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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廣告已成為企業經營者推廣商品、服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礙於廣告播出的成

本相當昂貴，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廣告播出時間內，吸引消費者的目光並充分傳達商

品、服務之資訊，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隨著科技及傳播媒體的發展，廣告呈現的

方式相當多變，早已不再是以往平鋪直敘、單調的傳播模式。廣告既然與人們的生

活息息相關，若有不肖企業經營者利用廣告傳遞不實訊息，將有許多消費者權益會

遭受侵害，因此實有必要對於廣告的內容或傳播手法加以管制。  

本文研究之核心－公平交易法，對於廣告之規範主要為第 21 條，面對本文所

列出五種新型態之廣告，依現行公平交易法規定是否依舊能夠充分掌握各該新型態

廣告之不法性，便為本文探討之重點，本文最後針對現行法規範不足之處，參酌外

國立法例提出修法方向。 

關鍵詞： 新型態廣告、網路廣告、關鍵字廣告、薦證廣告、部落客廣告、隱藏式廣
告、問卷調查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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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商業競爭激烈的時代，除了自家商品服務品質本身的條件外，如何讓自

家商品服務有最大的能見度、曝光率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隨之而來的便是推陳出

新的傳銷手法，事業主最主要的目的便是希望其商品服務能夠從眾多的競爭事業中

脫穎而出，獲得廣大消費群眾更多的關注，如此便能提高其商品服務銷售的機會。  

有別於傳統廣告主行銷方式，即單純透過傳播媒體告知消費群眾其商品服務為

何、有何特性或售價為何等，使消費者立即能知悉廣告所欲推廣商品服務的相關條

件，新興廣告手法千奇百怪，如可能對於其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未充分揭露重要

交易條件，而僅凸顯出片面優惠訊息，目的便是吸引廣告接收者的注意，正因如此

便容易引發交易糾紛，又加上網際網路使用的普及，透過網路媒體所作廣告的手法

更是變化萬千，同樣地，因網路廣告交易而引發的糾紛也不斷出現，如知名事件－

戴爾標錯價案。因而，就本文研究之核心－公平交易法是否依然能夠有效規範該些

新型態之廣告，以減少交易糾紛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此也正為本文研究之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以下將先從我國廣告市場之概況出發，了解國內廣告市場

之發展，接著對本文所列出之五種新型態廣告，從意義、特色、外國立法例、公平

交易法對其適用情形及實務案例探討等方面作整理、說明及評析。最後歸納本文研

究心得，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立法修正及執法方向之建言。 

二、台灣廣告市場之演進 

(一) 廣告數量分析  

依統計數據1，可以明顯看出台灣 50 年來的廣告投資額，除了少數幾年是呈現

負成長外，幾乎年年的廣告投資額都是正向發展，台灣廣告市場 50 年來廣告量總

                                                      
1 參「台灣廣告市場五十年來總成長分析」，廣告與市場雜誌，11 月號，18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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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率達到近五百倍，由民國 49 年廣告量一億多元成長到民國 99 年廣告量五百多

億元2，如此驚人的數據也顯現出台灣廣告市場的潛力。 

2011 年台灣總廣告量達到 1,141.24 億元，而由圖表 1 可知主要傳統媒體中的電

視佔了總廣告量 24.34%、報紙佔 9.43%、雜誌佔 6.09%及廣播佔 3.54%，相較於

2010 年的總廣告量（圖表 2），廣告總量微幅成長了 0.89%，電視媒體成長

1.64%，報紙媒體衰退 10%，雜誌媒體成長 2.5%，廣播媒體衰退 10%。由這些數據

可看出，在廣告主最常使用的傳統媒體依序為電視、報紙、雜誌及廣播，而電視為

廣告主最喜愛的主力媒體，其年年佔年度總廣告量的比例都是最高，且呈現穩定成

長的趨勢。另外，在新興媒體方面，最受矚目的便屬網路媒體，其廣告總量從 2008

年的 59.76 億元，成長到 2011 年的 102.61 億元，其不僅是穩定成長，隨著使用人

口的增加，網路媒體於廣告上使用的成長幅度可說是快速且驚人，因此網路媒體於

往後佔年度廣告總量的比例絕對是年年提升。 

 

資料來源：動腦雜誌，第 431 期，3 月（2012）。 

圖 1 2011 年總廣告量 

                                                      
2 此處引註資料所謂總廣告量應係指傳統五大媒體有線、無線、報紙、雜誌及廣播之統計數

據。 

    1,141.2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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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動腦雜誌，第 419 期，3 月（2011）。 

圖 2 2010 年總廣告量 

 
資料來源：動腦雜誌，第 419 期，3 月（2011）。 

圖 3 1991-2011 年台灣各媒體接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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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告媒體環境趨勢  

根據上圖我們可以看到電視媒體的閱聽率持續保持平穩，沒有特別劇烈的變

動，但是在報紙及廣播的閱聽率卻很明顯地呈現逐年下滑的走向，而在網路的部分

則呈現高度成長。 

網路新興媒體的崛起雖然對傳統媒體帶來相當地衝擊，但卻沒有因此使得電

視、報紙、廣播、雜誌媒體在廣告產業中消失，從上圖的接觸率顯示這些傳統媒體

仍然在消費者的生活中佔有一席之地。為了因應網路崛起的現況，各傳統媒體必須

採取有別以往的經營策略，未來若還想僅靠單一收入將難以生存，唯有整合全方位

資源，轉型成多功能的載體，運用本身特性、優勢並不斷積極創新，如此才能在數

位時代存活下去! 

(三) 廣告代理業與媒體代理業現況 

國內主要的媒體代理公司則可分為歐美傳播集團、日本傳播集團及本土媒體代

理商。我國的媒體代理市場完全被外國的傳播媒體所佔據，我國本土媒體服務公司

全部加起來市佔率也不過僅 10%而已3，因此除非採用結盟策略，否則根本無法和國

際性傳播集團一較長短。 

我國廣告代理產業是因應客戶需求而產生，除了原本的媒體代理業務之外，也

陸續加入了市場調查、公共關係、促銷規劃等服務項目，成了所謂的綜合廣告代理

商，發展成可以提供廣告主全方位行銷傳播服務的一個產業4。在廣告媒體代理商出

現以前，即 1960 年代的廣告市場，廣告流程進行的模式很簡單，主要是由廣告主

全權透過廣告代理商承攬所有服務，包含市場調查、產品定位、產品策略、媒體企

畫及媒體購買等，最後再對媒體發稿。直至 1990 年末期，才有第一家媒體代理商

成立，正式從廣告代理商獨立出去，而媒體代理商的出現瓜分了原本屬於廣告代理

產業中的媒體服務部分，包含媒體企劃、媒體購買等等功能，如此也使得整個產業

環境出現變化，原本屬於綜合廣告代理商服務項目的媒體購買部門、市場調查部

                                                      
3 參「台灣媒體代理市場剖析」，動腦雜誌，第 398 期，46 (2009)。 
4 參呂冠瑩，廣告學，3 版，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42-4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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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公共關係部門、設計部門等等也相繼獨立出去，另外成立公司，如此的情形對

原本主導整個廣告市場運作的綜合廣告代理商是相當大的衝擊。發展至今，媒體代

理商的功能已從最基本的媒體企劃與購買，邁向專業化的服務提供5。 

三、新型態廣告 

由上述介紹可知台灣廣告市場結構變化相當大，而廣告產業成長幅度也相當驚

人，再加上新興網路媒體崛起及大量運用，廣告可說是無所不在，因此隨著科技日

新月異、社會經濟活動日趨繁盛，越來越多廣告新的表現手法產生，對於此些新型

態廣告，依現行法制是否依舊能加以規範，成為主管當局相當重視的課題，以下介

紹之。 

(一) 網路廣告 

由於網際網路普及、上網人口龐大，投放在網路上的廣告能接觸到的大眾族群

廣泛，相對廣告效應也顯著，因此廣告主相當重視網路廣告的投放，因而網路廣告

成為廣告主推廣行銷其商品服務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以下就網路廣告相關議題作

討論。 

1. 定義與發展概況 

所謂網路廣告，係指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以網際網路為媒介，提供商品

或服務之相關資訊，以招徠交易機會之傳播行為6；其亦可稱作線上廣告，換句話

說，凡利用網際網路媒體，以文字、語言、聲響、圖形、記號、數字、影像、顏

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藉以

激起消費者購買之欲望者，皆可稱作網路廣告7。其包含橫幅廣告8、直條式廣告9、

                                                      
5 參黃翊軒，從台灣媒體代理商探討廣告市場的媒體運作，國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

學系碩士論文，14-16 (2008)。 
6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7 參王博鑫，網路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其民事責任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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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式廣告10或按鍵式廣告11等等12。 

網路廣告是廣告業重要的一環，除了網路使用者持續增加，行動裝置用戶的增

長也更擴張網路廣告觸及的範圍與人數。而科技發展讓廣告模式多元化，有文字廣

告、橫幅廣告，影音廣告等等，讓網路廣告增添了趣味性與吸睛度。根據 eMarketer

在 2012 年 1 月發表數據顯示，美國網路廣告在 2012 年將有 23.3%的增長，市場規

模逼近 40 億美元，且在未來 4 年，網路廣告市場仍為成長狀態。如此之數據顯示

網路媒體力量不容忽視，同份發表報告比較網路廣告、平面廣告、電視廣告的市場

規模趨勢發現，網路廣告與電視廣告市場持續增長，但電視廣告成長速度較緩，而

平面廣告市場規模則是緩緩下滑，顯示電視廣告雖不衰退，但網路廣告市場實力穩

定，增長趨勢較明顯13。 

進而觀察台灣的網路廣告市場，發現台灣網路廣告市場發展趨勢與美國相似，

但成長比例更高。根據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統計數字，台灣 2010

年網路廣告市場達到新台幣 85.51 億元，較 2009 年成長 22.36%14；2011 年網路廣

告市場有新台幣 99.67 億元，較 2010 年成長 16.55%15。由上述數據可知網路廣告市

場無論於國內或國外，發展皆相當快速，營收呈現年年成長的狀態，也因此網路廣

告市場的商機相當龐大，如何有效利用網路廣告推廣產品服務，將是廣告主於行銷

時須考量的要點。 

                                                        
12 (2008)。 

8 橫幅廣告指的是網頁上的小廣告，透過點選，網友可以直接進入廣告主的網站。此為最常見

的一種網路廣告型式。 
9 直條式廣告是超長、纖細的直條網路廣告，通常出現載網頁的左側或右側。 
10 跳出式廣告是一種會自動跳上螢幕，打斷用戶的廣告方式，可能出現於使用者進入一個網

站，或由一個網頁連結到另一個網頁時跳出，亦可能在關掉瀏覽器時才出現。 
11 按鍵式廣告一般多以企業 Logo 呈現在網站上，只要鍵觸此一 Logo，便可連結至該企業的網

站，其多放置於網頁次佳的位置，且圖片亦較小。 
12 參呂冠瑩，同註 4，290；黃曼琴，廣告學，普林斯頓國際有限公司，257-258 (2010)；劉典

嚴，廣告學，滄海書局，223-224 (2008)。 
13 參「ARO 觀察－2011 年台灣網路使用概況」，2，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 

(IAMA)，http://www.iama.org.tw/upload/ResourceReport/20120203034846487.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2/4/1。 
14 參「ARO 觀察－網路廣告曝光概況」，2，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 (IAMA)，

http://www.iama.org.tw/upload/ResourceReport/20110623045651672.pdf，最後瀏覽日期：2012/4/1。 
15 參「ARO 觀察－2011 年台灣網路使用概況」，同註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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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廣告之特色 

