「新法式休閒莊園」、「社區警衛門禁管理」、「安

全社區  確保居住品質單純寧靜」等、裝訂本廣告宣稱

「8 重居家防護」、「6 道園區安全系統」，並佐以住家設

計之傢俱配製圖，及 101 年 2 月 18 日報紙載有「9 重居

家防護」等廣告內容，實易使相當數量之一般及相關大

眾誤認系爭建案可合法供作一般住宅使用，並據此認知

作成交易決定。 

（二）復按廣告不實，除積極宣稱該建案得做住宅之使用用途

等語，涉有虛偽不實之虞情事外，縱未有住宅等語宣稱，

倘整體觀察使人誤認得做住宅使用用途，亦有引人錯誤

之虞。被處分人雖於 101 年 3 月 30 日後之報紙廣告已移

除「居家」兩字，惟經檢視 101 年 3 月 30 日自由時報載

有「懷念那段在鄉居生活的日子」、「和家人孩子陪伴一

起成長的親密歲月」；101 年 4月 14 日聯合報載有「懷念

那段在鄉居生活的日子」、「和家人孩子陪伴一起成長的

親密歲月」；101 年 5月 12 日載有「讓愛家人、愛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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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更圓滿」、「安靜自在閒逸養生」、「樹立生活新指

標」、「歡迎全家來賞屋」等文字，前揭文字予人印象仍

與居家生活有所聯想，而廣告並未就實際屬店鋪及一般

事務所用途有所表示，整體觀察仍易使人誤認得作住宅

居家使用。 

（二）查系爭建案建造執照和使用執照，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

區，用途為店鋪及一般事務所。據屏東縣政府表示，倘

該建築物於領得使用執照後擅自變更為一般住宅使用，

則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應依核定之使用類組使用規定，是

該廣告宣稱可規劃作為一般住宅使用，顯與建管法規核

定用途不符。復據屏東縣政府表示，按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

輕微之工廠與其必要附屬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使

用為主，不得為下列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但公共服務

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不在此限。」因

一般住宅不屬於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

業設施，不得核准變更為供住宅使用，爰被處分人廣告

宣稱之用語及傢俱配置圖足使一般大眾誤認系爭建案可

規劃一般住宅為合法使用，其表示與實際之差異，顯已

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易影響一般大眾陷入錯

誤判斷作成交易決定，並使守法廣告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可能，而足以產生不正競爭之效果。核屬對商品

之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至被處分人稱於廣告文宣上已加註乙種工業用地，並於銷

售時主動告知消費者該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主要用

途為店鋪及一般事務所，且提供使用執照影本供閱，並於

買賣合約書中詳載使用分區，尚不致誤認等情，惟為避免

消費者受不實廣告之誤導致權益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

喪失與其交易之機會，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

與事實相符，使用不實廣告者自應負不實廣告行為之責

任，被處分人雖於契約載有乙種工業用地，惟契約係屬

另為補充或補正說明，並不影響不實廣告責任認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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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一般大眾由廣告知悉該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亦

無法知悉不得作住宅使用，及倘作為住宅使用涉及違反

建管法規之法律風險，被處分人尚不得據此主張免責。 

四、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棕櫚泉」建案廣告，對於使用

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及傢俱配

置圖，就商品之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渠等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

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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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7 號 

被處分人：台灣易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9077920 

址    設：臺北市信義區基隆路一段 155 號 11 樓之 5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登記地址與主要營業

所，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並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主要營業所地址。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變更公司登記地址與主要營業處所，卻未於

法定期限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規

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登記地址為臺北市中正區衡陽路 51號

12 樓之 4，然於 102 年 7月 31 日變更公司地址為臺北市信

義區基隆路 1 段 155 號 11 樓之 5，並獲臺北市政府核准在

案，惟遲至 102 年 9月 13 日始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又被

處分人同時於 102 年 9月 13 日報備變更主要營業處所於公

司登記地址，然直至 102 年 10 月中旬止該公司係於臺北市

中正區衡陽路 51號 7樓之 7營業而未於登記地址營業，且

未向本會報備該營業處所。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內容如有變更應於法定期限內辦理

變更報備，不因人員異動離職，辦理業務移交致發生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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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據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變更公司登記地址與主要營

業所卻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法定期限內向本會

報備變更公司登記地址與主要營業所，違反依據公平交易

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

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

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及第 42條第 3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臺北市政府 102 年 7月 31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86348210 號

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9月 12 日到會陳述記錄。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9月 13 日變更報備內容。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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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5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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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8 號 

被處分人：海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676757 
址    設：臺北市中山區南京東路二段 90 號 17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負責人變更後 15 日內向本

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於 102 年 8 月 12 日向本會變更報備負責人，經檢

視被處分人提出之變更登記資料，查悉其負責人業於 102 年 4
月 12 日經臺北市政府核定變更，是被處分人已涉有未於負責人

變更後 15 日內向本會報備之情事。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於 102 年 4 月 12 日經臺北市政府核定變更負責

人，惟遲至 102 年 8 月 12 日方向本會辦理報備，雖被處分

人說明上開情事係因人員異動，新進人員不熟悉多層次傳

銷報備系統之操作所致，實非故意違法，然被處分人確未

於負責人變更後 15 日內向本會辦理變更報備，核已違反依

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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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

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

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

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

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2 年 8 月 12 日多層次傳銷變更報備電子郵件、

同年 9 月 16 日海寶字第 1029200001 號、同年 10 月 9 日海

寶字第 1029200002 號書函及同年 10 月 3 日陳述紀錄。 
二、 臺北市政府 102 年 4 月 12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282784610 號

函。 
三、 本會 102 年 8 月 12 日多層次傳銷管理系統資料。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

參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

止行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41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管

理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

登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

他營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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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

應包括佣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

方法及其合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

款及格式。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

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

據及內容。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

但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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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99 號 

被處分人：超群雅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451792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台中港路三段97號9樓之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名稱，未依法定期限

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原名「多美體國際行銷有限公司」於 102 年 5月

2 日獲准變更公司名稱，惟遲至 102 年 10 月 11 日始向本會辦

理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原公司名稱為「多美體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於 102 年 5月 2日變更公司名稱，並獲經濟部核准在案，

惟遲至 102 年 10 月 11 日始向本會辦理報備，是被處分人

變更公司名稱，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公司名稱，未

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

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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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經濟部 102 年 5 月 2 日經授中字第 10233450350 號函(被

處分人變更名稱，獲經濟部核准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10 月 11 日變更報備內容。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11 月 14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

參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

止行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管

理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

登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

他營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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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

應包括佣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

方法及其合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

款及格式。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

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

據及內容。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

但第 5條第 1項第 1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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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0 號 

被處分人：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201689 

址    設：桃園縣中壢市環北路 398 號 5樓之 6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套裝組合商品，未於

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訂

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於 102 年 8 月 14 日派員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

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產品訂購單新增「入會套組(Retail)」及

「細胞營養套組」等套組商品，另亦新增Autoship訂購單，銷售

商品有「細胞營養套組(12 期每月一套)」、「細胞營養套組(買 6

送 1)」及「細胞營養套組(買 12 送 2+瑞斯維)」等A至G套組商品

方案，均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已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7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據本會於業務檢查時查悉，被處分人產品訂購單新增「入

會套組(Retail)」及「細胞營養套組」等套組商品，並業
於 2011 年(即民國 100 年)開始銷售，又前揭產品訂購單載
有「入會套組(Retail)」會員價新臺幣(下同)6,090 元、積

分值(即 PV 值)100，「細胞營養套組」會員價 4,725 元、積
分值 100，「倍喜克(單罐)」會員價 2,394 元、積分值 46，
「愛提維(單罐)」會員價 1,533 元、積分值 29，「瑞斯維(單

罐)」會員價 1,323 元、積分值 25 等，被處分人辯稱「入
會套組(Retail)」及「細胞營養套組」等套組商品皆為「倍

567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喜克」、「愛提維」及「瑞斯維」等報備商品各乙罐之組合，
且「倍喜克」、「愛提維」及「瑞斯維」等商品積分值合計
為 100，與前述套組商品之積分值皆同為 100，惟「入會套

組(Retail)」及「細胞營養套組」之會員價分別為 6,090
元及 4,725 元，與「倍喜克、愛提維、瑞斯維」各乙罐之
會員價合計為 5,250 元並不相同，亦即從參加人立場而言，

參加人就「倍喜克」、「愛提維」及「瑞斯維」得以單罐購
買取得，亦得以前揭 2 種套裝組合為之，但其間存有不同
之價差，業涉及參加人取得該等傳銷商品之權益，查被處

分人雖已向本會報備各單項商品，然就前揭 2 種套裝組合
則未依法報備。另被處分人於 2013 年(即 102 年)8 月新增
Autoship 訂購單，銷售商品有「細胞營養套組(12 期每月

一套)」、「細胞營養套組(買 6送 1)」及「細胞營養套組(買
12 送 2+瑞斯維)」等 A 至 G 套組商品方案，亦均未向本會
報備，此節並為被處分人所自承。是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套

裝組合商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理辦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套裝組合

商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

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
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
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

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
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2 年 8月 14 日業務檢查紀錄。 

二、 被處分人產品訂購單及 Autoship 訂購單各乙份。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9月 11 日陳述記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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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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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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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1 號 

被處分人：○○○  君 即大台北區瓦斯設備行 

統一編號：14441675 

址    設：基隆市安樂區武崙里基金一路 135 巷 21 弄 66 號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印製及散發極易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民

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

假藉瓦斯安全檢查名義行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

體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來函略以：邇來多次接獲民

眾反映被處分人與當地天然氣供應業者大台北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名稱相似，導致民眾誤認而換裝瓦斯開

關，爰移請本會查處。 

二、 調查經過： 

（一） 本會向基隆市政府查證及查詢經濟部商業司「商

工登記資料公示查詢系統」，得知被處分人設立於

91 年 9 月，幾經變更事業名稱及負責人，於 100

年 5 月 17 日變更負責人為○○○君迄今，此行號

102 年 9月 5日起停業 1年。 

（二） 經檢視被處分人所製發之服務通知單，說明如次： 

1. 標題以較大且粗黑字體顯示「大台北區瓦斯設備服

務通知」字樣，上方印有火圖樣，並載有較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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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顯示：「瓦斯本無害、不慎便成災」字樣，下方

則載有「服務員編號：」。 

2. 該通知單記載內容為： 

「敬啟者： 

承蒙使用本行瓦斯開關設備，深表謝意。現為  貴

府使用瓦斯安全起見。 

謹訂於 月 日 □上午 10：00~12：30 □下午

1：00~5：30 派員趨府實施軟管線安全服務工作，

希屆時賜予合作。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

日期前一天通知本行另約時間，謝謝！ 

※敬告客戶 本行人員須帶有大台北區瓦斯設備

行員工識別證附相片。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

損失。        大台北區瓦斯設備行 

    貴用戶     （蓋上不易辨識之篆體印鑑） 

※本行為提升安全品質、己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

斯爐前、熱水器下方開關)斯橡皮管脫落或著火

時、燒毀即自動切斷瓦斯（超流量自動遮斷器）

含超安全鐵製軟管。 

貴用戶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

來電向本行申請換裝以保安全。 

安檢服務專線：○○○○○○○○（10：00~18：

00） 

（三） 摘陳民眾陳述內容略以： 

1. 被處分人來安檢前，我在公寓大樓一樓看到服務

通知單張貼於門上，由於通知單上表示大台北區

瓦斯，因此當時認為是本地導管瓦斯公司來從事

安全檢查的通知單。安檢當日，有一位自稱是大

台北公司的人員來按電鈴，於是不疑有他使其入

內檢查，服務人員有穿著制服並配戴識別證，進

入後手持偵測儀器，檢測後儀器發出聲響，並表

示有漏氣，由於施作人員表示有漏氣，因此就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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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一組遮斷器 2,900 元。 

2. 其手法不論是通知單、穿著制服、配戴證件及銷

售過程都使本人誤認是本地導管瓦斯公司大台北

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若得知來從事檢查的是被

處分人並非大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就

不會讓他進門換裝。 

（四） 摘陳龍泉里里長陳述內容略以： 

1. 本人於 102 年 4 月 10 日陸續接獲里民反映，大樓

樓下有張貼瓦斯檢查服務通知單，但是係假冒大

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由於服務通知單張貼

於導管瓦斯公司定期抄表通知單旁，且通知單的

樣式及取名「大台北區」都有使本里里民誤認之

疑慮。 

2. 另外，據里民表示，銷售人員有穿著制服、配戴

識別證，手持檢測器，檢測器接近瓦斯爐具會有

聲響，銷售員復表示現有設備有漏氣，而要求換

裝安全開關。 

（五） 為瞭解案情，本會發函及撥打營業電話通知被處分

人到會說明並提供相關資料，惟被處分人未依指

定期日到會說明及提供資料，相關過程如下： 

1. 本會以 102 年 5 月 31 日公貳字第 1021360419 號

書函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請其於指定期

日到會說明並提供資料，因上揭書函無人認領，

退回本會。 

2. 本會再次於102年 6月 21日以公貳字1021360480

號書函發函至被處分人負責人之戶籍地址，請其

於指定期日到會說明並提供資料，因上揭書函無

人認領，退回本會。 

3. 本會派員查訪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無營業跡

象，附近住戶表示該地址已許久未有人出入，出

售中；另查訪被處分人負責人戶籍地址，該地址

為一家托兒所，並表示已在該地址經營十多年，

未聽聞○君曾居住在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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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曾撥打被處分人服務通知單上安檢專線○○

