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 

行政決定彙編 

（110 年 1 月至 6 月）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 
 

 

公平交易委員會 



 

i 

 

目次 

110年 1月份 

處  分 

一、日商日本藥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

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 

二、美商美泰健康生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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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銷售「富宇文匯」建案，

於廣告「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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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四、台灣惜時有限公司限制下游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轉售價

格，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4 

五、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刊登「HD99高畫質套餐」服務之廣

告以「繳款單」方式呈現，且其內容未揭露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7 

                                       

110年 2月份 

處  分 

一、芹楓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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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二、沐光研創國際有限公司、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無非按摩梳

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功能」及「遠紅外線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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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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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3月份 

處  分 

一、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通元廣告有限公司銷售臺北市文山區「敦

皇」建案，於紙本廣告及網路廣告刊載地下 1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

「維多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賓大廳」等文字及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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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廣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湖美閱」建案，使用施作夾層之實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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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三、蔡家國際有限公司網站銷售「SONY SRS-XB12 藍芽喇叭」商品，刊載

「SONY SRS-XB12 可攜式 NFC 防水防塵藍芽喇叭」，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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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四、佶易有限公司於「現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觸媒 x 次氯

酸雙效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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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五、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東森購物」

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

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

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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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六、紳太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媽咪拜」

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

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

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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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iii 

 

七、晴園建設有限公司銷售「晴園都心」建案，於廣告上宣稱「大四房雙

主臥」及「立即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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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八、天丹國際有限公司、陳○○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

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以不當方

式阻撓傳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處分案。 

81 

九、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於廣告

宣稱「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漲幅高達 25% 高投報養房」並刊載「【中山

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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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十、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

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10 

十一、京秉企業有限公司於招募「豚將」日本拉麵品牌加盟過程中，未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

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

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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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十二、禾利威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

解除或終止契約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9 

                                       

110年 4月份 

處  分 

一、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限量

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並收取保證金，實際已涉及銷售預售屋，卻未

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

名稱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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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v 

 

二、佑瑄有限公司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美國 OLSMO PURE 牌 NSF/UKAS 雙

認證 CTO 塊狀活性炭」商品，廣告宣稱「NSF 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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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三、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

「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

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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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四、超皇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銷

售「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

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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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五、鑽石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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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六、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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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七、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

銷售「松井 節能省電型溫熱開飲機 SG-1720」商品，廣告宣稱「節能

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型號於

廣告所示商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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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八、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

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85 

                                       

110年 5月份 

處  分 

一、黃○○即東區家電服務站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語，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189 



 

v 

 

二、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銷售「邑鑄」

建案，於廣告「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

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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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94 

三、傅○○ 即小時光日子工作室於事業網站、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及

Instagram頁面刊載「#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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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四、環貫綠佳利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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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五、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以簽署

獨家經銷協議書之方式，合意以金錢利益交換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

售，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治療大腸癌藥品供需之市

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09 

六、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藉理事會議決議訂定商業火災保險附

加費用率下限，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31 

七、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牧謀國際有限公司於 momo購物網站銷售

「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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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八、貝里斯商美麗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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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九、貝殼銷費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

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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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110年 6月份 

處  分 



 

vi 

 

一、順陞企業社藉舉辦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品價格、數

量等重要交易資訊，再強力推銷商品迫使民眾自由意思受到壓抑而為交

易決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256 

二、紅崴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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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三、台灣綠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營業所、

傳銷制度、銷售商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70 

四、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站銷售

「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1」、「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3」，刊載

「全系列 1 級能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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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五、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華信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

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

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281 

六、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立榮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

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

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295 

七、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立榮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

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

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309 

八、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秀翔實業有限公司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對
324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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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

溫熱飲水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對足以影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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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十、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凱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friDay 購物網

站銷售「3M牌空氣清淨機」商品，刊載「獲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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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十一、森樂帝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7 

十二、英屬蓋曼群島商然健環球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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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

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42 

十三、香港商聖希諾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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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十四、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格威股份有限公司於 PayEasy 網站刊

載「Coway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機 AP-1009CH+三年份濾網組」，宣稱

「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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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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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01號 

被處分人：日商日本藥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9697373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 3 段 144號 9樓之 1 

代 表 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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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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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係 92 年 3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

