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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109 年 7 月份 

處  分 

一、華宸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商品，刊

載「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市面吸

附能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

（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爾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文字，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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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銷售「華登金捷殿」建

案廣告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棟傢俱配置參考圖」，

將原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

分案。 

6 

三、蓮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 

四、香港商成世紀集團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

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5 

五、旺沛大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19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福壽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富鼎產

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附負擔許

可期限案。 

29 

 

                                      

109 年 8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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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分 

一、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friDay購物

網站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等離子智慧節能清淨 13.6 公升除濕機 

KED-213」，刊載「1級能效」、「全系列 1級能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

分案。 

33 

二、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 年 6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7055 號處

分書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 

三、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華山川」建

案，於網站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置圖顯示一

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50 

四、立吉科技有限公司銷售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射

燈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有(可申請節能補

助)」，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55 

五、美商悠樂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停止銷售套組商品，

未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62 

 

                                       

109 年 9 月份 

處  分 

一、澤宇生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65 

二、福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福匯常安」建案，於網站刊載「A |2-9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

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69 

三、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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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力匯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87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2 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

口聯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77 

 

                                       

109 年 10 月份 

處  分 

一、廣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0 

二、美科達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

終止契約退出退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3 

三、笙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Google網站使用同業公司名稱「捷鋮」製刊

不當關鍵字廣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96 

四、泰崴軒佛教文物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宣稱

「真象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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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09 年 11 月份 

處  分 

一、騰飛文化有限公司於聯合報刊登廣告，宣稱「佛鈔是由美國聯邦儲備

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美國

財政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連體紀念鈔」等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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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作發行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侯○○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

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另處罰鍰案。 

117 

三、傑昌開發有限公司銷售「閱閱昌傑」建案，廣告上之「A 戶 3、5F 傢

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台空

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1 

 

結合案件決定 

一、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與杰廣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從屬公司、泰羅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結合案件決定

書。 

109 

 

                                       

109 年 12 月份 

處  分 

一、桔客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司網站、臉書粉絲專頁及課程簡章宣

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教學機構通

過 Pearson認證」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7 

二、活力得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

收件中心及變更傳銷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132 

三、馥裕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53 

四、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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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結合案件決定 

一、家福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之

結合案件決定書。 
136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總宜實業有限公司、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本會 109年 5月 21日公聯字第 109002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聯

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行為准予備查案。 

143 

二、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暨 27 家會員機構申請延展信用卡業務

聯合行為許可期限案許可決定書。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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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0號 

被處分人：華宸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332672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1154號  

代 表 人：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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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商品，刊載「吸

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市

面吸附能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附空氣中之

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爾蒙）及化合

物與臭味」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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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 109 年 2 月 10 日於網站

（www.masterab.com）銷售「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下

稱案關商品），刊載「VOCs椰殼活性碳（吸附力優於市售活

性碳 30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倍於市面吸附能力之活

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

（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爾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

疑誇大及誤導消費者對商品功效之認知，涉有廣告不實情

事。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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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關商品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新型 M55809號「具有抗

菌、抗 VOCs、霾害去除及除臭的抗菌抗 VOCs口罩」專利，

口罩最外層為外面疏水層，第二層為活性碳材質，第三

層為具抗菌功能之半導體濺鍍銀技術，最內層為內面親

水層，已分別進行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

院）「甲苯吸附效率測試」、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 SGS）超微量工業安全實驗室之除臭不織布「甲醛測

試」及濺鍍銀不織布「抗菌測試」等測試，具有吸附甲

苯、甲醛等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及抗菌之功能。案關商品為具「活性碳」特性之

一般布口罩，非屬取得衛生福利部核發醫療器材許可證

字號之醫用口罩。 

（二）被處分人自 107年 4月 26日起於網站刊載案關商品「吸

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

市面吸附能力之活性碳」等文字，係因案關商品第 2 層

之活性碳材料已委託工研院進行「甲苯吸附效率測試」，

依據該測試報告結果，被處分人活性碳材料（即實驗組）

於採樣時間 50分鐘後之甲苯去除率為 100%，對照組於相

同採樣時間之甲苯去除率為 0%，顯示實驗組吸附力為對

照組之 100倍；實驗組採樣時間 60分鐘後之甲苯去除率

為 100%，對照組於相同採樣時間之甲苯去除率僅 4.6%，

顯示實驗組吸附力為對照組之 21.74 倍（100/4.6）。故

案關商品較其他活性碳材質口罩之甲苯吸附效率約 30倍

（介於 21.74倍到 100倍間）。 

三、經函請工研院提出說明，略以： 

（一）依據工研院「甲苯吸附效率測試」之「2.測試方法」所

載「2.1 對照組：將檢定器先置放於箱體中，再將箱體

密封……2.2 實驗組：將 36.5x26.3cm2樣本（儘可能平

鋪）及檢定器先置放於測試箱體中，再將箱體密封（下

略）」兩相比對可見，對照組中並無材料，係空白試驗，

故被處分人認為對照組中為活性碳商品，恐有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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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試報告為一動態過程紀錄，採樣時間分別為 0 分鐘、

10 分鐘、30 分鐘、50 分鐘及 60 分鐘，在此過程中因對

照組為空白試驗，故實驗組與對照組間所對應者為吸附

效率，並無法直接量化為 30倍之數字，被處分人斷章取

義自行認定 30倍為誤導消費者之舉，此亦為工研院與被

處分人之「工業服務報價委託單」第 5 點所定「本案係

依委託服務項目、內容及執行方法對樣品進行檢測。本

報告僅供委託人參考，未經本院同意，委託人不得以之

作為任何證明或廣告之用」禁止業者將測試報告作為廣

告宣傳之主因。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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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倘以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者，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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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查被處分人自 107年 4月 26日起於網站刊載案關商品廣

告，宣稱「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倍」及「利用特殊技

術 30倍於市面吸附能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

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爾

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就整體廣告內容觀之，予人印

象為案關商品對於空氣中揮發性有機溶劑等之吸附能力優

於其他市售（市面）活性碳商品之 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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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被處分人到會時表示，因案關商品第 2 層之活性碳材料

已委託工研院進行「甲苯吸附效率測試」，依據該測試報告

比較實驗組及對照組對於甲苯吸附效率之結果顯示，案關

商品相較其他活性碳材質口罩之甲苯吸附效率約 30倍（介

於 21.74倍到 100倍間），故於廣告刊載「吸附力優於市售

活性碳 30倍」等文字。 

四、惟據工研院表示，該院受被處分人委託進行「甲苯吸附效

率測試」之「2.測試方法」已載明「2.1 對照組：將檢定

器先置放於箱體中，再將箱體密封……2.2 實驗組：將

36.5x26.3cm2 樣本（儘可能平鋪）及檢定器先置放於測試

箱體中，再將箱體密封（下略）」兩相比對可見，對照組中

並無材料，係空白試驗，故被處分人認為對照組中為活性

碳商品，恐有誤解。另測試報告為一動態過程紀錄，採樣

時間分別為 0分鐘、10分鐘、30分鐘、50分鐘及 60分鐘，

在此過程中因對照組為空白試驗，故實驗組與對照組間所

對應者為吸附效率，並無法直接量化為 30倍之數字，被處

分人自行認定 30倍屬誤導消費者之舉。 

五、因工研院「甲苯吸附效率測試」之對照組內僅有放置「檢

定器」測定甲苯濃度，並無其他受檢測之材料或商品，被

處分人錯誤解讀對照組內有其他活性碳材料，進而自行推

估案關商品相較其他活性碳材質口罩之甲苯吸附效率約 30

倍，並以廣告刊載「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倍」等文字，

被處分人所稱之比較內容與事實顯有不同，工研院測試報

告內容亦無案關商品之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倍之結論。

按活性碳口罩廣告宣稱對於揮發性有機物之吸附效果，為

影響交易相對人作成交易決定之重要因素，被處分人錯誤

解讀工研院「甲苯吸附效率測試」所為之廣告尚難謂無過

失，並不存在案關商品與其他市售活性碳商品或材質比較

之事實，其廣告之表示無客觀事證依據，已足以引起一般

大眾對案關商品之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

致市場競爭機制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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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商品，

廣告宣稱「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倍」及「利用特殊技

術 30倍於市面吸附能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

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爾

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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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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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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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1號 

被處分人：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618772 

址    設：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 95巷 10號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92316 

址    設：桃園市龍潭區新龍路 219巷 10號 

代 表 人：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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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登金捷殿」建案廣告之「2~10 棟傢俱配

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

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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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90萬元罰鍰。 

處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 4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查悉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華登公

司)及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為

銷售新北市鶯歌區「華登金捷殿」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107 年 5 月 12 日至 108 年 12 月 21 日止於 591 房屋交易網

站(下稱 591 房屋網)刊載之「2~10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2 至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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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華登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座落於新北市鶯歌區，101 年 2 月 14 日開始興

建，約 103 年 4 月間興建完成。103 年陸續銷售，自 107

年 4月 1日起委託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銷售案關建案，委

託期間 107 年 4 月 1 日至 108 年 3月 31 日止，並依「委

託銷售合約書」(下稱合約書)支付各戶底價或成交價之一

定比例之廣告業務企劃服務費。 

(二)案關建案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棟傢俱

配置參考圖」係由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依竣工圖繪製並印

製而成，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將紙本傢俱配置參考圖提供

予被處分人華登公司審核時發現有誤，即將其銷毀並未發

放。而上開傢俱配置參考圖劃有虛線之使用空間，經建管

單位核准之空間名稱及使用用途為陽台，並未向主管機關

提出用途變更。 

(三)案關建案免費刊登於 591房屋網之廣告期間為 107年 5月

12 日至 108 年 12 月 21 日止，該期間並未支付 591 房屋

網經營者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何費用及簽訂任何契

約。於 591房屋網刊登「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係一時疏失，未盡查核廣告文件責任

所致。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

以： 

(一)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承攬被處分人華登公司案關建案之

廣告企劃、製作及銷售，其銷售利潤分配係被處分人葛里

德公司銷售各戶底價或成交價之一定比例計算。 

(二)「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棟傢俱配置參考圖」

係因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繪圖製作疏失，將原陽台空間規

劃為室內空間，又現場管理人員疏失，未發現錯誤之傢俱

配置參考圖誤植於 591房屋網，確有疏失之責。案關建案

刊登於 591房屋網之廣告期間共銷售 7戶，其中 4戶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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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葛里德公司所銷售，3戶為被處分人華登公司所銷

售。 

四、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案關建案相關專業意見，略以： 

(一)按建築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為：

一、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

行建築者。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

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三、改建：將

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

高或擴大面積者。四、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

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

或變更者。」次按建築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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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

在此限。」 

(二)案關建案領有 103鶯使字第 156號使用執照，依執照登載

所示：「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層棟戶數為『地

上 6 層、地下 1 層、8 幢、36 棟、36 戶』」，另「2~10 棟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棟傢俱配置參考圖」之 2至

5 樓劃有虛線之使用空間依竣工圖內容所示為「陽台」。

依據前開使用執照竣工圖內容所示，該位置為供「陽台」

使用，倘供為「客廳、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即涉及違

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 

(三)經查該虛線部分無相關申請建造執照變更設計之紀錄，故

並無核准為客廳、臥室使用。依據前開使用執照竣工圖內

容所示，「陽台」未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之檢討，依原核

准使用執照，若虛線部分做室內使用，會超過法定容積

率。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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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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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

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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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俱為本案廣告

主：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之

提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監督權力或決定能力者、廣告之

出資者等，並依締結交易名義人、銷售及廣告活動實際實

施者及實施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因廣告銷售

所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 

(二)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華登公司所投資興建，並與被處

分人葛里德公司簽訂合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認被處

分人華登公司除出資興建該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之商

品意思，委託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製作案關建案廣告及銷

售建案，亦自承對案關建案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

及「12~23棟傢俱配置參考圖」有審核之權責，是被處分

人華登公司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次查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製作

及銷售，依雙方簽訂之合約書，廣告業務企劃服務費以各

戶底價或成交價之一定比例計算，是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

為廣告出資者及廣告活動實際實施者，並進而利用廣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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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且隨銷售金額之多寡向建設公司請領一定比例之服務

費，其經營型態顯與一般廣告代理業有間，亦為本案廣告

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銷售案關建案，

於 591房屋網刊載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2至 5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

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

定： 

(一)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對

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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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效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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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銷售案關建案，

於 591房屋網刊載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2 至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

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整體內容觀之，予人印象

係該廣告虛線部分屬室內空間，可合法供客廳、臥室等空

間使用。惟據新北市政府之專業意見，依竣工圖內容所示

該位置為供「陽台」使用，倘供為「客廳、臥室」等室內

空間使用，即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經查

案關建案並無相關申請建造執照變更設計之紀錄，故無核

准為客廳、臥室使用，又依原核准使用執照，若虛線部分

做室內使用，會超過法定容積率。復據被處分人華登公司

自承並未向主管機關提出用途變更。據上，案關建案應無

將陽台空間合法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之可能。 

(三)綜上，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銷售案關

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2~10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2 至 5 樓劃有虛線部分

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交易相對人無法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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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廣告虛線標示之客廳、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該廣告

之表示與事實不符，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建案之內容

及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喪

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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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銷售

新北市鶯歌區「華登金捷殿」建案，於 591房屋網刊載「2~10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2

至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

表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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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酌被處分人華登公司與被處分人葛里德公司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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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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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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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2號 

被處分人：蓮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390707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 18號 6樓 

代 表 人：廖○○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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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本會於 109年 3月 13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商品訂購單載有葆美泰活菌酵素、NLC高效抗

齡鎖水滋養霜、大西洋水母精華露、全服貼撫紋面膜、緊緻拉

提隱形卵殼膜及複方藍銅胜肽凝露等 6 項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規定。 

理    由 

一、本會於 109年 3月 13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商品訂購單載有葆美泰活菌酵素、NLC高

效抗齡鎖水滋養霜、大西洋水母精華露、全服貼撫紋面膜、

緊緻拉提隱形卵殼膜及複方藍銅胜肽凝露等 6 項商品未報

備，據被處分人自承，自 106 年 5 月開始對外銷售葆美泰

活菌酵素；自 106年 7月開始對外銷售大西洋水母精華露；

自 107 年 1 月開始對外銷售緊緻拉提隱形卵殼膜；自 107

年 5月開始對外銷售全服貼撫紋面膜及複方藍銅胜肽凝露；

自 107年 12月開始對外銷售 NLC高效抗齡鎖水滋養霜，惟

被處分人遲至 109年 3月 17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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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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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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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

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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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商品訂購單。 

二、被處分人 109年 3月 17日報備新增銷售商品資料。 

四、被處分人 109 年 4 月 20 日陳述紀錄及 109 年 4 月 22 日補

充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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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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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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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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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3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成世紀集團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85123926  

址    設：臺中市西區大隆路 20號 11樓之 2   

代 表 人：黃○○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 108 年 9 月間向本會完成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主要銷售傳銷商品為食品。查本會 109 年 3 月間派員赴被處分

人臺中市西區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 108 年

11月、12月及 109年 1月發放之獎金比例與向本會報備獎金合

計數占總營業收入最高比例不符，疑涉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變更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之獎金制度分為拓展獎、銷售獎、經營獎、管

理獎、分紅獎、促銷方案及旅遊獎勵活動等 7 種，並設定

當所有項目獎金加總(不包含旅遊獎勵活動 1%)發放超過總

營業額之 60%時，針對銷售獎啟動 K值，亦即被處分人發放

獎金比例不會超過向本會報備之最高比例為 61%。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 108年 11月開始發放獎金，108年 11月、

12月及 109年 1月之獎金發放比例分別為 85.50%、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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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67.64%，均超過被處分人報備之獎金合計數占總營業收

入最高比例 61%。據被處分人陳稱，係因獎金計算系統發生

問題，導致獎金發放上限 K 值並未啟動，而造成獎金超發

之情，然被處分人未啟動 K 值之行為，已影響獎金發放之

最高比例，涉及獎金計算方法等傳銷制度之內容，況被處

分人於每月結算收入及支出時，理應發現支付傳銷商獎金

之金額過高，更遑論連續 2 個月獎金發放明顯超過報備獎

金上限，被處分人當無不知之理，是尚難以獎金計算系統

發生問題為由而予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三、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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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模

及經營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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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9年 3月 6日業務檢查資料。 

二、被處分人 109年 4月 10日、4月 24日陳述書及 109年 4月

10日陳述紀錄及相關資料。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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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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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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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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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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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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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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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4號 

被處分人：旺沛大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06068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 2號 10樓之 2 

代 表 人：姜○○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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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於向本會完成報備前，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三、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於 108年 10月 14日、10月 19日以電子郵件反映，

略以：被處分人設立「旺 PAY」第三方支付平台，並於 YouTube

網 站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Iuvr 

bJxgDehtKNOxMH NTtA)登載「旺旺電商全通路代理配套」

(youtu.be/i7mdJ8B4tR8)影音資訊，載有內部業務級別為

代理商、專員、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等 6 個層級及

相關獎金分配方式，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疑涉有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經本會 108 年 10 月 22 日上網查詢該民眾檢附網址

(https://youtube.com/channel/UCIuvrbJxgDehtKNOxMH 

NTtA)為被處分人之 YouTube 網站(旺 PAY 行動支付第一品

牌)，於「旺旺電商全通路代理配套」影片(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i7mdJ8B4tR8)載有被處分人代理商、

專員、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等層級業務人員可透過

銷售「旺 PAY 行動智能平台」服務及開發店家，取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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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佣金及店家營業分潤等獎金之計算酬金；復查該網站

所載「新零售 5.0 共享代理方案」影片亦載有相關內容，

故主動立案調查。 

三、案經本會派員於 108年 10月 22日、10月 29日赴被處分人

營業所調查，取得代理商申請暨合約書、「旺旺電子商務系

統平台銷售代理附約」等資料。 

四、被處分人到會說明、補充陳述及本會派員赴被處分人營業

所調查，略以： 

(一)被處分人設立「旺 PAY 行動支付」，於 107 年 7 月底開始

以自身名義招募代理商等業務人員推廣或銷售「旺 PAY」

第三方支付平台及「旺到家」電商平台(即網路門店系統)，

以上合稱為「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從 107年 7月迄 109

年 3月，共計約銷售 700至 800件該行動智能平台服務予

消費者或店家，被處分人迄至 109年 3月代理商、專員、

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等級別業務人員人數約 1,000

人。「旺到家」電商平台簽約之店家數量約 10 多家，「旺

PAY」特約店家簽約之店家數量約 4,000家。 

(二)被處分人透過 Facebook「旺 PAY 行動支付第一品牌」粉

絲專頁，YouTube網站「旺 PAY行動支付第一品牌」所載

「旺旺電商全通路代理配套」、「新零售 5.0共享代理商方

案」等影片，及於高雄、臺南、臺北等被處分人租賃地點，

不定期召開說明會及收件(收受代理商申請暨合約書、旺

到家合約書、旺 PAY特約店家合約書等)。 

(三)代理商等業務人員加入或晉升條件： 

１、代理商支付新臺幣(下同)28,000 元，取得旺到家網路商

城空間 3 年，代理商支付簽約培訓費 1,000 元，被處分

人對代理商培訓完成後，代理商始取得 3 年開發特約商

店及介紹他人為代理商(取得「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分

銷資格)之權利，被處分人贈送等值 29,000 元購物折扣

金，可於「旺到家」電商平台使用。 

２、本會提示之「旺旺電子商務系統平台銷售代理附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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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提供予代理商之書面契約，其上載有代理商、