網路廣告與傳統媒體廣告相較起來有不少優勢，其可兼具報紙和電視的特性，

一方面可以用大量文字說明，另一方面又具聲光動感能力，如此的廣告內容較為生

動吸引人；其亦可透過點選率或其他網路稽核方式來衡量廣告效果；網路廣告具有

獨特超連結功能，可以直接連結到廣告主網站或任何廣告主傳達商品服務訊息的頁

面；其亦具有再複製、再傳送的功能，因此網路廣告可以依使用者下載複製，而且

可以由使用者再傳送給其他使用者，使廣告訊息無限得被複製；具國際性為網路廣

告重要的優勢之一，即其為跨國界的媒體，無疆界之限制，此亦為傳統媒體所無法

具備的特色；其與網友互動性高，可產生立即的反應，可讓網友直接於線上下單、

完成交易，廣告主亦可隨時更新或修改網路廣告上所提供的各項產品說明、價格及

促銷活動等資訊，比起傳統媒體更有效率；且與傳統媒體相比，網路廣告所需花費

的成本較低，可節省廣告主廣告的預算；最後，由於電腦技術的日新月異，網路廣

告表現方式充滿無限可能16。 

由上述之說明，可知網路廣告主要之特點為，其具有低成本、無地域限制、即

時性、互動性、廣告訊息呈現方式多元、廣告所能觸及之群眾廣泛及創意空間大。

因網路廣告具有如此多傳統媒體廣告所無法具備的特性及功能，此便為將網路廣告

列為新型態廣告之緣由。 

3. 外國立法例 

(1) 美國法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依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維護消費者之權益，使其於網路上

購物免於受到欺罔或不公平交易之行為，而對於網路廣告提出「網路廣告及行銷準

則17」以作規範。其主要要求「廣告必須述說事實，不可誤導消費者，而廣告訴求

                                                      
16  參戴國良，廣告學－策略、經營與廣告個案實例，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326 

(2009) ；呂冠瑩，同註 4 ， 290-291 ；黃曼琴，同註 12 ， 261 ；陳尚永 / 蕭富峰譯，

Wells/Moriarty/Burnett 著，廣告學，7 版，華泰文化，228 (2006)。 
17 原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 http://business.ftc.gov/ 

documents/bus28-advertising-and-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最後瀏覽日期：20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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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有所根據的18。」特別是對於涉及健康、安全或者性能的商品、服務廣告，

更是要求遵守以上原則。 

準則中亦提出廣告是否適法的考量因素，如免責聲明及應揭露事項是否清楚說

明、廣告中消費者不滿意退款之訴求是否如實履行或針對孩童所作廣告是否符合特

別要求等等。另外，準則中亦提及廣告製作相關參與者權益自保之方式，如要求廠

商提供相關資料支撐對於商品、服務之主張或慎選廣告宣傳的內容等等。最後，準

則中尚說明廠商及廣告製作相關參與者於何種涉入條件下應對不實廣告負法律責

任。 

(2) 日本法 

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03 年 6 月公布「消費者為取向之電子商務中有關表

示部分贈品表示法的問題點及留意事項」來解決電子商務廣告問題，其內容主要對

於「透過網際網路販賣商品、服務所為的表示」、「關於提供網路服務資訊的表

示」及「接連網路服務的交易表示部分」作規範19。而日本消費者廳於 2011 年又公

布「關於網際網路消費者交易廣告表示於贈品表示法上的問題點及留意事項20」21，

該規範內容指出「免費/付費雙等級制」、「網路評價」、「聯盟行銷」、「網路橫

幅廣告」及「代銷」五種透過網路進行的新興商業模式，並分別對各種商業模式作

概述、舉出可能產生問題的事例，並指出於各種商業模式下之廣告表示如何才不會

違反贈品表示法規範之要點。 

對於消費者而言，網頁中的表示內容是唯一的情報來源的特徵下，其具有被期

待性，因此對於商品、服務的表示必須基於客觀的事實行為，並不得於無充分根據

下為標榜效果、效能等讓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表示，又為此等表示時，必須準備可作

為證據的實驗效果、資料等；而對於藉由網路畫面及文字以付費的方式提供情報資

                                                      
18 原文為：Advertising must tell the truth and not mislead consumers. In addition, claims must be 

substantiated. 
19 參劉姿汝，「電子商務之不實廣告問題－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因應對策」，月旦法學

雜誌，第 107 期，92-94 (2004)。 
20 原文為：インターネット消費者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問題点及び留

意 事 項 ，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111028premiums_1_1.pdf,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3/2/2。另相關文獻，參森亮二，「インターネット広告における法規制の全体像」，Business 
law journal，49 巻，48-55 (2012)。 

21 關於日本對不實廣告之業務，於 2009 年消費者廳成立後，已從公平會移至該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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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即透過下載方式販售的交易行為，需要付費的部分及付費方式等會影響消費者

權益事項，皆須於網頁中清楚標明；另外，若因消費者方面本身的設備將可能影響

網路服務提供效果時，必須將此些情事清楚告知。 

4. 公平交易法於網路廣告之規範 

網路廣告若含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則當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加以

規範，惟因網路媒體較傳統媒體具多項特殊性，故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網路廣告特

別制定處理原則，使廣告主於登載網路廣告時能有所依循而不致違法。以下分別就

規範目的及內容加以說明。 

(1) 規範理由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 點明示，為維護交易秩序與

保障消費者權益，並有效處理網路廣告不實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從上述處理

原則中，並無法得知特別訂定處理原則以規範網路廣告之目的為何，因除了網路廣

告外，難道其他傳統媒體廣告之消費者權益便不須保護？因傳統媒體廣告所產生的

交易秩序便不須維護？雖該處理原則未說清理由，本文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特別

對網路廣告作規範之原因，應為網路廣告無地域之限制，其所能觸及之消費群眾廣

泛，因此廣告主若利用網路廣告傳遞不實商品、服務訊息，則受侵害之消費者數量

將較傳統媒體廣告更為多；且網路廣告可能出現於網頁中或附隨於各種程式軟件之

中，其不須網路使用者主動點選便有可能自動跳出，甚至未播放完畢無法關閉，強

制其接收訊息，打斷網路使用者瀏覽網頁，就像置入性行銷一般；因其具有即時互

動性，可使消費者直接於網路上進行交易，也因而發生不少交易糾紛，如標錯商

品、服務之價目，使價錢低於行情，而於消費者完成消費後，廣告主後續是否該履

行之問題。會產生如此諸多問題，皆肇因於網路廣告具備傳統媒體廣告所無的諸多

功能及特性，因此對於網路廣告，實有加以特別規範之必要。 

(2) 規範內容 

於網路廣告案件處理原則中，特別說明兩種行為人該當網路廣告中之廣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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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事業為銷售商品或服務，於網際網路刊播網路廣告者22；另一為由供貨商與網

站經營者共同合作完成之購物網站廣告，其提供商品或服務資訊之供貨商，及以自

身名義對外刊播並從事銷售之網站經營者，均為該網路廣告之廣告主23。從該處理

原則對廣告主之認定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將於實務中認定廣告主所考量之點加

以明文。 

關於網路廣告內容規範部分，課與事業廣告內容真實表示義務，即要求事業應

確保廣告內容與實際提供情形相符，並特別點出近來消費者大量使用的團購網站，

其須善盡真實表示義務，即要求其於網站上所刊載銷售商品或服務之兌換券和抵用

券等內容，應確保與實際上銷售之數量、內容及使用條件等一致，並可真實履行

24；另外事業於採用以他人薦證或社群網站用戶撰文之方式推廣商品或服務時，亦

須確保所述內容與事實相符25；而基於網路廣告具即時性之特性，特要求於廣告內

容與實際情形有所出入時，應變更或停止銷售該商品或服務，課與事業即時更正錯

誤內容之義務26；該處理原則亦指出事業應充分揭露足以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限

制條件，避免消費者因事業不當編排或呈現方式而難以知悉限制條件之內容，致產

生錯誤認知或決定27。 

網路廣告案件處理原則亦列出常見網路廣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之類型28，並禁止含有該內容之廣告。事業違反時則可能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

規定，而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之薦證者或社群網站用戶，得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

                                                      
22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 
23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 
24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25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 點。 
26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 
27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8 點：「網路廣告不得有下列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一)廣告所示價格、數量、品質、內容及其他相關交易資訊等與事實不

符。(二)廣告內容及交易條件發生變動或錯誤須更正時，未充分且即時揭露，而僅使用詳見店面

公告或電話洽詢等方式替代。(三)廣告就相關優惠內容或贈品贈獎之提供附有條件，但未給予消

費者成就該條件之機會或方式。(四)廣告就重要交易資訊及相關限制條件，未予明示或雖有登

載，但因編排不當，致引人錯誤。(五)廣告宣稱線上付款服務具保密機制，但與實際情形不符。

(六)廣告就網路抽獎活動之時間、採用方式、型態等限制，未予以明示。(七)廣告內容提供他網站

超連結，致消費者就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內容或來源等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八)廣告提供

網路禮券、買一送一、下載折價優惠券等優惠活動，但未明示相關使用條件、負擔或期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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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併同處罰29。 

5. 實務案例探討 

因網路不實廣告之不法性與一般傳統廣告並無太大差異，因此於本項所探討之

實務案例部分，將以造成很大爭議之戴爾公司標價錯誤一案作探討，並釐清一般法

律原則於網路廣告之適用有無不同，以下介紹之。 

(1) 案情概要 

2009 年 6 月 25 日晚上 11 點至隔天上午 7 點，戴爾公司在網路上 19 吋螢幕標

價台幣 500，20 吋螢幕標價台幣 999，被眼尖網友發現，在噗浪、DDT 等網站上大

力宣傳，因此 8 小時內便有 2 萬 6 千位網友下單 4 萬 3 千筆，共計訂購 14 萬台。

戴爾公司發現後並未出貨，並於之後發出聲明，對於因錯誤標價而下標之消費者願

意賠償 3 千元折價券以作為補償。而在聲明後過不到兩星期，該公司又再度發生標

錯價之情事。 

(2) 法院判決 

關於戴爾公司標錯價事件，全台相關的消費者訴訟達數十件，但十多件判決

中，幾乎是戴爾公司勝訴，僅有一、兩件判決消費者勝訴，以下將各舉一案以瞭解

法院判決所持之理由。 

首先，裁判戴爾公司勝訴之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北消簡字第 17 號判決，

其係從契約風險分擔之觀點，認為企業經營者藉由保留締約決定權以衡量自身有無

履約之能力與承擔之風險之行為係交易中常見之情形，且衡量消費者於該案中未能

締約，所受之損失僅為未能獲得契約之標的物，非為重大，故認定戴爾公司所為之

網路廣告係屬於「要約引誘」30，因此消費者所為之購買表示係為「要約」，契約

還尚待戴爾為「承諾」始成立，該案契約未成立，戴爾公司無須出貨。而裁判消費

者勝訴之台灣台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 1009 號判決，其則係從契約成立要素之觀

點，認為戴爾公司於網路廣告中，就各該電腦商品之型號、規格、名稱及售價等作

                                                      
29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0 點。 
30 參劉姿汝，「網頁標錯價格之消費契約爭議－以戴爾案為例」，溫豐文教授六秩五華誕祝壽