-○○○○○○○○，由自稱是業務員○君接聽，

並表示該事業負責人負責接聽電話，○君負責銷

售，有無到會說明均會被本會處罰，因此不願到

會說明。 

5. 本會依行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2項及第 80條規定，

將前揭調查函辦理公示送達。 

理   由 

一、 行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行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利及不利事項

一律注意。」，第 39 條規定：「行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見。通知

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

及不到場所生之效果。」，又同法第 102 條規定：「行政

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行政處分前，除

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或決

定舉行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見之機

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又依同法第 103

條規定：「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行政機關得不給予陳

述意見之機會︰…五、行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

明白足以確認者。…」。 

二、 本案在本會立案調查後，為踐行行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

第 39 條規定，分別於 102 年 5 月 31 日、6 月 21 日以

雙掛號方式將調查函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及負

責人戶籍地址，均無人認領，縱本會於 102 年 7 月 22

日撥打服務通知單上安檢專線聯繫被處分人之業務

員，告知本會已發調查函之訊息，被處分人仍拒絕到會

說明。經本會依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2項及第 80 條規

定，將前揭調查函辦理公示送達後，被處分人仍未到

會，爰本會得依行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

就本案之蒐證情形，逕予認定本案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

平交易法規定，允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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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被處分人不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行為，涉及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研析如下： 

（一） 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

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公

平交易法第 24 條定有明文。又依「公平交易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5

點規定，所謂「交易秩序」係指符合善良風俗之

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倫理之交易行

為；第 6點規定所稱「欺罔」係對於交易相對人，

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

之方式，從事交易之行為；另判斷「足以影響交

易秩序」時，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

(諸如：受害人數之多寡、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

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

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等事項)

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惟不以其對

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之適用。事業之市場競爭行為違反該條

規定者，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公平交易

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

不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未採取必要更正措施者，

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

正措施，並按次連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

正措施為止。」。 

（二） 依「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

之處理原則」第 4點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不

得有下列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1、藉瓦斯防災

宣導、瓦斯安全檢查、公益團體或政府補助等名

義或機會，使消費者誤認者。…」及第 5點規定：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且足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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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秩序者，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

按一般民眾普遍對導管瓦斯公司具有較高之專業

信任，基此，倘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在銷售其產品

時，利用民眾對導管瓦斯公司之信賴感，假藉其

名義，僅告稱瓦斯安全檢查，未表示目的係推銷

瓦斯安全器材且非屬導管瓦斯公司之重要交易資

訊，民眾在不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內檢查瓦斯

管線，隨後更進而表示現有設備不安全，而推銷

產品，就其整個行銷過程，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

之交易，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利，自得論其為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 

（三） 據民眾表示，在自稱是大台北公司的員工穿著制

服、配戴識別證來安檢前，其曾見過大樓一樓門

上有張貼「大台北區瓦斯設備服務通知」單，無

論通知單內容或張貼方式，皆使其誤認是大台北

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所為，而使其入內檢查。顯

示本案被處分人之銷售模式應與本會先前大量處

分的不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行銷手法相類

似。 

（四） 復查，本案民眾及龍泉里皆位於台北市大安區，

確實為大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區域，

顯示被處分人應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或稱自

動遮斷保險開關）為業，為便利於大台北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區域內銷售，雖營業登記項

目與供應天然氣之導管瓦斯公司是不同業務種

類，但卻選取與供應天然氣之大台北區瓦斯股份

有限公司相類似之事業名稱，顯有利用大台北區

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之意

圖，此由龍泉里里長證稱服務通知單張貼於導管

瓦斯公司定期抄表通知單旁，且通知單的樣式及

取名「大台北區」都有使該里里民誤認之疑慮可

稽。 

（五） 再者，就被處分人之服務通知單整體觀之，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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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台北區瓦斯設備服務通知」之文字且以放

大字體方式呈現，在視覺作用上即極易使用戶與

大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產生聯想；而一般用

戶在檢視上述「服務通知」單時，除瞭解該服務

通知係由何事業發送後，對何時到府安檢亦會加

以注意，其他部分多略而不視。因此，即使該通

知曾出現 2 次「大台北區瓦斯設備行」字樣，惟

其一係置於通知單不明顯處；其二則以不易辨識

之篆體印章表示，致用戶可辨識者亦僅止於易使

人聯想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該「服務通知」文

字之列印、編排及遮蔽性手法，已達到誤導之效

果。 

（六） 末查，被處分人另於通知單載有「承蒙使用本行

瓦斯開關設備」、「為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見」、「派

員趨府實施軟管線安全服務工作」等文字內容，

意圖誤導瓦斯用戶以為是導管瓦斯公司定期安檢

服務之作法甚為明顯，隱瞞其推銷瓦斯安全器材

之商業性。 

（七） 綜上，依民眾所指稱本案被處分人之行銷方式，

係在登門銷售商品幾天前先張貼服務通知單，利

用一般民眾對導管瓦斯公司之信賴感，當被處分

人派員至民眾住家時，又假藉瓦斯檢查名義，民

眾在不疑有他情況下使之入內檢查瓦斯管線，隨

後被處分人即以有漏氣危險，使民眾迫於情況危

急之下，進而推銷並為民眾安裝瓦斯安全器材。

顯示被處分人故意使用與大台北區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相類似之名稱，印製及發送極易使人誤認之

服務通知單，使民眾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導

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瓦斯安檢服

務之名行銷售之實，其整體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

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核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四、 被處分人印製及散發極易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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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

假藉瓦斯安全檢查名義行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

體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核屬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

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

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狀；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1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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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2 號 

被處分人：慶云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84055   

址    設：苗栗縣苗栗市上苗里站前1號17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據實報備銷售商品單位成本，違反

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

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應就銷售商品事項

據實向本會報備。 

三、 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緣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傳銷商品骨灰罐單位成本為新臺幣(下同

)10,000 元，惟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及提供事證資料，查悉被處

分人報備之傳銷商品骨灰罐單位成本為 10,000 元，所含各項成本明

細為骨灰罐座 1,000 元、防震筒 500 元、營業稅、運費、倉庫租金、

推高機費用及保險費等 500 元，以及銷售骨灰罐所發出之推薦獎金

8,000 元，共計 10,000 元，被處分人未據實報備商品單位成本，已涉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按單位成本係指讓商品達到可供銷售狀態的直接或間接必要成

本，而傳銷事業核發之獎金係來自銷售商品所獲之利潤，非屬商

品單位成本。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傳銷商品骨灰罐成本為

10,000 元，案據被處分人表示，前揭骨灰罐成本明細為骨灰罐

座 1,000 元、內部防震筒 500 元、其他運費、倉庫租金及耗材費

等 500 元以及招募下線參加人銷售骨灰罐之推薦獎金 8,000 元，

其間被處分人將銷售骨灰罐發予上線參加人之推薦獎金 8,000

元併入商品單位成本計算，惟被處分人發予上線參加人之推薦獎
579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金，顯非屬銷售商品之成本，是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傳銷商品，

未據實載明單位成本，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據實報備銷售商品單位

成本，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

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

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 項

及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資料。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7 月 23 日(102)萬立字第 A0189 號函及 102 年

10 月 11 日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表應

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加契約內

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為及對參加人

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辦法

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項：

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行為對交

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

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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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前，應

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事業之名稱、

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記日期、公司及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地。三、開始

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

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

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

用途、來源及其有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條

之 3規定買回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向本會

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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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3 號 

被處分人：復得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581792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路 83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官方網站宣稱「SET Data Recovery 是被國際性

資料救援設備大廠 ACE Laboratory 官方所認可的專業資料

救援公司」，就服務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官方網站廣告使用「SET Data Recovery 是被國際性

資料救援設備大廠 ACE Laboratory 官方所認可的專業資料救援

公司」之文字用語，疑與事實不符，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按被處分人於官方網站登載 ACE 公司就 PC-3000 UDMA 產品

開立之技術支援證書輔以「SET Data Recovery 是被國際性

資料救援設備大廠 ACE Laboratory 官方所認可的專業資料

救援公司」之文字說明，予消費者之印象為被處分人係經

ACE 公司官方「認可」的專業資料救援公司。被處分人表示

ACE 公司官方網站，該網頁開頭表示「We have satisfied 

customers in 91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genuine DR experts recognize ACE solutions as a 

standard for Professional Data Recovery Equipment.」，

即表示 ACE 公司認同被處分人是台灣地區的資料救援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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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此即被處分人廣告文字「認可」之意，然 ACE 公司官

方網站之「genuine DR experts」陳述僅屬一般商業習慣

下事業對客戶之尊稱，尚難逕將該種敬稱擴大解釋為 ACE

公司「認可」其所有客戶之專業能力；復據被處分人提供

的 ACE 公司技術支援證書與 ACE 公司之官方證明文件，其

文字係「SE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Is the 

official user of technical support for PC-3000 UDMA 

with Data Extractor provided by ACE Laboratory 

technical support department……」與「This is to 

certify that SET Professional Data Recovery Company 

is the official user of Technical Support for PC-3000 

for Windows UDMA with Data Extractor UDMA……and 

PC-3000 Flash SSD Edition……provided by ACE 

Laboratory technical support department.」，僅說明 ACE

公司對 PC-3000 UDMA 產品及 PC-3000 Flash SSD Edition

產品向被處分人於特定期限內提供技術支援，兩文件內容

均未就被處分人為「專業資料救援公司」或其他服務品質

提供「認可」。 

二、 縱被處分人另請 ACE 公司的 Distributor「北京軍達成科技

公司」（下稱軍達成公司）提供證明說明被處分人案關廣告

用語並無不妥，然經查 ACE 公司網站尚無軍達成公司可代

替 ACE 公司提供資料救援公司「認可」或「認證」服務之

權限。況被處分人亦自陳其詳細查閱 ACE 公司官方網站後，

發現 ACE 公司所有部門並未對資料救援公司提供「認可」

或「認證」之服務，軍達成公司亦未經 ACE 公司官方授權

可代替 ACE 公司提供資料救援公司「認可」或「認證」服

務。因此，被處分人案關網頁廣告宣稱「SET Data Recovery

是被國際性資料救援設備大廠 ACE Laboratory 官方所認可

的專業資料救援公司」，核與事實不符，屬對事業服務之品

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之規定。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官方網站廣告宣稱「S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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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是被國際性資料救援設備大廠 ACE Laboratory 官

方所認可的專業資料救援公司」之文字用語，核與事實不

符，係就事業服務之品質與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同時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有造成不公平競爭之

虞，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41條第1項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官方網頁廣告內容。 

二、 被處分人102年 7月18日、8月21日、3份未具日期（本會

收文日期分別為102年 9月2日、9月25日、11月5日）陳

述書，102年 10月 31日到會陳述紀錄。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

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21條第3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41條第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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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

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 0 2 年 1 2 月 6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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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4 號 

被處分人：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056907 
址    設：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二路 13 號 4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新增銷售「1 號清潔修護」、「2 號淨

白修護」等套裝組合商品，惟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理報備，涉

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原向本會報備商品品項共計 30 項且無套裝組

合，然據本會 102 年 8 月 28 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

檢查，查悉被處分人除銷售報備之單品外，另自 102 年 1
月起將單品搭配為套裝商品銷售，且套裝商品之價格與套

裝內單品加總不同。案經被處分人表示套裝組合內容得依

據單品之售價或數量由參加人自行搭配，並說明套裝內所

含之單品及套裝金額業已於 101 年 12 月間向本會報備在

案，誤認無須就套裝商品另行辦理變更報備云云。惟按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規定，傳銷事業須就其銷售商品

之品項及價格向本會辦理報備，查被處分人 101 年 12 月報

備內容為傳銷制度而非銷售商品，尚無從自該筆報備知悉
  

586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套裝組合商品內容，且從參加人立場而言，參加人就報備

商品得以前揭商品套裝組合為之，但其間存有不同價差，

又部分套裝商品價格較單品價格加總為高，業涉及參加人

取得傳銷商品之權益，尚難認被處分人銷售之套裝商品業

已報備。是以被處分人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銷售商品品項，未

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

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2 條

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2 年 8 月 28 日業務檢查紀錄。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9 月 23 日陳述書(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10

月 11 日)及 102 年 9 月 27 日陳述紀錄。 
三、 被處分人 101 年 12 月 26 日變更報備內容。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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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 條之 2 及第 23 條之 3 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 條
第 1 項第 7 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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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5 號 

被處分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568009 

址    設：臺北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1段 331 號 3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燦坤快 8網路商城」網站銷售聲寶股份有限公

司型號「SR-K14Q（R5）」電冰箱，宣稱「節能標章」文字廣

告，就所提供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燦坤快 8網路商城」網站銷售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型

號「SR-K14Q（R5）」電冰箱，宣稱「4級能源效率」卻具有「節

能標章」文字，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一、案關網站係由被處分人出資製作，且案關廣告內容係被處分

人根據供貨商聲寶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聲寶公司）提供之資

訊至被處分人後台 B2B 網站，再自行排版處理上傳並據以刊

登，是被處分人就案關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力；

復就案關商品整體交易流程觀之，「燦坤快 8 網路商城」

（www.tkec.com.tw）網路平台僅顯示被處分人之事業名

稱，交易系統亦由被處分人所設計提供，交易完成後由其開

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送貨、換貨、退貨

退款與保固維修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時應可認知交易對

象為被處分人。綜上，被處分人為提供案關商品並從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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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體，且被處分人自行出資製作、編排、刊載並使用案關

廣告，並藉由銷售案關廣告商品而直接獲得利益，被處分人

核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二、案關「燦坤快 8網路商城」網站刊登聲寶公司型號為「SR-K14Q