專員、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等銷售獎金、流量獎

金、職務津貼、責任津貼、輔導流量獎金、管銷津貼等

獎勵計算方法。 

(四)「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店家給予消費分潤： 

１、消費分潤之計算基礎為「旺到家」電商平台簽約店家、「旺

PAY」特約店家給予營業額之一定比例，實際分潤比例視

店家成本比例而異。 

２、以店家營業額 10%作為分潤比例為例，錢先進被處分人帳

戶，再由被處分人依下述比例分配： 

(１)消費者分潤方式：消費者至特約商店消費，可得 3%旺

幣回饋。 

(２)代理商(商開)分潤方式：代理商開發特約店，可以得到

該特約店營業額 1%的回饋(即流量獎金)。 

(３)分享(消費者)分潤方式：代理商或特約店家推薦消費者

至特約店家消費，可以得到該特約店營業額 1%的回

饋。 

(４)主任以上級別業務人員(含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

輔導直接推薦代理商開發特約商店，可享該特約商店營

業額 0.5%之輔導流量津貼。 

(５)處經理、總監尚可額外分別享有全處、全國特約商店營

業額 0.5%之職務加給(管銷津貼)。 

(６)被處分人得 1.5%，手續費 2%由銀行收取。被處分人與

玉山銀行合作第三方支付，玉山銀行為收單銀行，被處

分人並與陽信銀行簽訂信託契約。 

(五)「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業務級別及獎金計算方式重點如

下： 

１、代理商： 

(１)代理商可取得自己推廣行動智能平台銷售獎金 30%，每

1 平台獎金計算基準為 12,600FYP，銷售獎金 30%即為

12,600FYPx30%=3,780FYP(即 28,000元x30%=8,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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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FYP =2.22 元)。 

(２)代理商銷售前 4套行動智能平台服務，被處分人再贈送

4張激勵津貼券(每張 5,000元)補貼。 

(３)代理商可取得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

量獎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 

２、專員： 

(１)代理商銷售 4套行動智能平台服務，可成為專員，專員

可取得自己推廣平台銷售獎金 30%。 

(２)專員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銷售平台服務，可取得每一

平台使用費基準值(12,600FYP)的 10%職務津貼。該職

務津貼為單層級獎金關係，並無多層級獎金關係。 

(３)專員就其下組織之平台服務業績數量前 500 件享有責

任津貼，每件 252 FYP。 

(４)專員可取得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量

獎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 

３、主任： 

(１)輔導 3個專員，即可晉升為主任，享有晉升獎金 5,000

元，及自身業績銷售獎金 30%。 

(２)主任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銷售 1套平台服務，可享有

(12,600FYP)的 15%職務津貼；若主任輔導直接推薦之

專員銷售 1套平台服務，則主任享有(12,600FYP)的 5%

職務津貼(主任 15%-專員 10%)。該職務津貼為單層級獎

金關係，並無多層級獎金關係。 

(３)主任就其下組織之平台服務業績數量前 1,000 件享有

「責任津貼」，每件 252FYP。 

(４)主任可取得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量

獎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另可取得輔導直接

推薦之代理商開發之特約商店營業額 0.5%之輔導流量

津貼。 

４、經理： 

(１)輔導 3個主任，即可晉升為經理，享有晉升獎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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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身業績銷售獎金 30%。 

(２)經理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銷售 1套平台服務，可享有

(12,600FYP)的 20%職務津貼；若經理輔導直接推薦之

專員銷售 1 套平台服務，可享有(12,600FYP)的 10%職

務津貼(經理 20%-專員 10%)；若經理輔導直接推薦之主

任銷售 1套平台服務，可享有(12,600FYP)的 5%職務津

貼(經理 20%-主任 15%)。該職務津貼為單層級獎金關係，

並無多層級獎金關係。 

(３)經理就其下組織之平台服務業績數量前 3,000 件享有

「責任津貼」，每件 252FYP。 

(４)經理可取得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量

獎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另可取得輔導直接

推薦之代理商開發之特約商店營業額 0.5%之輔導流量

津貼。 

５、處經理： 

(１)輔導 3 個經理，即可晉升為處經理，享有晉升獎金

20,000元，及自身業績銷售獎金 30%。 

(２)處經理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銷售 1套平台服務，可享

有(12,600FYP)的 25%職務津貼；若處經理輔導直接推

薦之專員、主任、經理銷售一套平台服務，處經理分別

可享有 15%、10%、5%職務津貼。該職務津貼為單層級

獎金關係，並無多層級獎金關係。提供被處分人 108

年 9 月至 10 月職務津貼，其中甲為處經理，其推薦代

理商可得到職務津貼 12,600FYPx25%，為 3,150FYP(即

28,000元 x25%=7,000元)。 

(３)處經理可取得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

量獎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另可取得輔導直

接推薦之代理商開發之特約商店營業額 0.5%之輔導流

量津貼。 

(４)處經理就其下組織之平台服務業績數量前 5,000 件享

有「責任津貼」，每件 252FYP。提供被處分人 10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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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10 月責任津貼，其中甲為處經理，可得到非其直

接推薦(為甲其下組織之 1 員)之代理商平台服務銷售

業績 1件 252FYP之責任津貼。 

(５)處經理「職務加給」(管銷津貼)可得全處(處經理其下

組織之代理商、專員、主任、經理等)銷售獎金 5%，及

全處特約商店營業額 0.5%。 

６、總監： 

(１)輔導 3 個處經理，即可晉升為總監，享有晉升獎金

50,000元，及自身業績銷售獎金 30%。 

(２)總監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銷售 1套平台服務，則總監

享有(12,600FYP)的 25%職務津貼；總監輔導直接推薦

之專員、主任、經理銷售一套平台服務，總監分別可享

有 15%、10%、5%職務津貼。該職務津貼為單層級獎金

關係，並無多層級獎金關係。 

(３)總監可取自身開發之每一特約商店營業額 1%之流量獎

金(依特約商店提供之分潤計算)。另可取得輔導直接推

薦之代理商開發之特約商店營業額 0.5%之輔導流量津

貼。 

(４)總監就其下組織平台服務業績數量前 10,000 件享有

「責任津貼」，每件 252FYP。 

(５)總監「職務加給」(管銷津貼)可均分全國銷售獎金 5%，

及全國特約店營業額 0.5%。 

(六)生活津貼：各級代理商領取 FYP銷售獎金外，被處分人另

贈送銷售獎金 11%的旺幣，促進至「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

店家消費。 

(七)退休金計畫及合夥人計畫則尚未實施。 

理   由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

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同法第 4條規定：「本法所稱

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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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又同法第 5條第 1項規定：「本

法所稱傳銷商，指參加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廣、銷售商品

或服務，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並得介紹他

人參加及因被介紹之人為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或介紹

他人參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據上，

所謂多層次傳銷，係指事業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以

建立多層級之組織，並藉由該組織架構所形成之人際網絡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而傳銷商則因此而獲得事業所給

予之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故具有團隊計酬及多層

級獎金抽佣關係之特性。 

二、次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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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

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項、第 20條第 2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000萬元以下

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三、經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底起為推廣「旺 PAY」第三方支

付平台及「旺到家」電商平台(即「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

藉由下列方式介紹旺 PAY 行動支付優勢及招募代理商等業

務人員： 

(一)於 YouTube網站刊載「旺旺電商全通路代理配套」、「新零

售 5.0共享代理方案」等影片，說明其「旺 PAY行動智能

平台」代理及推廣制度。 

(二)透過 Facebook 社群網站發布「百業旺商聯誼會」資訊，

介紹旺 PAY行動支付優勢。 

(三)於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等租賃地點不定期召開說明會

及收件(收受代理商申請暨合約書、旺到家合約書、旺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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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店家合約書等)。  

四、復依被處分人於 YouTube 網站所載「旺旺電商全通路代理

配套」、「新零售 5.0 共享代理方案」等影片及其代理商申

請暨合約書、「旺旺電子商務系統平台銷售代理附約」，被

處分人之營運模式如下： 

(一)被處分人招募業務人員分為「代理商」、「專員」、「主任」、

「經理」、「處經理」、「總監」等層級，其中代理商係以支

付 29,000 元為加入條件，加入後即取得開發特約商店、

銷售「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服務以及介紹不特定人加入

成為被處分人之代理商等權利，而代理商在達成被處分人

設定之業績目標後，可晉升為「專員」、「主任」、「經理」、

「處經理」、「總監」等層級。 

(二)被處分人設計之獎金制度： 

１、代理商之收入除來自推廣前揭行動智能平台之銷售獎金

外，並可自所開發特約店家營業額之一定比例獲得流量

獎金，倘代理商之業績表現良好並符合被處分人之晉升

條件，成為「專員」後，可額外獲得職務津貼及責任津

貼。 

２、至於晉階成為「主任」、「經理」、「處經理」、「總監」等

層級後，其收入來源除上述來自個人業績而獲得銷售及

流量獎金，並將額外因輔導直接推薦之代理商開發特約

商店而獲得營業額 0.5%之輔導流量津貼；另一方面，可

由其下組織之平台服務銷售業績而抽取一定成數之獎金

(責任津貼)，此可據被處分人處經理甲之直推組織，與

甲於 108年 9月取得責任津貼包含非其直接推薦(為甲其

下組織之 1員)之代理商平台服務銷售業績可稽。 

３、此外，倘成為「處經理」、「總監」等層級後，前者可獲

得全處(處經理其下組織之代理商、專員、主任、經理等)

銷售獎金 5%，及全處特約商店營業額 0.5%之職務加給(管

銷津貼)；後者則可獲得全國銷售獎金 5%，及全國特約商

店營業額 0.5%之職務加給(管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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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此，被處分人之營運模式已合致透過人傳人建立多層級

組織，並藉由該組織架構形成之人際網絡推廣或銷售「旺

PAY行動智能平台」服務，且獎金之發放具有多層級抽佣關

係、團隊計酬之性質，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

之多層次傳銷。 

五、據被處分人與代理商簽訂之代理商申請暨合約書、旺到家

合約書、旺 PAY 特約店家合約書及發放獎金等資料，被處

分人係為「旺 PAY 行動智能平台」服務(包含「旺 PAY」第

三方支付平台及「旺到家」電商平台(即「旺到家」網路商

城))行銷機制之提供者，並受理代理商之申請加入、提供

服務、支付獎金等，被處分人為統籌規劃及實施傳銷行為

者，其所為商業經營模式既屬多層次傳銷，則依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被處分人應於開始實施多層

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被處分人自承從 107 年 7 月

迄 109 年 3 月，共計約推廣或銷售 700 至 800 件前揭行動

智能平台服務，招募之代理商、專員、主任、經理、處經

理、總監等級別業務人員人數約 1,000 人，簽約店家約有

4,000多家，惟被處分人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未向

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六、至被處分人自認其所從事傳銷行為並無多層次獎金關係，

而認非屬多層次傳銷乙節，按事業之行銷方式具多層次組

織架構及團隊計酬特性者，即屬多層次傳銷，是被處分人

對其獎金制度是否屬多層次傳銷顯有誤認，且無礙其違法

之事實。 

七、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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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

狀後，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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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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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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109004號 

申 請 人：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02298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段 453號 

代 表 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9661701 

址    設：彰化縣田中鎮興工路 6號 

代 表 人：詹逸宏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192402 

址    設：臺中市沙鹿區沙田路 45號 

代 表 人：洪堯昆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80404 

址    設：臺中市清水區海濱里北堤路 1-8號 

代 表 人：洪堯昆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008303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蔦松里蔦松二街 3號 

代 表 人：韓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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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富鼎產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914884 

址    設：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斗苑路芳苑段 63號 

代 表 人：周淑姿  

地    址：同上 

 

申請事項 

一、申請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申請辦理延展合

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之許可期限。 

二、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許可期限屆至起延展 5年(自 109年

9月 1日起至 114年 8月 31日止)。 

許可內容 

一、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黃豆，期限至 109 年 8 月

31日。本次申請延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予許可展期，期

限至 114年 8月 31日。 

二、申請人得依私法自治原則，訂定相關規範規定參與黃豆合

船採購事業之合船運作事宜，惟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或

相關規範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

加入本聯合採購。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備

查。 

三、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或相關規範限制任一申請人自由決

定其聯合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請人自行採購進

口。 

四、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

之登記採購量、實際採購量、採購裝船期及採購價格、裝

貨船開航日期及抵達我國港口日期，各申請人每月進口量、

加工量、銷售量、庫存量等資料，按季函報本會。 

許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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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規定：「事業不得為

聯合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

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

為。……」同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許可應附期限……

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期間

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

逾 5年。」 

二、黃豆為自由進口物資，進口業者除透過合船採購，亦可以

自行採購或透過專船銷售方式向穀物供應商採購黃豆，進

口管道多元。申請人實施本件聯合行為，可以較有效率之

方式採購及裝運進口黃豆，且透過散裝合船方式進口黃豆

具有顯著之規模經濟，且此一規模經濟難以藉由個別事業

單獨進口得以實現。 

三、復因黃豆進口市場尚有其他合船組或進口業者相互競爭，

市場競爭激烈，參與事業有誘因將節省成本反映在售價，

並提供較穩定之供應量，進而使相關經濟效益得以擴散至

中、下游買方及消費者；另可穩定進口原料品質，對於業

者進口成本之降低及進口意願之提高均具有正面助益，故

應認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四、綜上，本件申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但書第 5款

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准予許可。另為消弭限制競爭之疑

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1項規

定附加負擔如許可內容二、三、四。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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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許可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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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5號 

被處分人：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49098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 220號 10樓 

代 表 人：尹○○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376922 

址    設：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黎明路 1段 835號 1樓 

代 表 人：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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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等離

子智慧節能清淨 13.6公升除濕機 KED-213」，刊載「1級能

效」、「全系列 1級能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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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上網查悉，遠時數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家家買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於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 間 在 friDay 購 物 網 站 （ 網 址 ：

https://shopping.friday.tw）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

等離子智慧節能清淨 13.6 公升除濕機 KED-213」(下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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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刊載「1級能效」、「全系列 1級能效」，惟經濟部

能源局之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顯示，案關商品能源

效率分級為第 3級，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

以： 

１、friDay購物網站由被處分人遠時公司經營及架設維護，

提供供貨商刊載廣告及上架商品銷售予消費者，案關商

品廣告刊載於該網站之遠東百貨專頁，供貨商為被處分

人家家買公司，其為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

百貨公司)協助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招商之供貨商，三方

間訂有「線上購物商品合作契約書」，依前揭契約規定，

被處分人遠時公司負責商品報價審核及利用供貨商提

供之商品圖片、說明進行系統端商品上架作業，遠東百

貨公司則遵循被處分人遠時公司之招商流程協助導入

供貨商之商品。 

２、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自行製作後以專屬

帳號、密碼登入 friDay 購物網站之供應商管理系統上

傳，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授權遠東百貨公司於確認上傳商

品之品項、報價及毛利率等圖文說明無誤後即於該網站

上架販售。又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對於遠東百貨專頁之商

品僅於事後不定期進行商品資料稽核，並未參與商品廣

告文宣之企劃與製作，嗣於 108 年 12 月接獲本會調查

函後已將該廣告撤除。 

３、消費者於 friDay 購物網站訂購案關商品，由被處分人

遠時公司提供金流服務、開立銷售發票並通知被處分人

家家買公司出貨，消費者若有退、換貨需求，可向該網

站客服中心反映，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將通知被處分人家

家買公司協助處理。又被處分人遠時公司除向被處分人

家家買公司收取系統使用費等合作費用外，於案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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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時尚可獲得售價扣除成本之毛利，被處分人家家買

公司則每月向被處分人遠時公司結算扣除合作費用之

其餘貨款。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

略以： 

１、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依原廠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之商品文宣製作案關商品廣告及於 friDay 購物網站上

架銷售，刊登時間為 104年 2月 15日至 108年 12月 26

日，於 107年 1月後共銷售 2台。 

２、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因原廠未通知案關商品之能源效率

分級於 107年 1月之除濕機能源效率新分級制度實施後

由第 1 級變更為第 3 級，而未即時修正或下架 friDay

購物網站之案關商品廣告。 

（三）經函請經濟部能源局提供意見，略以： 

１、經濟部 106 年 4 月 17 日公告修正「除濕機容許耗用能

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提升除濕機各能源效率分級之基準，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２、案關商品雖曾於 103 年 8 月 29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

率分級第 1級，惟自 107年 1月 1日起即應符合上述修

正後分級基準，標示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3級。 

３、依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廠商製造或進口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供國內使用者，其能源

設備或器具之能源效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容許耗用

能源之規定，並應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未依規定

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不得在國內陳列或銷售；

違反前揭規定者，該局將依同法第 21條規定限期改善，

屆期不改善者則處以罰鍰，另涉及廣告不實者則請本會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查處。 

（四）又經本會 109年 6月 15日上網查詢，friDay購物網站已

查無案關商品及其廣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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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第 2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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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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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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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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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等簽訂之「線

上購物商品合作契約書」及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

關商品係由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提供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該網站顯示經營者為被處分人遠時

公司，消費者可透過該網站直接完成訂購及付款，交易完

成後亦由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收取款項及開立銷售發票予消

費者，接受退換貨之申請及聯繫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提供

售後服務，是消費者於訂購時所認知之交易對象為被處分

人遠時公司；又就交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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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案關商品之最末端銷售者，並藉由案關商品之銷售獲得

對外銷售價格與雙方議定進貨價格間之價差等，而自使用

該網站之案關商品廣告、銷售案關商品直接獲得利益，據

此，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核為案關商品廣告之行為主體。復

查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除係 friDay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

之供貨商外，該網站之案關商品廣告亦係由其自行製作後

以帳號、密碼登入前揭網站之供應商管理系統提供被處分

人遠時公司刊登，又案關商品若有銷售，依前揭契約書約

定，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可獲得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定期結

算之銷售貨款，而與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具有利益共享關係，

是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亦為案關商品廣告之行為主體。 

三、查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 107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1

級能效」、「全系列 1級能效」，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於刊登

當時獲經濟部能源局核准登錄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1 級，應

較其他等級之相仿規格除濕機，更具減少能源消耗之效用。

次查，案關商品雖曾獲經濟部能源局核定為能源效率分級

第 1 級，惟該局表示其能源效率分級依 107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之現行「除濕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分級基準已變更為第 3 級，自

107年 1月 1日起即應符合上述修正後分級基準，標示為能

源效率分級第 3 級。鑑於家電商品之能源效率分級，為影

響消費者作成該類商品交易決定之重要參考因素，被處分

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於案關商品廣告刊載上

開能源效率分級之表示與事實不符，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

案關商品之品質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等離子智慧節能

清淨 13.6公升除濕機 KED-213」，其廣告刊載「1級能效」、

「全系列 1級能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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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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家家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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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0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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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6號 

被處分人：環宇全球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657572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段 456號 16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

件、傳銷商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7

年 6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7055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所定傳銷

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

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

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未依本會 107 年 6 月 28 日公處

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其

違法行為。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第一

項有關變更傳銷制度、傳銷商參加契約內容、銷售服務等

違法行為。 

四、處新臺幣 16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係 103年 11月 19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銷售「DreamTrips黃金會員」、「DreamTrips白金會員」服