論文集－民事法學的現代課題與展望，18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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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之刊載，對於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已達可得確定之程度，故認定戴爾公司之

網路廣告行為係屬「要約」31，因而當消費者於網站上點選要購買之商品並選取數

量下單後，買賣契約即已成立，待消費者交付價金後，戴爾公司應履行契約責任，

交付買賣標的物。 

以上兩則判決所考量之重點皆為買賣雙方之契約究竟成立與否，即戴爾公司所

刊登之網路廣告之行為係屬於「要約」或「要約引誘」。從兩則判決的理由中可發

現，承審法官並非直接認定網路廣告係屬「要約」或「要約引誘」，而係據個案當

事人所為之具體行為以為判斷，由此可知，雖民法上傳統多數見解認為廣告性質為

「要約引誘」，但於網路廣告之情形亦不可直接便將其與「要約引誘」劃上等號，

而應以個案具體情形以為判別，不可一概而論。 

本文認同台北地院之見解，認為該案網路廣告之性質應屬「要約引誘」，因網

路商店之經營有別於實體店面，不須備有存貨，甚至可於接單後再轉交實際擁有存

貨的其他業者或製造商出貨，故出賣人多僅係提供商品圖片供消費者「參考」，且

其所刊登之網路廣告係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難認為企業經營者有受該等商品圖片

展示行為之拘束，而有意與「所有」看見該圖片而欲訂購商品之消費者成立契約之

意思；且企業經營所展示者既非實物而為虛擬商品，因此似難將網路廣告認為係民

法第 154 條第 2 項所謂之「貨物標定賣價陳列」之概念32。故總而言之，企業經營

者於網路廣告上刊登商品之圖片、售價與其他商品資訊之介紹，由於為虛擬方式而

非實物，似不宜認定為「貨物標定賣價陳列」，而是把將商品資訊送至消費者電腦

中之事實，解釋為「價目表之寄送」，且以網路資訊人人皆可進入網站及網頁進行

瀏覽之特質，面對此不特定多數人，網路廣告認定為「要約引誘」似乎較妥適33。 

本文對戴爾案從契約風險之觀點採「要約引誘」之見解，則消費者於網頁上確

認購買的行為係要約，而標錯價之戴爾公司可隨時不予以承諾，如此便因契約未成

立而無須履行契約責任。雖採此種見解對消費者之權益保障似有不足，且依民法或

消費者保護法似難以遏止戴爾疏忽標錯價之行為，但因戴爾公司網路廣告標錯價之

行為並非僅一次，則此時有無公平交易法介入加以規範之餘地？易言之，戴爾公司

                                                      
31 參劉姿汝，同上註，184。 
32 參吳瑾瑜，「論網站標價錯誤之法律效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187 期，43 (2010)。 
33 參劉姿汝，同註 3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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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案上可能不須負契約責任，但其行為對交易秩序方面則引起消費者期待權落空

或可得利益之喪失，因而對其網路廣告標錯價反覆出現之情形，似可認為已影響市

場交易秩序，而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要件加以規範，如此

便能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平競爭機制，並進而確保消費者權益。 

6. 法制比較 

有關美國法處理網路廣告之部分，其內容除指出廣告主於網路刊載商品或服務

廣告應注意之事項外，連廣告相關參與者（可能為廣告代理商或廣告媒體業）於受

廣告主委託製播廣告時應盡之義務也一併說明，甚至闡明相關參與者於廣告製作之

過程應如何作為以維護其權益，該準則可說是把廣告製作過程可能參與主體應注意

之事項及如何作為方能自保的內容都一併說明；而日本法的部分，其內容將於網路

廣告所可能交易的方式清楚細分，而就各種交易方式所可能遇到的情形加以闡述，

規範的重點便是對於會使網路使用者產生負擔的情形，如點選服務須要付費或下載

須要付費等等，必須要有明確的說明，且對於影響使用者權益的注意事項，也要求

要置放於明顯處以防使用者忽略，如此對於網路使用者權益的保護較為週到。另

外，因規範中加入實例說明，使人更容易了解其中之內涵。除此之外，日本法制亦

針對新興商業模式下之廣告表示，分析可能發生違反贈品表示法之問題點及該注意

事項，對於網路廣告之規範可說是相當完備。 

若單就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訂之處理原則來看，說明的重點便為對於會影響

消費者之重要資訊須要充分揭露，且於網路廣告中刊載的內容若有更動，基於網路

即時性，必須作立即得更正。從規範形式看來，大多為消極面向的要求，而未有如

外國法含有諸多積極面向的指導說明，如美國法中，有關廣告相關參與者應如何作

為方能維護權益，或日本法中，如明確指出如何的連結文字內容方不被認為是不當

的表示等，透過積極指導說明，使人更能掌握規範所要表達的精神。我國的網路廣

告處理原則主要僅是重申重要資訊須要充分揭露，如此看來與其他的處理原則規範

內容的同質性高，僅是因網路媒體具即時性之特色，而增加當相關資訊有變更時應

立即更新之要求，但對於廣告主或相關參與者應如何作為方可避免違反規定部分，

便未說明，相較之下，美國法或日本法規範之內容較為細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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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鍵字廣告 

日本東京街頭的電車廣告上，男人專屬保養品的廣告旁，寫著請上網搜尋「超

清爽」三字。台灣的電視廣告裡，諾基亞（NOKIA）手機展示了音樂播放功能後，

打出一行字請上網搜尋「音樂讓你說」。匯豐銀行邀請你輸入「美金」的關鍵字。

賣房子的遠雄，也邀請你輸入「二代宅」的字眼。上述的例子，皆為關鍵字廣告被

事業大量使用來推廣其商品、服務的好幫手。不過幾個字的密碼，現在，成為搜尋

網路引擎廠商與廣告業者眼中的大商機。因此搜尋引擎大廠 GOOGLE 台灣總經理

張成秀對關鍵字廣告作了以下詮釋：「關鍵字廣告，圓滿了三百六十度行銷中的缺

口。」 

1. 定義及發展現況 

關鍵字廣告屬於網路廣告之一環，而所謂關鍵字廣告，係運用網路搜尋引擎之

特性，由廣告主向搜尋引擎平台業者購買並設定關鍵字，在網路使用者輸入該特定

關鍵字以搜尋需要的資訊時，廣告主的網址或廣告連結將被置於網路使用者搜尋結

果頁面的最前端。此種廣告無須花俏的廣告畫面，而係以清楚的文字敘述，吸引網

路使用者點擊觀看34。 

根據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之統計，台灣 2010 年網路廣告市場

達到新台幣 85.51 億元，而其中關鍵字廣告便佔了其中的 26.63 億元，佔

31.15%35；2011 年網路廣告市場有新台幣 99.67 億元，較 2010 年成長 16.55%，而

關鍵字廣告佔了其中的 29.83 億元36，較 2010 年成長了 12%，關鍵字廣告之發展可

說是年年增長。再觀察 2011 年台灣網路使用概況，搜尋引擎於網路使用頻率中排

                                                      
34 參郭戎晉，「網路廣告商標侵權爭議之最新實務發展趨勢介紹」，科技法律透析，10 月號，

8 (2006)。另有關關鍵字廣告相關文獻，參陳宏杰，「關鍵字與商標－從搜尋引擎到消費者」，智

慧財產權月刊，第 111 期，5-24 (2008)；余啟民，「網路關鍵字廣告之商標爭議」，法學叢刊，

第 53 卷第 4 期，1-31 (2008)；陳昭華、陳育廷，「搜索引擎服務商之侵權責任－以將他人商標作

為關鍵字廣告為中心」，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8 期，150-161 (2010)。 
35 參「ARO 觀察－網路廣告曝光概況」，同註 14，2。 
36 參「ARO 觀察－2011 年台灣網路使用概況」，同註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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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三，約有 1,259 萬使用人次37，如此可知搜尋引擎被使用之高頻繁度及高使用人

數，因此可想而知，關鍵字廣告的成長必隨著搜尋引擎使用人數的增加而提升。 

台灣現有逾一百二十萬家的中小企業是關鍵字廣告商的目標，這些客戶都可以

透過關鍵字廣告行銷全球，而雅虎奇摩便已攻下至少兩萬家廠商。而關於關鍵字廣

告出現於網頁上之排序，就搜尋引擎廠商如雅虎與 GOOGLE 而言，他們會針對廠

商所開出的價格與廣告品質，決定網站排列的前後位置。由上述說明，可知關鍵字

廣告商機相當龐大且誘人，且其發展相當巧妙，他們利用傳統廣告媒體作橋樑增加

曝光度，使更多人認識關鍵字廣告，並藉此啃食傳統媒體廣告的預算以增加自己於

廣告市場的佔有率38。 

2. 關鍵字廣告與其他型態廣告之比較 

關鍵字廣告和傳統廣告在廣告目的方面有很大的相異處，傳統廣告之目的是要

讓消費大眾知道他們所要銷售的商品或服務是什麼或有什麼功能等，而關鍵字廣告

則是藉著大眾依賴搜尋引擎尋找所需要的資訊的習性，在大眾輸入事業所設定之關

鍵字後，便能使其刊載於網頁上的連結出現在最明顯處，提高被點擊的機會，因此

其目的為更加曝光廣告主之網路廣告。 

而關鍵字廣告與一般網路廣告比較部分，其與一般網路廣告皆是隨網際網路高

度發展而產生的廣告型態，兩者之差異除了上述所說明的廣告目的不同外，就費用

計算方式、刊登時間彈性與廣告曝光程度之點上亦大不相同39。 

3. 關鍵字廣告衍生之爭議問題 

(1) 爭議問題之探討 

一般來說，對於廣告較會關注的議題便為廣告內容是否真實或相關資訊揭露之

程度等等，但因關鍵字廣告較為特殊，其與一般廣告之用處係對於商品或服務提供

                                                      
37 參「ARO 觀察－2011 年台灣網路使用概況」，同上註，6。 
38 參曠文琪，「關鍵字廣告成搜尋網站金雞母」，商業周刊，第 1045 期，1 (2007)。網址：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webarticle.php?id=29047，最後瀏覽日期：2012/4/5。 
39 參鄭莞鈴，論關鍵字廣告之法律責任，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

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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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大不相同，其僅係透過設定關鍵字來達到曝光其廣告之目的，因此便與廣告之

內容真實與否並無太大關聯，如此說來，為何要對其規範呢？因其可能牽涉廣告主

欲利用關鍵字獲利，使商品或服務網頁曝光機會增多，因此其便可能使用他人的商

標作為關鍵字，如此當網路使用者欲搜尋與該商標有關之資訊時，搜索結果的網頁

便會優先出現廣告主之廣告連結，若該關鍵字廣告又未明顯區隔如以不同顏色之底

框區分廣告與資訊，或加註為廣告之字樣，則網路使用者若未注意便會點入該廣告

主之廣告頁面，如此便可能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其所瀏覽者為商標權人之網頁，或

誤認其為關係企業等等，如此便係偷取他人努力成果而為搭便車行為，商標權人的

商譽也可能因此受損，因而對於關鍵字廣告便有規範的必要性。 

(2) 現行相關法規範之適用 

a、公平交易法 

採用他人商標名稱設定為關鍵字廣告之關鍵字，於公平交易法可能牽涉的條文

除第 21 條外，尚有第 19 條第 3 款妨礙公平競爭行為、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仿冒

行為或第 24 條顯失公平之行為，以下分述之。 

(a)不實廣告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主要係針對廣告所呈現內容作規範，而一般關鍵字廣告與