（R5）」之電冰箱，載有「節能標章」文字廣告，予消費者

之印象為系爭商品現今仍具有節能標章認證，且系爭商品因

具有節能標章認證，應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電冰箱更有減

少能源消耗、省電省錢之效用。惟查案關「SR-K14Q（R5）」

商品之節能標章有效期限為 99 年 8 月 2 日至 101 年 8 月 1

日，其使用期限已屆至，又案關商品申請人聲寶公司並未向

經濟部能源局等主管單位續約申請認證。復據節能標章主管

機關經濟部能源局之專業意見，依「節能標章作業要點」規

定，原節能標章之使用權得繼續使用至原使用期限屆滿時

止。廠商未辦理續約，則節能標章使用期限屆滿使用權即失

效，不得於其產品包裝或廣告媒體上繼續使用節能標章。又

「電冰箱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與標示方法」已於 100 年 1

月 1日修訂生效實施，新修正之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對

應之能源效率分級為第 2級，而系爭商品之能源效率分級僅

為第 4級。據上，案關商品節能標章於 101 年 8月 1日已屆

期失效，電冰箱節能標章能源效率基準亦已修正，然案關廣

告於 102 年 6月 16 日至 102 年 6月 21 日間，仍持續宣稱商

品具有節能標章，核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認知致為不當購買

決策之虞。蓋被處分人為案關商品廣告主體，本應克盡審核

廣告內容之義務，並確保其刊載廣告商品之認證標章的有效

性與真實性，故被處分人於案關商品廣告就節能標章認證之

宣稱，尚難認無對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被處分人於「燦坤快 8網路商城」網站銷售聲寶公司

型號「SR-K14Q（R5）」電冰箱，宣稱具有「節能標章」，就

所提供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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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

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燦坤快 8商城網路刊載聲寶公司型號「SR-K14Q

（R5）」電冰箱，宣稱具有「節能標章」文字廣告。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7月 2日陳述書、102 年 11 月 11 日補充陳

述書、102 年 11 月 12 日到會陳述紀錄及 102 年 11 月 22 日

補充陳述書。 

三、 經濟部能源局 102 年 10 月 30 日能技字第 10200568590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

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

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

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591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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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6 號 

被處分人：新綠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70722  

址    設：臺北市中正區南昌路 1段 51 巷 3弄 1號 10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傳銷組織層級、獎金制度、

傳銷商品品項及參加契約，未依法定期限辦理報備，違反依

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於 102 年 4 月 17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行業

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使用之直銷商入會申請書、營運規章與行

政程序手冊及政策聲明等參加契約文書、產品訂購單、獎金制度

及用以銷售之傳銷商品，與 99 年 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資料不

符，疑有未依法辦理變更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條

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據被處分人 99 年 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之獎金制度，為包

括 A、B二套不同規劃之雙獎金制度，獎金發放合計數占營

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為 40%。惟經本會查悉之獎金制度乃

「Bio New 新綠基股份有限公司 邁向事業新里程  獎勵計

畫」，為單一獎金制度，計有「小組差額獎金」、「VIP 會員

同階獎金」、「組織獎金」、「分紅獎勵─小組分紅」、「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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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卓越分紅」、「特別獎勵─月輔導獎金」、「特別獎勵

─季合格黃金三角特別獎勵」及「推薦經銷商獎金」等 8

項獎金項目，而該等獎金發放合計數占被處分人營業總收

入之最高比例為 30%。被處分人並自陳，係因雙獎金制度執

行成效不佳，爰於 100 年 7 月停止適用獎金 B 制度。復據

本會查悉之被處分人直銷商入會申請書，其上所示被處分

人傳銷組織為包括「經銷商」等 4 層聘級，亦與被處分人

99年 7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包括「A制度 9折會員」等 8層

組織聘級不同，而其變更緣由，據被處分人所陳，乃係為

配合原報備獎金制度變更而調整所致。承此，被處分人經

本會查悉之傳銷組織層級及獎金制度，核與其 99年 7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之內容不同。 

二、 次查，被處分人 99 年 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之傳銷商品共

計有「佳衛康」等 23品項，而經本會查悉之傳銷商品共計

30品項。其中「御品甘」等 14項商品為 99年 7月 14 日報

備資料所無，據被處分人所陳，除新增之「Q10 NEW 60S」

商品乃原報備「活力輔酵素 Q10」商品改變包裝數量後再行

販售，其餘包括「御品甘」等原報備資料所無之 13項商品，

則約自 98年或 99 年開始銷售迄今，又原報備之「活力 747

南瓜籽」、「活力天然維生素 E400」、「活力暢快 22」、「活力

膠原 123」、「活力蜂王乳」及「活力醇清紅麴膠囊」等 6

項商品則因已下架，不再販售，是被處分人經本會查悉之

傳銷商品項目與該公司 99 年 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商品項

目並不相同，此有被處分人歷次陳述以及本會查悉之新綠

基公司商品訂購單可證。 

三、 至被處分人 99 年 7 月 14 日向本會報備之直銷商入會申請

書、營運規章與行政程序手冊暨政策聲明等參加契約，因

前開所述傳銷及獎金制度之變更，以及傳銷商品之歷次調

整，致與本會查悉之參加契約等內容並不相符，且經被處

分人自承在案。 

四、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更傳銷組織層級、

獎金制度、傳銷商品品項及直銷商入會申請書、營運規章

與行政程序手冊暨政策聲明等參加契約，未依法定期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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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報備，核已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

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7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

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

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條第 3項及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2 年 4 月 17 日經本會查悉之直銷商入會申請

書、營運規章與行政程序手冊及政策聲明等參加契約、產

品訂購單、獎金制度等資料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年 6月 6日陳述紀錄、102 年 6月 13日及 102

年 7月 30 日陳述書。 

三、 被處分人 99年 7月 14 日報備資料。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

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加

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為

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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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二十三條之二及第二十三條之三規

定買回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資料所載內容，除第 5條

第 1項第 7款之單位成本外，如有變更，應於實施前報備。但

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報備事項如有變更，得於變更後 15 日

內報備。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 2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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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7 號 

 

被處分人：松濱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482845 

址    設：新北市三重區興德路 141 巷 6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藉其代表人為「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

協會」理事長名義，傳送「各型泵浦與噴油嘴維修價格表」

予柴油引擎維修之競爭同業，為以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

不為價格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行

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轉他事業來函表示，因接獲

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協會（下稱柴油系統維修

協會）要求會員訂定價目表，疑似有涉及壟斷哄抬市場價

格，請本會釋示，經考量對競爭秩序之影響，爰主動立案

調查。 

二、 經抽樣訪查柴油系統協會成員有關本案產業狀況及相關事

實，略以： 

（一）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協會，簡稱 TDA（Taiwan 

Diesel Association），於 2007 年時成立，每任理事長

任期三年，目前剩下大概 50 家事業會員，被處分人代表

人○君於 2010 年接任協會的理事長。 

（二）柴油系統協會收取會員費，開會時繳交，沒帶或沒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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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員，會請秘書代收。 

（三）協會除會長外有秘書一人，負責收會費、安排議程等行

政工作，另有理監事數名，開會地點北中南地區輪流，

會員會先收到邀請卡，TDA 協會一年通常開兩次例會，大

約是每年 6月和 12 月，地點在北中南輪流舉辦。協會中

秘書由理事長自行尋找的，會長和秘書不用繳會費，一

般開會聚餐摸彩等活動費就是由會費中支出。 

（四）價目表中所列各種維修服務，有的會員全部都有提供，

但有的會員只有提供部分服務，其中 P 型、VE 型、A 型

的維修服務最常見。 

（五）價目表中第 1至 20項服務幾乎每家柴油系統維修公司均

會提供，然價目表中第 21 至 24 項 Stanadyne 提供維修

服務者較少。 

（六）受調查會員表示並未就系爭價目表表示意見，有會員表

示維修價格係參考該價目表，收取略低之價格，或是作

為與客戶議價之基礎。 

（七）泵浦大概可使用 20 年，然 1至 2年需維修保養，價目表

上縱雖有 VE 舊機型（僅符合三期環保標準），然推估至

少仍可使用 10 年，故同業間有穩定市場維修服務費之動

機。 

三、 經請柴油系統維修協會民國 101 年時擔任理事長之被處分

人代表人○君到會說明並製作陳述紀錄，內容略以： 

（一）該公司主要負責提供柴油引擎的維修服務，此種服務事

業俗稱為泵浦間，全台灣大概有 120 家左右的泵浦間維

修事業。 

（二）柴油系統維修協會約於 2007 年時成立，前身是有 10 餘

間 ZEXEL 的特約泵浦間事業彼此組成的聯誼聚會，當初

設立時曾向內政部申請登記，但因人數不足未獲核准，

目前剩下大概 50 多家事業會員。 

（三）該協會 2011 年 6 月第一次例行開會時，因市場價格混

亂，有會員建議訂一個價目表，理事長○君參考比照原

廠的價格及個人經驗，將同業目前有提供的維修服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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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算工時，計算維修金額逐一列出，價目表訂好後傳

真給所有的會員，詢問是否有意見，並請其將意見回傳

至被處分人之傳真機號碼，曾有會員電話要求提高價

格，例如價目表上之出差費從 20 元調高為 30 元，即是

參考會員意見修正。價目表生效之過程並未經正式會議

程序表決通過，獲悉有會員受本案調查後，理事長即曾

電話通知各會員停止使用系爭價目表。 

（四）理事長○君將修改過後的價目表書面，用郵件寄給各會

員，有會員在 101 年年初就開始使用該價目表了，有會

員則未使用。 

（五）價目表上的維修金額，在訂製之前本來就在市場上普遍

為泵浦間業者所使用。 

四、 函請電信業者提供查詢系爭傳真電話門號使用者個人資

料、傳真通信紀錄，查詢結果獲悉該電話門號之使用者為

被處分人，且發現該門號於 100 年 11 月 4 日確有傳真給柴

油系統維修協會會員之紀錄。 

五、 復經函請曾參與柴油系統維修協會之各事業陳述意見，整

理如下： 

（一）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協會每年二次於北中南

各地餐館輪流開會及聚餐，由當地熱心會員協助，聚會

前會用邀請卡通知。 

（二）會員每年收取年費，開會時交給協會，若未前往開會可

託人轉交或由協會派人到公司收取，至於顧問則有贊助

費，費用較高。 

（三）系爭價目表訂定的緣由，疑似因 100 年 6 月例會時，有

會員反映想了解現有的市場價格，因而舉手表決訂定一

個維修費用價目表供參。系爭價目表係理事長○君參考

同業經驗訂定，以傳真等方式交予當時協會中的 51 家會

員，但會員均表示收到價目表後並未使用。 

（四）經檢視各會員提供之維修費用單據，各家使用之名稱均

不相同，與系爭價目表上之用語亦不盡相同。 

六、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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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柴油系統維修協會 100 年 6 月例會中會員曾建議訂定價

目表並經表決通過，嗣由該屆理事長自行依照我國的維

修行情，參考比照原廠的價格及個人經驗而制訂出草

稿，再傳真給各會員表示意見，完成最終版本後，寄送

給各會員。 

（二）柴油引擎系統的主要品牌中，大概有 Bosch、Delphi、

Denso、Standyne 等品牌，柴油引擎主要用於汽、貨車、

發電機、船隻、建設機械（如挖土機）等重型機械。 

（三）系爭價目表中 VE 型、A 型、MW 型、P 型等之表示均為引

擎種類型號，適用於不同排氣量及用途的機械。 

（四）柴油系統維修協會民國 101 年時會員計有 51 家事業，參

與 100 年 6 月例會之與會會員共計 48 家。理事長將系爭

價目表初稿傳真予會員時，有部分會員表示未收到或不

知悉系爭價目表，亦有會員表示該價目表不具拘束力，

實際收費與該價目表不同。 

 

理   由 

 

一、 查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事業不得為之：……

四、以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

競爭、參與結合或聯合之行為。」該條第 4款所規定之主要

違法行為類型含脅迫、利誘或其他不正當方法，所謂「脅

迫」，係指以將來之不利與惡害告知交易相對人，使其心生

畏懼；所謂「利誘」，則指允諾或實際提供一定之利益，而

足以影響他事業之意思決定者；所謂其他「不正當方法」，

係指其他以違反效能競爭本質或商業倫理可非難性之方法

影響他人決定或判斷而言。前揭所謂「脅迫」、「利誘」或

「其他不正當方法」，在認定上，應自行為人的動機、目的

及手段等綜合研判；又本款之限制競爭行為態樣，於競爭法

上之非難性，端在其使用之競爭手段違反商業倫理及效能競

爭，因而對競爭秩序產生不良影響，且由於事業為前開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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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法行為即具有非難性，不以具有市場力量者為限，且其

適用不以事業間確已發生不為價格競爭、參與結合或聯合行

為為必要。次參最高行政法院 102 年度判字第 586 號判決理

由，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範之行為方式或手段，具

有「不正當」之共同特徵；觀其立法例係於「脅迫、利誘」

外，再明文規定「或其他不正當方法」，而非規定「或其他

相類（似）之不正當方法」；則本條文所指「其他不正當方

法」當解釋為「脅迫、利誘」以外之其他一切不正當方法，

並非以具有「脅迫、利誘」之共同特徵為限，即不以相對人

之交易意願受到脅迫、利誘或無法適當判斷為限。又所謂「不

正當方法」，按照公平交易法之立法理由：「維護交易秩序，

確保公平競爭，為本法之立法目的，故有礙公平競爭之行

為，應予禁止：……七：所謂無正當理由或不正當方法，應

從其阻礙公平競爭之性格加以解釋。通常應綜合行為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特性及履行情況