務(下稱黃金、白金會員服務)，前因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

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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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意旨，於該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就上開法定事項向本會變更報備；

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

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參

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

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同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未依法定計

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

之退出退貨，違反同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經本會以 107年 6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下稱

本會第 107055 號處分書、前案)處分在案，並令被處分人

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應就上開法定事項向本

會變更報備，以及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其餘違法

行為。 

二、本會第 107055號處分書於 107年 7月 2日送達被處分人在

案，惟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日至 12日間未向本會提出

變更報備。嗣本會於 107年 11月 1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

所進行現場調查，查悉其仍未停止、改正上開違法行為，

相關情形如下： 

（一）被處分人之傳銷制度仍包含前案查獲之「國際推薦制度」

(即被處分人與美國「WorldVentures Marketing, LLC」

等 7 家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得互相跨國推薦建

立傳銷組織成為上、下線，計算所獲獎金及晉升條件)，

且當時仍透過其網站之線上註冊流程招收傳銷商，依據

其當日提供網站資料所示，加入步驟與前案處分查悉內

容大致相同，係點選其網站之「入會申請」連結並輸入

推薦人之傳銷商編號，依序連至「選購商品或服務」、「輸

入註冊資料」及「結帳及審閱條款」頁面完成註冊，其

上要求傳銷商審閱同意之獎勵計畫、產品條款及事業夥

伴同意書等資料記載之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

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和被處分人於 107年 10月

31日向本會完成變更報備之資料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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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網站線上註冊流程「結帳及審閱條款」頁面要

求傳銷商審閱同意之產品條款，以及 107 年 7 月後加入

傳銷商填寫之事業夥伴同意書及會員資格申請書，仍載

有前案處分查悉自傳銷商退出退貨之退款中扣除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所贈入會禮(即行李箱與具悠遊卡功能之

會員卡)價值金額與推薦他人購買被處分人商品及服務

所獲獎(佣)金之不利條款。 

（三）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後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

後之退出退貨，於買回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時仍以傳銷

商領取獎金大於已繳月費為由不予退款，且最長遲至契

約終止生效後 72 日始將買回前開服務之款項退還傳銷

商。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之傳銷制度於 107年 7月後仍有發放「訓練幣」、

「輔導推廣獎金」、「差旅服務津貼」，且仍以「國際推薦

制度」合併計算全球業績。另被處分人集團之全球獎金

計算系統正在更新中，由於我國與全球市場牽連甚深、

全球組織過於龐大、獎金計算非常複雜、新系統尚未實

施，被處分人集團近期尚在對新系統進行全面測試運行，

一旦確認電腦系統無誤，會在最短時間內將我國市場獨

立於其他市場之外。 

（二）被處分人於 107 年 6 月後改以新臺幣價格向傳銷商收取

RBS電腦作業系統及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首次費用、入

會費及月費，惟部分傳銷商因希望沿用電子錢包及該支

付方式供應廠商無法提供臺幣支付服務，故至今仍以美

金價格支付前揭費用，其尚在與傳銷商溝通停止使用電

子錢包支付方式中。 

（三）被處分人於 108 年 5 月修正傳銷商加入流程為加入者透

過其網站完成線上註冊，須下載、填寫書面參加契約寄

回被處分人，上開文件經其審核通過後始核發包含傳銷

商編號之電子郵件，通知加入者自此時起取得傳銷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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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格。又被處分人於 108年 10月 7日提供修正後網站註冊

流程、政策與程序(生效日期 107年 6月 14日)及獎勵計

畫(生效日期 108年 9月 23日)，其上所載傳銷制度、參

加契約內容仍與報備資料不同。 

（四）被處分人於 108 年 2 月改版事業夥伴同意書、會員資格

申請書、線上註冊流程之產品條款等參加文件，將退貨

政策中扣除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所贈入會禮價值金額與

推薦他人購買被處分人商品及服務所獲獎(佣)金之不利

條款移除。 

（五）被處分人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

於 108 年 2 月修正退貨政策前仍以退還黃金、白金會員

服務月費之 90%為原則，至 108年 2月修正退貨政策後始

改為退還前開服務入會費之90%及剩餘使用天數之月費，

不再以傳銷商領取獎金大於月費應退金額為由不予退款。

另被處分人於 107 年 7 月至 108 年 6 月間辦理傳銷商於

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因無法及時聯繫傳銷商

確認是否參與會員活動及參與月份、發票折讓單金額與

刷退卡號無誤，或適逢假日延至工作日付款等事由，而

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1 日至 98 日始將買回前開服務之款

項退還傳銷商，至 108年 6月 25日最後 1位傳銷商延遲

退款後，其後所有退出者均已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

完成退款。 

四、經查詢本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被處分人雖於 108 年 1

月向本會變更報備傳銷商最低層級之參加條件，由須購買

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改為購買 RBS電腦作業系統；108年 8

月向本會變更報備停止銷售「WV國際風尚行李箱」；108年

11 月向本會變更報備「輔導推廣獎金」之發放條件、增加

「差旅服務津貼」之使用方式等，惟至今仍未依本會公處

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將變更實施之傳銷制度、參加

契約及銷售服務全數內容向本會報備。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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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主管

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項、第 20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萬

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鍰，

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其情節重

大者，並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下。

前項規定，於違反依第 24條準用第 20條第 2項、第 21條

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亦適用之。」同法第

34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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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

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

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第 107055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

報備： 

（一）按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於 107年 7月 2日送達

被處分人在案，被處分人依前揭處分書意旨，應就變更

實施之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銷售商

品及服務內容，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即 107

年 7 月 12 日前)向本會報備。經查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

書送達後實施之傳銷商參加條件、傳銷制度、參加契約

內容及銷售服務，依據其 107 年後所使用之事業夥伴同

意書、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頁面之獎勵計畫，以及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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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組織表、獎金發放等經營資料概述如下： 

１、傳銷商參加條件：被處分人傳銷組織最低層級之「活躍

的事業夥伴」參加須繳交首次費用新臺幣 3,291元及每

月月費新臺幣 362元購買 RBS電腦作業系統，前揭月費

以電子錢包方式支付價格為美金 11.54元。 

２、傳銷制度： 

（１）傳銷商於雙軌組織銷售黃金、白金會員服務達一定數

量晉升為「合格事業夥伴」至「經理」層級，銷售前

開服務達更多數量且於指定期間內達成一定金額「美

金」收益等目標者再晉升為「行銷經理」至「國際行

銷經理」層級；傳銷商依「國際推薦制度」得推薦他

人成為美國「WorldVentures Marketing, LLC」等 7

家外國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並透過全球業績跨國累積

及聘階合併計算機制達成晉升條件與獲得各項獎

金。 

（２）獎金制度以「美金」計算業績及發放獎金，如：銷售

黃金、白金會員服務者分別可獲美金 20 元、美金 50

元之直接推薦獎金；一定期間內銷售黃金、白金會員

服務予 6 名客戶，可獲美金 250 元之個人銷售獎金；

於雙軌組織內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客戶繳納首

次費用時可獲 1個銷售積分，以雙軌組織左、右線均

累積 3個銷售積分為 1個循環，依達成循環次數領取

美金 100元或 100單位「差旅服務津貼」之週組織銷

售獎金；自身推薦之 4位客戶繳交黃金、白金會員服

務首次費用或月費時，每月可獲美金 60元、美金 125

元之「輔導推廣獎金」等。 

（３）其他獎勵內容包含推薦 6位客戶購買黃金、白金會員

服務者，每月可獲 100個「訓練幣」參與各地區訓練

活動、傳銷商自週組織銷售獎金所獲之「差旅服務津

貼」可向被處分人申請核銷班機、租車及飯店等費用

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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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書送達後與傳銷商締結之參加契約

內容，除書面之事業夥伴同意書與會員資格申請書外，

仍包含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頁面之傳銷商參加條款及

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產品條款。 

４、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書送達後之銷售服務，依據其 107

年 7月後加入傳銷商之會員資格申請書及黃金、白金會

員服務繳費資料所示，黃金會員服務之定價為入會費新

臺幣 8,561元及每月月費新臺幣 1,975元；白金會員服

務之定價為入會費新臺幣 12,348 元及每月月費新臺幣

4,116 元，另部分使用電子錢包支付方式之傳銷商仍以

美金 11.54元及美金 78.74元繳交黃金、白金會員服務

之月費。 

（二）次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日至 12日間並未向本會提

出變更報備，且其至今雖有向本會變更報備傳銷商參加

條件為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修正傳銷制度「輔導推

廣獎金」及「差旅服務津貼」之內容，以及停止銷售「WV

國際風尚行李箱」商品，惟就傳銷制度、參加契約、銷

售服務實施之其餘變更內容，如上述「國際推薦制度」

之運作機制、「訓練幣」之使用方式、以美金發放直接推

薦獎金、週組織銷售獎金等獎金，以及「輔導推廣獎金」

實際發放美金，而非報備資料所示係免除黃金、白金會

員服務之月費；參加契約內容增加會員資格申請書及線

上註冊流程頁面之產品條款；提供使用電子錢包之傳銷

商以美金價格繳交前開服務之月費等，則至今仍未向本

會變更報備。 

（三）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

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

會第 107055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核未依本會規定期限改正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之行為。 

三、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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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之行為： 

（一）按被處分人依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應於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即 107 年 7 月 3 日)停止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之行為，亦即自該日起

不得僅以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之電子文件與傳銷商締約，

而應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與傳銷商締結

書面參加契約。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書送達後仍以其網站線上註冊

流程之電子文件與傳銷商締約，至 108 年 5 月始修正傳

銷商加入流程為加入者透過其網站完成線上註冊，須下

載、填寫書面參加契約寄回被處分人，上開文件經其審

核通過後始核發包含傳銷商編號之電子郵件，通知加入

者自此時起取得傳銷商資格，此經被處分人自承並有其

108年 5月修正後之網站註冊流程資料可稽。是被處分人

遲至 108 年 5 月始修正傳銷商加入流程，於傳銷商參加

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核

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

之行為。 

四、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

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本會

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

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之行為： 

（一）按被處分人依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應於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即 107 年 7 月 3 日)停止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之行為，亦即與傳銷商

締結之參加契約自該日起，不得記載前案查獲自傳銷商

退出退貨之退款中扣除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所贈入會禮

價值金額與推薦他人購買被處分人商品及服務所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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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之不利條款。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書送達後至 108 年 2 月間仍以

包含上述不利條款之事業夥伴同意書、會員資格申請書

及其網站註冊流程頁面之產品條款等參加文件與傳銷商

締約，至 108 年 2 月改版前揭資料時始將上述不利條款

移除，此經被處分人自承並有其 108 年 2 月修正前、後

之傳銷商參加資料可稽。是被處分人遲至 108 年 2 月始

修正參加契約內容，將上述不利條款移除，核未依本會

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之行為。 

五、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

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未依

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起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

規定之行為： 

（一）按被處分人依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應於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即 107 年 7 月 3 日)停止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

亦即自該日起應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

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於契約終止生效

後 30日內，接受傳銷商終止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申請，

以原購價格 90%買回傳銷商購買前開服務所繳之入會費

及每月月費，並僅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退出傳銷商給付

之獎金或報酬，以及傳銷商終止前開服務時已獲會員權

益時間價值之月費金額。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前揭處分書送達後至 108 年 6 月間仍未

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

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如部分傳銷商終止黃金、白金會

員服務時仍僅退還未參加會員活動月份月費之 90%；於傳

銷商領取獎金大於月費應退金額時不予退款；於契約終

止生效後 31 日至 98 日始將買回前開服務之款項退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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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等，此有被處分人 107年 7月至 108年 12月之傳銷

商退出退貨資料可稽。復據被處分人表示，其於 108年 2

月修正退貨政策前仍以退還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月費之

90%為原則，至 108年 2月修正退貨政策後始改為退還前

開服務入會費之 90%及剩餘使用天數之月費，不再以領取

獎金大於月費應退金額為由不予退款，且於 108 年 6 月

25 日最後 1 位傳銷商延遲退款後，其後所有退出者均已

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完成退款。是被處分人遲至 108

年 6 月始修正退貨政策，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於法定期間

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核未依

本會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條準用第 21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

會 107 年 6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7055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以及於傳銷商

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

符且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

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未依前揭處

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3 款及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之上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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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後

段規定，就被處分人變更上述法定應報備事項，未依前揭

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報

備，以及未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之行為各處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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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下同)120萬元、10萬元、10萬元罰鍰；另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後段及第 2 項規定，就被處分人未依前揭處分書

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違反同法第 24條準用第

21條第 2項規定之行為處 20萬元罰鍰，總計處 160萬元罰

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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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7號 

被處分人：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641951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58巷 38弄 36號 10樓 

代 表 人：朱○○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749417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58巷 38弄 36號 10樓 

代 表 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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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川」建案，於網站刊載「公共設施：

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置圖顯示一部分規劃為健身房

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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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0萬元罰鍰。 

處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 108 年 12 月查悉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創達公司)及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創意家公司)銷售臺北市中山區「華山川」建案(下稱案關

建 案 ) ， 於 網 站 ( 網 址 ：

https://creator-taiwan.com/portfolio-item/華山-川/)

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置圖顯示一

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下稱案關廣告)，惟該建案使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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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與案關廣告宣稱不符，涉有廣告不實情事。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投資興建案關建案，領有臺北市政府

108使字第 0001號使用執照。 

2、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於 108 年 1 月起委託被處分人創意家

公司銷售案關建案及簽訂「廣告業務企劃合約書」(下稱

合約書)。被處分人創達公司給付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依

售出各戶銷售金額底價一定比例之銷售服務費；另該建

案倘成交價若高出底價之超價獎金，則被處分人創達公

司及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亦可分得一定比例之超價獎

金。 

3、被處分人創達公司銷售該建案之屋突 2 層於公共設施部

分刊載健身房等文字及 RF傢俱配置圖顯示一部分規劃為

健身房，於使用執照及竣工圖核定之用途為機電設備空

間。惟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未有建管機關核發該建案作為

健身房用途使用之證明文件。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依合約書受託案關建案廣告業務銷

售企劃及支付廣告費用，並於 108年 12月至 109年 1月

於網站刊載案關廣告。 

2、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未有建管機關核發該建案作為健身

房用途使用之證明文件。 

(三)經函請臺北市政府提供意見，略以：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屋頂突出物室內空間僅得做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

及機械房等用途使用。經查該建案屋突 2層為機電設備空

間，尚無申請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紀錄，是業者於行銷廣

告上將該空間命名為健身房部分，恐有誤導社會大眾之虞

與涉及增建行為，依法應補辦手續或恢復原狀。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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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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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

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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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投資興建案關建案，並依合約書委託被

處分人創意家公司銷售該建案及廣告業務，是被處分人創

達公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依被處分人創達公司與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簽訂合約書

內容，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受託案關建案廣告業務銷售企

劃，且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於網站刊載該建案廣告並支付

廣告費用；又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依售出各戶銷售金額底

價一定比例向被處分人創達公司收取銷售服務費，以及該

建案倘成交價若高出底價之超價獎金，被處分人創達公司

及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亦得分配一定比例之超價獎金。是

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就案關廣告負有相關業務銷售及企

劃與支付廣告費用之責，且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所獲利潤

隨銷售金額增加而益增，而與被處分人創達公司具有利益

共享關係，故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

體。 

三、案關廣告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置

圖顯示一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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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規定： 

(一)按建案銷售廣告中刊載之文字及圖片相關內容，常包括對

座落地點、外在環境、周邊交通、建物用途及公共設施等

之描述，對交易相對人是否購買該建案之決定影響甚鉅，

而建物用途之相關法令規定，更決定交易相對人於購買建

案後能否合法使用。倘交易相對人獲悉案關建案提供「健

身房」使用，恐與核准建物用途相違背，致有遭罰鍰、勒

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交

易相對人是否購買案關建案之決定。  

(二)查被處分人創達公司及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於網站廣告

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 傢俱配置圖顯示

一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予一般大眾印象為案關建案規

劃之健身房，將使購買者有合法使用健身房公共設施之認

知。 

(三)惟據臺北市政府提供意見，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屋頂突

出物室內空間僅得做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及機械

房等用途使用。經查該建案屋突 2層為機電設備空間，尚

無申請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紀錄，是業者於行銷廣告上將

該空間命名為健身房部分，恐有誤導社會大眾之虞與涉及

增建行為，依法應補辦手續或恢復原狀。又據被處分人創

達公司及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表示未有相關建管單位核

發該建案許可健身房用途之證明文件。是以，案關建案廣

告之表示或表徵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

關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

致市場競爭機制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

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創達公司及被處分人創意家公司銷售「華

山川」建案，於網站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 傢俱配置圖顯示一部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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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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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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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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8號 

被處分人：立吉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607499 

址    設：新竹市東區水源里中華路 1段 105巷 1弄 56號 

代 表 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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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

射燈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有(可

申請節能補助)」，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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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反映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 180W及 240W「Aquarius 

Series天井燈/投射燈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

有節能標章，惟於經濟部能源局網站查詢，系爭商品並無

獲得節能標章，是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有節能標章等語，

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１、電力、天然氣、石(燃)油等皆屬能源之一種，對節約使

用該等能源之行為或設備給予補助，即屬「節能補助」。

經濟部能源局受理廠商自願性之申請，經審核確認符合

能效基準者，授予廠商「節能標章」於產品之張貼使用

權。「節能標章」認證產品主要代表其能源效率約為市場

前 20%~30%之產品，鼓勵消費者於汰舊換新時，優先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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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源效率產品。 

２、廠商產品需先由合格檢測實驗室依該品項規定之節能標

章測試方法進行相關試驗，確認符合該品項節能標章能

源效率，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經濟部能源局委辦之執行

單位(現行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提

出申請，經執行單位初審、複審通過後，即可取得節能

標章使用證書，有效期間為 2年。 

３、被處分人係於 109 年 4 月 23 日取得天井燈/辦公室及營

業 場 所 燈 具 節 能 標 章 證 書 ( 計

60W/75W/100W/120W/150W/200W/300W/500W 等 8 種規

格) 。 

４、對於獲得節能標章之燈具商品類別是否可申請各縣市政

府節能補助，需視各地方政府於執行「縣市共推住商節

電行動」所訂定之補助作業要點，是否納入其補助品項

及補助標準而定。以桃園市之「服務業設備汰換與智慧

用電補助計畫」為例，該府即將旨述商品類別(天井燈)

納入補助品項，並規定燈具應符合之發光效率［總光通

量低於 20,000流明(lm)者，發光效率應達 110 lm/W(含)

以上；總光通量 20,000流明(lm)以上者，發光效率應在

80 1m/W(含)以上］或經能源局核准登錄之節能標章獲證

產品等補助標準，顯見節能標章獲證並非補助之唯一標

準。 

(二)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並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網站係由被處分人於 107年 10月 8日起設立並自行

經營，案關廣告係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被處分人網站改

版時，將有關節能標章之關鍵字內容製作完成後刊登於

網站，被處分人於 108 年 5 月 6 日將系爭商品送交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驗公司)檢驗，並於

108 年 11 月通過檢驗(書面報告發行日期為 109 年 2 月

17日)，後續尚待書面檢驗報告送工研院審核後即可取得

節能標章，故被處分人先將案關廣告文案宣稱「節能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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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有(可申請節能補助)」內容刊登於網站上，於 109