銷售食品。本會於 109 年 8月 27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

業所實施業務檢查，經檢視被處分人之訂購單與報備資

料，查悉被處分人新增銷售「百綠胡蘿蔔素（300 公克）」、

「百綠胡蘿蔔素 隨身包（36公克）」及「百綠紅甜菜根 隨

身包（32公克）」等 3 項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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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自 107 年 2月開始銷售「百綠胡蘿蔔素（300公

克）」，因原已報備「百綠胡蘿蔔素（360 公克）」，嗣後變

更重量及價格，誤認毋須變更報備。 

（二）被處分人自 108 年 3月開始銷售「百綠胡蘿蔔素 隨身包

（36公克）」及「百綠紅甜菜根 隨身包（32公克）」，因

被處分人人力不足等內部因素，致未向本會報備。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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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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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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09 年 8 月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之商品訂購單新增銷售「百綠胡蘿蔔素（300

公克）」、「百綠胡蘿蔔素 隨身包（36 公克）」及「百綠紅甜

菜根 隨身包（32 公克）」等 3 項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乙節，據被處分人到會表示，原已報備「百綠胡蘿蔔素（360

公克）」，嗣後變更重量及價格，誤認毋須報備，惟查該商

品已涉重量及價格之變更，應視為不同品項之商品。復據

被處分人自承，自 107 年 2月開始銷售「百綠胡蘿蔔素（300

公克）」；自 108年 3 月開始銷售「百綠胡蘿蔔素 隨身包（36

公克）」及「百綠紅甜菜根 隨身包（32 公克）」，且查被處

分人遲至 109 年 9 月 22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是被處

分人變更銷售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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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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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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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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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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2號 

被處分人：美商美泰健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778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68 號 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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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公司登記外文名稱為 Mannatech Taiwan 

Corporation Taiwan Branch）於 94 年 3 月向本會報備從

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商品為食品及美容保養品。本會

於 109 年 3月 27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銷售「健康久久套組」、「集 4 廣益套組」商

品，並辦理「TruPure 淨優活力飲 買 1 送 1」、「NutriVerus

維納適蔬果營養補充粉 上市限時優惠 第 2 件半價」商品

促銷活動以及「自動訂單滿額 2 重送」、「推薦新直銷商獎

金加碼送」之獎勵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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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及提供相關事證，略以： 

（一）有關 2項新增銷售商品及 4 項促銷活動辦理情形如下： 

１、「健康久久套組」內容係「AA複方營養素」及「Manapol

美納寶蘆薈精粹營養素」各 1 瓶，活動期間為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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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總銷售數量 17套。 

２、「集 4廣益套組」內容係「AA複方營養素」、「Manapol

美納寶蘆薈精粹營養素」、「AO 草本淨養膠囊」及

「BounceBack 倍舒機能營養膠囊」各 1 瓶，活動期間

為 109 年 2月 17日至同年 3 月底，總銷售數量 7 套。 

３、「TruPure淨優活力飲 買 1送 1」係「TruPure 淨優活

力飲」即期品促銷活動，活動期間為 109 年 1 月份，

總銷售數量 85套。 

４、「NutriVerus維納適蔬果營養補充粉 上市限時優惠 第

2 件半價」係「NutriVerus 維納適蔬果營養補充粉」

新上市體驗優惠活動，活動期間為 109 年 2 月 6 日至

29 日，總銷售數量 39 套。 

５、「自動訂單滿額 2 重送」活動辦法：傳銷商於 109 年 2

月份，以自動訂單消費滿 6,600 元贈 1 盒「TruPure

淨優活力飲」；消費滿 8,800元再加贈 1瓶「Uth水潤

保濕乳液」；總計共 154人符合活動資格。 

６、「推薦新直銷商獎金加碼送」活動辦法：凡傳銷商於

109 年 3 月份推薦 3 位（含）以上新傳銷商，且來自

所有新傳銷商當月購買産品總和超過 3,300PV，即可

獲得加碼獎金 10,000元；推薦 5位以上，且消費總和

超過 5,500PV，則可獲贈 20,000 元；活動期間共 10

人符合資格。 

（二）被處分人因人員流動關係及交接問題，未就短期促銷商

品促銷或獎勵活動向本會報備。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2月至同年 3月銷售「健康久久套組」

及「集 4 廣益套組」商品，惟被處分人就該等套組商品之

品項內容、價格及積分未向本會報備，是被處分人變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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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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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1月至同年 3 月，辦理「TruPure淨