後，從維持公平競爭秩序之觀點，個別加以判斷。」故在認

定上，應從行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市場地位、所屬市

場結構、商品特性、履行情況及商業倫理等綜合研判。舉凡

促使他事業不為價格競爭或參與結合、聯合行為之方式或手

段，違反商業倫理及效能競爭，對競爭秩序產生不良影響而

具可非難性，且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均屬之。 

二、 查 柴 油 系 統 維 修 協 會 ， 簡 稱 TDA （ Taiwan Diesel 

Association）協會，於民國 96 年時成立，自成立後每年固

定有二次於北中南各地餐館輪流開會及聚餐，協會會員主要

為全國各地柴油引擎維修事業，提供車輛等使用柴油引擎之

機械維修服務，渠等俱以公司或商號之事業主體名義加入協

會，協會由會員彼此推選理事長一名，任期三年，理事長則

自行選任秘書，並定期召開會員聚會，會員每年則應繳交會

費，該協會並另邀請柴油引擎維修零件業者以顧問身分加

入；民國 99 年柴油系統維修協會由○○○君接任第二任理

事長，○君為松濱公司代表人，依行政罰法第 7條第 2項規

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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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理

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行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

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君以

松濱公司事業代表人地位兼任柴油系統維修協會理事長，恣

意以協會名義，發函通知會員價目表，顯係為營業利益所為

之行為，該行為於其所代表之事業自應負責，故本案違法主

體應為松濱公司，併予敘明。 

三、 經查○君表示該協會於民國 100 年 6月於台中舉行第一次例

會後，因與會會員提議訂定價目表，以緩和市場行情混亂情

勢，嗣○君爰自行依照當時維修行情，參考比照原廠的價格

及個人經驗，將同業提供的維修服務一一核算工時，再計算

維修金額逐一列出，製訂出價目表初稿，隨即於民國 100 年

11 月 4 日以松濱公司登記使用之傳真號碼 29957868 傳真給

51 家協會所有的會員，此有本會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查

詢之通聯紀錄可稽，並於 101 年 1月 1日生效，寄發予會員

參照，上開事實均經○君坦承不諱在案可稽。 

四、 次查○君雖傳真系爭價目表初稿予協會之各會員，請渠表示

同意與否之意見，惟經調查並無會員回覆傳真表示意見，此

亦經○君確認在案。又查 101 年 1月 1日生效適用之價目表

新增第 35 項「VP 電控泵大修工資  8000 元/台」及第 36 項

「VP 電控泵調修工資 6000 元/台」兩項，另初稿原 42 項項

目中之 19 項有價格提高之修正，價格修正額度 50 元至 1000

元不等，○君自承前開修正係因初稿漏打或有會員建議應予

提高（然無具體價格之建議），然○君復表示，經渠考量後，

部分項目應提高價格之意見仍未經渠採納，且渠亦坦承修正

後之價目表（含新增項目及各項目之最終修正價格內容）均

未再徵詢會員同意即逕予生效。 

五、 復經檢視生效之系爭價目表內容，包含常見型號之柴油引擎

維修工資費用，如「VE 泵大修工資  每台 3,000 元」、「A型

泵大修工資  每台 3,000 元」、「出差費每公里 30 元」，並註

明「生效日期：2012,01,01」。又查全國地區大約有 100 家

提供柴油引擎維修服務事業，至少有 51 家會員加入柴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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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維修協會，且據本會調查協會會員收費之相關單據，渠等

實際維修收費不乏與系爭價目表相當，且其中較少事業從事

維修之機型如 EDC 與 STANADYNE，同業間更有與之相同價格

者；另不乏受調查者表示，渠等定價或有參考系爭價目表，

或以之為與客戶議價之基礎，既查○君為松濱公司代表人，

松濱公司為案關柴油系統維修服務之提供者，並為柴油系統

維修服務市場營收前幾名之事業，有相當市場占有率，○君

自行編寫發送之系爭價目表內容，足為影響柴油引擎維修事

業提供相關維修服務之價格，並促使其他競爭對手或潛在參

進者不為價格競爭之事實甚明，渠所為已對我國柴油引擎維

修服務市場之價格競爭產生實質減損效果，足堪認定有限制

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六、 再查系爭價目表冠有「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協會

各型泵浦與噴油嘴維修價格表」文字，且系爭價目表之發送

對象為柴油系統維修協會全體會員共 51 家事業，○君為 TDA

協會理事長，自行編寫並發送系爭價目表，並藉傳真徵詢會

員意見以遂行系爭價目表係經合意之假象，顯係有意使收受

系爭價目表之會員認為該價目表係由協會共同討論獲致共

識決定遵守並發送，核屬不正當方法，促使他事業不為價格

競爭之行為，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

交易法第 19 條第 4款規定。 

七、 綜上，被處分人自行蒐集資料後編寫「泵浦與噴油嘴維修價

格表」，再以身為「台灣柴油系統維修商業同業交流協會」

理事長名義，傳送予 51 間柴油引擎維修事業，核屬以不正

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之行為，有限制競爭及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4 款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曁綜合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因違法行

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

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

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有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態度、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等情狀後；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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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 任 委 員  吳  秀  明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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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8 號 

 

 

被處分人：清玉美味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273520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黎明路二段 903 號 2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

運過程中之費用；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

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裝潢工程之供應條件；

商品或原物料之訂購項目及數量；以及受罰標準等加盟重

要資訊，為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來函反映，略謂：清玉美味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提供加盟重要資訊，涉及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經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及到會陳述，彙整如下： 

１、 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分別於 99 年、100 年及 101 年簽訂「清

玉手調原味茶加盟授權合約書」（下稱加盟合約書）經營

加盟店。 
２、 檢舉雙方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被處分人僅提供加盟合

約書，並未以書面與口頭告知裝潢設備金額與項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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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度加盟店解除或終止契約之比率或店數、商品原物

料與資本設備及裝潢工程之規格與供應廠商名單、商品

原物料之訂購項目與數量，涉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開店前，被處分人提供裝潢追加減明細表後，檢

舉人才知裝潢與設備金額（開辦費或專案金額，及追加

款）。檢舉人開店經營後，連線至被處分人網站訂貨系統

時，才知商品及原物料之項目與最低訂購數量，系統並

無顯示商品與原物料之價格，價格係被處分人另以書面

通知。 
（二） 復函請被處分人提出說明與到會陳述，彙整如下： 

１、 被處分人（99 年 12 月改制為公司）於 95 年創立「清玉

手調原味茶」，98 年 9 月開始招募加盟。99 年底計 11 間

店，100 年底有 27 間店，101 年底計有 68 間店，102 年

9 月底共有 189 間店。 

２、 被處分人透過加盟說明會、架設官方網站之方式招募加

盟（請參網址：http://www.facebook.com/kingtea888 與

http://kingtea.pixnet.net/blog）。有意加盟者（即被處分人

之交易相對人）經與被處分人洽談及實地參訪後，被處

分人始篩選適合經營之人作為加盟夥伴，加盟流程為洽

詢→填寫加盟申請表→總部評估→尋找店面→參加加盟

說明會→總部審核→簽訂加盟契約→店面裝潢與教育訓

練→試賣→正式營業。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提供各店營業資料（被處分人分別於 102
年 1 月 25 日、3 月 12 日及 9 月 3 日提供之各店營業資

料）、清玉美味手調原味茶創業加盟說明會手冊（101 年

10 月版本，下稱創業加盟手冊）、設備與器具及裝潢與識

別系統明細表、原物料價目表、第一次物料進貨明細表、

商標註冊證、教育訓練項目暨課程表與加盟合約書，以

及公司設立登記表、加盟店面評核表、開店及活動行銷

流程表等書面文件資料予有意加盟者參酌，有意加盟者

亦可自行至官方網站查詢加盟資訊。待被處分人與有意

加盟者簽訂加盟合約書後，被處分人始向加盟店收取加

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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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被處分人確實提供前開書面說明資料予有意加盟者審

閱，此有「加盟總部資訊揭露」說明可證（詳加盟合約

書之附件）。況且，檢舉人已在經營加盟店，對於所需費

用、設備、店面裝潢及經營方式等具有相當認識，與一

般有意加盟者不同。 

（三） 本會業以 102 年 9 月 12 日公服字第 1021260853 號書函

及 10 月 11 日公服字第 1021260944 號書函請被處分人補

充說明與提供資料，嗣被處分人於 11 月 8 日提出說明、

管理規章、新版創業加盟手冊與原物料訂購最低數量表。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所稱「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應考量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

秩序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不以其

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只要該行為客觀上顯

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可能性即可；而「顯失公平」

則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易，而具有相

對市場力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利用交易相對人資訊不

對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不公平交易之行

為，即為常見類型之一。 

二、 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及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

100 年 6 月 7 日修正發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加

盟業主經營行為之規範說明」（下稱本規範說明），嗣 101
年 2 月 8 日配合組織名稱變更，修正發布本規範說明。依

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略以，行政機關就行政法規所為

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

用，故本案應適用最新規範說明。按本規範說明第 3 點有

關資訊揭露規範部分，揭載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或個案認定之合理期間，以書面提供加

盟重要資訊予交易相對人者，得認未隱匿重要資訊，不構

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故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

盟過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

盟契約，對交易相對人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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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已揭露之加盟重要資訊：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之合理期間，提供之各店營業資料、創

業加盟手冊、設備與器具及裝潢與識別系統明細表、原物

料價目表、第一次物料進貨明細表、商標註冊證、教育訓

練項目暨課程表、加盟合約書（以檢舉雙方 101 年 1 月 30
日簽訂及被處分人 101 年版之加盟合約書作檢視），以及被

處分人官方網站揭示之加盟資訊，應可認被處分人充分完

整揭露商標權、專利權及著作權等之權利內容、有效期限、

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

容與方式；加盟店所載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

方案或預定計畫；加盟契約變更、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

理方式之資訊，合致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3 款至第 5 款與

第 8 款之規定。 

四、 未充分完整揭露之加盟重要資訊： 

（一） 據被處分人前開書面與電子資料，被處分人雖有充分完

整揭露加盟金、教育訓練費、保證金、原物料與商品之

價格及項目、權利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數

目與營業地址之資訊；然而，被處分人並未充分完整揭

露資本設備之費用（未揭露具體項目或品項，及其金

額）；每月廣告行銷費；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上一

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料；裝潢工程之供應

條件（指定規格與承攬施工者名單）；商品或原物料之最

低訂購項目與數量；以及受罰標準等加盟重要資訊。故

尚難認被處分人合致本規範說明第 3 點第 1 款、第 2 款、

第 6 款與第 7 款之規定。 
（二） 經查被處分人創業加盟手冊之「加盟內容」載生財設備

98 萬元；但 102 年 1 月 25 日提供之「設備與器具及裝潢

與識別系統明細表」，其上所載之機器、設備、五金器具

與 POS 機規格表加計為 88 萬元（43 萬+19 萬+ 17 萬+9
萬）。是前開明細表與創業加盟手冊所揭露生財設備（如

機器、設備、五金器具與 POS 機規格表）之費用金額並

非相同，據被處分人表示，98 萬元之生財設備是採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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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店面監控設備，且製冰機係加購微電腦；88 萬元之設

備機具係未安裝一般監視器，且製冰機未加購微電腦。

雖然被處分人已揭露資本設備總金額為 98 萬元（102 年

11 月 8 日提供之設備與器具表已作金額修正），惟由於創

業加盟手冊與「設備與器具及裝潢與識別系統明細表」

並未充分完整揭露各資本設備之具體項目（或品項）與

金額，有意加盟者當無從確切知悉，被處分人卻事後向

加盟店追加收取設備費用，則被處分人即應於與交易相

對人締結加盟關係前，充分揭露資本設備之費用資訊（如

具體項目或品項，與金額）。 

（三） 依加盟合約書第 8 條第 1 項約定，加盟門市設立之基礎

計畫與布置、現有建築之改裝工事、室內裝潢、動線規

劃…應依照被處分人規劃設計及配合廠商統一設計施

工。是被處分人應提供加盟門市裝潢工程之具體規劃設

計內容及承攬施工之協力廠商名單予有意加盟者知悉。

經檢視被處分人 102 年 1 月 25 日提供「設備與器具及裝

潢與識別系統明細表」之「裝潢與識別系統」，與 11 月 8
日提供之「設備與器具」之「裝潢與識別系統」，其上載

預估金額 60 萬元，各加盟店工程總價視店面坪數及施作

狀況而定，但被處分人仍未於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關

係前，揭露裝潢工程之供應條件。裝潢工程之金額固然

視實際施作情況而有增減情形，但加盟店既依照被處分

人之規劃設計其門市，事後卻仍需對於裝潢水電、設備、

招牌廣告等項目繳交追加款，被處分人即應事前充分揭

露相關資訊（如指定規格與承攬施工者名單）。 

（四） 被處分人已於加盟合約書與創業加盟手冊揭露收取智慧

財產權品牌使用權利金。然而，被處分人既自 102 年中

起向加盟店每月收取廣告行銷費，惟前開加盟合約書、

創業加盟手冊卻未揭露該費用。 
（五） 加盟合約書附件「開立營業店家」僅列載各店店名，並

無營業地址，但被處分人提供之各店營業資料，已詳載

各店店名與營業地址，且被處分人官方網站上亦載有各

店店名與營業地址，應可認被處分人已揭露所有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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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加盟體系之數目與營業地址。然而，加盟合約書及

官方網站並無揭露上一年度之關店數或比率；102 年 1
月 25 日版及 3 月 12 日版之各店營業資料，雖載明中科

店與中華店未續約，但未註明其終止契約之年度；9 月 3
日版本則未載上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統計資

料。雖然被處分人表示，於加盟說明會上已以口頭方式

告知有意加盟者關於該加盟體系上一年度關店店數及收

店原因，惟被處分人並無法提出於與有意加盟者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前，已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上一