年 2月 19日接獲本會調查函後，即修正案關廣告有關節

能標章內容。 

２、系爭各規格商品係分別由台灣檢驗公司協助被處分人向

工研院申請節能標章，被處分人於 109年 2月 18日收到

工研院寄發節能標章使用契約，節能標章於 109 年 4 月

23 日通過並公告於經濟部能源局網站，惟系爭商品中

180W及 240W規格商品並未申請節能標章。 

３、案關廣告刊登期間為 108年 12月 17日至 109年 2月 19

日，系爭商品銷售數量並非因案關廣告宣稱節能標章一

事之不法利得，且系爭商品之價格及性質特殊，銷售對

象多為公司，買方均為與被處分人長期配合之廠商，購

買前已知悉系爭商品仍在送檢驗流程，尚未獲得節能標

章，並無一般民眾或公司因案關廣告宣稱誤認而購買情

事，在被處分人尚未取得節能標章前，客戶倘向其詢問，

或客戶之需求為具有節能標章之商品，被處分人均據實

以告尚未取得節能標章，故並無刻意製作不實廣告之意，

且於刊登廣告時，均已通過節能標章檢驗，惟尚未將報

告送工研院審查，嗣後已於 109年 4月 23日取得節能標

章。 

(三)經函請台灣檢驗公司提供書面意見及相關資料，並以電子

郵件補充相關意見，略以： 

１、台灣檢驗公司光學實驗室(下稱台檢實驗室)為「能源效

率測試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之合格檢測實驗室。被處

分人委託台檢實驗室進行節能標章測試，並未包含規格

180W 及 240W 等 2 種產品，其他 7 種規格產品係於 108

年 6月 25日收件，同年 11月 15日測試通過，能源效率

試驗報告發行日期為 109年 2月 19日，最後修改日期 109

年 3月 5日。 

２、廠商委託台檢實驗室依「天井燈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與標示方法」(下稱本基準與方法)進行產品之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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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經測試符合要求後，台檢實驗室出具符合前述能

源效率之測試報告供委託者留存，該廠商以該測試合格

報告，並檢具節能標章小組審查所需文件，自行或委託

他人進行節能標章之認證申請。前述取得台檢實驗室核

發之合格報告，僅能表示該送測之樣品經測試後，符合

本基準與方法之要求，並不代表已取得節能標章認證，

尚需向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小組申請節能標章。 

３、經台檢實驗室測試合格並出具合格報告之商品，客戶倘

未委託台檢實驗室送審之案件無法得知其後續情形；倘

委託台檢實驗室代為申請之案件，通常最終都應能通過

審查。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又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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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

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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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

關事項」，指凡一切具有經濟價值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

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另按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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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廣告主：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自行製作之文案，並

刊登於其經營之網站，且以其名義開立發票給消費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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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是以被處分人為本案

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銷售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

射燈兩用型」等 2 種規格商品，於網站宣稱「節能標章：

有(可申請節能補助)」，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一)經濟部能源局為推動節約能源，引導消費者優先選購及鼓

勵廠商生產高效率之節約能源產品，「節能標章」認證產品

主要代表其能源效率約為市場前 20%~30%之產品，鼓勵消

費者於汰舊換新時，優先選用高能源效率產品。事業於廣

告中宣稱其商品獲有節能標章，不僅予人印象為該商品能

源效率為市場前 20%~30%，可達到高效率、省能源、節電

等優點，進而吸引消費者優先選購其商品，故具有節能標

章與否係屬消費者購買考量因素之一，自為影響消費者之

交易決定。 

(二)案關廣告自 108 年 12 月 17日起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載

有「節能標章：有(可申請節能補助)」內容，予一般或相

關大眾之印象為系爭 9 種規格商品已獲得節能標章，並可

據以申請節能補助。然查被處分人刊載廣告之 9 種規格商

品，其中 180W 及 240W 規格商品並未送交台灣檢驗公司測

試能源效率是否符合節能標章效率基準，亦未向工研院申

請節能標章，自始未取得經濟部能源局核發之節能標章，

且被處分人自承並無申請該 2 種規格商品節能標章之意願，

故無節能標章。另據經濟部能源局專業意見意旨，是否可

申請節能補助，視各地方政府執行要點而定，以桃園市為

例，將天井燈類別納入補助品項，並規定燈具應符合所定

發光效率基準，或經濟部核准登錄之節能標章獲證產品，

皆為補助標準。惟該 180W及240W規格商品並未送驗測試，

故無相關發光效率之測試報告證明，難謂其達到申請節能

補助之標準。是以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節能標章：有(可

申請節能補助)」，實際上 180W 及 240W 規格商品並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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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標章，亦無取得測試報告證明可申請節能補助，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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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至被處分人陳稱系爭商品之價格及性質特殊，銷售對象多

為公司，買方均為與被處分人長期配合之廠商，購買前已

知悉系爭商品仍在送檢驗流程，尚未獲得節能標章，並無

一般民眾或公司因案關廣告宣稱誤認而購買情事。惟被處

分人系爭 180W 及 240W 規格商品並未送交合格實驗室檢測

能源效率是否符合節能標章基準，且無法依法申請節能標

章，案關廣告表示使消費者誤認其購買系爭 180W 及 240W

規格商品時已具有節能標章，並可申請節能補助；無論被

處分人通常交易對象為長期配合廠商或一般消費者，均有

使人誤認之虞，且本案係因民眾反映案關網站廣告宣稱與

事實有間，難謂無一般民眾誤認情事，案關廣告既刊登於

被處分人經營之公開網站，係以一般大眾共見共聞之方式，

爭取交易機會並招徠不特定之交易相對人，亦難謂僅長期

配合廠商得以知悉，是以被處分人之辯稱顯不可採。 

四、綜上，被處分人銷售 180W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

燈/投射燈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

有(可申請節能補助)」，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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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

及事業之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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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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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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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49號 

被處分人：美商悠樂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4808026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號 8樓 

代 表 人：袁○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停止銷售套組商品，未事先向

本會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查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

售美容保養品及食品。本會於 109年 3月 20日派員赴被處分人

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獲悉被處分人已停止銷售「盜賊隨身組」

等 11項套組商品，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

定。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 11月向本會報備「盜賊隨身組」、「彈

力美肌組」、「財富豐盛組」、「纖纖女神組」、「盜賊 7俠組」、

「親親寶貝組」、「甦活淨化組」、「平衡能量組」、「健康自

在組」、「美得冒泡組」、「勁捷綠」等 11項套組商品，嗣被

處分人分別於 108 年 2 月停止銷售「盜賊隨身組」，同年 6

月停止銷售「彈力美肌組」、「財富豐盛組」、「纖纖女神組」、

「盜賊 7 俠組」、「親親寶貝組」、「甦活淨化組」、「平衡能

量組」、「健康自在組」、「美得冒泡組」，同年 10 月停止銷

售「勁捷綠」等套組商品，惟被處分人遲至 109 年 4 月 21

日始向本會報備，並於同年月 22日完成報備。是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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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銷售套組商品，未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至被處分人辯稱曾向本會報備銷售上述套組商品，嗣停止

銷售套組商品毋須事先報備等語，惟傳銷事業報備銷售套

組商品如有變更，均應事先向本會報備，縱被處分人曾向

本會報備銷售套組商品，然被處分人停止銷售套組商品亦

應負有報備義務，故仍無礙被處分人違法事實之認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停止銷售套組商品，

未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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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本會 109年 3月 20日業務檢查紀錄。 

二、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被處分人 109 年 4 月 22 日陳述紀錄及同年 5 月 12 日陳述

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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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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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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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8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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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號 

被處分人：澤宇生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945566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段 66號 9樓之 2 

代 表 人：李○○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

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 108 年 11 月 20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

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於 108 年 3 月 16 日至 4 月 30

日間舉辦「沖繩郵輪旅遊活動」，以及 108 年 10 月間舉辦

「澤宇秋冬遊」等 2 項旅遊獎勵活動，涉有未事先報備即

實施之情，疑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沖繩郵輪旅遊活動」舉辦期間係自 108 年 3 月 16 日起

至同年 4月 30日止，旅遊活動日期為 108年 6月 19日至

21 日，其內容為傳銷商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5 萬元

之商品，可免費獲得 1位參加活動之名額，惟傳銷商認為

達成該活動獎勵之條件與獲得免費參加活動之團費 6,000

元間，其差距不符效益，故無傳銷商達到獎勵門檻，該活

動後續係有 195位傳銷商係以自付團費 6,000元之方式參

加。 

(二)「澤宇秋冬遊」舉辦期間係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至同年

10 月 15 日止，旅遊活動日期為 108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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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其內容為傳銷商購買價值 10 萬元之商品，可免費獲

得 1位參加活動之名額，惟傳銷商亦認為達成此活動獎勵

之條件與獲得免費參加活動之團費 3,200 元間之差距不

符效益，故無傳銷商達到獎勵門檻，此活動後續係有 82

位傳銷商以自付團費 3,200元之方式參加。上開 2項旅遊

獎勵活動係由該公司協助收費，並交由旅行社辦理相關事

宜。 

理   由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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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

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

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

格及來源。(下略)」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

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

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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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同法施

行細則第 3條規定：「本法第 6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傳銷制

度，指多層次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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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多層

次傳銷事業倘變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

報備事項，而未事先或依法定期限報備，即違反同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本會得依同法第 34條規定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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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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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被處分人 108 年 3 月 16 日至同年 4 月 30 日舉辦「沖

繩郵輪旅遊活動」，活動內容為傳銷商購買價值新臺幣 15

萬元之傳銷商品，可獲得被處分人提供 1 名免費之旅遊活

動獎勵；被處分人另於 108 年 9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 15 日

舉辦「澤宇秋冬遊」，活動內容為傳銷商購買價值 10 萬元

之傳銷商品，可獲得被處分人提供 1 名免費之旅遊活動獎

勵。雖被處分人表示上開 2 項旅遊獎勵活動均未有傳銷商

達成獎勵條件，最後係由傳銷商以自費方式參加，被處分

人僅代為收款並轉交旅行社辦理相關事宜。然查上開 2 項

旅遊獎勵活動之內容，係傳銷商為達成一定業績而獲得之

額外獎勵，核屬傳銷事業提供傳銷商之其他經濟利益，事

涉傳銷制度之變更，應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礙難以活動舉辦後無傳銷商達成獎勵條件，以及傳銷商係

以自費方式參加等理由而予以免責。是被處分人未事先報

備即逕行實施旅遊獎勵活動，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結論，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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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模

及經營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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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條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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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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1號 

被處分人：福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16516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33號 11樓  

代 表 人：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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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匯常安」建案，於網站刊載「A |2-9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

設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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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於 109 年 2 月 3 日查悉被處分人銷售新北市板橋

區「福匯常安」建案 （下稱案關建案），於網站刊載「A |2-9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

設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情

事。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並派員赴案關建案

現場調查，略以： 

（一）被處分人興建銷售案關建案，於 107年 7月 30日取得使

用執照及產權登記後，開始自行銷售案關建案，除繪製

「A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

考圖」電子檔案外，並未印製紙本廣告或刊載其他廣告

文宣，前揭 2 份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

表示，係因該空間為獨立設備空間且為各戶分管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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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將機電設備空間標示為室內空間配置，確不符合建管

法令規定，被處分人於接獲本會調查函後，即已將網站

刊載之前揭 2份傢俱配置參考圖下架。 

（二）因案關建案房屋買賣契約書已載明機電設備空間之位置，

且案關建案屬「先建後售」，購屋人於簽約前已親至現場

賞屋，充分了解機電設備空間係公有登記之一部分，為

各戶分管之範圍。 

三、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略以： 

（一）按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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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被處分人在案關建案廣告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表

示，係因該空間為獨立設備空間且為各戶分管之範圍等

情，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2 項規

定：「……前項第 2 款之機電設備空間係指電氣、電信、

燃氣、給水……等設備之空間。但設於公寓大廈專有部

分或約定專用部分之機電設備空間，應計入容積總樓地

板面積。……」經查案關建案 2至 10層平面圖容積樓地

板面積檢討，該機電設備空間係未計容積，故無涉及因

分管協議等而要求以虛線標示之規定。 

（三）另案關建案使用執照加註事項第 20項「室內隔間之機房，

不得擅自拆除或作其他使用」，係為提醒本案室內隔間之

機房，不得擅自拆除或作其他使用，並於產權移轉時列

入規約交代。案關建案現場倘涉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

機電設備空間作室內空間等變更使用行為」之情事，則

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及同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

定，應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規定恢復原狀或補

辦手續完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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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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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倘以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者，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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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對

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交易相對人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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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交易相對人獲悉廣告

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罰鍰、勒令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交易相對人是

否購買建案房屋之決定。 

三、查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網站刊載「A |2-9F|傢俱配

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

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整體廣告內容觀之，

足使人誤認機電設備空間所在位置得比照前揭傢俱配置參

考圖合法規劃使用。惟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案關建案

倘「未經核准擅自變更機電設備空間作室內空間等變更使

用行為」之情事，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7條第 1項及同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應請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依規定恢

復原狀或補辦手續完妥。另被處分人亦自承將機電設備空

間標示為室內空間配置，確不符合建管法令規定。是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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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案廣告規劃與原核准平面圖說不符，交易相對人無法

合法享有廣告所示之空間配置，該廣告之表示核與事實不

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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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於被處分人表示，與交易相對人所簽訂之房屋買賣契約

書已載明機電設備空間之位置，且廣告將機電設備空間以

虛線表示，係因該空間為獨立設備空間且為各戶分管之範

圍等情，惟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之招徠手段，

於對外刊載、使用時，即足就廣告所載內容產生招徠或提

高潛在交易機會之效果，是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

自應與事實相符，而買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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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廣告之性質尚

有差異，況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案關建案之機電設備

空間未計容積，並無涉及因分管協議等而要求以虛線標示

情事，故被處分人所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實廣告

之責任。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新北市板橋區「福匯常安」建案，

於網站刊載「A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

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

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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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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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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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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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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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52號 

被處分人：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58410002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6號 9樓 

代 表 人：潘○○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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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目前傳銷商

品為唯而沛智能營養補充品等食品。本會於 109 年 4 月查悉被

處分人網站刊載股票獎勵活動「即日起至 2020/2/2（日）止開

放所有會員可透過預購限定的唯醣孅尊榮套組（預購）同時成

為 VYVO 威 夢 股 東 與 VYVO 健 康 事 業 會 員 ！ … …

2019/12/9-2020/2/2 的股票獎勵計劃開放給套組購買人及推

薦人」等，宣稱購買「唯醣孅尊榮套組」等，則購買人及推薦

人可獲股票獎勵，惟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經查被處分人表示所實施之股票獎勵為外國公司股票，係

美國公司 VYVO Inc.與 Helo Corp.先進行合併程序，由合

併後具有股票公開交易資格之美國公司 VYVO Inc.贈與股票

予被處分人傳銷商。復查被處分人實施 2 梯次股票獎勵活

動，傳銷商於 108年 12月 9日至 109年 1月 7日購買「Watch 

Lite尊榮唯而沛套組」新臺幣（下同）34,100元，將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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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套組淨值（約美金 1,000 元）之美國公司 VYVO Inc.

股票；傳銷商於 109年 1月 13日至 109年 2月 2日購買「唯

醣孅尊榮套組」40,000 元，將贈送等同套組淨值（約美金

1,200 元）之美國公司 VYVO Inc.股票。是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2月 9日至 109年 2月 2日陸續實施傳銷商購買前揭唯

而沛套組及唯醣孅套組，可額外贈送等同前揭套組淨值之

美國公司 VYVO Inc.股票獎勵，並已於同年 8 月 20 日公告

傳銷商得自行檢視股票獎勵相關資料，其目的顯在於激勵

傳銷商推廣、銷售其傳銷商品，進而獲取外國公司股票之

經濟利益，故該股票獎勵活動屬傳銷制度之內容，惟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 

二、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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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網站公告資料。 

二、被處分人 109年 5月 7日陳述紀錄、109年 5月 7日、8月

20日及 9月 4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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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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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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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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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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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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109005號 

申 請 人：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085909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 1段 263號 

代 表 人：林命嘉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聯華製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2823910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1段 44號 6樓 

代 表 人：林信宏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國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3280208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186號 5樓 

代 表 人：陶傳正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國成麵粉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513939 

址    設：桃園市楊梅區富豐里富豐南路 22號 

代 表 人：韓芳豪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350006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 3段 443號 1樓 

代 表 人：陳寬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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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泰益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252602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建國里大林路 2之 1號 

代 表 人：彭建章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協發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4654007 

址    設：桃園市中壢區復興里自強二路 8號 

代 表 人：劉榮良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新竹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7040572 

址    設：新竹市前溪里公道五路 3段 229號 

代 表 人：卓男昌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大豐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1073906 

址    設：臺中市東區東光園路 345號 

代 表 人：何澄祥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潭陽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5370408 

址    設：臺中市潭子區潭子街 1段 31巷 86號 

代 表 人：林月娥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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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東陽穀物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1401008 

址    設：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中山路 3段 720號 

代 表 人：賴憲德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02298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福山村沙田路 1段 453號 

代 表 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台灣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677145 

址    設：臺中市清水區海濱里北堤路 35號 

代 表 人：許文通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國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7145006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福山村沙田路 1段 373號 

代 表 人：何澄祥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宏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822640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福山村沙田路 1段 369號 

代 表 人：何澄祥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泰和製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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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56210400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村紙廠路 60號 

代 表 人：張春柳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洽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186014 

址    設：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中清路 8段 715號 

代 表 人：洪堯政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東榮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9607524 

址    設：彰化縣溪湖鎮湖東里員鹿路 2段 158巷 135號 

代 表 人：楊應欽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豐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261633 

址    設：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 2段 77號 

代 表 人：郭信宏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251209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 301號 

代 表 人：羅智先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泰成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54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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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設：高雄市燕巢區橫山村橫山路 75號 

代 表 人：陳翼宗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金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008609 

址    設：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 236號 

代 表 人：鍾淳名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統萬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527408 

址    設：臺南市新市區大營里大營 7號 

代 表 人：茂木修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34780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5號 

代 表 人：陳宏裕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542678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 9號 5樓之 6  

代 表 人：吳仁春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7067309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79號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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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陳清福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高慶泉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004247 

址    設：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工業北三路 2號 

代 表 人：高志堅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味台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5187282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南街 29號 

代 表 人：周登正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新復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868622 

址    設：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彰南路 3段 2號 

代 表 人：鄒黃鶴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丸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4860217 

址    設：雲林縣西螺鎮永安里延平路 25號 

代 表 人：莊英堯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狀元醬油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238160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段 388巷 35之 9號 

代 表 人：賴啟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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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溢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632928 

址    設：屏東縣里港鄉三廓村三和路 119之 80號 

代 表 人：何初男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98662 

址    設：臺南市新化區知義里新和庄 10-1號 

代 表 人：鄭登奇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精鍾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88170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88號 6樓 

代 表 人：張賽娥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聯暉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65656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 4段 213號 7樓 

代 表 人：汪家實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祿正貿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060462 

址    設：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光復一街 18號 1樓 

代 表 人：鍾素敏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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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善化貿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615775 

址    設：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大同路 213巷 7號 

代 表 人：鍾素珍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生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920518 

址    設：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大同路 213巷 7號 1樓 

代 表 人：陳順慶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達仁穀類飼料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526866 

址    設：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56號 8樓之 8 

代 表 人：吳邦仁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豐增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022871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段 206號 5樓 