廣告之內容較無關聯，因此該條規範於此便派不上用場，除非廣告主利用如知名品

牌之特定字句，來與其所推廣之商品或服務產生關聯，使他人誤以為其商品或服務

出自該特定字句之知名品牌公司，或係其配合廠商等，則此時便有廣告引人錯誤之

嫌，甚或廣告主用知名品牌之特定字句與其自身商品或服務作比較，強調其品質或

市場反應度等較知名品牌之商品或服務佳，則此時便為比較廣告而有涉及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之問題，但此些情形皆非上述所謂的關鍵字廣告。 

若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文字作為關鍵字，而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字或連

結亦為該商標文字，則當網路使用者看到該商標文字連結點擊進入時，易誤解為係

商標權人所經營之網站，當關鍵字廣告主於網頁中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等又未特

別說明時，如此易使網路使用者形成該網頁中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商標權人（公司）

或係其相關企業所提供之錯誤印象，即有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或製造者有

錯誤認知之虞，如此是否可該當本條所謂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不無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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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 

(b)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40係規範市場競爭者所使用之競爭手段具不法性，以

脅迫、利誘甚至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以致使市

場競爭者喪失與交易相對人交易之機會。而本節所探討以他人商標設定為關鍵字而

作之關鍵字廣告行為，是否可認定為本條第 3 款之「其他不正當方法」而加以規

範？雖學者41一般認為對於「其他不正當方法」要件之適用，須受該款例示規定之

限制，意即應具有脅迫、利誘之共同特徵，而使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意願受到強制、

誘引或扭曲而無法適當判斷之情形，始足該當。但亦有論者42認為，「其他不正當

方法」之概念相當廣泛，僅須涉案行為具有高度不法內涵或商業倫理非難性即為已

足，而無須要求相對人意思決定「完全」遭受扭曲或壓抑。 

故從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為關鍵字，藉以使網路引擎搜尋者能優先看到其

廣告連結之行為以觀，若該行為被一般認為具高度商業倫理非難性，因此使網路使

用者誤為商標權人之網站而進入與其交易，便有妨礙市場公平競之之虞，而可能可

依第 19 條第 3 款加以規範。 

(c)仿冒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仿冒行為之禁止規範，係基於因事業必須投入長期的努力

與巨大之投資，始可能累積高度商譽與消費者可普遍認知之地位，因而不當之仿冒

行為，不僅嚴重侵害表徵權利人之合法利益，亦將使消費者誤認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進而影響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43。檢視本條第 1 項第 1 款44之規範，違反該條之

                                                      
40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3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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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

之行為。」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適用，參閱李憲佐、吳翠鳳、沈麗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範之檢討－以『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 2 期，

165-235 (2002)。 
41 參范建得、陳丁章，「第 19 條－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

究系列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146 (2004)。 
42 參顏廷棟，「從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之觀點論競爭法對於加盟關係之規範」，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24 (2010)。 
43 參汪渡村，公平交易法，4 版，五南出版社，176 (2010)。 
44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

為︰一、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

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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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應係事業提供其商品或服務時，以被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商標等為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而致與他人商品有所混淆，始足當之。 

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當網路使用者輸入關鍵字便會優先看到

其廣告連結，但經實地操作顯示，所出現之關鍵字廣告主廣告會被放置於所查詢資

訊之上所規劃之「廣告」或「刊登贊助網站」區塊中45，因此即便商標權人之商標

被關鍵字廣告主使用，於刊載網站有如此明顯的區隔及標註情形下，似不會造成觀

看者有混淆誤認之可能而構成該條規範。惟若其使用他人商標作關鍵字且出現之廣

告連結亦載有他人商標之名稱，則便有可能使網路使用者誤認為商標權人所設計之

網頁，如此便可能該當本條之規範。 

(d)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46為一概括條款，因鑒於經濟活動日益專業、複雜致不公平

競爭行 

為之類型及態樣眾多，公平交易法實無法完全列舉所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類型

而為規範，因此授權主管機關基於公平交易法判斷特定之經濟行為是否構成應以本

法規範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求周延47。本條係規範對市場交易秩序有危害之「欺

罔」與「顯失公平」之行為。所謂欺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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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而顯失公平行為，則為

以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包含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及以損害競爭對

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及濫

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以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49。其中關於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類型中，又包含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於判斷是否為本條

所保護之商譽時，應考量該品牌是否於市場上具有相當之知名度，且使市場上之相

                                                        
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45 雅虎奇摩網站之關鍵字廣告係置於不同底色之區塊或網頁之右側內，並有加註刊登贊助網站

字樣，而 GOOGLE 網站之置放方式同雅虎奇摩網站並加註有廣告字樣。 
46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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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參汪渡村，同註 43，239-240。 
48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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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點。 
49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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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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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業者或消費者會產生一定品質之聯想50。  

因而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之行為，依具體個案情形將有可能被

認為係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行為，即認為行為人並未投入相當努力以爭取客戶，而

以攀附他事業相當努力成果之方式，應具有商業倫理之非難性，如此將導引潛在客

戶進入其網站，因而可能對於他事業之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經濟成果之努力造成損

害，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構成本條之規範。 

b、商標法 

依商標法之規定，所謂商標之使用，係指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商品、服

務或其有關之物件，或利用平面圖像、數位影音、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足以使相

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51。由此可知行為人使用商標須有行銷商品或服務之意思，

並藉以表彰其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而其於客觀上須有標示商標之行為，如印刷或藉

由網頁呈現，使消費者足以認知該符號為表彰其商品或服務代表。而商標法亦規

定，除有法規所認可之行為外，行為人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

之商標、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且有致相關消費者混

淆誤認之虞、或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之商標且有致

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情形時，應得商標權人之同意52，若未得其同意而使用

該商標，則為侵害商標權之行為53；另外，行為人若明知為他人之註冊商標，而以

商標中文字作為表彰其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而有致商品或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情形時，視為商標權侵害54。 

由上述之說明，當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時，若關鍵字廣告所呈

現之文字或連結並未載有所使用之商標文字，而僅呈現廣告主之商品或服務廣告

時，應不構成商標法第 6 條所謂之商標使用而未侵害商標權；反之，若廣告所呈現

之文字或連結亦載有所使用之商標文字，則當消費者看到該商標文字便可能混淆誤

認而點擊進入，並且認為該網站廣告系商標權人所設置，如此便應為商標權侵害之

                                                      
50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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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點之 (一)第 1 小點之 (1)。 
51 參商標法第 6 條。 
52 參商標法第 29 條。 
53 參商標法第 61 條第 2 項。 
54 參商標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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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55。 

c、公平交易法與商標法之競合 

公平交易法之仿冒行為規定與商標法，對於商標之使用皆有規範，按商標法第

81 條56關於侵害商標權之適用，限於商標法施行細則所訂之同一或同類商品，若不

屬同一或同類商品之仿冒行為，則不在該條規範之列；而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則不限於同一或同類商品，惟需具備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且有致商品來源發生混淆之要件。商標法保護之客體係以獲准註冊之商標

為原則，而從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範內容看來，應不限於已於國內註冊之商

標。當同時構成商標法之侵害商標行為與公平交易法之仿冒行為時，依實務通說，

應構成想像競合犯而從一重處斷。但公平交易法之修法有意將商標或未經註冊之著

名商標，回歸商標法保護之方向，以避免行政權過度介入本質屬商標侵權之司法事

件，而使行政資源錯置虛耗57。 

當關鍵字廣告之使用而致權利受有侵害之表徵或商標所有人，除可依商標法第

61 條請求損害賠償及排除侵害，尚可依公平交易法第 30 條向法院請求除去侵害，

如命廣告主於網路上卸除系爭關鍵字廣告、依第 31 條規定要求損害賠償；而就行

政責任部分，公平交易委員對於關鍵字廣告使用而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24

條規定違反之事業，得依同法第 41 條之規定，限期命被處分人即行為人停止、改

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並得處其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倘該關鍵字又為註冊商標且涉及商標法第 81 條之刑事責任，依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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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案自應循刑事途徑處理之58。 

                                                      
55 參陳育廷，網際網路上商標權侵害問題之研究－以商標使用要件為中心，天主教輔仁大學財

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13-114 (2010)。另相關文獻，參王石杰，「商標使用原則的探討－以網

際網路關鍵字廣告為例」，法學新論，第 8 期，101-122 ( 2009)。 
56 商標法第 81 條：「未得商標權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

標或團體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

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

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57 參汪渡村，同註 43，194。 
58 參鄭莞鈴，同註 39，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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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務案例探討 

關於關鍵字廣告案件，多係被處分人以他人商標中文字作為其索引關鍵字之情

形，如家樂福案59，被處分人大買家有限公司購買家福公司之商標「家樂福」為關

鍵字，且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字連結亦包含家樂福之文字，但點擊進去後，則係

大買家公司的網站，處分書中表示此行為會侵害家福公司潛在消費者與其交易之利

益，而因該侵害將可能減少其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係為不公平競爭行為，而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克麗緹娜案60，被處分人季儀科技公司購買克麗緹娜關鍵字，

而關鍵字廣告呈現之文字連結未含有克麗緹娜文字，點擊則進入季儀公司網頁，而

其販售非克麗緹娜之自行生產商品，卻在各相關產品末段標示克麗緹娜等字樣，該

行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有使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誤認系爭商品係克

緹公司之產品或與克緹公司有關」，係攀附他人努力所得之市場成果，並增加己身

交易之機會，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104 案61，台大小博士公司購買 104 作

為關鍵字，但關鍵字廣告呈現之文字連結並未包含該關鍵字，僅係使其網路廣告連

結被置放於最明顯處，因其網站內容與 104 並無任何關聯，故此行為被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係利用該表徵較易為搜尋引擎所尋得，藉此導引潛在客戶到訪其網站，其所

為係藉攀附 104 公司努力所得之市場成果，以增進自己網站的曝光率或到訪率，並

增加己身交易之機會，核屬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及攀附他人營業信譽之行為，該當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而詮星案62，謙慧公司使用「詮星」為關鍵字，並於關鍵字廣告

所呈現之文字說明連結亦載有該關鍵字字樣，以增加旗下華碩翻譯社、五姊妹翻譯

社、哈佛翻譯社網站之曝光率及造訪機會，此行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易使交

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產生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

果」，直接將其以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而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至於東

森案63，富邦媒體科技公司購買東森等關鍵字，而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說明連結中

亦載有該東森關鍵字，此行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使潛在交易相對人誤認其網

                                                      
59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154 號。 
60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8133 號。 
61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5035 號。 
62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01050 號。  
63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91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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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涵蓋東森購物網站所有熱賣商品」，使東森得易購公司喪失公平交易機會，因此

富邦媒體科技公司之行為係藉攀附東森得易購公司努力所得之市場成果，以增進自

己網站的曝光率或到訪率，並增加己身交易之機會，核屬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及攀附

他人營業信譽之行為，足以影響市場交易秩序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從上述五則案例中，可發現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知名商標

內含之文字設定成關鍵字之行為，並不會細分個案具體情行為何，皆認定係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因此可得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類廣告之處理模式為，

關鍵字廣告主使用他人知名商標所含之文字為關鍵字，而事業與該知名商標所代表

之事業間具有競爭關係，則直接以榨取他人努力之成果及攀附商譽之理由，認定廣

告主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完全不考慮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以為規範，因此於