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統計資料之佐證。 

（六） 被處分人雖有揭露原物料與商品之訂購數量、項目與金

額，惟被處分人既因運送成本考量，對於加盟店下單訂

購原物料或商品未達一定數量，即不予出貨，被處分人

即應於有意加盟者締結加盟關係前，揭露系爭加盟資

訊。加盟店雖於被處分人網站訂購系統上，看得到商品

或原物料之最低訂貨數量，惟有意加盟者並無法於加盟

前知悉該原物料與商品之最低訂購數量與項目。 

（七） 雖然被處分人已於加盟合約書載明相關加盟經營關係之

限制，但加盟合約書並未載明加盟店如有開會遲到、未

參加會議、未達一定業績、未做店內清潔、未依規定擺

設物品等情事，將受罰及受罰程度。被處分人基於管理

加盟店固然可訂定相關受罰規定，惟前開受罰事由已限

制加盟經營關係，被處分人應事先向有意加盟者揭露相

關受罰標準（受罰事由與罰則等）。 

（八） 本會多次函請被處分人提供其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所提供之書面加盟重要資訊，被處分人遲至 102
年 11 月 8 日始提供管理規章與原物料訂購最低數量表，

故應可認於締結加盟關係前，被處分人無法提供管理規

章與原物料訂購最低數量表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五、 由於資本設備費用（具體項目與金額）；每月廣告行銷費

用；裝潢工程之供應條件（指定規格與承攬施工者名單）；

契約解除、終止之比率統計資料；商品或原物料之訂購項

目與數量；以及受罰標準等加盟重要資訊，攸關加盟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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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投資之成本、營業獲利率、品牌成長性、品牌穩定

性、市場規模變動、從事加盟之營業績效、加盟經營限制

約定、退出加盟難易與經營風險、施工品質等重要訊息，

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者所關切事項，並賴以評估

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重要訊息。然

而，因加盟業主與交易相對人（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

度訊息不對稱性，有意加盟者於簽約前，對於前等重要訊

息無法全然獲悉，加盟業主相較於有意加盟者處於資訊上

之優勢，故加盟業主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方

式向有意加盟者揭露上開資訊，以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

避免因未揭露資訊或揭露不完整之資訊，造成其不正確判

斷。 

六、 即使被處分人表示檢舉人已有開店經驗，知悉加盟重要資

訊；然而，縱使檢舉人知悉商品或原物料品項與價格、每

月定期支付等費用，惟資本設備與裝潢工程之費用、項目、

指定規格與承攬施工者名單；契約解除與終止之比率統計

資料；商品或原物料之訂購項目與數量及受罰標準等資訊

若有變動，檢舉人不一定全然知悉，故尚不能因而免除被

處分人揭露加盟重要資訊之責任。又縱使被處分人有以口

頭方式告知部分加盟資訊，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

人，實難經由口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亦

難據以充分評估加盟之成本、獲利、品牌成長性、品牌穩

定性、市場規模變動、經營限制條件、風險、施工品質等，

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被處分人締結加盟契約之風

險。況且，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盟金、保證金、

權利金、廣告行銷費，有意加盟者尚須購買機器具設備、

原物料、商品及裝潢門市店面等，投資金額並非少數，且

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又具

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

類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七、 被處分人自 98 年 9 月開始招募加盟，迄 102 年 9 月底已有

189 間店，被處分人以其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不特定交易

相對人進行締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易模式，若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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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行為，仍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者效果之虞，故其

行為將影響不特定多數交易相對人之效果。準此，被處分

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以書面完整

揭露前開交易資訊，將妨礙交易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易判

斷，致其權益受損，對交易相對人或不特定潛在之交易相

對人顯失公平，並足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而產

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構成

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八、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向

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與加盟營運過程中

之費用（資本設備項目與金額，及每月廣告行銷費）；所有

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上一年度解除、終止契約比率之

統計資料；裝潢工程供應條件（指定規格與承攬施工者名

單）；商品或原物料之訂購項目與數量；以及受罰標準等加

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本案考量被處

分人逾調查期限始提出管理規章與原物料訂購最低數量

表，且尚有其他加盟重要資訊未完整充分揭露，改正仍有

不足，復依據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等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

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

易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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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09 號 

被處分人：山多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705994 

 址    設：新竹市光復路 2段 285 號 6 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水蓮硯」建案廣告上，刊載健身房公共

設施、一般住宅使用文字、圖片及夾層設計，就商品之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調查被處分人銷售「水蓮硯」預售屋建案廣

告，於百屋網刊載案關建案廣告，廣告宣稱「頂樓健身房

平面參考圖」並輔以健身房設施；另於 5G-新竹房地網刊

載案關建案廣告，廣告宣稱「頂樓健身房平面參考圖」並

輔以健身房設施，及「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

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刊載上、下

樓層設計，並以住家格局輔以客廳、衛浴、臥室等裝潢傢

俱。惟查新竹市政府核發之 101 府工建字第 00034 號建造

執照，突出物 2 層之建築物用途為「樓梯間及機房」；另

003 層、004 層及 010 層之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及空調機

房」，未有夾層設計(夾層 3 及 4 為機械停車空間設計，非

為 3及 4樓層之夾層)與案關廣告宣稱不符，爰涉有廣告不

實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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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案關「水蓮硯」建案係被處分人所投資興建及銷售之預

售屋建案，案關建案係 101 年 1 月 19 日取得建造執照，

設計樓層高度為 5 米 1，建築物用途為辦公室，於 102

年 5 月 29 日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變更，核准變更將原地上

3 層夾層及地上 4 層夾層等面積取消。案關百屋網網頁

廣告係被處分人委由神瑋國際顧問有限公司(下稱神瑋

公司)刊登百屋網購屋誌 101 年 10、11、12 月號所附贈

之網頁廣告，於 101 年 10 月開始刊登，網頁刊登資料由

被處分人提供，網頁內容「一層全區平面參考圖及頂樓

健身房平面參考圖」為被處分人製作，並放置案關建案

銷售現場給現場看屋客戶參考，散發期間為 101 年 7 月

至 102 年 4 月，印製份數 800 份。 

（二） 案關 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網頁廣告並非由被處分人委

託刊登，網頁除刊登前開「一層全區平面參考圖及頂樓

健身房平面參考圖」，另刊登「3C-4C 傢俱配置參考圖」、

「10B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原

非被處分人製作，為圓而方金屬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圓而

方公司)提供放置案關建案銷售現場供看屋客戶參考裝

潢配置使用，被處分人與圓而方公司就案關建案並無以

契約約定合作關係，圓而方公司為被處分人協力廠商。 

（三） 案關「水蓮硯」建案之建築物各樓層用途為辦公室申請，

案關建案 003、004 及 010 層等各樓層高度為 5米 1，依

所申請用途僅用作辦公室使用，依法不能申請變更為住

宅，另案關建案並未受核准於 003、004 及 010 層施做上、

下樓層，亦無上、下樓層之施作。案關「3C-4C 型傢俱

配置參考圖」、「10B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

置參考圖」刊載上、下樓層設計，並以住家格局輔以客

廳、衛浴、臥室等裝潢傢俱與案關建案建造執照無關。

另案關百屋網購屋誌廣告宣稱「智取市心三代同堂規

劃」、「全員尊重智慧宅」、「尤其難得的是，『山多仕建設』

了解尊親孝親子女們的需求，滿足父母想就近市區念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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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的堅持，讓市中心三代同堂的幸福不再是夢想！孝

親房、主人房、孩子房等一次到位，給幸福城市裡的【水

蓮硯】主人家無可言喻的幸福，【水蓮硯】成為傳家寶，

實至名歸！」，按被處分人並無以住家用途為目的宣傳，

僅係以廣告來吸引消費者能夠到案關建案現場，由被處

分人現場銷售人員對消費者做進一步介紹及說明。 

（四） 案關廣告所刊載頂樓健身房平面參考圖於案關建案建造

執照所在位置為屋突 2 層，原申請核准之建造執照使用

用途為樓梯間及機房，宣稱健身房係表示因樓梯間及機

房空間無其他設備之設計，為一個備用空間，故放置活

動式健身器材，提供買方使用，並於合約書載明活動式

健身器材將來如何使用，悉依管委會及主管機關決之。

案關廣告所刊載頂樓健身房平面參考圖與原核准之建造

執照之建築物用途不符，被處分人並未向新竹市政府申

請變更設計。 

（五） 案關建案接待中心已於 102 年 4 月底拆除並結束銷售，

現場所有對外銷售廣告 DM 資料皆已全數收回。被處分人

於102年 4月收到本會來文後，已致電百屋網要求於102

年 4 月停止刊登案關建案廣告，及致電 5G-新竹房地網

要求將案關建案網頁資料全數移除。 

三、 經函請五吉不動產顧問有限公司(下稱五吉公司)陳述及補

充陳述，略以： 

（一） 5G-新竹房地網係屬提供新竹地區不動產資訊的免費平

台，服務新竹購屋者的資訊搜尋及討論平台，網頁內容

皆由網路上各大房地產網站的內容資訊及圖片擷取而

來。 

（二） 案關建案於 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廣告為由網路上擷取

而來，並未由被處分人確認，於 102 年 5 月接獲被處分

人來電時刪除案關廣告。 

四、 經函請圓而方公司書面陳述，略以： 

（一） 案關「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傢俱配置參

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為圓而方公司提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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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案關建案銷售現場供參觀客戶參考。 

（二） 圓而方公司與被處分人就案關建案銷售部分並無簽訂

合作契約。 

五、 經函請神瑋公司書面陳述，略以： 

（一） 百屋網網站為神瑋公司所經營及架設。案關建案廣告

101年10月由被處分人委託刊登於百屋網購屋誌雜誌廣

告及網路廣告，刊登日期 101 年 10 月至案關建案銷售

完畢。 

（二） 案關建案網路廣告係由被處分人提供資料，神瑋公司再

以提供之素材製作網頁刊載於百屋網網站。 

六、 經函請新竹市政府提供專業意見及相關事證，略以：案

關建案各樓層申請之用途，詳如建築物概要表，依其所

載突出物第 2層用途為樓梯間及機房，第 3、4層用途為

辦公室及空調機房，原變更設計前第 3、4層夾層用途為

停車空間，第 10 層依其所載未有夾層。 

理   由 

一、 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

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

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而

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

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行為的重要判斷

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

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不正確之選擇，且將導

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故不實廣告

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行

政法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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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住宅用途及建物內容

等情狀，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

費者據廣告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享有廣告所揭示之建物內

容，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建物內容違反建管法規，有遭

罰鍰、或勒令拆除、停止使用、恢復原狀等處分之風險。 

三、 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資興建及銷售之預售

屋建案，為案關建案出賣人；又被處分人亦自承委外刊

登雜誌、網站廣告，並於案關建案銷售現場放置廣告資

料，顯見被處分人係以自己名義使用廣告，並藉由該等

廣告行銷其商品，故可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五吉公司為網路平台業者，網頁內容皆由網路上各

大房地產網站的內容資訊及圖片擷取而來，該公司僅提

供案關廣告免費刊登平台，並未參與廣告製作及利潤分

配等情事，對廣告內容尚無支配權，其經營型態為廣告

媒體業，難認為本案廣告主。至於神瑋公司僅為受被處

分人所委託刊載案關建案廣告，依被處分人提供之建案

資料執行廣告刊登業務，對廣告內容尚無支配權及利潤

分配等情事，亦難認為本案廣告主。 

（三） 又查案關建案於 5G-新竹房地網所刊載「3C-4C 型傢俱

配置參考圖」、「10B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

配置參考圖」為圓而方公司提供放置案關建案銷售現場

供參觀客戶參考，惟圓而方公司與被處分人或五吉公司

並無任何契約關係，且未收受利益，亦非案關建案之興

建與銷售者，僅屬建案銷售作業之協力廠商，尚非本案

廣告主。 

四、 本案廣告行為客體： 

（一） 查被處分人自承委由神瑋公司於百屋網購屋誌及百屋

網網站刊登廣告，故該百屋網購屋誌廣告及網站廣告為

本案廣告客體。 

（二） 次查就案關刊登於 5G-新竹房地網網站之案關建案廣告

部分，並非由被處分人委託或提供任何房地產資訊刊

617



公平交易委員會行政決定彙編                                                         處分 
 

  

載；復據五吉公司表示，前揭網頁廣告所載之內容皆由

網路上各大房地產網站的內容資訊及圖片擷取而來予

以刊登於 5G-新竹房地網網站，爰尚難認 5G-新竹房地

網網站所載建案廣告，屬被處分人廣告行為。另有關案

關建案銷售現場擺放「一層全區平面參考圖及頂樓健身

房平面參考圖」、「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

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被處分人

自承，於案關建案銷售現場擺放並提供給消費者參考，

爰其亦屬本案廣告論究範圍。 

五、 案關廣告刊載健身房公共設施，及一般住宅使用文字及圖

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項前段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

用類組使用，其有變更使用類組或有第 9 條建造行為以

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

車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不合之變更者，應申請變更

使用執照。另建築法第 91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更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

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經營

者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

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

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

復依新竹市政府核發之 101 府工建字第 00034 號建造執

照，其使用分區為第 2 種商業區；核准突出物 2 層之建

築物用途為「樓梯間及機房」；另建案各層用途核准為「辦

公室及空調機房」。 

（二） 本案「水蓮硯」健身房公共設施位置於建造執照屋突 2

層上登載用途為「樓梯間及機房」，建案各層用途核准為

「辦公室及空調機房」，倘作為健身房及一般住宅使用，

因使用類組不同及原核定使用不合，即應辦理變更用

途。查案關百屋網購屋誌廣告刊載「智取市心三代同堂

規劃」、「全員尊重智慧宅」、「尤其難得的是，『山多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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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了解尊親孝親子女們的需求，滿足父母想就近市區