代 表 人：汪家璋 

地    址：同上 

 

申 請 人：昱興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654895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1段 27號 3樓 

代 表 人：唐浦生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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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康合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36926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7號 9樓 

代 表 人：黃慧玲 

地    址：同上 

 

申請事項 

一、申請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申請辦理延展合

船採購進口小麥聯合行為之許可期限。 

二、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許可期限屆至起延展 5年(自 109年

10月 1日起至 114年 9月 30日止)。 

許可內容 

一、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小麥，期限至 109 年 9 月

30日止。本次申請延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

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予許可展期，

期限至 114年 9月 30日止。 

二、申請人得依私法自治原則，訂定相關規範規定參與小麥合

船採購事業之合船運作事宜，惟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或

相關規範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

加入本聯合行為。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備

查。 

三、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限制任一申請人自由決定其聯合採

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請人自行採購進口。 

四、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

之登記採購量、實際採購量、採購裝船期及採購價格、裝

貨船開航日期及抵達我國港口日期，各申請人每月進口量、

加工量、銷售量、庫存量等資料，按季函報本會。 

許可理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

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經申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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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

同法第 16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年；事業如有

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期間內，以書

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 5年。」 

二、申請人實施本件聯合行為，可以較有效率之方式採購及裝

運進口小麥，由於透過散裝合船方式進口小麥具有顯著之

規模經濟，且此一規模經濟難以藉由個別事業單獨進口得

以實現。 

三、復因進口業者眾多、市場競爭激烈，故參與事業有誘因將

節省成本反映在售價及較穩定的供應量上，進而使相關經

濟效益得以擴散至中、下游買方及消費者；另可穩定進口

原料品質，對於業者進口成本之降低及進口意願之提高均

具有正面助益，故應認有益於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 

四、綜上，本件申請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但書第 5款

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准予許可。另為消弭限制競爭之疑

慮及監督實施執行情形，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1項規

定附加負擔如許可內容二、三、四。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月  24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許可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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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53號 

被處分人：臺灣力匯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529092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10號 1樓及 2樓 

代 表 人：林○○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處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1年 10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食品及美容保養品，本會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派員赴被處

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之市場計畫手冊

所載表揚制度之精英領隊包含孔雀、鳳凰、麒麟、天鷹及

飛馬領隊，與報備內容相較，欠缺天龍領隊，且天鷹領隊

同一考核期間主戶口內符合資格人數由 8 人增加為 9 人，

涉有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另被處分人自 107

年至 108 年辦理 4 次鑽石套組商品促銷活動，未向本會報

備，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原擬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刪除天龍領隊，並將

天鷹領隊符合資格人數增加為 9 人，惟因提前印刷載有

新表揚制度之市場計畫手冊，並自 108 年 11 月 25 日提

供傳銷商使用，此乃被處分人疏失。 

（二）被處分人於 107 年至 108 年共舉辦 4 次鑽石套組商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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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活動，包括 107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買鑽石套組

商品送 3 瓶、107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買鑽石套組

商品送 4 瓶、108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買鑽石套組商

品送 4 瓶、108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買鑽石套組商

品送 3瓶，被處分人因疏失未向本會報備。 

理    由 

一、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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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

參加條件。……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下

略）」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

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

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

須報備。（下略）」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

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條、第 25條第 1項或

第 2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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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有關本會業務檢查查獲被處分人之市場計畫手冊所載表揚

制度，與報備內容相較，欠缺天龍領隊，且天鷹領隊之同

一考核期間符合資格人數增加為 9 人，據被處分人表示，

因疏失自 108 年 11 月 25 日起與傳銷商締結提早使用原訂

於 109 年 1 月 1 日變更聘階制度之事業手冊，致與報備不

符，惟查前揭聘階變更涉及傳銷組織層級之名稱、取得資

格與晉升條件，屬傳銷制度之內容，且被處分人遲於 109

年 1月 13日始向本會報備刪除天龍領隊及變更天鷹領隊符

合資格之人數，並於同年 2月 10日完成報備。另查被處分

人 107 年至 108 年舉辦 4 次鑽石套組商品促銷活動，包括

107年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買鑽石套組商品送 3瓶、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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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買鑽石套組商品送 4 瓶、108 年

3月 1日至 4月 30日買鑽石套組商品送 4瓶、108年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買鑽石套組商品送 3瓶，雖被處分人曾向

本會報備銷售鑽石套組商品，嗣後被處分人新增套組商品

之促銷活動，亦應負有報備義務，惟被處分人均未向本會

報備。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與銷

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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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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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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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4號 

被處分人：廣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082622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中華里小東路 689-31號 8樓 

代 表 人：洪○○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查被處分人於 95年 5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

食品。本會於 109年 4月上網查詢被處分人網頁及同年月 24日

派員現場調查，獲悉被處分人新增「109年三月激勵方案」及「109

年四月激勵方案」等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涉及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109年 3月舉辦「109年三月激勵方案」刊載

「本月三瓶入會者 贈一瓶小鰻寶」，同年 4月舉辦「109年

四月激勵方案」刊載「本月三瓶入會者 贈一瓶小鰻寶」及

「本月推薦入會加碼贈送 推薦 1人贈 1小瓶  推薦 2人贈

2小瓶  推薦 3人贈 1大瓶  推薦 4人贈 1大 1小瓶  推薦

5 人贈 1 大 2 小瓶  推薦 6 人贈 3 大瓶」。據被處分人到會

表示，傳銷商於 109年 3月及 4月加入被處分人並購買任 3

瓶指定商品，贈送 1瓶小鰻寶食品體驗瓶；109年 4月推薦

1位至 6位傳銷商加入被處分人者，再贈送大瓶或小瓶瓶數

不等之鰻寶食品。是被處分人舉辦上述激勵方案，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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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在激勵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及推廣、銷售商品，進而獲

取贈品之經濟利益，故前揭方案屬傳銷制度之內容，惟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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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網頁資料。 

二、本會 109年 4月 24日現場調查紀錄。 

三、被處分人 109年 5月 22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條第 1項、第 9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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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條、第 13條第 1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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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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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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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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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5號 

被處分人：美科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57175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 199號 6樓之 1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

終止契約退出退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

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99 年 11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

銷售之傳銷商品為食品，本會於 109年 3月 10日派員赴被

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辦理○君

等 5 位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款，扣除匯款手續費，惟

該手續費尚非法定得扣除事項，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辦理○君等 5位傳銷商訂約日起算 30日後終止

契約之退出退款，於退款金額中扣除匯款手續費，係因

被處分人僅與第一銀行合作，故倘傳銷商使用第一銀行

帳戶，不會產生匯款手續費，而使用第一銀行以外之其

他銀行帳戶，被處分人則會扣取所產生之跨行匯款手續

費。 

（二）被處分人已於 109年 3月 26日悉數退費予○君等 5位傳

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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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被處分人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退出退款，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

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

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

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

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

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其取

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之金額。由多層

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此乃法律所揭示保障傳銷商得自由退出傳銷組織之規定，

是以，傳銷事業於傳銷商終止契約時，即應依上開規定

計算退款，倘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行扣除或收取其他

費用之行為，無異侵蝕或架空是項退出退貨機制，已構

成違法。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

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萬

元以下罰鍰」。 

（二）本會 109年 3月 10日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辦理○君等 5 位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

出退款，其等終止契約申請書載有「退款存摺影本，非

一銀者，須扣匯款手續費」，並因傳銷商非使用第一銀行

帳戶而遭被處分人扣除跨行匯款手續費，惟該手續費尚

非法定得扣除事項，是被處分人辦理前揭退款時扣除匯

款手續費，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

定。 

（三）另被處分人 109年 4月 16日到會陳述時亦自承倘傳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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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一銀行以外之其他銀行帳戶，被處分人即扣取跨

行匯款手續費，縱被處分人業於 109年 3月 26日退還傳

銷商，仍無礙其已違法之事實。 

二、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

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退出退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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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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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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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56號 

被處分人：笙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11958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 2段 92巷 1弄 17號 1樓 

代 表 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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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網站使用同業公司名稱「捷鋮」製刊不

當關鍵字廣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 A 公司(下稱檢舉人)向本會反映略以：被處分人為檢

舉人之競爭對手，檢舉人於 108 年 11 月間在 Google 搜尋

網站鍵入「捷鋮」，發現「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之關

鍵字廣告，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涉屬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 

二、案經檢舉人到會補充說明略以： 

（一）檢舉人為傳動零組件業者，主要營業項目為聯軸器、PU(聚

胺脂)皮帶、鍊條。皮帶可作客製化加工，其重要功能在

於定位，供機械手臂組裝產品。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在工

業皮帶產品有競爭關係。檢舉人於 106 年到 108 年花費

若干廣告費用在機械專業雜誌封面與報紙刊登廣告及參

加相關工業展覽。 

（二）檢舉人於 108 年 11 月 17 日在 Google 網站鍵入「捷鋮」

即發現「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之關鍵字廣告，隨即

於同月 18日發函被處分人要求撤除該關鍵字廣告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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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負責人女兒於同月 20 日回電表示，係 Google

廣告系統誤植關鍵字或是被處分人員工上傳錯誤所致，

隨即將系爭關鍵字廣告撤下。惟檢舉人之客戶看到系爭

關鍵字廣告後已產生檢舉人是否遭被處分人收購之疑

問。 

三、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提出書面陳述意見略以： 

（一）被處分人主要營業項目為橡膠、塑膠製品等工業皮帶之

加工製造與進出口業務，主要客戶為機械製造廠或食品

廠；而檢舉人代理之工業皮帶品牌與被處分人之橡膠皮

帶客戶不同，惟雙方在非主力產品上仍有競爭關係。 

（二）被處分人係向利害關係人 B 公司購買相關產品之關鍵字

廣告，由被處分人以電子郵件提供關鍵字予 B 公司，待

該公司回復可用於行銷後即預繳費用，並依廣告點擊次

數扣款。 

（三）被處分人於 108 年 4 月至同年 11 月 20 日向 B 公司購買

「捷鋮」之關鍵字廣告，實際刊登日期為 108 年 4 月 24

日至 5月 31日及同年 10月 25日至 11月 20日，但僅有

曝光(指顯示於搜尋網頁)16 次，並於同年 11 月 18 日有

4 次點擊紀錄。惟被處分人不知會出現「捷鋮需求 請找

笙寶實業」之爭議性廣告文案，亦未於刊登廣告後上網

查看，認為係因被處分人員工不諳關鍵字廣告操作而有

所疏失，並非刻意榨取檢舉人之努力成果。 

四、為瞭解 Google廣告刊登及所屬代理商分工情形，分別函請

利害關係人 C 公司及 D 公司提供意見，略以：Google 之廣

告服務係由總部在新加坡之 Google Asia Pacific Pte. Ltd 

(下稱 GAP)向我國廣告主提供，C公司係 GAP之非專屬授權

轉售商。另，D 公司係 Google 認可之廣告代理商，協助客

戶投放 Google 廣告，代理銷售 Google 關鍵字廣告產品，

不對前開關鍵字之爭議性負擔審查義務，委刊公司應自行

負責及擔保相關內容之正確性與合法性。 

五、經函請 B 公司提供意見及電洽 D 公司，略以：被處分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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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 24 日匯款予 B 公司分別委刊 Yahoo 廣告及

Google廣告。因 B公司與 D公司在網路廣告上有合作關係，

B公司負責 Yahoo廣告代理業務，Google與 Facebook之廣

告代理業務則由 D 公司負責。另依 B 公司留存之廣告關鍵

字提案表單，「捷鋮」為經被處分人回復審核及購買之產品

相關廣告關鍵字。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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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

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所謂「交易秩序」係泛指一切商

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倘事業使用他事業名稱作

為關鍵字廣告，使人誤認兩者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

商品或服務，形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即屬顯失公平之行

為類型，倘進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又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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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係預付費用向 B公司購買關鍵字廣告(另轉由 D公

司承作 Google 關鍵字廣告)，其係欲以關鍵字廣告提高被

處分人產品與公司網站之曝光度與能見度，藉以招徠客戶

購買其產品並獲取利益。被處分人自陳係以電子郵件提供

關鍵字予 B 公司，對於關鍵字廣告文案即具有審閱與決定

權限；且系爭關鍵字廣告效益達成後之利益歸屬被處分人。

至於 B 公司僅係協助被處分人插入關鍵字群組，並依廣告

點擊次數收取費用，尚難認為本案行為主體。  

三、按關鍵字廣告運作方式係以廣告主購買之「關鍵字」為媒

介，加上廣告主設定之內容描述及顯示網址等文字組合而

成，網路使用者在網路搜尋引擎鍵入「關鍵字」後，即可

在搜尋結果頁面之明顯處見到關鍵字廣告，進而受到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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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吸引，點擊進入廣告主設定之網址，進行交易。查

被處分人係以電子郵件提供欲購買之關鍵字予 B 公司，並

由 B 公司協助插入關鍵字群組與刊登廣告文案，而被處分

人購買之關鍵字包含「捷鋮」與其他產品關鍵字，故一旦

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搜尋引擎鍵入「捷鋮」文字，即在搜

尋頁面顯示出「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之廣告標題與被

處分人網址。  

四、據檢舉人陳稱，其係屬一定營業規模之傳動零組件業者，

且在 106 年至 108 年間投入若干廣告費用及參加相關工業

展覽，此有公司報表、雜誌封面影本與報紙可稽，故檢舉

人已投入相當資源推廣其事業，應可認「捷鋮」係檢舉人

投入相當程度努力之事業名稱，當被處分人以競爭對手之

事業名稱「捷鋮」作為關鍵字廣告，並以「捷鋮需求 請找

笙寶實業」之廣告內文附加被處分人網站連結之方式呈現，

將讓使用者於 Google搜尋引擎鍵入「捷鋮」時，出現並列

「捷鋮」、「笙寶實業」之搜尋結果，整體觀察極易使交易

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認兩者屬同一系列產品或有一

定合作關係，被處分人之商品即可得以推展，進而提升與

其交易之可能，顯為侵害檢舉人為其事業名稱所作之投入

與具經濟效益之努力成果。是被處分人恣意將競爭同業名

稱應用於自身之關鍵字廣告內容，已影響以價格、品質等

效能競爭作為核心之市場交易秩序，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之行為，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使用同業之事業名稱「捷鋮」作為其

關鍵字廣告，致系爭關鍵字廣告並列「捷鋮」、「笙寶」，搭

配被處分人之網站連結，整體觀察易有使人誤以為兩者屬

同系列產品或有合作關係之效果，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之行為，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對交易

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事業規模、市場地位、以往

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後，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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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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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57號 

被處分人：江○○  即泰崴軒佛教文物 

統一編號：72389162 

址    設：彰化縣員林市惠來里惠明街 243號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

宣稱「真象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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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反映泰崴軒佛教文物(下稱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

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宣稱「真象骨」、「這

面人緣佛……唯一一次為寺廟信徒而不惜取出自己收藏的

真象骨……此聖物因早年製作，加上因象骨聖物泰國已禁

止數量非常有限。」等語，惟經彰化縣政府至現場稽查顯

示案關商品未具動物骨特徵，僅為一般塑膠製品，是被處

分人前揭宣稱，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

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

以： 

１、案關商品「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於蝦皮購物「泰崴軒 

泰國佛牌 佛像聖物」(帳號：j     )銷售，為被處分人

經營之賣場，案關廣告為被處分人製作及刊載，約自 107

年開始刊載。 

２、案關商品係赴泰國廟宇取得，寺廟師父透過翻譯告知此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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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早年師父從因自然過世的大象身上取得的象骨所製

成，攜回結緣給需要聖物輔助之人。該等內容由當時泰國

寺廟師父親口透過翻譯轉告，才轉由文字就案關商品作介

紹，並非用不實的話語誤導消費者。被處分人於 109年 5

月 20 日經彰化縣政府稽查後，才知悉案關商品材質非真

象骨，惟未有其他可資證明案關商品為真象骨之事證。  

３、被處分人於 109 年 5 月 20 日彰化縣政府查訪後，有修改

廣告移除「#真象骨」等內容，可能因疏漏致未完全修正，

109年 6月初收到調查函時曾將廣告再次下架修改，後又

再次上架，109年 7月中已將具爭議性廣告內容移除。 

４、案關商品當初由泰國帶回 30 只，回台後於蝦皮購物「泰

崴軒 泰國佛牌 佛像聖物」賣場以每只 1,280元販售，從

107年刊登至廣告改正期間共售出 23只。  

(二)為瞭解案關商品材質屬性，經函請彰化縣政府提供專業意

見略以：廣告所列商品為彰化縣政府 109 年 5 月 20 日現

場稽查之商品，現場稽查作業時，店家提供販售之「人緣

佛」供查驗，因象牙產製品橫切面具有特殊之史垂格線

（Schreger Lines），縱切面具有細緻紋理；若為動物骨

製品，會具有哈維士系統（表面具小凹洞或抓痕狀之不規

則凹陷），這些特徵皆可現場以肉眼進行辨識，故經現場

進行鑑識事宜，確認該「人緣佛」不具上述兩項特徵，僅

為一般塑膠製品，非屬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又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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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

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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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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

關事項」，指凡一切具有經濟價值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

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另按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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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以「泰崴軒

泰國佛牌佛像聖物」(帳號:j     )賣場刊載案關商品廣告，

且系爭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自行製作、刊登且獲有利潤，是

被處分人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以「泰崴軒泰國佛牌佛像聖物」(帳

號:j     )賣場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商品，宣稱

「真象骨」、「這面人緣佛……唯一一次為寺廟信徒而不惜

取出自己收藏的真象骨……此聖物因早年製作，加上因象

骨聖物泰國已禁止數量非常有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案關廣告予消費者之印象為案關商品材質為真象骨，且數

量稀少，極具收藏價值。據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商品係赴

泰國廟宇取得，寺廟師父透過翻譯告知此聖物是早年師父

從因自然過世的大象身上取得的象骨所製成，攜回結緣給

需要聖物輔助之人。該等內容由當時泰國寺廟師父親口透

過翻譯轉告，才轉由文字就案關商品作介紹，被處分人係

109 年 5 月 20 日經彰化縣政府稽查後，才知悉案關商品

材質非真象骨。  

(二)本案經彰化縣政府現場稽查案關商品未具動物骨特徵，僅

為一般塑膠製品，且被處分人未有其他可資證明案關商品

為真象骨之事證，是案關廣告宣稱「真象骨」顯與事實未

符。被處分人於 107年至 109年 7月刊登廣告期間，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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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材質為象骨之依據事證，卻於廣告提及「真象骨」

等內容，縱使於彰化縣政府稽查後知悉該商品材質非真象

骨，然僅刪除真象骨文字，整體廣告呈現仍係以該象骨聖

物泰國已禁止，數量非常有限，營造其稀有性；因廣告所

描述之象骨數量稀少具收藏價值等商品品質，為影響消費

者交易決定之因素，是以該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有

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泰崴軒 泰國佛牌 佛像聖物」

賣場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宣稱「真象骨」等語，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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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

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0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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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58號 

被處分人：騰飛文化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49469 

址    設：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789號 9樓 

代 表 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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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聯合報刊登廣告，宣稱「佛鈔是由美國聯邦儲

備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

體鈔」、「美國財政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限量製作

發行此款連體紀念鈔」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製作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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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於 107年 1月 30日在聯合報以「《世界第一佛鈔》