優活力飲 買 1送 1」、「NutriVerus 維納適蔬果營養補充粉 

上市限時優惠 第 2 件半價」商品促銷活動及「自動訂單滿

額 2 重送」、「推薦新直銷商獎金加碼送」獎勵活動，因該

等活動係被處分人為激勵傳銷商銷售其傳銷商品，進而獲

得贈品或獎金之經濟利益，屬傳銷制度內容之一，惟被處

分人未於實施前就前揭活動內容向本會報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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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 1 0      年      1      月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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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3號 

被處分人：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727026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市政北二路 236號 19 樓之 2  

代 表 人：張○○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54977  

址    設：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復興二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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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宇文匯」建案，於廣告「B5(A3)傢俱配

置參考圖」及「B3(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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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20 萬元罰鍰。 

處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新臺幣 4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 109 年 2 月查悉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盛裕公司)及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方圓

公司)為銷售新竹市東區「富宇文匯」建案(下稱案關建

案)，於 591房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 房屋網)刊載「B5(A3)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107 年 4月 13 日至 109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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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銷售現場提供紙本廣告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B3(A5)傢俱配置參考圖」，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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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請被處分人盛裕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座落於新竹市東區南大路，106 年 1 月開始興

建，108年 4 月興建完成。106 年 5月 10 日起委託被處分

人方圓公司銷售案關建案，委託期間從 106 年 5 月 10 日

至案關建案完銷為止，並依「銷售合約書」(下稱合約書)

支付業務銷售服務費。 

(二)又依合約書第 3條第 4項明訂廣告媒體皆由被處分人方圓

公司製作執行，故案關建案之廣告設計、製作及刊登媒體

之接洽等相關事項，均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處理，被處分

人盛裕公司僅支付廣告費，並未參與及審閱被處分人方圓

公司製作之廣告內容。被處分人盛裕公司係約於 109 年 2

月 25日收到本會函文後，請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下架於 591

房屋網刊載之傢俱配置參考圖。 

(三)另於 591 房屋網刊載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其臥

室劃有虛線之使用空間，經比對建造執照後應為陽台，然

被處分人盛裕公司係依竣工圖所示興建，故無需向主管機

關申請變更設計。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方圓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傢俱配置參考圖」

係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依被處分人盛裕公司提供案關建案

之墨線圖製作、設計，並委外印製而成。紙本廣告共印製

3,000 份，廣告期間自 107 年 4 月 13 日至 109 年 9 月 30

日。 

(二)案關建案所有廣告媒體事宜，均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負責

規劃及執行，含平面廣告之素材、委印廠商、電子廣告媒

體刊登內容及刊登媒介等，並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負責定

稿、連繫及接洽。案關建案免費刊登於 591房屋網期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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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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刊登起始日

期被處分人方圓公司無法確定。 

(三)因案關建案之 B5、A3、A5 及 B3 係依竣工圖建造，實際成

屋均有陽台，為利銷售，故提供上開傢俱配置參考圖供客

戶裝修時使用，並標明「僅供參考，悉以買賣契約書附圖

所載為準」之文字，且被處分人方圓公司於銷售時亦會一

併以原建築設計圖搭配說明，故無使消費者誤認之情事，

未來倘消費者將陽台位置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則由

消費者自行向建管權責機關申請用途變更。 

四、經函請新竹市政府提供案關建案相關專業意見，略以：系

爭使用空間用途於使用執照竣工圖上分別核定為臥室及陽

台使用，倘日後欲變更全為臥室(居室)使用，應依建築法

第 73 條規定向新竹市政府提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許可，無

法變更者應恢復原核准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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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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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盛裕公司與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俱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盛裕公司所投資興建，並與被處

分人方圓公司簽訂合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認被處分

人盛裕公司除出資興建該建案外，本於銷售自己之商品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製作案關建案廣告及銷售建

案，並由被處分人盛裕公司支付廣告款項，是被處分人盛

裕公司自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次查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代銷案關建案，依雙方簽訂之合約

書，廣告企劃及銷售皆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負責製作及執

行，對廣告內容亦具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並自承案關

建案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傢俱配置參

考圖」係由其所製作、設計、印製、使用及散發，是被處

分人方圓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於銷售現場

提供紙本廣告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傢

俱配置參考圖」，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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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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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於銷售現

場提供紙本廣告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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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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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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