念舊懷舊的堅持，讓市中心三代同堂的幸福不再是夢

想！孝親房、主人房、孩子房等一次到位，給幸福城市

裡的【水蓮硯】主人家無可言喻的幸福，【水蓮硯】成為

傳家寶，實至名歸！」等語；另「一層全區平面參考圖

及頂樓健身房平面參考圖」刊載健身房公共設施，及

「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傢俱配置參考

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以住家格局輔以客廳、

衛浴、臥室等裝潢傢俱。整體以觀足使消費者認知於購

屋後，得享有及使用案關公共設施，及各樓層室內可供

一般住宅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易決定之虞，然卻難

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日後有遭罰鍰、

勒令拆除、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等處分之風險；又被處

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宣稱健身房公共設施與原核准之

建造執照用途不符，及案關建案設計樓層高度為 5米 1，

其用途僅得登記為辦公室，依法不能申請變更為住宅，

且並未向新竹市政府申請變更設計。是上開廣告表示之

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已

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故案關廣告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洵堪認定。 

六、 案關廣告刊載夾層設計，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

定： 

（一） 依建築法第 9 條及第 25 條規定，建築物之建造係指新

建、增建、改建等行為，所稱增建，為於原建築物增加

其面積或高度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不得擅自建造。

依建築法第 86 條第 1款規定，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

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勒令停工補辦手續；必要

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建築物興建夾層(依建築技術規

則定義，係指「夾於樓地板與天花板間之樓層」，應受前

揭法規之規範。復依新竹市政府核發之 101 府工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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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4 號建造執照，第 003、004 及 010 層依其所載未有

夾層。 

（二） 查案關廣告「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傢俱配

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刊載上、下樓層

設計，足使消費者認知於購屋後，於案關建案合法施作

與使用夾層空間。惟查案關建案 003、004 及 010 層樓層

並未獲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興建夾層，被處分人亦自

承案關建案 003、004 及 010 層樓層高度為 5米 1，並未

受核准於 003、004 及 010 層施做上、下樓層，亦無上、

下樓層之施作，案關廣告傢俱配置參考圖，全部採上層、

下層之夾層裝潢設計，繪有上、下層之樓梯及相關傢俱

配置，實易使消費者誤認案關建案於交屋時或交屋後逕

行二次施工即可合法取得夾層使用空間，並據此認知作

成交易決定。是上開廣告表示之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

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

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故案

關廣告核屬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洵堪認定。 

七、 被處分人復辯稱案關「3C-4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10B 型

傢俱配置參考圖」、「10C 型傢俱配置參考圖」網頁廣告，

為圓而方公司自行製作並提供放置案關建案銷售現場供看

屋客戶參考裝潢配置使用，惟查事業對於廣告內容具有「約

制、監督」之義務，事業如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虛偽

不實或引人錯誤而仍任由刊載或使用，即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本案被處分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協力

廠商公司之傢俱配置參考圖有不實之虞，被處分人卻仍任

由圓而方公司於建案銷售現場擺放、使用，並提供予購屋

人參考等，被處分人違反「約制、監督」其廣告表示或表

徵之正確性義務，可見被處分人所辯實屬推托之詞。 

八、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銷售「水蓮硯」建案廣告上，刊載

健身房公共設施、一般住宅使用文字、圖片及夾層設計，

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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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

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不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

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

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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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10 號 

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390386 

址    設：桃園縣桃園市光興里中山路 486 號 3樓之 2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代銷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375741 

址    設：新竹縣竹北市縣政十街 6號 6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天空樹」預售屋建案廣告，刊載屋突二層及屋

突三層公共設施，對於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處千甲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60萬元罰鍰。 

     處華信林不動產代銷經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主動調查千甲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千甲林建設公司）銷售「天空樹」建案廣告，於「A﹒B 棟

屋突貳參層平面配置示意圖」刊載「岩之上茶藝室」、「暢快

視聽室」、「森之心茶藝室」與「暢遊視聽室」等設施，與桃

園縣政府核發之101桃縣工建執照字第會桃00256號建造執

照之建築物用途為「附屬機械室」、「附屬水箱」與「附屬樓

梯間」等空間不符，爰案關廣告疑涉有廣告不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到會補充陳

述函及到會陳述，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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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關「天空樹」建案係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所投資興

建，亦為案關建案之出賣人，案關廣告所呈現屋頂突出物

圖面與建築執照所標示之「附屬機械室」、「附屬水箱」並

無位置及功能之更動，在「附屬樓梯間」，原為供通道進

出之空間，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已預留通道之進出空

間，並利用剩餘空間，示意擺設活動物品，豐富其使用功

能並供公共使用，純屬提供參考之用途，並不妨礙通行或

安全之虞，而上述行為若有牴觸法令非被處分人千甲林建

設公司之初衷，已立即配合改善。 

（二）案關建案係委託華信林不動產代銷經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銷售，雙方於 101 年 6月

15 日簽訂「廣告企劃及業務銷售合約書」，被處分人華信

林不動產公司於101年 7月 1日至使用執照領取後6個月

止期間承攬廣告企劃製作及銷售，案關建案雖於案關合約

書中載有採「包銷制」之方式委託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

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與銷售業務，然實際上被處

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僅負責銷售業務、印刷與散發被處

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設計好之廣告，並未參與廣告企劃；

案關廣告「A﹒B棟屋突貳參層平面配置示意圖」係被處分

人千甲林建設公司依各項圖面文件等資料，自行設計案關

建案廣告內容後，再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處理後

續之印製及散發事宜；依「廣告企劃及業務銷售合約書」

第 8條有關承攬報酬之約定，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以

合約底價一定百分比計算，另超出或低於底價視為溢、減

價，俟扣除彈性運用部分結算後之超價，被處分人千甲林

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各按比例分配，又

各戶銷售底價平均低於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與被處

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雙方所定之銷售總底價，低於底價

部分由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自代售佣金中扣抵；另依

前揭合約書第 5條有關廣告與銷售之費用負擔約定，案關

建案銷售廣告製作與行銷費用依案關合約書總可售戶扣

抵保留戶後戶數之原始底價換算為承攬銷售總底價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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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干百分比編列，並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負擔與

全權負責企劃。 

（三）案關「天空樹」廣告「A﹒B 棟屋突貳參層平面配置示意

圖」共印製 1,200 份，另有在預售屋銷售現場設置電子錶

板，該錶板之內容與案關廣告內容相同僅是輸出予消費者

之媒介不同；案關廣告係案關「天空樹」預售屋建案委託

代銷事業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銷售時，於案關建案

接待中心(桃園縣桃園市中路段 1620 之 3 地號土地上)散

發於前來參訪之消費者使用，散發之期間於 101 年 11 月

25 日至 102 年 2月 28 日止，目前已無散發；案關廣告發

票所載數量為 4,400 份。 

（四）案關廣告宣稱「岩之上茶藝室」、「暢快視聽室」、「森之心

茶藝室」與「暢遊視聽室」，係表示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

公司在未變更屋突二層、屋突三層之附屬機械室、附屬水

箱及附屬樓梯間位置之情形下，在屋突剩餘空間設計「岩

之上茶藝室」、「暢快視聽室」、「森之心茶藝室」與「暢遊

視聽室」等擺設傢俱桌椅示意圖，供「天空樹」建案承購

戶作為休閒使用之參考，而該等屋突在不影響原本建築執

照所載附屬空間之情形下，剩餘空間拿來簡易擺放桌椅等

並供承購戶日後空間之參考利用，非故意廣告不實。 

（五）又案關廣告有關「岩之上茶藝室」與「暢快視聽室」分別

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 A 棟屋突貳層與參

層；「森之心茶藝室」及「暢遊視聽室」則分別設置於原

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 B棟屋突貳層及參層；又前揭

「岩之上茶藝室」、「暢快視聽室」、「森之心茶藝室」與「暢

遊視聽室」位置雖與原核准之建造執照用途及施工平面圖

並不相符，因目前案關建案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且被處分

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業已知悉本案恐有違法之虞，不會再加

以施作。 

三、經請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到會說明、到會陳述及補充

說明，略以： 

（一）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為案關建案之出賣人，並委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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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於101年7月1日至使用執照領

取後 6 個月止期間承攬該建案之廣告企劃製作及銷售案

關建案；案關廣告印刷之份數、發放之時間地點、目前散

發情形與發票明細等與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陳述相

同。 

（二）案關建案之銷售、負擔相關費用與利潤分配，係依據與被

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於 101 年 6 月 15 日之簽訂「廣告

企劃及業務銷售合約書」，雖該合約書載有採「包銷制」

之方式並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

廣告企劃與銷售業務，惟案關廣告「A﹒B 棟屋突貳參層

平面配置示意圖」係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依各項圖面

文件等資料，自行設計案關建案廣告內容後，再由被處分

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處理後續之美化製版（如文字字體之

選擇、平面配置示意圖之整理美化），被處分人華信林不

動產公司僅負責設計、印刷與散發等相關事宜，另如「岩

之上茶藝室」、「暢快視聽室」、「森之心茶藝室」與「暢遊

視聽室」等名詞，乃是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依照被

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提供之圖面文件以及其規劃之用

途，加以文字美化所做成，在案關廣告進行相關美工美化

後，再請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審閱後再行印刷並散發

給消費者。 

（三）又目前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與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

公司合作所發生之交易金額，因尚未交屋，故僅能提供

101 年至 102 年 6月之案關建案之相關營業額資訊。 

（四）案關廣告所載之「岩之上茶藝室」與「森之心茶藝室」為

可泡茶室，「暢快視聽室」及「暢遊視聽室」則為可觀看

影片室，經檢視案關「天空樹」建案之建造執造圖上，並

未有核准上述設施於建造執照圖上，然被處分人華信林不

動產公司於印刷及散發時並未探究案關設施是否與建築

執照相符。 

（五）案關建案之銷售情形與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所提供內

容相同。而案關建案之預售屋房屋買賣合約書之立約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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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則

為從旁協助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與購屋戶簽約。 

四、案經函詢桃園縣政府就案關建案相關問題表示專業意見，獲

復，略以： 

（一）案關建案截至旨揭發函日期為止，尚未取得使用執照，復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章第 1條第 1項

第 10 款、屋頂突出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

作物，包括樓梯間、水箱、屋突等，又查案關「天空樹」

建案之建造執照樓層附表所載突出物 001 層、002 層及 003

層之各層用途為 G3一般服務業（附屬樓梯間）、G2一般事

務所（附屬樓梯間）、D1 運動休閒設施（附屬機械室、水

箱）等，係依據前揭法令（即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作為突

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使用。 

（二）案關「天空樹」建案屋頂突出物在施工中並無設置「茶藝

室」、「視聽室」使用之情形，亦無法認定有妨礙都市計劃

等相關規定，而有適用建築法第 58條規定之情事。惟「天

空樹」建案之建造執照之土地使用分區屬「乙種工業區」，

係依據「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審查核准作一般商業設施使用；且屋頂突出物僅

得依上述規定作為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使用，應不得

辦理變更設計為「茶藝室」、「視聽室」之使用。是「天空

樹」建案應依核准之用途使用，不得擅自變更作為其他項

目、超出核准範圍或不符合其所屬使用分區之項目使用，

倘「天空樹」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後涉及違規使用，應依據

都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予以裁處。 

（三）案關「天空樹」建案之屋突用途為 G3、G2 與 D1，而案關

廣告係就該屋突之樓梯間部份使用為「視聽室」及「茶藝

室」，「視聽室」及「茶藝室」所屬為 B類等使用類別，縱

「天空樹」建案未來在不違反（工業區）使用分區之情形

下，仍依廣告將屋突之樓梯間部分變更為「視聽室」及「茶

藝室」，亦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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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

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

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故事業倘以廣告或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規定。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

往往為消費者從事消費行為之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商

品或服務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

誤而為不正確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效

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不公平競爭」

之效果，故不實廣告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競爭秩

序，違反者自應負行政法上之責任。 

二、有關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一）經查案關建案係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投資興建，並為

案關建案之出賣人。另案關建案之行銷與廣告企劃亦由被

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委託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

負責，雙方並簽訂「廣告企劃及業務銷售合約書」。足證

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除出資興建案關建案外，並本於

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製

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品，且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亦坦

承案關廣告之相關內容係該公司主動提供予華信林公

司，並需經其審閱、修改，及確認後，始交付印製及散發，

故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核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二）次查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依前揭「廣告企劃及業務

銷售合約書」，係採「包銷制」之方式承攬案關建案之廣

告企劃製作及業務銷售，依前揭合約書第 5條約定，案關

建案銷售廣告製作與行銷費用為承攬銷售總底價金額若

干百分比編列，並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負擔與全

權負責企劃，是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支付因銷售

房屋而生之業務、廣告及企劃費用，此亦有案關廣告製作

發票影本可稽。另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利用案關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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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達到其銷售之目的，佣金原則以售出戶之合約底價總銷

一定百分比計算，是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隨銷售數

量之增加獲利亦增，縱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司表示僅

是依據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提供之資料進行案關廣

告之美化，及協助案關「茶藝室」與「視聽室」命名等相

關作業，然據其合約以及實際經營型態顯與一般廣告代理

業有間，亦足堪認定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三、案關廣告刊載「岩之上茶藝室」、「森之心茶藝室」、「暢快視