處分書中也不會看到對於使用他人知名商標文字作為關鍵字之行為應適用第 24 條

而非第 21 條之理由，如此之論理過程似有瑕疵，因第 24 條為一概括條款，因此處

分書對於適用第 24 條之理由說明過程，應當先就違法行為以可能涉及之公平交易

法法條作包攝，當皆無法徹底評價時，此時方符合第 24 條中所謂「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之要件而有適用。因而就上述個案，除 104 案，因關鍵字廣告呈現之文字

連結未出現他人知名商標之關鍵字，無使人對廣告內容之來源、品質形成誤認之可

能，及東森案，雖關鍵字廣告呈現之說明連結亦載有該他人知名關鍵字，但似不會

引起消費者對網站經營者之主體產生誤認，而應適用第 24 條加以規範外，其餘三

則案例，本文認為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以為妥適，且於克麗緹娜案及詮星案

之處分理由中，亦提及被處分事業所使用關鍵字廣告之方法，易使交易相對人或潛

在交易相對人誤認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係該關鍵字所代表之公司所提供，即對交

易主體同一性或商品同一性產生誤認，如此便應可該當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

質或製造者等具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而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因

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類案件，僅因廣告主所使用者為類似行為，而不探究案件具

體之不法情形一概使用相同或類似之理由以為處置且亦未清楚說明之作法，似有深

入探究、改進之空間。 

5. 小結 

對於上述之討論，可知以他人知名商標之文字作為關鍵字以刊載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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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及商標法之違反，於公平交易法部分，視個案具體情形，

有可能該當第 20 條、第 21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而由實務案例中可發現，若關鍵

字廣告主與所使用關鍵字之商標權人間具競爭關係，而以他人知名商標名稱作為關

鍵字，無論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字或連結有無載有知名商標之文字，公平交易委

員會將對於此種行為之不法性以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而含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加以

評價，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範。即便個案係關鍵字廣告主使用他人知名商標作

關鍵字，且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字或連結亦載有他人知名商標文字，公平交易委

員會仍不會將此種情形視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以

為規範。 

(三) 薦證廣告 

1. 定義 

所謂薦證廣告，係指廣告薦證者，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

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64。薦證廣告又有稱為名人代言廣告、

推薦廣告或證言廣告等，名稱不一而足。之所以稱其為薦證廣告，係因從此類廣告

之表現形式以觀，便係為藉由代言人之形象、專業或經驗，使其與廣告商品或服務

作連結，或使其以消費代言之方式增強廣告之說服力，俾有效取信消費者。故所謂

之代言，究其實質，乃為對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薦證」。且一般廣告中之薦證者，

並不以知名公眾人物為限，實務上如以專業人士（機構）所為之薦證，或以一般消

費者於廣告中進行消費經驗分享之表現方式，亦屢見不鮮。因之，與其將此種廣告

稱為代言廣告，毋寧將其統稱為「薦證廣告」，較為完整、妥適65。 

2. 薦證廣告之種類 

本文以下將薦證廣告分為公眾知名薦證與非公眾薦證作探討。本文所謂公眾知

                                                      
64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二點之 (一)。 
65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一點。另相關文獻，參鄭優、單驥、黃茂榮及

江炯聰，「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植根雜誌，第 15 卷第 9 期，

11-13、77-80 (1999)；鄭優等共同主持，公平交易委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88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 4，11-12、77-7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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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薦證便為上述所指，事業委請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為其商品或服務作

薦言；而所指非公眾薦證，則為一般公眾或消費者就其自身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經驗

以作薦言，但此非為本文著重之部分，就非公眾薦證部分，本文將針對近來流行的

部落客廣告作探討。 

3. 外國立法例 

(1) 美國法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09 年 10 月公佈了新修正的「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

導原則」66，這是該指導原則自 1980 年制定以來第一次的更新，此次修訂特別針對

商品服務使用心得做出規範，規範亦適用於社交媒體，如 Facebook、Twitter 及各種

類型的部落格等具互動性的媒體中之心得分享，未來在社交媒體對商品或服務所做

出的各種評論，都有可能成為 FTC 管制的對象。 

該指導原則首先說明其制定目的，接著指出薦證係指「可能讓消費者相信該廣

告訊息反映出廣告主以外的個人或組織的意見、信仰、發現或經驗的任何廣告訊息

之行為」及何謂薦證者，並說明薦證廣告是否適法應注意之事項。該指導原則尚依

為薦證之人身分之不同而可分為消費者薦證、專家薦證及機構薦證，並對其作出不

同程度之要求。除此之外，無論薦證者身分為何，若其與產品銷售者間存有特定關

係，而因此會影響其薦證內容重要性或可信度時，則其薦證時便須將這層關係充分

揭露，此即所謂重要關係之揭露原則。對於違反薦證廣告相關規定者，主管機關可

依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相關規定每次最高得處以 1 萬 1 千美元罰鍰67。 

(2) 日本法 

日本法制並無針對薦證廣告作出相關表示之規範，但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66  原文名為：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http://ftc.gov/os/2009/10/091005revisedendorsementguides.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2/4/10。另相關文

獻，參 Jason Goldenstein,「How New Ftc Guidelines On 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s Will Affect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28 CARDOZO ARTS & ENT. L.J, 609 (2011)。 

67 參蘇柏毓，「美國 FTC 修正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12 月號 
(2009)。網址：http://stli.iii.org.tw/?aspxerrorpath=/ContentPage.aspx, 最後瀏覽日期：2012/3/20。 



16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2003 年公告之「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2 項運用原則－不實廣告規範原則68」應可作

為規範薦證廣告之依據。 

該規範原則主要針對係事業，即廣告主之責任，因此薦證者在該規範原則中並

非規範重點；該原則指出廣告主於廣告內容中對商品、服務所表示之效果、功能，

必須能提出支撐其效果、功能表示之合理依據之資料，而該原則中亦說明所提出資

料是否為合理依據之判斷基準，如所為之表示是否係基於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或

引用專家或專業機構之意見或學術文件，或該依據是否適切對應、支撐於廣告中對

商品、服務效果、功能所為之表示。若廣告主無法於規定之期間內提出該合理依據

之資料，便會被認定係一不實廣告69。 

因此薦證廣告在該規範原則下，薦證者於廣告中之表示僅為整體廣告中一部

分，而廣告主須對整體廣告（包含薦證者之表示）中對商品、服務所表示之效果、

功能提出合理依據之資料，故該規範原則之重點在於要求廣告內容表示之真實性，

對商品、服務效果、功能之表示必須提出合理的實證資料。 

4. 我國法制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 

(1) 規範目的 

近來薦證廣告之風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業為提高其商品或服務之銷售

量、知名度或認知度，聘請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或以消費者經驗分享之

方式為其商品或服務代言，原無可厚非；惟倘該代言廣告之內容涉有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情形，則民眾因信賴代言人之薦證而購買該廣告商品或服務者，不惟其消

費權益難以確保，市場上其他正當經營之業者亦將遭受競爭上之不利益。因此，對

於此種不實之薦證廣告內容，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規範。 

公眾知名薦證與部落客廣告雖同屬薦證廣告，但規範兩者之法理則不同。規範

前者之法理為，消費大眾對公眾知名人物可能因其形象或專業而較易產生信賴感，

進而對其於廣告中所推廣之內容易產生信賴度；而後者其若未揭露與事業間之關

                                                      
68 原文為：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４条第２項の運用指針－不実証広告規制に関す

る指針，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100121premiums_34.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3/1/ 
27。 

69 參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2 項運用原則－不實廣告規範原則第 3 點、第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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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立於看似消費者之立場來分享對於商品或服務的使用心得，消費者則因同理

心而較易採信部落客所做之推薦。 

(2) 公平交易法 

a、規範內容 

薦證廣告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當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加以規範，而因薦

證廣告係利用消費者之信賴感或同理心而達到行銷之目的，相較於一般傳統廣告僅

欺罔消費者有其特殊性，故公平交易委員會特制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

之規範說明」以說明薦證廣告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情形，以下針對該規範說

明介紹之。 

於規範說明中，明確要求薦證廣告之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真實意見、信

賴、發現或其親身體驗結果，不得有任何欺罔或引用無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之表現

或表示70。薦證者若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則薦證廣告商品或服務之

內容或品質變更時，廣告主須有正當理由足以確信該薦證者於廣告刊播期間內，並

未變更其於廣告中對所薦證商品或服務所表達之見解71；其中以專業人士或機構從

事薦證廣告，或於薦證廣告中之內容明示或暗示薦證者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專

家時，該薦證者須確實具有該方面之專業知識或技術，且其薦證意見須與其他具有

相同專業或技術之人所為之驗證結果一致72。而若以消費者之親身體驗結果為訴求

作薦證者，則該消費者於薦證當時即須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真實使用者，反

之，其若非真實之使用者而為薦證，於廣告中應明確告知該薦證者並非廣告商品或

服務之真實使用者；另外除非所薦證之內容有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廣告中應明示

在廣告所設定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獲得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

始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73。 

規範說明中亦指出各種薦證廣告之內容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74、第 22

                                                      
70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三點之 (一)。 
71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三點之 (二)。 
72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三點之 (三)。 
73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三點之 (四)。 
74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四點之 (一)：「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者，涉及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1.無廣告所宣稱之品質或效果。

2.廣告所宣稱之效果缺乏科學理論支持及實證，或與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之結果不符。3.無法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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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75 76或第 24 條77之情形。而對於廣告主、薦證者、廣告代理商或媒體代理商於違

法薦證廣告中所需負之法律責任，便係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課與行政責任或民事

連帶賠償責任，而其中較特別的為違法薦證廣告之薦證者，若非公眾知名人物，則

其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78，該規定係限

縮了非公眾知名人物為違法薦證廣告之責任，其理由係認為非公眾知名人物所為之

薦證，對消費者購買產品之影響力有限，不如公眾知名人士來得強，要求其與公眾

知名人士負同等之責任不符比例原則79，惟是否所有非公眾知名人物所為之薦證行

為之影響力皆不如公眾知名人士，實有探討空間。另外，規範說明中亦以諸多實例

解釋規範內容，使抽象的規範具體化、更易於瞭解。 

b、公眾知名薦證廣告之規範 

公眾知名之違法薦證廣告，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便係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依具體違法情形而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2 條或第 24

條加以規範。 

c、部落客廣告之規範 

對於部落客廣告法規適用情形，將因部落客對於有無揭露收受事業廠商報酬或

餽贈之事實及所為之心得分享薦證內容之真偽，而有所不同，以下分述之。 

首先，部落客於有揭露收受事業之報酬或餽贈情形下，其所為心得分享薦證文

內容無不實，則此為合法之薦證廣告；反之，於該情形下，所為之薦證文內容不

實，若其為故意，此時可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0

                                                        
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4.廣告內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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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章所示情形之一。5.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誇大不實。6.其他就自身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75 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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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4 點之 (二)：「薦證廣告之內容以比較廣告方式

為之者，如其對自身商品或服務並無不實，而對他人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

事者，依其具體情形可能涉及違反本法第 22 條或第 24 條規定。」 
77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4 點之 (三)：「薦證廣告之內容如有其他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者，涉及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 
78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五點之 (二) 第 2 小點但書；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但書。有關薦證者責任部分，參閱謝杞森，「薦證廣告與薦證者責任」，第 17 屆競爭政

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27 (2010)。 
79 參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修正理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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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 2 項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五點之（二）之揭示內

容，按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若其非故意，且其屬於非公眾薦證之範圍

時，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但書，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