32 連體賀歲祈福發行」為標題刊登廣告(下稱案關商品廣

告)，宣稱該佛鈔(下稱案關商品)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

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惟

查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及財政部印鑄局皆無印製該等類似佛

像或「福」字之美鈔，疑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係由於中國大陸北京中金閣有限公司(下稱中金

閣公司)提供，案關商品廣告係中金閣公司透過微信通訊

軟體以分段傳送文字及圖片，被處分人於該通訊軟體複

製文字及圖片自行張貼編輯於 WORD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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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關商品廣告宣稱「佛鈔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釋迦

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美

國財政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

連體紀念鈔」等語，係因被處分人聽信中金閣公司業務

負責人說明及以微信通訊軟體提供之「美國錢幣總公司

佛祖釋迦牟尼《一美元 32 連體紀念鈔》真品證書」(下

稱美國錢幣總公司真品證書)中、英文版、「帶有宣誓者

聲明的紐約州法官宣誓證明」、署有「戴布拉、鮑恩(DEBRA 

BOWEN)」簽名文件中、英文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舊

金山總領事館領事核發之(2012)舊領認字第 0009809 號

認證文件」等 6 份資料，因此，被處分人相信案關商品

廣告之宣稱及該等資料係屬真實，即下載上開 6 份資料

作為案關商品為真品之證明文件。但被處分人並未向我

國相關單位查證案關商品廣告內容是否屬實，亦未透過

我國第三方公正單位驗證中金閣公司提供之上開 6 份證

明資料之真偽性，此為被處分人之疏失。 

（三）案關商品廣告僅於 107年 1月 30日在聯合報刊登過 1次，

未在其他報章雜誌、網路及其他公眾媒體刊登，因銷售

狀況不佳，廣告刊登迄今皆無銷售數量。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

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

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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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前揭規定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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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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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

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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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案關商品廣告之文字及圖片係中國大陸中金閣公司以微

信通訊軟體傳送予被處分人，經被處分人下載後再自行製

作及編輯提供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刊登於聯合報使用，且

該廣告末尾之「收藏公告」刊有案關商品售價、被處分人

之名稱、地址、網址、電話及歡迎親臨參觀等訊息，消費

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利用聯合報刊

載、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故足認被

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三、復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 1月 30日在聯合報刊載案關商品廣

告，宣稱「佛鈔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

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美國財政部特別

指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連體紀念鈔」等

語，予人印象印有釋迦摩尼真身佛像、「福」字之美元連體

鈔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特別製作發行，據被處分人表示，

案關商品廣告內容及「美國錢幣總公司真品證書」等 6 份

資料皆來自中國大陸中金閣公司，且被處分人自承未曾向

我國相關單位查證案關商品是否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所製

作發行，亦無透過我國第三方公正認證單位就「美國錢幣

總公司真品證書」等 6 份資料之真偽進行驗證，復據法務

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專業意見表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並無印製有該等類似佛像、「福」字之美鈔，且被處分人持

有案關商品之相關證明文件亦非由美國政府所出具，是案

關商品廣告所宣稱案關商品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製作發行

之情形，核與事實未合，有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產生錯誤

認知或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聯合報刊登案關商品廣告，宣稱「佛鈔

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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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美國財政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儲

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連體紀念鈔」等語，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製作發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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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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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1    月   0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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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109001號 

申報人：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74618 

址  設：臺北市北投區奇岩路 1號 

代表人：大無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 2段 207號 2樓 

代理人：○○○律師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號 17樓 B區 

 

申報事項 

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報人或大無畏全球

投控)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大數位匯流)

向 Gear Rise Limited(下稱 Gear Rise)取得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下稱 Dynami)之 65%股份，從而控制 APTT 

Management Pte. Ltd.(下稱 AMPL)，並得依據 AMPL與 Asian Pay 

Television Trust(下稱 APTT)信託契約之營運管理權，得間接

控制杰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杰廣)及其從屬南桃園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南桃園)、北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

視)、信和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信和)、群健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群健)及台灣寬頻通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灣寬頻通訊)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以及申報人將因本結

合案得直接及間接控制 APTT旗下 Cable TV S.A.(下稱 Cable TV)、

Harvest Cable Holdings B.V.(下稱 Harvest Cable)及其轉投

資之泰羅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羅斯)、陶倫股份有限公司及

吉元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吉元)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款及第 11 條第 1 項

第 2款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大無畏全球投控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取得 Dynami 之 6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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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杰廣及其從屬公司、泰羅斯及其從屬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

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款規定之事

業結合。本會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

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附加下列負擔不予禁止： 

一、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應於與頻道代理商之委

託採購頻道合約屆期後(即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進

行委託，由自身或關係企業與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或頻道代

理商議約。 

二、申報人應於收受本結合決定書次日起 3年內，於每年 7月 1

日前，提供下列資料送交本會備查： 

(一)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頻道採購情形及與頻

道節目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簽訂之頻道授權相關文

件。 

(二)參與結合事業及其控制與從屬公司跨區經營之實際開播

情形(含開播區域及實際訂戶數)。 

(三)引進新頻道節目、地方製播節目及與 OTT業者合作(含本

土業者)、提供自選頻道組合方案等，有利消費者之多元

視訊內容及服務之具體措施及實施成果。 

(四)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之成果報告(包含但不限於前開負

擔關於確保整體經濟利益之辦理事項）。 

理   由 

一、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係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大無畏全球投控擬透過大大數位匯

流取得 Dynami之 65%股份，從而得控制 AMPL、APTT、杰廣

及其從屬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又申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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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大大數位匯流取得 Dynami 之 65%股份後，因 APTT 旗

下 Cable TV 持有 Harvest Cable 15%股份，據申報人陳述

其將因本結合案得直接及間接控制 Cable TV、Harvest 

Cable、泰羅斯及其從屬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

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又本

結合案參與結合之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吉元，以

及申報人實質控制之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

豐)與大豐旗下之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台灣數位寬頻)於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均超過四分

之一，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須向本會申報

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 條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

故依法應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復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規定，本會對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

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

另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得附加條

件或負擔。 

二、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一)本結合案申報人、大大數位匯流、Gear Rise、Dynami、

AMPL、Cable TV、TBC Holdings、 Harvest Cable 等所

涉一般投資業務，並無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活

動，是本結合案僅以大豐集團、杰廣集團及泰羅斯集團

所屬公司主要服務所涉市場進行分析，產品市場應包括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多系統經營市場」及

「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其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市場」係依系統經營者「實際開播之經營區」為地理

市場，「多系統經營市場」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

則以「全國」為地理市場。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下稱通傳會)截至 109 年 6 月底之統計資料，參與結

合之南桃園、北視、信和、群健、吉元等 5 家系統經營

者，以及申報人實質控制之大豐、台灣數位寬頻及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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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高雄)等 3 家系統經營

者，分屬不同經營區，其中南桃園於「桃園市南區」之

市場占有率為 100%、北視於「新竹縣」之市場占有率為

100%、信和於「苗栗縣北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100%、群

健於「臺中市」之市場占有率為 49.39%、吉元於「苗栗

縣南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100%、大豐於「新北市板橋、

土城、中和、永和、三峽、鶯歌及樹林區」之市場占有

率為 25.38%、台灣數位寬頻於「新北市板橋及土城區」

之市場占有率為 33.27%、新高雄於「高雄市左營、三民、

苓雅及前鎮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16.16%，渠等合計總訂

戶數為 95萬 922戶，占全國總訂戶數 491萬 4,724戶之

19.35%。 

(三)「多系統經營市場」依據通傳會截至 109 年 6 月底之統

計資料，全國系統經營者計有 64家，分屬 5大 MSO共 39

家，分別為中嘉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12 家、凱

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擘)12家、台灣寬頻通訊(即杰廣

集團)4 家、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固)5 家、台

灣數位光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數位光訊)6家；

不屬於 5 大 MSO 之其他系統經營者計有 25 家。5 大 MSO

訂戶數占全國總訂戶數之 76.65%，其中台灣寬頻通訊訂

戶數為 66萬 8,829戶，占全國總訂戶數之 13.61%；加計

吉元訂戶數 5 萬 2,321 戶及大豐集團旗下 3 家系統經營

者之訂戶數 22萬 9,772戶後，結合後申報人合計訂戶數

95萬 922戶，占全國總訂戶數之 19.35%，仍為第 3大 MSO

業者。 

(四)「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依據通傳會截至 109年 6月

底之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固網寬頻帳號數為 586萬 9,945

戶；另據事業結合申報書所載，台灣寬頻通訊、大大寬

頻股份有限公司及高雄大大新寬頻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

固網寬頻帳號數合計為 33萬 6,633戶，占固網寬頻上網

服務市場之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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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競爭分析 

(一)本結合案涉及「多系統經營市場」及「固網寬頻上網服

務市場」之水平競爭，且競爭範圍均為「全國」，在該二

市場屬水平結合型態。另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

場」部分，參與結合之 8 家系統經營者均提供有線電視

收視服務，因各自所屬「經營區」不同，而無直接競爭

關係，應以是否具有重要潛在競爭可能性進行評估。依

本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點、第 10點及第

11 點規定，應就本結合案所涉相關市場之水平及潛在競

爭效果予以綜合考量。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潛在競爭之效果分析：

本結合案係杰廣集團及泰羅斯集團上層股東結構發生變

動，大豐集團上層股權結構並無變動，前等集團及其從

屬公司本即從事有線電視系統業務之經營，而前項業務

須依有廣法相關規定向通傳會取得籌設及營運許可，經

營地區係採分區經營，倘欲跨區經營，亦須向通傳會取

得跨區營運許可，目前尚無因法令管制改變或因技術進

步而使參與結合事業可擅自跨區經營。復據事業結合申

報書所載，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仍由各自專業經營人團

隊營運，並無跨區經營計畫，且參與結合之 8 家系統經

營業者未來尚須面臨其他競爭者(新進或跨區系統經營

者、中華電信 MOD)參進所屬經營區而造成市場占有率逐

漸降低之可能，爰不致因本結合案而使「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市場」之潛在競爭可能性產生影響。 

(三)水平結合之限制競爭效果： 

１、本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於「固網寬頻上網服務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僅 5.7%，而市場上經營該類業務之業者

眾多，是本結合案實施後對前開市場之水平結合競爭

效果影響甚微。 

２、本結合案實施後，大豐集團、杰廣集團及泰羅斯集團

旗下共 8 家系統經營者均由申報人控制，合計市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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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 19.35%，雖仍為第 3 大 MSO，但形成與前 2 大相

當之 MSO，5 大 MSO 占全國總訂戶數之比例從 76.65%

增加至 82.39%，雖有利於參與結合之 MSO與上游頻道

供應事業及頻道代理商在頻道授權之談判及議價，增

加對上游之頻道節目供應市場及頻道代理市場之抗衡

力量，惟亦可能因議價能力提高，對市場力較小之頻

道供應事業或頻道代理商有濫用市場力之疑慮。另因

參與結合之 MSO 並未整合上游頻道節目供應市場及頻

道代理市場，尚不致對具競爭關係之系統經營者有濫

用垂直整合市場力量從事限制競爭之行為。 

３、本結合案參與結合之 MSO 旗下 8 家系統經營者均非屬

同一經營區，於各所屬經營區乃屬獨占或寡占經營型

態，交易相對人並不具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惟因有線電視費率仍須受主管

機關及地方政府之審查及核定，參與結合之 MSO 縱使

均受申報人所控制，惟仍難於結合後單獨提高商品價

格或服務報酬，不致對交易相對人產生不利影響。 

４、本結合案實施後，申報人於「多系統經營市場」之市

場力雖有所增加，惟其控制之 8 家系統經營者原本即

分屬不同經營區，結合後未使各該經營區之市場參與

者數目降低，亦未使交易相對人面對之系統經營者有

所減少或改變，外觀上並無促使參與結合事業與其競

爭者採取一致性行為之可能。結合後申報人仍需面臨

第 1 大、第 2 大 MSO 之強力競爭，另尚有第 4 大及第

5大 MSO之競爭，5大 MSO仍維持彼此競爭之狀態，並

未因本結合案而直接使得市場實際競爭不存在。再者，

有線電視產業近年面臨 MOD、OTT等多媒體視訊平臺之

競爭，以截至 109 年 6 月底之中華電信 MOD 用戶數已

達 208 萬餘戶，MOD 之競爭亦使參與結合 8 家系統經

營者於所屬經營區之市場占有率大幅下降，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或採取一致性行為之可能性更低，且隨著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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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推廣及逐漸順利取得優質頻道節目，以及將來

仍有其他業者參進與參與結合事業競爭之可能，更將

減緩申報人於「多系統經營市場」及「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市場」之優勢地位，故本結合案不致對有線

電視上、下游相關市場及水平競爭市場有顯著限制競

爭之疑慮。 

四、綜合評估 

(一)在整體經濟利益方面，本結合案參與結合事業可拓展有

線電視系統、多系統經營及固網寬頻上網服務之經營版

圖；強化其對上游之議價能力，降低頻道取得成本；有

助於提升南桃園等 5 家系統經營者之經營效率；引進新

頻道節目、地方製播節目及與 OTT業者合作(含本土業者)，

提供有利消費者之多元視訊內容及服務；提供各種優惠

資費方案；引進 FTTH G-PON網路架構，提供高品質、穩

定及快速之收視及網路服務；以及拓展智慧家庭與智慧

社區之加值應用等整體經濟利益。 

(二)本結合案對現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固網

寬頻上網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集中度及市場

結構並無顯著影響，而「多系統經營市場」水平結合之

單方效果、共同效果不大，仍有第 1 大、第 2 大 MSO 與

之抗衡，尚不致因本結合案而直接減損多系統經營市場

之競爭，且有線電視費率受主管機關及有廣法相關規定

之管制及監理，非業者可任意調漲收視費用，參與結合

之系統經營者在數位匯流發展趨勢下，尚須面臨新進、

跨區業者及跨業競爭者如中華電信 MOD 等影音視訊平臺

之競爭。 

(三)惟本結合案仍存在兩部分之限制競爭疑慮，其一為參與

結合之杰廣集團及泰羅斯集團將頻道採購權委託頻道代

理商代為採購頻道，使頻道代理商形成類似上、下游垂

直整合狀態，可能促使該受託頻道代理商與其他具 MSO

身分之頻道代理商在「頻道授權」上以互惠條件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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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間接影響「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市場」競爭之疑

慮；其二為申報人於結合後頻道議價能力將會提高，雖

渠表示參與結合事業目前就「頻道採購」、「頻道節目安

排」及「頻道上下架」等無合作營運計畫，惟不排除未

來將進行整合，則對於議價能力較弱之頻道供應事業或

頻道代理商恐有濫用市場力之疑慮。前開疑慮因面臨數

位匯流及跨平臺服務競爭之發展，或可減緩參與結合事

業於多系統經營市場之力量，惟現階段本會仍應透過附

加行為管制之必要負擔，進一步消弭前開疑慮，以確保

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五、綜上論結，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

必要。惟為進一步確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附加負

擔如決定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05    日 

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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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61號 

被處分人：侯○○ 

統一編號：○○○ 

址    設：○○○○○○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

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

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本

會業以 108 年 6 月 6 日公處字第 108029 號處分書處分在

案。 

二、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按獨資之商號，法律上並無獨立之人格，應以其事業負責

人之自然人為其權利主體，是以，經查獲獨資商號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應以事業負責人為裁處對象，未因該商號已

辦歇業登記而有所不同。查被處分人設立之欣欣天然瓦斯

企業社為獨資商號，雖已於 108年 7月 26日辦理歇業，故

裁處時仍應以該企業社事業負責人（即被處分人）為對象，

合先敘明。 

二、案據新北市政府函轉民眾反映，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利用

深夜發送管線安檢通知單至住戶信箱內，藉此推銷瓦斯器

材之行為，雖經該府消費者保護官調查，未查有消費者因

交易而受害之事實，惟該事業以「假安檢真推銷」恐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疑慮，爰移請本會處理。於案件調查期間，

本會另接獲民眾以電子郵件向本會檢舉，欣欣天然瓦斯企

業社張貼補檢服務通知單，意圖假冒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

公司之名義，藉此推銷瓦斯器材。案經函請欣欣天然氣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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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提供意見、派員訪查

疑因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不當行銷之受害者、欣欣天然瓦

斯企業社到會說明及提供相關資料。經本會 108 年 6 月 6

日公處字第 108029號處分書處分，略以：欣欣天然瓦斯企

業社於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工作證上刻意使用「欣

欣」或「欣欣天然瓦斯」為事業表徵，並假藉瓦斯管線安

全檢查之名行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之實，故欣欣天然瓦斯企

業社雖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藉瓦斯服務通知單、

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隱

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而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處分書並已敘明因本案有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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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

將俟司法機關對被處分人詐欺之行為予以不起訴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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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再另處罰鍰，

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令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

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其違法行為。 

三、針對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之事業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疑涉犯

刑事詐欺罪嫌，本會於 108年 6月 18日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109 年 1 月 2 日新北檢兆列 108

偵 29158 字第 1080127621 號函復本會蔡 00 等 3 人詐欺案

為不起訴處分。 

四、為當事人之程序保障，本會再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相

關情形如次： 

（一） 本會於 109年 4月 9日以公製字第 1091360525號書函雙

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戶籍地址，上開調查函已合法送達，

惟被處分人並未於指定日期到會陳述意見。 

（二） 本會再次於 109 年 4 月 29 日以公製字第 1091360617 號

書函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之戶籍地址，函文內容已明

確告知被處分人不到場所生之效果，惟被處分人仍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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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日期到會。 

理   由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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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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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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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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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條及第 39條規定，於 109年 4

月 9日及同年 4月 29日以雙掛號方式通知被處分人到會陳

述意見，並於函中告知不到會說明及提供案情相關資料之

法律效果，惟被處分人仍未於指定日期到會。故本會得依

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依現有事證逕予認

定。 

三、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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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

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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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案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藉

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

用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而使消費者誤

認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業經本會 108

年 6月 6日公處字第 108029號處分書處分確定在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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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事實理由均已明確。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調查，

因查無刑事詐欺罪之具體犯罪事證予以不起訴處分。是以，

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前開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因刑事不起訴處分，本會得

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另處罰鍰。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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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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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62號 

被處分人：傑昌開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642670 

址    設：新竹市東區北大路 68號 4樓 

代 表 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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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閱昌傑」建案，廣告上之「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

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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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查悉傑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為銷售新

竹市東區「閱閱昌傑」建案(下稱案關建案)，108 年 5 月

20 日至 109 年 2 月 24 日止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

房屋網)刊載之「A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戶 3、

5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3樓及 5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

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座落於新竹市學府路 115號，106年 5月 12日

開始興建，107年 10月 11日興建完成。108年 4月 8日

起委託詮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詮力公司)銷售案關

建案，委託期間 108年 4月 8日至 109年 6月 19日止，

並依「廣告製作及業務銷售合約書」支付總執行底價一

定比例之業務銷售廣告製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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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關建案之「A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戶 3、

5F 傢俱配置參考圖」係由被處分人提供案關建案成屋照

片等素材予詮力公司，由詮力公司繪製而成後，提供予

被處分人審閱及校稿，其製作緣由僅是告知買方可提供

如上開傢俱配置參考圖之工程裝修。又因該建案各樓層 A、

B戶格局均相同，故僅製作 3樓及 5樓之 A、B戶傢俱配

置參考圖。 

(三)案關建案免費刊登於 591 房屋網期間並未支付數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數字公司)任何費用及簽訂任何契約，

