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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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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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聘請素人於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網路分享，並隱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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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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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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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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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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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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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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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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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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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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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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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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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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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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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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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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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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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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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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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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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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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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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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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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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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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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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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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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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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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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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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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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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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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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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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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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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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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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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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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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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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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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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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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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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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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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