照竣工圖上核定為陽台使用，倘日後欲變更做為臥室(居

室)使用，應依建築法第 73條規定向該府提出申請變更使

用執照許可，無法變更者應恢復原核准用途使用。 

(三)雖被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主張案關建案

係依竣工圖所示興建，無需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設計等

語，惟消費者縱無違反建築法規而遭查報、拆除之風險，

然此亦將使買受人未能於交屋時獲得或合法享有案關廣

告所示之室內空間使用，而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

人發生招徠效果，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決定交

易致權益受損，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

相符，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行為之責，故案關

建案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傢俱配置參

考圖」所示內容，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

大眾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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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主張上開傢俱配置參考圖係供客戶

裝修時使用，並載有「僅供參考，悉以買賣契約書附圖所

載為準」之文字，且於銷售時亦會一併以原建築設計圖搭

配說明，故無使消費者誤認之情事等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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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方圓公司上開所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

實廣告之責任。 

(五)另被處分人盛裕公司辯稱並未參與及審閱被處分人方圓

公司製作之廣告內容等語，惟被處分人盛裕公司既就案關

建案之廣告及銷售等業務全權委託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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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藉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所製作、提供使用之廣告及

銷售行為直接獲有銷售利潤，自應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製

作及使用之廣告善盡監督管理之責，尚難僅以未參與及審

閱被處分人方圓公司製作之廣告內容而予以卸責。 

(六)綜上，被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公司銷售案關建

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於

銷售現場提供紙本廣告之「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

「B3(A5)傢俱配置參考圖」，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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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公司銷售新

竹市東區「富宇文匯」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B5(A3)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於銷售現場提供紙本廣告之「B5(A3)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劃有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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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人盛裕公司及被處分人方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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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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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1   日 

被處分人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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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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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4號 

被處分人：台灣惜時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9378648 

址    設：新北市新店區福園街 12 巷 6 號 1樓 

代 表 人：邊○○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轉售

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民眾(以下稱檢舉人)向本會檢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

內容略以：檢舉人於 107 年間被處分人辦理優惠促銷活動

時，低價採購一批產品，之後發現該產品銷售情形不佳，

擬降價出清存貨。因知悉被處分人有限制轉售價格之規

定，且曾因低於其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遭停止供貨，故為

避免爭議，在網路平台上仍依其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僅

於自身粉絲專頁中通知客戶私下詢價。嗣有其他寵物用品

店假裝客戶詢價後，向被處分人抗議，被處分人之業務員

即要求改回原價。由於是客戶私訊後才報價，並未公開降

價資訊，不知如何改回原價，惟之後再向被處分人訂貨時，

被告知雙方已停止配合，無法出貨，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並到會說明： 

１、檢舉人自 103 年起於蝦皮等網路平台銷售包含被處分

人在內之○餘家供應商之寵物食品及用品，亦經營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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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粉絲專頁銷售相關產品。檢舉人向被處分人採購貓

罐頭、零食及貓砂等，雙方未簽訂銷售合約，檢舉人

透過 LINE 直接向被處分人之業務員訂貨，採現金交

易，產品除有長蟲、包裝破損等情形可退貨外，否則

進貨後須自負盈虧。 

２、被處分人訂定產品報價表，表中「採購價格」為下游

通路業者之進貨價格，「建議售價」為 被處分人希望

下游通路業者以該價格銷售產品。被處分人另針對部

分品項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由其業務員透過手機

傳送予網路賣家遵守。被處分人約於 106 年下半年開

始管控網路賣家之價格，檢舉人曾因低於前述「零售

價格表」規定之價格銷售產品，遭被處分人停止供貨。 

３、107 年被處分人辦理促銷活動，檢舉人大量採購「特

級金貓大罐」(即「大金貓罐」)及「黃金貓罐」(即「小

金貓罐」)，進貨價格分別為每箱新臺幣(下同)○元及

○元，107 年 6 月間發現庫存過多，爰於臉書粉絲專

頁貼文「Seeds大金貓罐」、「Seeds小金貓罐」、「年中

超優惠」等資訊，請有意購買者私下詢價，再告知「大

金貓罐」每箱○元，「小金貓罐」每箱○元。因其他寵

物用品店以消費者身分詢價後，將檢舉人回復之價格

截圖轉發予被處分人之業務員，該業務員質疑其售價

低於被處分人規定之最低售價，檢舉人於 107 年 7 月

再次向被處分人訂購產品時，業務員回復「抱歉〜我

現在無法出貨給您了〜公司公告和您停止配合了」，遭

被處分人停止供貨。 

（二）經訪談多家銷售「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網路賣家，瞭

解情形略以： 

１、我國寵物食品供應業者眾多，網路賣家除銷售被處分

人之「SEEDS」品牌寵物食品，亦同時銷售其他多個品

牌之寵物食品。另網路賣家直接透過 LINE與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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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員訂貨，雙方並未簽訂供貨合約。 