「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

置參考圖」刊登期間為 108年 5月 20日至 109年 2月 24

日止。 

(四)「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

置參考圖」劃有虛線之使用空間，經建管單位核准之空

間名稱及使用用途為陽台，又案關建案之陽台法定容積

已達容積上限，致無法再向建管權責機關進行變更。另

案關建案為成屋銷售，以現場帶客戶看實體屋之方式為

主，並提供現況版及建照版的平面圖以告知買方二者之

不同，購屋者皆明白其權益。 

三、經函請詮力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案關建

案免費刊登於 591 房屋網，係詮力公司代替被處分人將欲

刊登案關建案之資料(含圖示)提供予數字公司代為刊登。

「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

參考圖」僅刊載於 591房屋網，並無製作成紙本廣告散發，

詮力公司並無參與上開傢俱配置參考圖之決策。另案關建

案為成屋銷售，故以現場帶客戶看實體屋之方式為主，並

提供給客戶建物現況確認書及建照版與裝修後(現況版)之

樓層平面圖，且口頭說明就陽台移為室內使用部分為取得

使用執照後之增建工程，此部分無法變更設計，具主管機

關拆除之虞，以免客戶有所誤認。 

四、經函請新竹市政府提供案關建案相關專業意見，略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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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使用空間用途於竣工圖上分別為儲藏室及陽台使用，倘

日後規劃為客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應依規定申請變更使

用執照，無法變更者，應恢復原狀。惟儲藏室空間若屬容

積樓地板範圍內，自屬住宅單元之一部分，自得免辦理變

更使用之申請。而陽台外推乙節業涉及違章建築情事，若

經查屬確實時，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程序查報列管

處理。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

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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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

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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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之

提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監督權力或決定能力者、廣告

之出資者、因廣告銷售所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

以綜合判斷。 

(二)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資興建，並與詮力公司簽

訂合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認被處分人除出資興建

該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之商品意思，委託詮力公司

製作廣告及銷售商品，並對廣告內容具有監督權力及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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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力，亦自承製作「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所需素材等資料係由被

處分人所提供，且由其支付廣告款項，是被處分人核為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房屋網刊載之「A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3

樓及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

一部分使用，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一)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

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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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

其原有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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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房屋網刊載之「A戶 3、

5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

將 3 樓及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

空間之一部分使用，就整體內容觀之，予人印象係該廣

告虛線部分屬室內空間，可合法供臥室等空間使用。惟

據新竹市政府之專業意見，系爭使用空間用途於竣工圖

上為陽台使用，倘日後規劃為客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

應依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無法變更者，應恢復原狀，

本案陽台外推業涉及違章建築情事，若經查屬確實時，

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程序查報列管處理。復據被

處分人自承案關建案之陽台法定容積已達容積上限，致

無法再向建管權責機關進行變更。據上，案關建案應無

將陽台空間合法變更為室內空間之可能。 

(三)又被處分人主張於現場看屋時皆已充分告知房屋之規劃

狀況，並提供建物現況確認書及現況版與建照版之平面

圖，已足讓交易相對人知悉陽台移為室內使用部分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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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使用執照後之增建工程等語。惟按廣告係事業於交易

前對不特定人之招徠手段，於對外刊載、使用時，即足

就廣告所載內容產生招徠或提高潛在交易機會之效果，

是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自應與事實相符，故被

處分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實廣告之責

任。 

(四)綜上，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房屋網刊載之「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

考圖」，將 3樓及 5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

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使交易相對人無法合法享有

廣告虛線標示之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該廣告之表示與

事實不符，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建案之內容及用途

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機制喪失其

原有之效能，而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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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新竹市東區「閱閱昌傑」建案，

於 591房屋網刊載「A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 3 樓及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

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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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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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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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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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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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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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63號 

被處分人：桔客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2455516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 2段 103號 9樓之 4 

代 表 人：薩摩亞商中文客股份有限公司 MANDARINX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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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粉絲專頁及課程簡章宣稱「全

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教學

機構通過 Pearson 認證」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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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臺北市商業處 108 年 11 月 21 日函移民眾陳情資料，

略以：桔客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臉書、

公司網站宣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

師證授權」等語，惟經詢問英國培生集團(下稱培生集團)

客服人員，得到回覆「中文客(MandarinX)」並非其審核通

過之組織，疑涉有廣告不實。 

二、查被處分人並非臺北市政府立案補習班，「MandarinX 中文

客」為被處分人對外使用之品牌，經於 Google網站查詢「中

文客」，載有「2019中文客師資培訓簡章」連結，且被處分

人臉書粉絲專頁、公司網站及課程簡章載有「全臺唯一與

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等語，是否屬實

容有釐清查證之必要，故立案調查。 

三、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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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處分人於 107年至 108年間於臉書粉絲專頁、公司網站

及課程簡章刊載案關廣告。 

(二)被處分人於下列廣告宣稱： 

１、案關臉書粉絲專頁宣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

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中文客在 2018 年與英國

Pearson 培生集團取得授權，得以自主進行中文師資培

訓課程及課程考核，完成課程與測驗的學員，將可以取

得英國培生集團認證的漢語教師證照……過去主要只

在上海頒發，中文客……得以有這個機會直接由培生集

團授權此證書頒發與課程培訓」、「由英國 Pearson直接

授權的證照，目前全台灣只有我們有辦法做得到」。 

２、被處分人網站宣稱「英國 Pearson 證照 全台唯一與英

國培生集團取得授權」。 

３、課程簡章宣稱「2018年 MandarinX中文客取得英國培生

集團認可，授權進行師資培訓並頒發英國培生 Pearson

集團之國際漢語教師證照與國際漢語推廣協會認證

(IMCPI)」、「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認證」等語。 

(三)就前揭廣告宣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

教師證授權」、「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認證」等語說明如

下： 

１、IMCPI(即國際漢語推廣協會)係受到英國 Pearson(即培

生集團)旗下品牌認證之國際漢語教師認證體系，是以

受此二者授權認證可核發 IMCPI與英國 Pearson聯合認

證證書。上海瑪瑞歐教育學校為上海瀚禪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下稱上海瀚禪公司)之教育品牌，係受 IMCPI與培

生集團共同認可之機構。 

２、被處分人於 107年 6月與上海瑪瑞歐教育學校即上海瀚

禪公司訂有合作協議，經其同意辦理臺灣師資培訓課程，

並自行安排課程與考核標準；被處分人學員通過考核標

準，即可透過上海瑪瑞歐教育學校向培生集團申請頒發

Pearson 認證證書(即國際漢語教師資格認證)，惟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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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並無直接由培生集團授權 Pearson認證證書頒發與

課程培訓，被處分人教學機構亦無直接通過培生集團認

證。 

３、案關廣告宣稱培生集團「國際漢語教師證」，文字表達

上或有不精確之處，被處分人並非正式教育機構，無法

協助學員取得教師證。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第 2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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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同條第 4項規定：「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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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

反前開規定。次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 5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查被處分人對外使用之品牌為

「MandarinX 中文客」，其在 107年至 108年間於臉書粉絲

專頁、公司網站及課程簡章刊載案關服務廣告，因刊載廣

告、提供案關服務而獲有利潤，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刊載「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

師證授權」、「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 認證」等下列廣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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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一)被處分人於臉書粉絲專頁宣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

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中文客在 2018 年與英國

Pearson培生集團取得授權，得以自主進行中文師資培訓

課程及課程考核，完成課程與測驗的學員，將可以取得英

國培生集團認證的漢語教師證照……過去主要只在上海

頒發，中文客……得以有這個機會直接由培生集團授權此

證書頒發與課程培訓」、「由英國 Pearson直接授權的證照，

目前全台灣只有我們有辦法做得到」。 

(二)被處分人網站宣稱「英國 Pearson 證照 全台唯一與英國

培生集團取得授權」。 

(三)被處分人課程簡章宣稱「2018 年 MandarinX 中文客取得

英國培生集團認可，授權進行師資培訓頒發英國培生

Pearson集團之國際漢語教師證照與國際漢語推廣協會認

證(IMCPI)」、「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認證」等語。 

(四)上開廣告整體予人印象被處分人為全臺唯一取得培生集

團直接授權國際漢語教師證頒發與課程培訓，且通過該集

團認證之機構，得以自主進行中文師資培訓課程及考核。

惟據被處分人自承其未獲得培生集團直接授權進行前揭

課程培訓及證書頒發，亦非培生集團認證之教學機構，而

係經由上海瑪瑞歐教育學校同意後辦理中文師資培訓及

考核，俟學員通過考核後，再透過該學校向培生集團申請

頒發證書，且該證書為國際漢語教師資格認證，並非為教

師證。 

(五)鑑於被處分人既未獲得培生集團直接授權及認證於臺灣

辦理課程培訓、考核與頒發證書，且該證書實際為教師資

格認證，故案關廣告宣稱被處分人為全臺唯一與培生集團

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及通過培生集團認證之表示，核

與事實不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服務內容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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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臉書粉絲專頁、公司網站及課程簡章宣

稱「全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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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項準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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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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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64號 

被處分人：活力得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47724 

址    設：臺南市北區元寶里北園街 80巷 68之 6號 1樓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收件中心

及變更傳銷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四、處新臺幣 3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8年 10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

銷售之傳銷商品為食品。本會於 109年 4月 29日派員赴被

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新增銷售

商品「薑黃液」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

收件中心，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以上均涉有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又被處分人招募無行為能

力人為傳銷商，以及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

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參加契約，亦涉有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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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處分人自 109年 3月 31日起銷售傳銷商品「薑黃液」，

因行政疏失而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嗣於 109年 5月 19日

始向本會報備。又被處分人成立收件中心收取傳銷商之

入會申請書，且定期於收件中心地址舉辦產品說明會及

教育訓練課程，並依約發給收件津貼每件新臺幣 200元。 

（二）本會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檢查時，被處分人尚未取得

限制行為能力人○君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嗣於 109年 5

月 20日到會陳述時始提出。至於被處分人招募無行為能

力人○君，被處分人表示係因行政疏失而未注意其為無

行為能力之人，嗣於 109年 5月 26日已退還○君訂購商

品之款項。 

理   由 

一、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商品品項及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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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

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層次傳銷事業

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下略）」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

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

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

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條、第 25條第 1項或第 2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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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是以，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更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

事先或依法定期限報備，即違反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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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得依同法第 34條規定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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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

下罰鍰。 

（二）本會於 109年 4月 29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

檢查，查悉被處分人銷售傳銷商品「薑黃液」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被處分人亦自承係因行政疏失而漏未報備，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又本會

亦查悉被處分人設立收件中心，受理民眾申請加入成為

被處分人之傳銷商，並舉辦產品說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

等，且被處分人依約發給收件津貼每件新臺幣 200 元，

具有營業所之性質，惟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以及招募限制行為

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不

得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

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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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書

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同法第 33條前段規定：「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1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本會於 109年 4月 29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招募無行為能力人○君為傳銷商，核已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被處分人亦自

承係因行政疏失而未注意○君為無行為能力人，雖被處

分人嗣於 109年 5月 26日退還○君訂購商品之款項，仍

無礙於其已違法之事實。 

（三）又查悉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君為傳銷商，未

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參加契約，核已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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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雖被處分人嗣於

109 年 5 月 20 日到會陳述時已取得○君之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亦無礙於其已違法之事實。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品品項

及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

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參加契約，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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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依

同法第 33 條及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就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第 16 條第 2 項規

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35 萬元罰鍰，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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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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109002號 

申報人：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62550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 2段 20巷 5號地下 1樓 

代表人：王俊超 

地  址：同上 

代理人：○○○律師、○○○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號 11樓 

 

申報事項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福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惠康公司)100％已發行股份，從而控制惠康公司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依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款

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家福公司擬取得惠康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

惠康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

第 2 款及第 5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本會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

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附加

下列負擔不予禁止： 

一、倘家福公司之少數股東同時為其實際或潛在供應商時，家

福公司與該少數股東之交易應為常規交易，且不得要約或

承諾給予該等少數股東間的商業條件（包含但不限於附加

費用），在整體觀察之下，相較於相當情形下之相當地位的

供應商，明顯優待該等少數股東。 

二、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 年內，家福公司應維持其目前針對

平均月進貨金額低於新臺幣 100 萬元之中小型供應商設置

之專案，並確保此等專案如有修改或替換，整體而言不會

對中小型供應商更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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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結合實施之次日起 3 年內，家福公司無正當理由或未予

合理通知時，不得終止或將任何中小型供應商自供應商名

單中除名，倘有終止或除名情事應附理由，並允許該中小

型供應商有機會向家福公司高階經理人請求覆審該終止或

除名的決定。 

四、本結合實施之當年度起 3 年內，於每年 4 月 1 日前應提供

下列資料予本會： 

(一)家福公司與該等少數股東或其繼受人間現行有效之供應

合約(含任何附件或修正)之影本，以及與該等少數股東

間之商業條件(包含但不限於附加費用)。 

(二)有關中小型供應商之家數及家福公司自該等中小型供應

商採購之總金額之年度報告。 

理   由 

一、按「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係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家福公

司擬取得惠康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並直接或間接控制惠

康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又本案參與結合事

業之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款須向本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條

所規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應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復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規定，本會對事業結合之申報，如

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

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另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二、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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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市場：依綜合商品零售業各業態之主要銷售商品、

銷售商品結構、消費者之需求目的等經營特性、相關研

究報告與經濟量化分析結果，以及實體綜合零售通路及

網路零售通路之需求及供給替代性分析，採最小市場界

定原則，本案產品市場界定為「量販超市市場」。 

(二)地理市場： 

１、參與結合事業及其他量販超市業者的營業據點遍布全

國，且據參與結合事業所述，各門市原則上均須遵循

總公司之全國定價政策及行銷規劃，與其他競爭同業

從事競爭。且近年量販超市業者普遍建立線上訂購平

臺及外送平臺(如：Uber Eats、foodpanda)，提供商

品宅配到府或指定地點取貨等服務，故本案相關地理

市場可以全國為評估基礎。又考量惠康公司門市多數

集中於都會區，故併同考量本結合對於六都與非六都

之影響。 

２、從消費者選擇量販超市購買生活所需商品，會考量消

費便利性及交通成本等因素，絕大多數消費行為均發

生於日常生活區域範圍內，難認消費者會採經常性跨

區域消費行為，故再以參與結合事業經營重疊 13縣市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嘉義市、屏東縣、

宜蘭縣等)為相關地理市場進行評估。 

(三)市場占有率：依 108 年本會產業資訊管理系統之超級市

場及零售式量販店項下各事業銷售金額數據，以及參與

結合事業與相關量販超市業者提供之銷售金額等資料，

進行整理計算。本案家福公司及惠康公司 108 年銷售金

額於全國市占率分別為 12.33％及 2.36％，排名為第 3

位及第 5位，結合後合計市占率為 14.69％。至於參與結

合事業於六都、非六都與經營重疊縣市，結合後合計市

占率，則介於 3.46％(新竹市)至 25.71％(新竹縣)之間。 

三、結合競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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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福公司係經營「家樂福」量販店、「便利購」超級市場

之綜合商品零售業業者，惠康公司則為經營「頂好

Wellcome」、「Jasons Market Place」等品牌超級市場之

綜合商品零售業業者，故係屬水平結合型態，依「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點規定，

得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抗衡力量、其

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等因素評估本結合之限制競爭效

果。 

(二)單方效果： 

１、本案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於全國量販超市市場之市占

率增加有限，另以 HHI 指數計算，結合前後均為低度

集中市場，市場結構變化不大。又家福公司各門市遵

循一致之全國定價政策及行銷規劃，並以市場最低價

承諾為經營策略，尚難認家福公司所經營之「家樂福」

量販店及「家樂福便利購」超市等品牌，僅因本案結

合後微幅增加之市占率，即驟然改弦易轍其低價經營

策略。再者，量販超市市場尚有多家競爭事業，其中

亦不乏以低價策略吸引消費者之事業，且所販售商品

同質性甚高，消費者有眾多交易對象可自由選擇，亦

難認結合後家福公司及惠康公司，得不受市場競爭之

拘束單方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 

２、另在六都與非六都及經營重疊縣市等地理市場，其中

六都，以及經營重疊縣市之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

新竹縣、宜蘭縣等，結合後 HHI 指數均低於 1,500，

屬於低度集中市場，尚無限制競爭之疑慮；而在非六

都，以及經營重疊縣市之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

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屏東縣等，結合後 HHI 指

數介於 1,500 與 2,500 間，屬中度集中市場，另嘉義

市之 HHI 指數大於 2,500，屬於高度集中市場，惟前

開市場 HHI值增值均小於 100，亦無限制競爭效果。 

３、另以「迴歸分析方法」計算之結果，顯示結合前家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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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主要競爭事業並非惠康公司。又以「向上調價

壓力指標」(下稱 GUPPI)分析結果，在全國、六都與

非六都、經營重疊縣市等之 GUPPI 值皆低於 5％，顯

示家福公司與惠康公司結合後，尚無明顯調漲價格之

誘因。 

(三)共同效果：全國量販超市業者眾多，彼此間競爭激烈，

又業者販售商品種類及品牌多樣，倘業者間欲從事聯合

行為，因量販超市銷售商品之價格訊息高度透明，如業

者間有合意調整價格之行為，亦將輕易為人所察覺，實

不易有一致性行為，故本案可認結合後尚無明顯共同效

果。 

(四)參進程度：超級市場業及零售式量販業非屬法令限制須

事先申請許可之產業，並無最低資本額或專利或特殊技

術之要求，新參進業者只要有足夠之資金與人力即可參

與競爭，尚無顯著之參進障礙。至於部分業者認為綜合

商品零售通路市場飽和，實已無參進之可能，惟查經濟

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統計調查」資料庫自 106

年至 108 年及 109 年各月份，超級市場及零售式量販業

營業額均較去年同時期，呈現成長趨勢，故量販超市市

場尚有新進業者參與競爭之可能。 

(五)抗衡力量：本案所涉量販超市業者，其交易相對人在上

游為商品供應商，下游為個別消費者。參與結合事業主

要業務為綜合商品零售，相關供應商眾多，其中不乏知

名品牌供應商可與之抗衡；且除參與結合事業外，其他

量販超市業者仍多，供應商銷售商品之管道更不限於量

販超市，亦有其他眾多通路業者可由供應商選擇；又參

與結合事業亦須經營多元品牌及商品種類以維持通路競

爭力，故縱為小型供應商仍得維持一定的抗衡力量。另

對於消費者而言，量販超市業者所銷售之商品，多為一

般民生商品，具有同質性及替代性高之特性，且市場上

供消費者選擇之量販超市業者眾多，倘單一業者提高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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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商品售價或相對其他業者訂價較高，消費者亦能隨時