聽室」及「暢遊視聽室」，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

定： 

（一）查案關建案建造執照突出物 2 層所載，為 G3 一般服務業

（附屬樓梯間，機械室）、G2 一般事務所（附屬樓梯間）、

D1運動休閒設施（附屬樓梯間，機械室）；突出物 3層登

載用途為 G3 一般服務業（附屬機械室，水箱）、G2 一般

事務所（附屬機械室、水箱）與 D1 運動休閒設施（附屬

機械室、水箱），而案關廣告之「岩之上茶藝室」與「暢

快視聽室」分別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 A棟

屋突貳層及屋突參層之附屬樓梯間；「森之心茶藝室」及

「暢遊視聽室」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 B棟

屋突貳層及屋突參層之附屬樓梯間，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

公司亦表示將案關建案屋突二層、屋突三層之附屬樓梯間

空間，於廣告變更設置供作茶藝室與視聽室。 

（二）另本案經提供該平面圖及案關廣告函請桃園縣政府表示專

業意見，因案關「天空樹」建案所核准之屋突用途與案關

廣告所載就附屬樓梯間做為「視聽室」及「茶藝室」之用

途不符，且案關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屬「乙種工業區」，

其屋頂突出物僅得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使用，不得辦理變更設計為「視聽室」

及「茶藝室」之使用，倘案關「天空樹」建案取得使用執

照後依廣告內容變更，即有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

得處以新臺幣 6 萬以上 30 萬以下罰鍰，並勒令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復原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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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一般社會通念，預售屋廣告中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
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交易決定因素之一，一般消費
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
及內容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及內容違反
建管法規，有遭限期改善、連續處罰、限期停止其使
用、停止供水供電或遭查報拆除等處分之風險，縱建
商實際交付之標的物與廣告內容相符，日後仍有遭查報拆
除之風險，其差距難為一般消費大眾所接受，又案關廣告
所載設施，使消費者誤認案關建案之屋突部分，將可供作
視聽室及茶藝室使用，況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亦表示
該等案關設施與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及用途並
不相符，是以，前開廣告表示內容乃與事實不符，其差距
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
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不公平
競爭之效果，其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千甲林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華信林不動產公
司就案關「天空樹」建案刊載屋突二層及屋突三層公共設
施，對於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
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
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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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11 號 

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006602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四段 166 號 6 樓之 1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甲山林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68679 
址    設：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四段 166 號 6 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甲山林丰藝」建案廣告上，宣稱系爭建

案為「萬坪公園第一排」，並以位置圖將所稱公園標註為「廣

慈公園」，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甲士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甲山林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銷售「甲山林丰藝」建案，於廣告宣稱系爭建案

為「「萬坪公園第一排」且於位置圖標註「廣慈公園」，惟廣慈

博愛院舊址所在土地並非全部為公園，疑涉有廣告不實。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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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甲士

林建設公司）將其「甲山林丰藝」建案委託被處分人甲山

林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甲山林房仲公司）

代為企劃、銷售，是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除出資興建

系爭建案之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被處分

人甲山林房仲公司為其執行廣告企劃及銷售等業務，故被

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核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被處分人甲山林房仲公司承攬「甲山林丰藝」建案房

地廣告企劃代銷等業務，依雙方簽訂之廣告業務企劃合約

書約定，廣告費用由被處分人甲山林房仲公司負擔，且其

所製作之一切廣告物，悉需經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審

閱簽認後，始得公開發行之；另查上開合約書第 7 條約定，

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係依客戶完成所有簽訂程序且金

額款項撥入該公司後合計之銷售底價總金額之一定比例做

為支付被處分人甲山林房仲公司之服務費。是案關廣告雖

須經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同意，惟因被處分人甲山林

房仲公司已實際參與系爭廣告文案之企劃與製作，並進而

利用廣告銷售，且隨銷售金額之多寡，取得不同之利益，

其經營型態顯與一般廣告代理業有所不同，足堪認定為本

案廣告主（被處分人甲士林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甲山林房

仲公司下合稱本案廣告主）。 
三、 查系爭廣告宣稱「甲山林丰藝」建案為「萬坪公園第一排」，

並以位置圖將所稱公園標註為「廣慈公園」，依一般或相關

大眾施以普通注意力，系爭廣告用語應指「甲山林丰藝」

建案係與面積廣達「萬坪」之「廣慈公園」相鄰。就系爭

宣稱之真實性，本案廣告主說明以，廣慈博愛園區土地佔

地 6.5 公頃，其中設有佔地約為 1.6 公頃之「信義 413 號公

園」，一般社會大眾則通稱該公園為「廣慈公園」，另因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官方網站內容及民眾於網站發表之文

章等均以「廣慈公園」稱呼廣慈博愛園區之整體，是以廣

慈博愛園區之公園形象已深植民眾心中。目前因廣慈 BOT
案已告暫停，環保團體及地方人士均呼籲廣慈博愛園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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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朝向森林公園方向規劃，是以本案系爭廣告文案係屬反

映一般民眾對於廣慈公園之印象。另因系爭建案為成屋銷

售，消費者前往現場洽詢時，即可對於廣慈博愛園區現場

狀況及使用方式獲得完整了解，不至於有引人錯誤之虞。 
四、 有關系爭位置圖所標註者是否為「廣慈公園」及其面積是

否廣達「萬坪」，經檢視系爭廣告所標示位置，案關「廣慈

公園」位於臺北市福德街及大道路交叉口且其一側隔福德

街與「甲山林丰藝」建案相鄰，實係指廣慈博愛園區之整

體。依臺北市政府地政局（下稱北市地政局）所提供資料，

廣慈博愛院及福德平宅共同重新規劃開發之舊址即所謂廣

慈博愛園區面積共 65,091 平方公尺（約 6.5 公頃），雖上開

園區面積經換算約近 2 萬坪之廣，然查廣慈博愛園區整體

尚非本案廣告主所稱之「廣慈公園」，實際上「廣慈公園」

僅係廣慈博愛園區中所設「信義 413 號公園」之一般通稱

已如本案廣告主所自承，復按依北市地政局函文所示，上

開公園面積為 15,776 平方公尺（約 1.57 公頃），經換算後，

系爭「信義 413 號公園」面積約僅 4,772 坪，本案廣告主

亦自承廣慈博愛園區其餘部分目前以圍籬阻隔，尚未開放

供一般民眾做為公園使用，是民眾實際可使用之「信義 413
號公園」面積尚不足 5 千坪，與廣告宣稱「萬坪公園」相

去甚遠。雖本案廣告主稱因廣慈 BOT 案已告暫停，環保團

體及地方人士均呼籲廣慈博愛園區土地朝向森林公園方向

規劃，且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消費者前往現場時可完整

了解廣慈博愛園區整體狀況，不至引人錯誤。然查迄無事

證足資證實廣慈博愛園區內目前規劃為社會福利設施用地

或第三種商業區（特）用地部分未來將變更規劃為公園用

地，而使系爭「信義 413 號公園」面積得以達萬坪之廣，

且縱消費者親至現場觀察得知「信義 413 號公園」僅廣慈

博愛園區之一部分，亦難謂具有足夠能力自行丈量或判斷

系爭公園面積大小與廣告宣稱間差距。是依現有事證，系

爭廣告宣稱「甲山林丰藝」建案為「萬坪公園第一排」，並

以位置圖將所稱公園標註為「廣慈公園」，係就公有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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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表示與使用廣告當時之客觀狀況不符，且其差異難為

一般消費大眾接受者，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五、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銷售「甲山林丰藝」建案，宣稱系爭

建案為「萬坪公園第一排」，並以位置圖將所稱公園標註為

「廣慈公園」，就其商品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

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營業

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易

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102 年 6 月 30 日蘋果日報 A15 版廣告。 
二、 甲士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8 月 23 日（102）士總字

第 0075 號函及同年 10 月 11 日陳述紀錄及行政陳述書。 
三、 甲山林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02 年 8 月 21 日、同年 8 月

23 日函及同年 10 月 11 日陳述紀錄及行政陳述書。 
四、 臺北市政府地政局 102 年 8 月 26 日北市地權字第

10232367500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

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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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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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12 號 

 

被處分人：達康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287139 

址    設：臺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1段 17 號 10 樓之 6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法定應

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22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應於主要

營業所備置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並將證明文件

送本會備查。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本會於 102 年 4月 3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辦理業務

檢查，因被處分人陳稱已於 101 年 5 月起停止實施多層次傳

銷，並將相關業務轉由美加醫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加公

司）承接，僅提供 101 年 1 月至 4月之傳銷組織系統表、參

加人數及會員名冊等部分受檢資料，並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

會員經銷商申請契約書與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

支付之價款總額等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直至 102 年

4 月 16 日始提供被處分人會員經銷商申請契約書、解除契約

書、退貨單等資料到會。另經本會調查發現被處分人 101 年

5月並未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致有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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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5月至 102 年 3 月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涉有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22 條之規定。 

理    由 

本會 102 年 4月 3 日業務檢查時，查得被處分人未於其主要

營業所備置截至 101 年 1月至同年 4月之會員經銷商申請契

約書與處理參加人退貨之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款總額等

法定應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於 102 年 4 月 16 日始提供到

會。另被處分人陳稱已於 101 年 5 月起停止實施多層次傳銷

業務致被處分人於前揭業務檢查亦未備置 101 年 5 月至 102

年 3 月之各法定應記載事項，然據：（一）本會前於 101 年 5

月 15 日赴被處分人營業所業務檢查，當時營業現場仍從事

多層次傳銷業務，並未向本會人員表明欲停止從事多層次傳

銷；（二）被處分人於 101 年 6 月 14 日到會陳述亦陳明「是

自 100 年 12 月開始實施達康美超值優惠專案迄今」、「本公

司目前並無打算於何時結束本優惠專案，倘有新商品出來

後，本公司會再另設計其他入會專案」；（三）本會於前案（101

年 11 月 8 日公處字第 101162 號處分書）併查悉被處分人自

100 年 12 月增加實施達康美超值優惠專案入會條件，迄 101

年 7 月賡續實施中；（四）被處分人於 101 年 6 月、11 月、

12 月間，曾多次向本會變更報備該公司加入條件、傳銷制度

與傳銷商品等報備資料；（五）被處分人於 102 年 6 月 10 日

書面意見表示，「401 報表 101 年 5 月至 102 年 2 月期間進項

金額來源為 101 年 5 月以前公司戶產生獎金的佣金發票」，

經檢視該項資料乃屬被處分人 101 年 5 月起迄同年 12 月 31

日止之銷售金額，及參照被處分人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401 報表）101 年 5 月起迄 102 年 6 月止銷售額總額，

顯見被處分人於 101 年 5月以後仍有持續進貨並銷售等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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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尚難認被處分人業如其所稱於 101 年 5 月後停止多層次

傳銷業務。 

一、 復依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102 年 6 月 24 日北市衛醫護

字第 10233964301 號裁處書處分理由，民眾反映被處分

人於每週二及四辦理直銷說明會，說明會內容主要告知

民眾，若以 36,000 元加入會員，即可至全省美加連鎖診

所就醫，享有醫療費用 7 折優惠，經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於 102 年 6 月 6 日派員前往被處分人營業所查察，查獲

被處分人外聘講師柯君於直銷說明會講述「達康美加盟

套組 36,500 元，生活卡至美加醫美診所享 52 項產品健

檢費，可至美加連鎖診所醫美雷射優惠 5-8 折；102 年 7

月 24 日北市衛醫護字第 10233983903 號裁處書處分理由

亦稱「受處分人（即達康美公司）藉直銷方式以加入會

員即可至全省美加連鎖診所就醫，享有醫療費用折扣優

惠方式」，顯見被處分人於 102 年度仍有以「達康美生活

股份有限公司」名義於直銷說明會招攬會員，從事多層

次傳銷業務。 

二、 綜上，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其營業所備置應

按月記載之發展狀況，核已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規定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22 條規定，經審酌

其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

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

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

交易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1 年 6 月 14 日陳述記錄。 

二、 本會 101 年 11 月 8 日公處字第 101162 號處分書。 

三、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20 日、102 年 6 月 10 日、1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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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102 年 10 月 23 日、102 年 10 月 28 日陳述

書，與 102 年 4 月 16 日、102 年 10 月 23 日陳述紀錄。 

四、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102 年 6 月 24 日北市衛醫護字第

10233964301 號裁處書及 102 年 7 月 24 日北市衛醫護

字第 10233983903 號裁處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

務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

項、參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

益之禁止行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第 1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

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 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 條之 4 所定之

管理辦法者，依第 41 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

列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

二、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

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

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22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主要營業所備置下列

書面資料，按月記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發展狀況：一、

事業整體及各層次之組織系統。二、參加人總人數、當月

加入及退出之人數。三、參加人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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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或營利事業登記證統一編號、地址、聯絡電話及主要分

佈地區。四、與參加人訂定之書面參加契約。五、銷售商

品或勞務之種類、數量、金額及其有關事項。六、佣金、

獎金或其他經濟利益之給付情形。七、處理參加人退貨之

辦理情形及所支付之價款總額。前項資料，保存期限為五

年，停止多層次傳銷行為者，亦同。」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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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13 號 

被處分人：仁品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092879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逢甲里寶慶街 50 巷 21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上安居」建案，於Ａ戶傢俱配置參考圖將

陽台標示為室內空間，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仁品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銷售「上安居」建案，於 A戶傢俱配置參考圖(下稱系

爭廣告)將部分空間以虛線方式標示，系爭空間疑有將陽台空間

使消費者誤認可作為室內空間使用之虞。 

理   由 

一、 系爭廣告將虛線標示之空間納入室內臥室空間使用，其整

體內容綜合觀之，足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購買系爭建案 A

戶後，得據合法權源，比照廣告所呈現之規劃為室內空間

配置使用。惟據被處分人陳稱，該廣告以虛線標示之空間，

原經核准用途為「陽台」，故系爭廣告虛線標示之空間作為

室內臥室空間配置使用即與所核定用途並不相符。次據，

臺中市政府表示，系爭廣告標示虛線部分之空間，其建築

圖說標示為陽台，如與建築圖說不符，應辦理建造執照變

更設計，倘屬無法辦理建築執照程序之違建，其擅自建造

部分將依「臺中市既有違章建築違規程度評分表」依序依

規辦理。另被處分人亦自承依照臺中市有關容積移轉及土

地管制相關法規規定，系爭建案 A 戶陽台因屬虛空間，無

法再合法進行變更設計而作為室內空間（實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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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此，系爭廣告將陽台以虛線標示為室內臥室空間配置使