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而於部落客未揭露其收受事業報酬或餽贈之情形，其所為心得分享薦證文內容

真實，則無法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加以規範，因該條係禁止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

本身為不實之表示，此種情形並無不實，因而無法依第 21 條加以評價，但其無揭

露收受事業報酬或餽贈事實之行為，若反覆為之，可能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形成欺罔，或因其行為將影響市場公平競爭而侵害其他合法事業

之公平競爭地位，對其他事業係顯失公平之行為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反

之，於該情形下，所為之分享薦證文內容亦不實，此時便可能同時構成第 21 條及

第 24 條之違反，但因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補充條款，僅於窮盡公平交易法規範仍

無法對不法行為加以評價時，始有適用，因而該行為已可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

範，便無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至於部落客於未收取事業報酬或餽贈情形下，所為之心得分享薦證文內容不

實，此時即便其係故意行為，因其未收取事業之報酬或餽贈，與事業間無任何關

係，主觀上可排除其替廣告主加工幫助說假話的可能，此時便無公平交易法介入之

餘地，而應回歸民法侵權行為，以故意或過失要件判斷其所須擔負之責任。 

於上述部落客未揭露收受事業報酬或餽贈，而撰寫心得分享薦證文無不實之情

形，於目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似無法加以管制，但依公平交易法民國 100 年 7 月

版修正草案第 22 條80，部落客所未揭露收受事業對價或餽贈之事實應可透過解釋，

                                                      
80 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第 22 條：「事業不得在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

商品相關而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一項)。前項所稱與

商品相關而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指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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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等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

標的及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 (第二項)。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

服務準用之 (第三項)。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

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

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項)。前項所稱廣告

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

或機構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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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視為該條第 1 項中所指與商品相關而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而屬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依該規定加以規範。 

(3) 消費者保護法 

現行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廣告管制之對象主要為企業經營者（廣告主）及廣告媒

體業者，對於廣告所薦證之內容若有不實，而致消費者受有損害，企業經營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者於符合要件下與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責，至於薦證者

（無論為公眾知名或部落客廣告），則無相關責任之明文。但依消費者保護法民國

98 年 11 月版修正草案第 22 條81及第 23 條82，上述所探討部落客廣告第二種及第四

種情形，將因其所薦證之內容不實致消費者受有損害，而與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

責任；而第三種情形，將因其所薦證未有不實而無責任；另外，無論第二種、第三

種或第四種情形，因部落客未揭露受企業經營者之委託而撰寫分享心得文之事實於

網頁中，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修正草案83將可能使企業經營者受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至於其他一般之薦證者於修正草案之規範中，則依然無任何責任之

明文。 

5. 法制比較 

從日本法制之規範，可以看到對於薦證廣告不同的規範模式與思維，而我國對

於薦證廣告之規範於民國 99 年及 100 年皆有作修正，而自「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之內容以觀，大致係仿效自美國法之規範，惟相當可惜的

是，該指導原則中有關重要關係揭露之規定，我國規範無論公平交易法或處理原則

                                                      
81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修正草案：「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

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 (第一項)。企業經營者，委託他人於網路平台撰寫文字分享使用商品或

服務經驗者，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亦不得低於撰寫所表述之內容 (第二項)。受企業經營者委

託，於網路平台撰寫文字分享使用商品或服務之經驗者，應明確揭示受企業經營者之委託 (第三

項)。」 
82 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修正草案：「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

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第一項)。受企業經

營者委託而於網路上撰寫文字分享使用商品或服務經驗者，應就消費者因信賴該文字內容所受之

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 (第二項)。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第三

項)。」 
83 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修正草案：「違反第 22 條第 3 項、第 24 條、第 25 條或第 26 條規定

之一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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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將其一併納入，使得我國法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範圍有所不足，如此便可能會

引發相關之問題。另外，美國法之規範，並無因薦證者係非公眾知名人物，而對其

所需負之責任作限縮之規定，因此我國法對於非公眾知名人物為薦證之責任部分，

作限縮之規定是否妥適、合於規範目的，似值商榷。 

(四) 隱藏式廣告 

近來，「團結力量大」讓團購成了網友們熱衷的消費行為，但近來消費糾紛不

斷，例如團購優惠券限制多，消費者遭到店家差別待遇等。團購這種新興的交易型

態，行業性質較為特殊，交易行為涉及團購網、合作店家及消費者的三方關係，而

團購優惠券大多訂有使用期限，未事先標明消費限制等情形屢見不鮮，造成消費者

有「易買難用」的怨言，而會有此類現象，皆肇因於廣告業者常採用的「隱藏式廣

告」手法，本節以下介紹之。 

1. 定義及目的 

廣告主對於商品或服務所呈現之廣告內容，若未能充分揭露所有活動條件、限

制或負擔，即重要的交易條件之細節，而僅表現出商品或服務部份特徵等以吸引消

費者之目光，進而與其進行交易者，便可稱作隱藏式廣告84。如個案中多半事業廠

商係以較高優惠條件以偏概全，引起消費者的誤認，或是所謂的「但書」條款未完

全交代清楚，雖然在某些個案的廣告中有載明「詳情請見…」，但廣告中所載之優

惠已在消費者閱讀該則廣告之時便已引起興趣與慾望，即造成其錯誤的認知。 

廣告主採用此種廣告手法之目的為，受限於媒體費用高昂而致短暫的廣告時

間，因而不可能完整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一一介紹，若能於廣告中明確闡示其產品

之優勢，而省略獲取該產品須盡之義務，便能藉由所凸顯的優點抓住消費者之目

光，以從眾多同類型商品或服務中脫穎而出。即便消費者為交易時，知道該等限

                                                      
84 參閱劉美琪，隱藏式廣告適法原則之探討，中華廣播學會年會論文，2 (2004)。另相關文

獻，參閱林易典，「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

公平交易規範之比較觀察」，第 1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1-2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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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條件及負擔後，可能會拒絕交易，但廣告主用此種隱藏式廣告，最起碼取得和

消費者接觸之機會，如此便有可能說服受廣告吸引而來的消費者進行交易。 

2. 隱藏式廣告之特性85 

此種廣告手法常用於促銷活動中，其方式為以有限的時效之內以產品額外的誘

因來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因此對於如何獲取這額外利益變成了廣告訊息最重要

的部分，消費者便是藉由廣告資訊的評估來決定買或不買以及買多少等決策。且正

因所謂之時效性，致使消費者能夠充分了解促銷活動資訊，並對其作出正確判斷的

時間有限，因此，事業若僅凸顯其促銷之內容，卻未提及相關特殊條件，則即可能

造成消費者誤解。 

另外，正如其意義「未充分揭露所有活動條件、限制或負擔，而僅表現出商品

或服務部份特徵」，因此隱藏式廣告的特性便為資訊不完整。當廣告提供不完整或

者不正確的資訊，將導致消費者於錯誤的理解情形下而為交易之決定。 

3. 外國立法例 

(1) 美國法86 

關於不實廣告之規範，美國最重要者為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以下規定。美

國法對於廣告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之規範，並無單一、適用於各產業別或所有廣

告方式的指導準則，仍係適用該法案所確立之不實廣告禁止原則及適法性判斷標

準。亦即：廣告必需真實、不能欺罔；廣告內容是否引人錯誤，其判斷基準係依一

般理性消費者之觀點；該等內容是否使理性消費者產生誤解，並可能影響消費者之

交易決定。 

鑑於「免費」、「低價」、擔保或保證廣告往往隱藏條件、限制或負擔，故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對該些事項有作出相關處理原則，如「價格欺罔處理原則87」、

                                                      
85 參閱劉美琪，同上註，7；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對於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行為之規

範研究，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之五，88-89 (2003)。 
86 參何之邁，同上註，9-25；參劉美琪，同註 84，10-13。 
87 原文為： FTC 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 http://www.ftc.gov/bcp/guides/ 

decptprc.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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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使用免費或類似陳述之處理原則88」及「擔保及保證廣告處理原則89」。而相

關處理原則中與本處所探討較有關連的規範便為，當業者係設有限制、負擔或條件

情形下而提供消費者優惠或不滿意退款保證的同時，該些事項必須事先表明清楚，

且該些說明之標示位置亦須緊靠優惠或退款保證之表示，否則便會被視為不適法之

廣告。 

(2) 日本法90 

日本對於不實廣告的相關規範中，雖未於相關法規範中明確指出何謂隱藏條

件、負擔之廣告，但依贈品表示法91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92而衍生出來的「誘餌廣告

之相關表示93」、及其後制定出『「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等運用基準94』之規定，

則為此類廣告手法的規範指標。而所謂「誘餌廣告」係指事業對實際不能進行交易

的商品、服務作出廣告，或者對商品、服務的交易數量、期間或對象有顯著限制而

在廣告中未予以明示，以此引誘消費者前來購買之廣告，並鼓動消費者購買其廣告

商品之外的商品之廣告95。其中「對商品、服務的交易數量、期間或對象有顯著限

                                                      
88 原文為： FTC Guide Concerning Use of the Word “Free” and Similar Epresentations,  

http://www.ftc.gov/bcp/guides/free.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2/4/10。 
89 原文為：Guides for the Advertising of Warranties and Guarantees, http://law.justia.com/cfr/title16/ 

16-1.0.1.2.18.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2/4/10。 
90 參何之邁，同註 85，65-68；參劉美琪，同註 84，18-19。 
91 原文為：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 
92 原文為：第四条 事業者は、自己の供給する商品又は役務の取引について、次の各号のい

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表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一 商品又は役務の品質、規格その他の内容につい

て、一般消費者に対し、実際の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であると示し、又は事実に相違して当該

事業者と同種若しくは類似の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を供給している他の事業者に係るものよりも著

しく優良であると示す表示であつて、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一般消費者による自主的かつ合理

的な選択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もの二 商品又は役務の価格その他の取引条件に

ついて、実際のもの又は当該事業者と同種若しくは類似の商品若しくは役務を供給してい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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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つて、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一般消費者による自主的かつ合理的な選択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

あると認められるもの三 前二号に掲げるもののほか、商品又は役務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

て一般消費者に誤認されるおそれがある表示であつて、不当に顧客を誘引し、一般消費者によ

る自主的かつ合理的な選択を阻害するおそれがあると認めて内閣総理大臣が指定するもの 
93 原 文 為 ： お と り 広 告 に 関 す る 表 示 ,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 

100121premiums_17.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27。 
94 原文為：「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等の運用基準 ,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 

pdf/100121premiums_3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3/1/27。 
95 參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鄭優、單驥、黃茂榮及江炯聰，同註 65，6、75 (1999)；鄭優

等共同主持，同註 65，6、74-75 (1999)。另相關文獻，參橫田直和，「「おとり広告」の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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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在廣告中未予以明示」之部分也就是為什麼隱藏式廣告類型會該當於誘餌廣告