轉向其他同業競爭者購買相同或具有替代性之商品，消

費者尚有箝制參與結合事業提高商品價格之能力。 

(六)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企業公司)及所屬企業

集團中之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共計持有家福公司 40％

股份，而統一企業公司為家福公司眾多上游商品供應商

之一，是否對於上游相關商品市場，衍生限制競爭疑慮

一節： 

統一企業公司為國內大型且知名之食品製造業者，於家

福公司採購之「雜貨食品」類商品占有相當比重，據參

與結合事業提出之歷史交易資料，並綜合考量商業交易

慣行及產業特性，家福公司與統一企業公司於現階段，

就商品陳列位置、附加費用、獨家供應商品、供應商品

價格、採購商品比例等面向觀察，尚難認有不當限制競

爭之情形。惟結合後，統一企業公司仍具有參與家福公

司營運政策決策之權利，並有重大影響力，雙方並持續

著商品供應關係，因此尚無法排除未來基於此投資關係，

家福公司給予統一企業公司較其他供應商為佳交易條件

之可能，而影響上游相關商品市場之競爭。 

四、綜合評估 

(一)本結合案對量販超市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市場結構及市

場集中度均無明顯變化，且水平結合之單方效果、共同

效果不大，仍有第 1大、第 2大量販超市業者與之抗衡，

尚不致因本結合案而直接使得市場實際競爭不存在，且

經營量販超市並無進入市場之實質障礙，未來仍有新進

業者參進之可能。而在整體經濟利益方面，本結合實施

後，參與結合事業可擴大採購規模，提高對上游供應商

之議價能力，降低商品成本，並整合銷售網絡及發展線

上業務，提昇物流配送效率，有助提供消費者更優惠價

格及便捷服務，增進消費者利益。是依本會對於結合申

報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2 項規定，得認其結合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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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二)惟家福公司之上游供應商統一企業公司及所屬企業集團

共計持有家福公司 40％股份，故於商品供應之交易條件，

尚有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之疑慮；又結合後，家

福公司與惠康公司議價能力提高，對於中小型供應商或

因議價能力不足，而有退出參與結合事業通路之可能，

且中小型供應商轉換通路業者尚須投入相當心力，或將

造成中小型供應商退出經營，而喪失產品多元性，損及

消費者權益。故本會仍應透過附加必要負擔，進一步消

弭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五、綜上論結，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

必要。惟為進一步確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2項規定附加負

擔如決定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 

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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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潘小姐 

電話：23517588#326 

傳真：(02)2397-465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912607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公司函報總宜實業有限公司等3家事業加入本會109

年5月21日公聯字第109002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聯合採

購合船進口玉米行為案，准予備查，許可內容、許可理由

及許可負擔比照前開許可決定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09年2月11日(109)成採字109012號函及補正

資料(本會109年11月30日收文)辦理。 

二、依公平交易法第17條規定，聯合行為經許可後，因許可事

由消滅、經濟情況變更、事業逾越許可範圍或違反主管機

關依前條第1項所附加之條件或負擔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許可、變更許可內容、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爾後如遇聯合行為主體變動，應於「事實發生前」

向本會報備變更事項及理由等相關資料，另按季函報聯合

行為執行情形之資料，應確保相關資料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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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韓家宇 君 

副本：總宜實業有限公司、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本會綜

合規劃處(請刊登本會網站行政決定電子資料庫)、服務業競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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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109006號 

申請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077208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6號 

代表人：利明献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0590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吉林路 100號 

代表人：張兆順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231910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號 

代表人：郭明鑑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7510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15號 

代表人：黃男州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380802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段 109號 

代表人：李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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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036306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 1段 2號 

代表人：榮鴻慶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7384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36號 

代表人：陳嘉賢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647910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8號 

代表人：龐維哲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7321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段 125號 

代表人：魏寶生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50168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50號 

代表人：陳聖德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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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7096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 205號 

代表人：侯金英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21704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0號 

代表人：黃錦瑭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9539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44號 

代表人：吳東亮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92856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7號 40樓 

代表人：丁予康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017509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2號 15樓 

代表人：趙亮溪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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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編號：97172648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6號 

代表人：李增昌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17315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 1段 66號 

代表人：翁健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091049 

址  設：臺北市士林區中正路 255號 

代表人：陳勝宏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83157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 246號 

代表人：賴昭銑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832487 

址  設：臺中市中區公園路 32之 1號 

代表人：廖松岳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505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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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30號 

代表人：邱月琴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4230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號 

代表人：張雲鵬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55896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段 51號 16樓 

代表人：石井英治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1816908 

址  設：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87號 

代表人：王貴鋒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45361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段 99號 

代表人：駱怡君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連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3477590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段 206號 1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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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黃仁埈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將來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3504978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段 95號 6樓 

代表人：鍾福貴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統一編號：01508949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3號 4樓 

代表人：劉燈城  

地  址：同上 

 

共同申請代理人：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地址：同上 

 

申請事項 

一、延展項目： 

(一)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用卡及服務標章。 

(二)集中帳務處理、清算信用卡業務。 

(三)共同委託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下稱處理中心）

代辦下列信用卡有關之特約商店推廣及收單業務： 

１、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查核授權。 

２、提供特約商店制式簽帳作業用品。 

３、受理特約商店請款及帳單、帳務處理。 

二、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 110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

日止。 

許可內容 

一、申請人等前揭申請延展聯合行為許可之延展項目，符合公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151 

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但書第 1款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

准予許可展期，期限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 

二、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申請人

之一自行開辦或退出該系統或參與其他信用卡發卡組織，

或限制其他事業加入本聯合行為；參加事業若有增減，應

於事實發生 10日內，將參加事業相關資料報本會備查。 

三、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不當之強制

性規定，或有礙他事業之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

之行為。 

許可理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

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型式。…」次

依同法第 16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

條件或負擔。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年；事業如

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期間內，以

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 5年。」 

二、本件申請延展之項目，係與前次申請延展相同，尚無新增

項目。申請人擬繼續實施之「共同採用單一規格之聯合信

用卡及服務標章」、「集中帳務處理、清算信用卡業務」及

「共同委託處理中心代辦掛失停用卡號彙整、發送及信用

查核授權、提供特約商店制式簽帳作業用品及受理特約商

店請款及帳單帳務處理」，合致「統一商品或服務之規格或

型式」，且本件聯合行為之目的或效果為「降低成本、改良

品質或增進效率」，故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

第 1款規定。 

三、經查國內信用卡市場結構與申請人等前次申請聯合行為許

可時差異不大，參與事業市場占有率與前次申請聯合行為

許可時相較，亦無顯著增加。本次申請所欲繼續實施之聯

合行為內容與前次申請許可時相同，並無增加限制競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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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由於本件聯合行為之實施，具有降低成本及改良品

質等增進效率之正面效益，亦未超過達成增進效率目的之

必要範圍，且持卡人及優惠商店可合理分享其成果，故有

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四、綜上，本案申請人繼續實施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有益整

體經濟及公共利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但書第

1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准予許可。惟為消弭限制競爭

之疑慮，以確保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故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附加負擔及期限如許可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24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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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9065號 

被處分人：馥裕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02511 

址    設：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 69之 28號 

代 表 人：蘇○○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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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於向本會完成報備前，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下稱檢舉人)109年 6月以書面檢舉，略以：被處

分人於 108年 3月開始招募會員(經銷商，下統稱經銷商)，

推廣銷售水森活油切(除油)器商品，宣稱三級分銷獎金，

嗣並多次修改制度(下稱馥裕市場計畫)，疑從事多層次傳

銷，惟未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

規定。 

二、檢舉人到會補充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招募經銷商係透過召開說明會及他人介紹，

說明會主講人為當時之被處分人負責人及其配偶、督

導等，說明會內容包括介紹商品、加入條件、組織層

級及獎金制度等。 

（二）檢舉人提供經銷商組織及獎金明細表資料、被處分人

銷售商品資料及價位目錄與經銷商申請書。 

三、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據點在高雄(地址為高雄市六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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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8號 2樓)，並在臺北設有服務處(地址為臺北市林

森北路 452號 9樓之 8)提供商品體驗。 

（二）被處分人 108 年 3 月開始銷售水森活油切器，同年 12

月增加水森活天天喜，並銷售商品相關配件。 

（三）歷次馥裕市場計劃、商品資料及價位目錄、經銷商申

請書為被處分人使用，而說明會照片分別是被處分人

負責人於 108年 12月進行新商品介紹，以及被處分人

執行長在臺北服務處講解公司實施三級分銷之內容。 

（四）被處分人實施之馥裕市場計畫，其內容如下： 

1、被處分人 108年3月底開始試營運之馥裕市場計畫(1)

經銷商分為小盤、大盤(創富或創富中心)，購買新臺

幣（下同）3,500元商品，加入成為小盤;購買 56,000

元商品，成為大盤，經銷商可推廣介紹他人加入成為

經銷商，大盤經銷商則得依直接推廣人數晉升為督導

(直推 15位大盤)及總監(直推 30位大盤)。(2)獎金包

括推廣獎金(推廣介紹下線成為小盤可領第 1層 1,000

元、第 2層 400元、第 3層 250元;推廣介紹下線成為

大盤可領第 1層 5,000元、第 2層 2,500元、第 3層

2,500 元)，創富中心 3%(大盤本身垂直上下所有大盤

當月業績 3%，由大盤分配)、督導 1%(督導本身垂直上

下所有督導當月業績 1%，由督導分配)及總監 1%(公司

當月業績 1%，由所有總監分配)。 

2、嗣後被處分人多次變更市場計劃內容，包括變更經銷

商須購買商品金額、獎金項目及比例與領取條件等，

並於 109年 4月新增「中盤」，其取得條件及推廣獎金

為大盤之一半。 

（五）被處分人銷售商品係先進行商品介紹及提供商品體驗，

其後針對有興趣成為經銷商者，會進一步說明馥裕市

場計畫，民眾倘決定成為經銷商，可購買商品及填寫

經銷商申請書和產品訂購單，加入成為小盤、中盤、

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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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處分人銷售商品對象僅為小盤、中盤及大盤，一般

消費者需向小盤、中盤及大盤購買。 

（七）被處分人自 108年 3月開始以馥裕市場計畫銷售商品，

共約有 390 位經銷商，其間有人退出，目前約有大盤

70人、小盤 130人、中盤約 5至 6人。 

理    由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

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同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本

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傳銷行為

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同法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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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

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項、

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

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 108 年 3 月開始銷售水森活油切器商品，其採

取之馥裕市場計畫係(1)購買 3,500元商品，加入成為小盤

經銷商;購買 56,000 元商品，成為大盤經銷商，經銷商可

推廣銷售商品，以及介紹他人加入成為經銷商，並依推廣

人數可晉升為督導及總監。(2)其獎金包括推廣獎金(推廣

介紹下線成為小盤可領第 1 層 1,000 元、第 2 層 400 元、

第3層250元;推廣介紹下線成為大盤可領第1層5,000元、

第 2 層 2,500 元、第 3 層 2,500 元)，創富中心 3%(大盤本

身垂直上下所有大盤當月業績 3%，由大盤分配)、督導 1%(督

導本身垂直上下所有督導當月業績 1%，由督導分配)及總監

1%(公司當月業績 1%，由所有總監分配)等，其獎金計算具

有 2 層以上多層級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設計，故馥裕市

場計畫係透過參加者介紹他人加入建立組織，並推廣銷售

商品，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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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處分人即為統籌規劃實施馥裕市場計畫之多層次傳銷

事業。 

三、嗣被處分人雖多次變更馥裕市場計畫，然僅係在既有之馥

裕市場計畫上，變更其加入成為經銷商須購買商品金額，

獎金項目、比例與領取條件，以及增加中盤經銷商之組織

層級等，該等變更後之馥裕市場計畫仍具有多層級組織及

獎金制度設計，此有檢舉人及被處分人提供之歷次馥裕市

場計畫可稽，足證被處分人係賡續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 

四、惟查，被處分人未曾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即自 108

年 3 月開始實施馥裕市場計畫，並有招募經銷商、締結參

加契約、銷售商品及發放獎金等情，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

並有檢舉雙方提供之事證資料可證。是以，被處分人從事

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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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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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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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6號 

被處分人：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8986367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段 201號 9樓之 1及 22樓之

1及 23樓之 1、之 3、之 5、之 6、之 7、之 8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公司登記外文名稱為dõ TERRA Taiwan LLC,Taiwan 

Branch)於 98年 12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

售美容保養品及精油。本會於 109年 3月 27日派員赴被處

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停止銷售陽

光好心情套組、女性用油套組、生活好清新 LRP 套組、基

本精油活力輕暢 LRP 套組、清迎生活(全素)套組、清迎生

活精油 LRP套組、清迎生活膠囊 LRP套組、精油肌膚保養(全)

套組、舒緩對策套組、亮白無瑕凝膠、浮雲噴霧器及專業

保健入會套組等 12項商品；變更銷售四季 3寶膠囊食品之

價格及積分；新增銷售全素營養奶昔，均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自 105 年 1 月停止銷售基本精油活力清暢 LRP 套

組、清迎生活(全素)套組、清迎生活精油 LRP 套組、清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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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膠囊 LRP套組等 4項商品；107年 7月停止銷售陽光好

心情套組、女性用油套組、舒緩對策套組等 3項商品；108

年1月停止銷售精油肌膚保養(全)套組及亮白無瑕凝膠等 2

項商品；108年 6月停止銷售浮雲噴霧器；109年 1月停止

銷售生活好清新 LRP套組，共計 11項商品，因疏失未向本

會報備。 

(二)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2 月辦理促銷專家保健入會套組活動，

108年 6月停止銷售，因疏失未向本會報備。 

(三)被處分人報備銷售四季 3 寶膠囊食品之價格新臺幣(下

同)800 元及積分 21，108 年 4 月變更價格為 820 元、積分

為 22，因疏失未向本會報備。另自 108 年 8 月起銷售全素

營養奶昔，亦因疏失未向本會報備。 

三、經查被處分人 109 年 3 月報備停止銷售陽光好心情套組、

女性用油套組、生活好清新 LRP 套組、基本精油活力輕暢

LRP套組、清迎生活(全素)套組、清迎生活精油 LRP套組、

清迎生活膠囊 LRP 套組、精油肌膚保養(全)套組、舒緩對

策套組、浮雲噴霧器及專業保健入會套組等 11項商品，並

變更銷售四季 3 寶膠囊食品之價格及積分；同年 4 月報備

新增銷售全素營養奶昔；同年 5 月報備停止銷售亮白無瑕

凝膠，並均已完成報備。 

理    由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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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

參加條件。……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下

略)」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

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

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

須報備。(下略)」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

第 14條、第 15條、第 17條、第 19條、第 25條第 1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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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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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本會於 109年 3月 27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停止銷售陽光好心情套組等 12項商品未

報備，變更銷售四季 3 寶膠囊食品之價格及其積分而與報

備不符，以及新增銷售全素營養奶昔未向本會報備。經查

被處分人自 105 年 1 月至 109 年 1 月陸續停止銷售陽光好

心情套組、女性用油套組、生活好清新 LRP 套組、基本精

油活力清暢 LRP 套組、清迎生活(全素)套組、清迎生活精

油 LRP 套組、清迎生活膠囊 LRP 套組、精油肌膚保養(全)

套組、舒緩對策套組、亮白無瑕凝膠、浮雲噴霧器、專家

保健入會套組共計 12 項商品；108 年 3 月變更銷售四季 3

寶膠囊食品之價格由 800元調整為 820元，積分由 21調整

為 22，而該商品積分攸關獎金之計算屬傳銷制度之變更；

108年 8月起新增銷售全素營養奶昔，惟均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是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事先報備，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

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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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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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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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 6次修正案於 104年 2月 4日經總統公布施行，對於獨占、結合、

聯合、限制轉售價格、其他限制競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仿冒商品或服務表

徵、不當贈品贈獎、營業毀謗、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等行為之條次或內容均有所變動，

本彙編所引用之公平交易法條文別均為行政決定做成之規定。 

 

依條文別分類 

公平交易法 

【第 10 條】 

一、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與杰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從屬公司、泰羅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結合案件決定書。 

109 

二、家福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之結合

案件決定書。 
136 

 

【第 11 條】 

一、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

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與杰廣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從屬公司、泰羅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結合案件決定書。 

109 

二、家福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之結合

案件決定書。 
136 

 

【第 13 條】 

一、大無畏全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大大數位匯流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新加坡 Dynami Vision Pte. Ltd.之 65%股份，與杰廣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從屬公司、泰羅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結合案件決定

書。  

109 

二、家福股份有限公司擬取得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100％已發行股份之結合

案件決定書。 
136 

 

【第 15 條】 

一、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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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富鼎產業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期限

案。 

二、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2 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聯

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77 

三、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暨 27 家會員機構申請延展信用卡業務聯合

行為許可期限案許可決定書。 
145 

 

【第 16 條】 

一、福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福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富鼎產業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延展合船採購進口黃豆聯合行為附負擔許可期限案。 

29 

二、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2家事業申請延展小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聯

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77 

三、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暨 27家會員機構申請延展信用卡業務聯合

行為許可期限案許可決定書。 
145 

 

【第 17 條】 

一、總宜實業有限公司、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加入

本會 109年 5月 21日公聯字第 109002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聯合採購合

船進口玉米行為准予備查案。 

143 

 

【第 21 條】 

一、華宸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抗菌抗 VOCs活性碳口罩」商品，刊載

「吸附力優於市售活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殊技術 30 倍於市面吸附能

力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可吸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劑（如甲

醛、甲苯…等環境賀爾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

分案。 

1 

二、華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葛里德廣告有限公司銷售「華登金捷殿」建案

廣告之「2~10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及「12~23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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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三、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家家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friDay購物網

站銷售「德國嘉儀 HELLER-等離子智慧節能清淨 13.6 公升除濕機 

KED-213」，刊載「1 級能效」、「全系列 1 級能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33 

四、創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創意家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華山川」建案，

於網站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並以 RF傢俱配置圖顯示一部分規

劃為健身房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50 

五、立吉科技有限公司銷售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射燈

兩用型」等 2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有(可申請節能補助)」，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55 

六、福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福匯常安」建案，於網站刊載「A |2-9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

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69 

七、泰崴軒佛教文物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宣稱「真

象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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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八、騰飛文化有限公司於聯合報刊登廣告，宣稱「佛鈔是由美國聯邦儲備銀

行為釋迦摩尼真身舍利中國巡展而特別發行的美元連體鈔」、「美國財政

部特別指令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限量製作發行此款連體紀念鈔」等語，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作發行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05 

九、傑昌開發有限公司銷售「閱閱昌傑」建案，廣告上之「A戶 3、5F傢俱配

置參考圖」及「B戶 3、5F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

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分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1 

十、桔客國際文教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司網站、臉書粉絲專頁及課程簡章宣稱「全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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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唯一與英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證授權」、「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 認證」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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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條】 

一、笙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Google網站使用同業公司名稱「捷鋮」製刊不

當關鍵字廣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96 

二、侯○○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

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另處罰鍰案。 

117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 

一、旺沛大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19 

二、馥裕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53 

 

【第 7 條】 

一、蓮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12 

二、香港商成世紀集團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15 

三、美商悠樂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停止銷售套組商品，

未事先向本會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62 

四、澤宇生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

本會報備，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處分案。 
65 

五、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74 

六、臺灣力匯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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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七、廣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0 

八、活力得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收件

中心及變更傳銷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

分案。 

132 

九、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57 

 

【第 13 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年 6 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

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 

 

【第 14 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年 6 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

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 

 

【第 16 條】 

一、活力得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設立具營業所性質之收件

中心及變更傳銷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

分案。 

132 

 

【第 21 條】 

一、美科達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終止

契約退出退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3 

 

【第 24 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年 6 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

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 

 

【第 32 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年 6 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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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34 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7年 6 月 28日公處字第 107055號處分書

停止違法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