用情形，因已無法為變更設計之申請，系爭建案 A 戶於興

建完成交屋後，消費者並無合法權源得依廣告所規劃空間

配置為使用，倘擅自建造即屬違建，有遭違反建築法規而

查報、拆除之風險。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使用空間影響購屋決定至

鉅，一般消費者觀諸系爭廣告，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

告呈現之規劃內容為使用，卻難以獲悉前開室內空間配置

使用情形係違法增建，而將有遭強制拆除之風險。是以，

系爭廣告之表示與事實不符，其差異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

接受之程度，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

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

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不正競爭之效果，核屬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廣告未經其審閱，其並不知悉系爭

廣告之使用情形。惟查，系爭建案乃被處分人所興建並售

予消費者，據被處分人自承，系爭建案之廣告、企劃及銷

售等事宜，乃全權委由寶利發興業有限公司為之，故被處

分人基於系爭建案房地出賣者之地位，即應善盡出賣人之

監督、管理義務，要難以系爭廣告其未審閱而得脫免廣告

主之責。 

四、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上安居」建案，於廣告上將原規劃

用途為陽台空間部分劃作室內空間為使用，係就商品之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

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

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

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

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

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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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關 A戶傢俱配置參考圖乙份。 
二、 被處分人 102 年 5 月 13 日、同年 9 月 9 日、同年 9 月 12

日、同年 10 月 24 日、同年 12 月 10 日陳述書及同年 9 月
10 日、同年 12 月 11 日陳述紀錄。 

三、 臺中市政府 102 年 8 月 15 日府授都建字第 1020136033 號
函及 102 年 11 月 20 日府授都建字第 1020223404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1 條第 1項：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 
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事
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狀
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
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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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214 號 

被處分人：台灣萬事達通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013554 

址    設：基隆市信義區義九路 6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23條之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

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未於開始實施前依法向本會

報備，疑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 

理   由 

一、 查被處分人之承攬業務制度-制度及獎金說明中，經銷授權

金事項說明第 1 點第 1 項表示，事業或個人欲申請加入被

處分人此制度時，申請簽約同時繳交費用新台幣 3,600 元

（內含等值 3,600 元套裝商品）。第 3點獎金發放及考核方

法下之表格內容寫明階級分為代表（買 3,600 元之商品），

獎金分配比率為 30%；拿督（PV70,000/連續 3 個月內；增

員代表 20 人/3 個月內），獎金分配比率為 35%；白金

（PV150,000/連續 3 個月內；增員代表 40 人/3 個月內），

獎金分配比率為 40%；鑽石（PV240,000/連續 3個月內；增

員代表 70人/3 個月內），獎金分配比率為 45%，共 4階級。

另直購 3,600 元之商品可升級代表授權；直購 65,000 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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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可升級拿督授權；直購 140,000 元之商品可升級白金

授權；直購 250,000 元之商品可升級鑽石授權。又被處分

人獎金種類分為直售獎金、階級差獎金、階級輔導獎金、

鑽石展店分紅獎金四種，所謂階級差獎金係指，當甲介紹

乙加入，乙介紹丙加入被處分人之多層次傳銷組織，甲、

乙、丙 3 人分別為白金、拿督、代表階層，若丙購買一定

數量商品，則丙可獲該批商品 PV值 30%之獎金、乙可獲得 5%

之獎金（拿督 35%－代表 30%）、甲可獲得 5%之獎金（白金

40%－拿督 35%）；階級輔導獎金係指，當甲代表介紹乙代

表、乙代表介紹丙代表、丙代表介紹丁代表加入被處分人

之多層次傳銷組織，此 4 人具上下線關係，丁屬新進參加

人，若丁代表消費 PV 值 1,000 的商品，則丙代表可得獎

金 50元（1,000×5%）、乙代表可得獎金 30 元（1,000×3%）、

甲代表可得獎金 20 元（1,000×2%），前揭獎金發放方式，

核已具有多層級團隊計酬之特性。按被處分人自 102 年 4

月開始即由公司股東或負責人等向他人招徠介紹案關制

度，致該他人同意填寫參加契約書並簽名加入被處分人組

織，同時銷售商品予各會員並依據各商品 PV值計算獎金。

故被處分人之參加人係給付一定費用（購買新台幣 3,600

元以上金額之商品）予被處分人成為參加人後，取得介紹

推薦他人參加之資格，並因其推薦他參加人加入及該參加

人購買一定金額之商品而可取得一定比例之獎金，該多層

級傳銷組織及獎金制度已合致公平交易法第 8 條第 1 項多

層次傳銷之定義。 

二、 被處分人雖辯稱尚未實施系爭業務及獎金制度，目前會員

均為公司股東或負責人之家人或親戚，係預先填寫會員參

加契約並先行卡位等語云云，按被處分人參加人既係由該

公司股東或負責人等招徠介紹系爭業務及獎金制度後，同

意填寫參加契約書並簽名而加入被處分人組織，各參加人

亦須購買至少 3,600 元之商品始可取得推廣、銷售商品及

介紹他人參加之權利，並可因此獲得獎金，被處分人實已

具備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要件，而參加人間是否具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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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親戚關係並不影響事業是否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判

準，況多層次傳銷行為本具有「人傳人」之特性，實務上

多層次傳銷事業之參加人先推介自己的親戚、家人、朋友

等關係親近者加入著非罕見，被處分人自難以招募的會員

均為公司股東或負責人之家人或親戚來抗辯自身未實施多

層次傳銷行為。至被處分人表示目前並未發放獎金一事，

蓋獎金是否確實發放僅為多層次傳銷事業實施多層次傳銷

行為後的履行契約義務，亦非判定事業是否合致實施多層

次傳銷行為之基準，被處分人尚難以此原因主張其並未實

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三、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行為，未於開始實施

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依公平交易法第 23條之 4所

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

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

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條第 1項

前段及第 42條第 3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2 年 7 月 23 日現場調查陳述紀錄及、102 年 9

月 24 日到會陳述紀錄、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2 年 12

月 10 日）補充資料。 

二、 被處分人提供之承攬業務制度-制度及獎金說明文件。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易法 

第 23 條之 4：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

報表應經會計師簽證並對外揭露、對參加人應告知之事項、參

加契約內容、參加人權益保障、重大影響參加人權益之禁止行

為及對參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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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42 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23條之 4所定之管理
辦法者，依第 41條規定處分。 

公平交易法施行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量處罰鍰時，應審酌一切情狀，並注意下列
事項：一、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二、違
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三、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六、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
警示。七、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八、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 

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 
第 5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
前，應備齊及據實載明下列事項，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一、
事業之名稱、實收資本額、代表人或負責人、所在地、設立登
記日期、公司及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二、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
業所所在地。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行為之日。四、參加人
加入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之條件。五、傳銷制度，應包括佣
金、獎金及其他經濟利益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
計數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例。六、參加契約條款及格式。七、
銷售商品或勞務之品項、價格、單位成本、用途、來源及其有
關事項。八、事業依本法第 23條之 2及第 23 條之 3規定買回
商品或勞務之價值訂有減損標準者，其依據及內容。九、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12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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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條文別分類 

【第 10 條】 
一、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因濫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12

二、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濫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20

三、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因濫用市場獨占地位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22

 
【第 11 條】 
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碩網網路娛樂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事業因應申報結合

而未申報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8

二、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數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事業因應

申報結合而未申報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01

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與他事業合資設立智趣王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申

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07

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與他事業合資設立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申報

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13

五、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或取得耀

榮不動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19

六、聯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23

 
【第 14 條】 
一、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函報合船採購進口黃豆之聯合行為主體，擬增加富鼎資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准予備查案。 
279

二、○○○君等 5 人因聯合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41

三、麥寮汽電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事業因聯合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15

 
【第 18 條】 
一、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51

二、視連科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99

三、耀星數位科技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07

四、鴻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73

五、怡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71

六、喜特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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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豪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45

 

【第 19 條】 
一、松濱企業有限公司因以不正當方法，使他事業不為價格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及

妨礙公平競爭之虞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97

 
【第 21 條】 
一、翔峰事業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

二、信安藥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

三、福運起重行因就服務之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  

    案。 
8

四、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9

五、喜福國際有限公司因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處分案。 
22

六、乾盛國際家電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4

七、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與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

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72

八、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采舍國際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 

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08

九、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千琦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

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39

十、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偉興企業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反

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44

十一、桃德建設有限公司與鴻茂廣告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

處分案。 
163

十二、森永國際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68

十三、日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74

十四、衣博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82

十五、樺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85

十六、星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92

十七、弘瀚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96

十八、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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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華汽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18

二十、台灣愛普力卡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22

二十一、鷁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25

二十二、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達韻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反

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28

二十三、慶昇機車行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33

二十四、坤德建設有限公司與大芸廣告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

法處分案。 
280

二十五、全晟立開發貿易有限公司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88

二十六、夢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91

二十七、○○○君與○○○君等 2人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94

二十八、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97

二十九、優比寢飾館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19

三十、得力仕股份有限公司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易法處分案。 
338

三十一、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42

三十二、夢奇地國際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54

三十三、○○○君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60

三十四、宏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63

三十五、洋達行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79

三十六、傳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86

三十七、增家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89

三十八、韋恩企業社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92

三十九、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95

四十、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泓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

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99

四十一、鐵匠金屬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30

四十二、雙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33

四十三、堃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37

四十四、大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52

四十五、○○○君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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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六、○○○君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61

四十七、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巧禮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

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64

四十八、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與家宏實業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

交易法處分案。 

495

四十九、順富國際機電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99

五十、誠智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02

五十一、漢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05

五十二、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廣瑞國際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

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12

五十三、三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40

五十四、友盛建設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52

五十五、復得科技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82

五十六、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89

五十七、山多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13

五十八、千甲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華信林不動產代銷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

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22

五十九、甲士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甲山林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等 2事業因廣告不 

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30

六十、仁品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40

 
【第 22 條】 
一、德發科技有限公司因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

情事與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8

 
【第 23 條】 
一、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2

二、美商維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87

三、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96

四、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書改正違法行為及

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03

五、摩卡科技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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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台灣隆力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36

七、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48

八、全球批發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57

九、格柏蕾蒂國際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71

十、中美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50

十一、睿立濠國際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57

十二、中天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67

十三、彩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03

十四、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458

十五、天下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09

十六、台灣易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58

十七、海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61

十八、超群雅國際行銷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64

十九、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67

二十、慶云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79

二十一、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86

二十二、新綠基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93

二十三、達康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與多層次傳銷管

理辦法處分案。 

635

二十四、台灣萬事達通路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與多層次傳銷管

理辦法處分案。 

643

 
【第 24 條】 
一、欣欣瓦斯管路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2

二、德發科技有限公司因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

情事與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28

三、麻豆子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38

四、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不實與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

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72

五、同輝建設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90

六、金震宇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

案。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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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等 6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

平交易法處分案。 

243

八、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等 14 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

交易法處分案。 

258

九、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

平交易法處分案。 
468

十、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

處分案。 
533

十一、大台北區瓦斯設備行因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571

十二、清玉美味有限公司因未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

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605

 
【第 41 條】 
一、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1203 號處分書改正違法行為及

多層次傳銷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處分案。 
103

 
 


	封面.pdf
	目錄.pdf
	行政決定彙編.pdf
	7月份行政決定.pdf
	翔峰事業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信安藥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福運起重行因就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欣欣瓦斯管路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喜福國際有限公司因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德發科技有限公司因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與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麻豆子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乾盛國際家電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國健生物科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美商維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同輝建設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8月份行政決定.pdf
	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公處字第101203號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及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采舍國際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因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摩卡科技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隆力奇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千琦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偉興企業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美兆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歐萊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全球批發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桃德建設有限公司與鴻茂廣告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森永國際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格柏蕾蒂國際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日新開發工程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衣博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樺融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星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弘瀚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視連科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耀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愛普力卡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鷁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達韻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慶昇機車行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金震宇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鴻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函報合船採購進口黃豆之聯合行為主體，擬增加富鼎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准予備查案。

	9月份行政決定.pdf
	坤德建設有限公司與大芸廣告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全晟立開發貿易有限公司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夢想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君與○○○君等2人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優比寢飾館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因濫用市場獨占地位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得力仕股份有限公司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美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夢奇地國際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睿立濠國際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君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宏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天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0月份行政決定.pdf
	怡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洋達行因就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傳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增家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韋恩企業社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指南噴砂油漆工程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泓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彩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與他事業合資設立智趣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與他事業合資設立中華碩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透過子公司光世代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或取得耀榮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鐵匠金屬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雙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堃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君等5人因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大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君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中鑫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君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巧禮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事業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喜特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1月份行政決定.pdf
	森森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與家宏實業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順富國際機電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誠智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漢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天下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與廣瑞國際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事業因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美芝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景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豪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友盛建設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易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海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超群雅國際行銷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八馬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大台北區瓦斯設備行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月份行政決定.pdf
	慶云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復得科技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儕陞生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新綠基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松濱企業有限公司因以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清玉美味有限公司因未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重要資訊，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山多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千甲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華信林不動產代銷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甲士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甲山林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等2事業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達康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仁品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台灣萬事達通路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依條文分102.7-12.pdf
	【第10條】
	【第11條】
	【第14條】
	【第18條】
	【第19條】
	【第21條】
	【第22條】
	【第23條】
	【第24條】
	【第41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