之相關表示之規範中之原因。該相關表示指出四種表示類型，而與此部分隱藏廣告

之探討有關的規範行為有「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服務，並未為交易準備充分

數量，實際上無法因應交易需求」、「對於所欲提供交易之商品或服務限定其供給

量，但卻未將其限定的內容明瞭記載於該商品或服務之表示」及「對於所欲提供交

易之商品或服務限定其供給期間、供給對象或每人可購買之數量，但卻未將該限定

內容明確記載於該商品或服務之表示」，亦即事業於廣告或促銷行為中，若明確表

示予以消費者優惠之價格或交易條件，暗中卻隱匿享受該等優惠之負擔、限制的行

為，便為不適法之廣告而須負法律責任。另外，該運用基準對上述三種規範行為有

作更具體的說明及例示。 

4. 隱藏式廣告之爭議及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 

從消費者保護角度及市場競爭秩序維護以觀，廣告內容必須實在且充分揭露商

品或服務之重要內容，亦即需有明確、顯而易見的資訊揭露，特別是攸關相對人交

易與否之重要條件與資訊；否則該等附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之廣告，即可能引起

相當數量之一般或消費大眾錯誤的認知或交易決定。如若廣告誤導成立，則會間接

影響同業間市場分配態勢，導致不公平競爭。因此為了維護消費者權益並保障合法

競爭事業之利益，實有對此類隱藏式廣告作管制之必要。 

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對隱藏式廣告作特別之處理原則，但關於廣告內容不得有

未明示而附負擔或條件之情形，則可見於各處理原則中，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及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等，上述之處理原則皆闡明事

業於廣告中所為之表示必須與現實之情形相符並能確實履行，而於廣告中所提供之

優惠若設有限制、負擔或條件，則必須將該些事項一併於廣告中清楚揭示，避免以

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決

                                                        
と消費者の誤認－いわゆる転換行為と購入可能性の誤認をめぐって」，名城法学，55 巻 3 号，

1-45 (2005)；鈴木満，「「おとり広告」に対する法規制と消費者の利益 (上)」，公正取引，576
巻, 69-75 (1998)；鈴木満，「「おとり広告」に対する法規制と消費者の利益 (下)」，公正取

引，577 巻, 65-7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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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虞，因此事業之廣告若含有各處理原則中所禁止之情形，便係不實廣告而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5. 實務案例探討 

我國業者於廣告中設有條件、限制而未揭露因而被處分的案例，如屈臣氏案

96，被處分人宣稱日用品買到比該事業所販售更便宜者，便退消費者兩倍之差價，

但未於廣告中一併揭示須由有三家以上之連鎖店購買或須於同一縣市之店家等限制

條件，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該些會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限制條件未被揭露，係

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麻六品案97，被處分人於廣告

中主張購買憑證，只要於優惠期間內，便可以半價享受原價之服務，但實際上除須

於優惠期間內使用條件外，尚有於特定時段及有限之座位之限制，因該些限制消費

者無法於廣告中事先得知，故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是虛偽不實引人錯行為，而該當

公平交易法的 21 條。因而此二則案例皆係因為於廣告中所作之表示與消費者看到

廣告所形成之印象不相符，即無法單憑廣告之宣稱便獲得商品或服務，故為虛偽不

實廣告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違反，本文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二案例充

分掌握隱藏式廣告手法之非難性，對於案件之判斷似無疑義。  

從實務之判斷，可知事業若於推廣其商品或服務之廣告，未明示附負擔或條件

之情事，即會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即使其於與消費者為交易之場所已

有明確表示所限制之條件與負擔，因其認為當事業透過傳播媒體將廣告刊播出去

時，該廣告表現之內容已留於消費者之印象中，並因該印象而作出是否為交易之決

定，因此事業未於廣告中明確表示所設之條件負擔，將有使消費者陷於錯誤之虞，

影響消費者選擇交易對象及交易機會之正確性，如此對消費者之權益有所損害，亦

可能剝奪與違法事業同為競爭之其他守法競爭事業之交易機會，故事業若以隱藏式

廣告之方式推廣商品或服務，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 

6. 法制比較 

美國法制及日本法制對隱藏式廣告亦未作特別的指導原則或運用基準，而同係

                                                      
96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1063 號。 
97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010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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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其對於不實廣告規範的基本原則，在相關規範中皆點出，於廣告中所提及之特

惠享受係有時間、地點或數量限制時，必須將該些限制、條件或負擔一併於廣告中

清楚揭示，而即便於優惠宣稱之附近有作附有相關條件或限制之說明，若該說明並

非顯而易見，仍係一不實廣告。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隱藏式廣告之規範方式亦同於先進國家立法例，並未特設處

理原則。而隱藏式手法廣告之非難性為不符合資訊表示真實原則的要求，因此對其

規範之重點便係廣告內容呈現的真實性，若對於銷售商品或服務所欲賦予消費者之

優惠，於享有該優惠設有限制、負擔或條件時，必須清楚、明瞭的於廣告中揭示，

否則將使消費者誤認廣告之意涵而形成錯誤之印象，該當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五) 問卷調查廣告 

1. 定義 

本文所謂問卷調查廣告，係指廣告主於其商品或服務廣告中，載有問卷調查之

結果。而其以問卷調查之結果作為廣告內容之目的為，藉由市場調查之公信力，使

消費者對其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內容及品質產生相當程度之信賴，如此以增加其於廣

告中所為聲明之可信度。因市場調查之結果所代表者，係為非廣告主自身對其商品

或服務所作片面之陳述，如此較能排除消費者對於廣告內容是否自賣自誇之疑慮。

而問卷調查之結果可能為請消費者體驗產品後的感受或單純對問卷所指內容依其認

知主觀的想法。 

2. 與薦證廣告之比較 

由上述說明可知，問卷調查廣告與一般廣告主單純將其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作

介紹之廣告之差異，便係其於廣告中多了廣告主自身主張以外的問卷調查結果，如

此廣告的手法便與薦證廣告有些類似。首先，此兩種廣告之內容皆含有廣告主自身

陳述以外的事實，此事實一為問卷調查之統計結果，另一為薦證人對商品或服務背

書的現身說法。而此兩種廣告手法的目的皆為藉由廣告主陳述以外客觀之事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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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提升其對商品或服務品質、價格等優異表示之可信度。另外，以問卷調查統計

結果作為廣告內容的效果，係基於透過多數人對商品或服務所表達正面的意見，而

對其他人造成的感染力，刺激消費者跟隨意願；而薦證人之背書，則係以一種同立

於消費者的同理心所表達的感受，促使消費者因薦證人之保證及推薦而萌生驗證效

果的心理。 

3. 問卷調查廣告之爭議及於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 

對於問卷調查廣告管制之目的，係為防止不肖廣告主以本不存在的問卷調查結

果，反映其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上的高滿意度、高使用率或高效能，並藉此達成說服

消費者進行交易之行為；或確實有問卷調查之存在，但未揭露問卷調查之結果，係

由廣告主自己或由與其關係親近或甚至為其旗下之市調公司所作成，該事實揭露與

否，將影響問卷調查結果的可信度及客觀公正性；或廣告主於廣告中使用之問卷調

查結果，僅為問卷調查對其有利之部分，如此易使消費者產生該問卷調查整體結果

皆係對商品或服務係表達肯定的錯誤印象，而產生欺瞞的情形；或問卷調查之結果

與廣告主於廣告中之宣稱無關聯，即問卷調查之結果無法支撐廣告對商品或服務之

陳述。以上的情形皆有可能影響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購買之決定，影響消費者權

益，同樣地，也可能侵害市場上其他合法競爭者之利益，因此問卷調查廣告實有規

範之必要。 

公平交易法並未對問卷調查廣告作另外之處理原則，因此對於問卷調查廣告便

係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作規範。是否違反該條規定，主要係考量問卷調查結果是

否由第三人公正專業之市調公司所作成，因其所作成之結果較具公正客觀性，反

之，該調查結果可能被認定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所作調查之結

果與廣告主於廣告中所作宣稱之關聯亦為考量的重點，若調查的結果與廣告之宣稱

無涉或調查的結果不足以證明、支撐廣告之陳述，則可能被認定為係虛偽不實、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問卷調查結果作成之相關資訊是否揭露亦為判斷要素，如

調查主體、調查時間、調查區域範圍、調查對象、調查方法、抽樣方法、抽樣誤差

值、樣本數量及有效樣本數量或進行問卷調查之同時有贈送受訪者高額贈品之事實

等，該等資訊若會影響問卷調查結果之客觀性而未於廣告中揭露，且該等事項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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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亦為法條可包攝之範圍，則便可能被認定係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之表示或表徵

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4. 實務案例探討 

實務上，業者以問卷調查結果作為廣告內容手法的案件，如歐護防蚊液案98，

處分書中表示業者於廣告中之宣稱，係依據國際性專業市調機構所為之市場調查結

果，因此該廣告之表示既係出於調查之結果，則難論其無依據，即便其調查結果僅

係街頭 100 位受試者之使用意見，而於調查對象是否具代表性及樣本數是否足夠兩

方面產生疑義，但在考量目前無公認絕對客觀之問卷方法情形下，不應便認為該問

卷調查結果涉有不實，且業者於廣告中之表示並未跳脫調查結果所能反映之事實，

因此該問卷調查部分並無不實；百靈刮鬍刀案99，處分書中表示該問卷是由業者所

作，且問卷調查產生之結果，係基於贈送受訪者高價試用品之情形，且因其於廣告

中表示該活動係與知名男士雜誌合作而為，易使人誤認該問卷調查係由公正第三單

位之男性雜誌所作成，因此業者於廣告中並未揭示問卷調查之調查主體及以免費贈

送高價試用品而為問卷調查等事實，係引人錯誤之表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關於歐護案，因確係由專業市調機構所為之問卷調查，故考量的重點為調查的

結果是否與廣告中對產品之表示相符，或是否足以支撐廣告中之表示，因此公平交

易委員會於本案問卷調查結果部份之判斷上似無疑義；而百靈案之部分，主要是認

為事業未於廣告中揭露由何單位進行問卷調查及問卷調查之背後有贈送高價試用品

之事實，而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本文認為本案之不法性似非第 21 條所能涵

蓋，第 21 條所考量者，係廣告對商品或服務本身相關資訊之表示或表徵不得不

實，而廣告內容未揭露由何單位進行問卷或有贈送高價試用品之事實，雖屬影響交

易之重要資訊，但應屬於作成廣告訊息的內部動機、緣由，該廣告對商品所作之表

示並無不實，況該表示確係依據事業自己所作之調查結果，雖因其公正客觀性而有

引起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之可能，但該誤認非基於對商品本身之品質、價錢或來源

                                                      
98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6110 號。 
99 參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09817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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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表示不當，因此本案應係對消費大眾隱匿重要資訊該當欺罔，或該行為對

其他市場競爭者顯失公平而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違反。  

百靈案之情形便類似部落客撰寫心得分享薦證文，卻未揭示其有收受事業報酬

或餽贈，而其薦證內容並無虛假之情形，該事實未揭露，可能使訊息觀看者因認為

訊息發布者係立於消費者立場之同理心，而信任其發佈之訊息，此種行為帶有欺瞞

之意味；同樣地，載有問卷調查結果之廣告，未說明該調查結果非由公正第三人機

構所為，而係由廣告主自行進行調查，及問卷調查之進行係基於贈送高價試用品之

背景，如此將與消費者對問卷調查之一般想法，即係由公正機構隨機挑選受訪者的

觀念有所不符，而對商品有形成錯誤評價之可能，此種事業利用消費者資訊弱勢而

形成誤認之行為，應非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能包攝，因此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本

案法條之適用似有不妥。 

5. 小結 

由上述之討論可知，問卷調查廣告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下所考量者，應

為問卷調查之結果與廣告內容表示間之關聯性，即問卷結果於廣告對商品或服務所

為之表示是否相符，或該結果是否足以支撐或呈現廣告中之表示，若皆符合上述之

檢視，則非不實廣告規範之範圍；而關於廣告中是否揭露影響該問卷結果公正客觀

性之重要資訊，即問卷調查進行之機構為何公司（人）、問卷結果係基於贈送受訪

者餽贈之背景等事項，因非對商品或服務本身資訊所為之表示，雖亦有造成消費大

眾對商品或服務形成錯誤評價之可能，且對於其他市場競爭者係不公平之手段，但

仍超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不法性所能涵蓋範圍，而應歸屬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以為

規範。 

四、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規範之檢討 

(一) 新型態廣告於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規範現況 

藉由上述之討論，目前對廣告管制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仍無法對所有新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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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加以規範，而薦證廣告於現行對商品或服務所作的廣告所佔的比例甚高，曾有

調查於 15 部廣告有 13 部廣告便係採用薦證廣告之模式，因此對於薦證廣告之規

範，實有更加健全之必要，其中關於屬薦證廣告範疇之部落客廣告，以現行之規定

對其便有規範的困難度。因部落客受事業廠商委託或於接受其餽贈情況下，對該事

業廠商之商品或服務，以立於同為消費者之立場於個人網站撰寫心得分享文，分享

文之內容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僅係未揭露上該事實，此時因內容無不實，僅係作

成廣告訊息之內部動機有使人對商品或服務形成錯誤評價之虞，因而已跳脫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所得包攝之範圍。因此部落客廣告成為現行對不實廣告規制之規範盲

點。 

而透過發展快速多變、新興媒體所刊載之一般網路廣告，依現行法制對其規範

似無難處，僅因網路媒體之普及，所刊載之不實網路廣告可對相當範圍之群眾權益

造成影響，因此便須時時注意其發展動態，且網路科技具無法預期發展之特性，隨

著其持續之進步發展，未來藉網路媒體刊載廣告之模式必定層出不窮，因而主管單

位必須因應其變化而適時調整規範之內容，如此方不致形成管制漏洞。 

隱藏式廣告主要問題點為，其不符合公平交易法對廣告之資訊真實表示之要

求，僅於廣告中表示優惠事項，未一併將相關交易條件、限制作說明，如此係不當

招徠客戶之行為，對消費者之權益將造成侵害，惟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

於現階段仍可完全掌握其不法性。 

問卷調查廣告之非難性依現行公平交易法雖可將其掌握，但並非僅以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便能評價所有的不法內涵，依該條現行之規範文字，規範範圍僅及於問

卷結果與廣告對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表示不相符，或該結果不足以支撐或呈現廣告中

之表示之情形，至於與部落客廣告情形類似，同為僅係作成廣告訊息之內部動機有

使人對商品或服務形成錯誤評價之虞之情形，已跳脫本條之射程範圍，對於此等事

項便不應以本條規範。 

而屬於另類廣告之關鍵字廣告，現行實務無論個案所使用之他人商標文字是否

出現於關鍵字廣告所呈現出文字或連結中，亦即不區分個案具體不法情形，只要屬

於關鍵字廣告，便係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以為管制，如此之處理模式似有檢討之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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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未來之執法方向 

網際網路媒體發展快速，因此利用網路媒體所作廣告之呈現方式充滿無限可能

性，因此無論是否有新型網路廣告之出現，執法單位必須時時留意網路市場之動

態，並隨時注意各國執法單位之管制變革，以為效法，如此方能對有心鑽規範漏洞

之徒全面防堵。另外，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並未介入事業於網路廣告標錯價格之案

例，但鑒於網路廣告之法律性質仍屬於「要約引誘」，只要事業未為承諾，契約便

不成立，因而受害之消費者將無法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對廣告規範之行政

法規向事業為請求，但公平交易法與其他同規範廣告之行政法規最大不同點，便係

其除保護消費者之權益外，其主要係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機制與交易秩序，因此當其

他法規無法對此類案件為處理時，若該情形反覆出現，似對市場交易秩序造成妨

害，此時公平交易委員會不妨跳出對該些怠慢之事業為相關之裁處，使其以此為戒

有所警惕，如此消費者之權益將間接受有保護。 

對於部落客廣告，依我國現行之規範以觀，若部落客非屬公眾知名薦證之範

圍，則其薦證若有不實，責任僅為受事業報酬十倍範圍之內與廣告主負民事連帶賠

償責任，如此之規定似非保護消費者之權益，而係減輕其責任，如此將可能變相助

長素人為不實薦證之情形，若部落客所為之薦證內容並無不實，則消費者並未因此

受有損害，則關於受事業報酬十倍範圍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規範完全無用武之地，

形同廢文，此種行為除消費者主觀動機及信賴利益可能受損外，其他市場上合法競

爭者之利益也將受侵害，如此之規範內容似無法有效遏止事業委請素人部落客為不

實薦證之行為，因而對於規範之內容應作修正。 

對於問卷調查廣告之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執法之時，應確實掌握個案之不

法情形，並針對各不法事實依適當之法條為妥適之處置，切勿關於廣告中載有問卷

調查之內容，而未探究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能包攝不法性之範圍，便以該條對個

案為處理。 

關於若關鍵字廣告所使用之他人商標關鍵字，亦會出現於關鍵字廣告所顯示出

之文字或連結中之情況時，是否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加以管制，不無探討空

間，因若該商標文字亦顯現於關鍵字廣告之文字或連結中，此時當網路使用者點擊

進入網站時，便有可能誤認該網站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係出自於商標權人處，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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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或「製造者」等產生誤認，因此有引人錯誤之虞，因而

關於上述關鍵字廣告之情形，主管機關似可考慮直接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予以規

範。 

另外，本文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案件，無論是現有的廣告傳播手

法，亦或是將來可能發展出的任何新型態廣告，於個案違法情形究應適用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或是第 24 條，應有明確之區分、說明或適用標準，畢竟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補充條款，實不應無限制擴大其適用之機會，如對於可能使消費者對商品或服

務之交易主體同一性或商品同一性產生誤認之關鍵字廣告情形，應直接適用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或製造者之引人錯誤表示之規定，而不

應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理；而若個案違法情形非現行法第 21 條所能評價，如部

落客廣告未揭露收受事業報酬餽贈而為真實薦證，或問卷調查廣告，其調查結果之

產生係基於贈送高額試用品，此些未揭露事項僅為作成廣告之內部動機、緣由，應

非屬對於商品或服務本身直接之表示，而超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範圍，應適

用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總之，對於個案相同或類似違法情形，應統一法條之適

用，而對於超出法條所能涵蓋之不法行為，則不應錯誤適用法條。 

五、結論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於廣告之規範，著重於商品或服務本身相關資訊傳遞之

真實，因此只要廣告對商品或服務傳遞之內容真實，於公平交易法領域便屬於合法

的廣告，但在現今廣告手法多元的時代，聰明的廣告主可能為了有效推廣其商品或

服務，其可委託一些與廣告主公司無關的第三者，透過其對於商品或服務的推薦，

便可有效破除人們對於商業廣告自賣自誇的疑慮，而對該商品或服務產生正面的想

法，就此種手法而言，即便所傳遞之商品或服務訊息係真實，但站在公平交易法的

立場，其不僅要維護消費者權益，更要保護以正當手法進行商業經營的市場競爭

者，因該等廣告傳播行為帶有欺瞞的內涵，對於其他市場競爭者而言，係為不正當

的競爭手段，因此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範內容，對於廣告之管制之範圍似

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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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於各新型態廣告之規範情形，如同前述，對於一般

網路廣告、一般薦證廣告、隱藏式廣告及問卷調查廣告之不法性尚能加以評價，惟

對於部落客廣告，如同前述，事業廠商以帶有欺罔方式委託部落客撰寫分享文推廣

商品或服務，若其所述並無不實，則依現行規範內容，仍無法加以管制。至於廣告

模式較為另類之關鍵字廣告是否得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直接規範，似有探究之

餘地。 

因而針對前述關於現行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規範不足之處，本文認為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範減輕了非知名薦證者之責任，將無法遏止事業委請此類

薦證者為不實薦證之行為，且其所為之薦證對消費者購買之影響力是否皆不如公眾

知名人士實難一概而論，再加上參酌美國先進立法例之規範內容，亦無如此之規

定，因此本文建議對於限制非知名薦證者責任之規範部分應予刪除。而對於無法有

效規範部落客廣告之情形，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部分，應仿

效美國法之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導原則，於現行薦證廣告案件規範說明中，除明

列知名人士、專業人事、機構及消費者為薦證人時須揭露之事項外，增列重要關係

之揭露事項，該事項即為觀看廣告之消費者於內容未明示時無法合理預期，且將影

響薦證內容之可信度之事實，則該些事項務必揭露，如此對管制之對象將較不受限

而全面，往後事業廠商採取該種廣告模式以為行銷，而部落客又未於個人網頁中揭

露其與事業廠商之內部關係時，將可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不肖事業課處行政責

任。 

而關於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制範圍不足部分，因不實表示或表徵僅限於

對商品或服務為之，始有本條之適用，若於與商品或服務本身之外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則跳脫本條之射程範圍，惟公平交易法除確保市場公平競爭機

制外，亦保障消費者之權益，而廣告之目的便為促進商品或服務之銷售，因此為了

徹底維護消費者不受欺罔情形而侵害權益，應對於與能促進商品和服務銷售的各種

相關訊息，無論係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甚或未將其揭露，便落入

本條規範之範圍。 

就 100 年 7 月版之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修正草案100觀之，其規

                                                      
100 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事業不得在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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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文字中所謂「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

與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之規範文字

相同，其目的應係希望將原本規範於處理原則之內容，提升規定於公平交易法規範

中以加強其法律位階，如此之作法似可擴張公平交易法對於廣告之規範範圍，以解

決現行規定所能涵蓋不法行為範圍狹窄之問題。 

雖然法條修正後，不法行為可涵蓋範圍將擴大，但同樣可能會產生的問題便為

法條應如何適用，因所謂「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

項」仍屬於一概括條款，故如具招徠效果之事項應如何認定，或其他非直接屬於交

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之範圍為何等等，無法單憑法條規範文字而直接知悉個案適

用之界限何在，因此於修法後，公平交易委員會仍須訂立處理原則，將條文中所謂

有關招徠效果之交易事項，以例示或列舉方式為明確、清楚的解釋，往後於適用法

條時，屬於例示或列舉之事項者，便劃歸規範廣告之條文（現行為第 21 條，修正

後為第 22 條）處理，反之，則可能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所處理之範

疇。如此將不僅使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理個案所適用之法條能夠統一，亦使廣告主

得以清楚明白法律所容許之廣告行為界限何在，而不致違法。 

                                                        
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一

項)。前項所稱與商品相關而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指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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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等具有

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及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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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gulations of Innovative Advertisement 

－With Emphasis on the Fair Trade Act 

Hu, Chung-Nan∗ 

Abstract 

For enterprise managers, advertis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ways of 

promoting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high cost of communi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attract consumers immediately and provide full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seconds. The approach to advertising is no longer flat, and it is now 

both varied and highly developed as the resul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ertis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 and thus, if they are false, the interests of 

many consumers will be infring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ict the content of 

advertisement 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y are communicated.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Act is the main regulation which restricts advertisements in Taiwan. Thus, this 

study seeks to look into whether or bot Article 21 still fully restricts the illegality of five 

innovative advertisements that this study has listed.  In the final chapter,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direction of law revisions to the Law by referring to legisl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points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Fair Trade Act in Taiwan. 

Keywords: Innovative Advertisement, Online Advertisement, Key Words Advertisement,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Blogger Advertisement, 

Partial Disclosure Advertisement, Questionnaire Survey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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