２、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定價多高於被處分人

「零售價格表」規定之價格，其中有網路賣家曾因低

於「零售價格表」所列之「單罐最低價」銷售「SEEDS」

品牌寵物食品，遭被處分人通知網路平台業者移除其

商品頁面(即產品下架)，嗣將價格調回「單罐最低價」

重新上架後，產品即不曾再遭網路平台業者下架。 

３、被處分人之「SEEDS」品牌寵物食品雖為國內知名品牌，

但其銷售利潤不高，網路賣家銷售被處分人之寵物食

品目的在於維護老客戶，或吸引消費者上門，順帶採

購玩具、營養品及其他高毛利商品。 

（三）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提供寵物有關產業

資料： 

１、動物保護法 104 年 2 月 4 日納入寵物食品之管理，依

規定犬貓食品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須辦理申報及標

示，品質亦須符合法律規定。 

２、該會並無寵物食品及用品之市場規模、網路銷售比例、

實體通路業者家數等資料，爰提供臺灣寵物市場供應

鏈現狀與發展及寵物保健食品發展趨勢與策略規劃等

資料。其內容摘述如下：106 年我國家犬及家貓飼養

數量分別為 177萬隻及 73萬隻，犬貓飼養比例約為 7：

3；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資料，國內整體寵物市場中食

品、用品、醫療、美容及活體所占比例分別為 33％、

20％、14％、10％及 8％；另據 Euromonitor 市場研

究報告，104 年我國寵物食品市場營業規模為 93 億

元，以年複合成長率 2.9％計算，106 年國內寵物食品

營業規模約 98.5 億元，其中乾飼料、濕飼料(罐頭)、

零食、處方食品、液體食品及有機食品所占比例分別

為 48％、26％、11％、9.1％、4％及 1.8％。 

（四）通知被處分人提供書面意見、到會陳述，並就訂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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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格表」限制轉售價格情事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提出正當理由： 

１、關於被處分人寵物食品銷售通路：被處分人之寵物食

品品牌為「SEEDS」，產品以貓狗食品為主（貓砂及尿

布等用品僅占總營業額○％），貓、狗食品之營業額比

例為○及○，其中貓罐頭又占貓食品銷售金額○％。

被處分人自行設計寵物食品配方及包裝，委託泰國廠

商製造生產，除少部分銷售予新加坡及香港之代理商

外，其餘進口至國內銷售予下游寵物店(包含獨立店家

及連鎖業者)及動物醫院等○家實體通路業者(全國約

2,000家寵物店及動物醫院)，以及 momo、博客來、好

市多等少數網路銷售業者。除家樂福、大潤發等大賣

場要求簽訂供貨合約外，被處分人並未與下游零售業

者簽訂供貨合約。下游實體通路業者約有半數兼營網

路銷售業務，「SEEDS」寵物食品透過實體通路及網路

銷售之比例約為○比○。 

２、國內貓罐頭供應概況：貓罐頭原料以鮪魚(70％)、雞

肉(30％)為主，再加上其他配料填充加水或膠凍即可

製罐，技術層面不高。全球貓罐頭 80％由泰國生產，

我國每年進口貓罐頭 600 個貨櫃，被處分人約占其中

○％，為我國貓罐頭最大供應商。據 2020年貓咪用品

年鑑資料顯示，國內貓罐頭供應商有 64家，其中除雀

巢(冠能)、瑪氏(偉嘉)、艾澌克(喵樂)及峻百(維齊)

等主要貓罐頭供應業者外，尚有許多國內連鎖寵物店

因有實體店及網路店亦委託泰國工廠代工自有品牌，

市場競爭激烈。 

３、被處分人「零售價格表」訂定之考量及定價方式： 

（1）寵物罐頭對消費者而言，幾乎無法以提高服務品質

來提高零售價格，因為寵物罐頭每天每餐都要吃，

相同品質之罐頭價格越便宜就是最好的服務。又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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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賣家多為上班族兼差，銷售產品以箱(24 罐)為單

位，實體店則以罐為銷售單位，且有開店成本(房

租、人事、水電、稅金及勞健保等)，倘網路賣家

以提升網路評價為由，定價低於一般通路業者之銷

售成本，實體店將無法生存，被處分人訂定「零售

價格表」，限制網路賣家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

合理利潤，得以讓更多通路業者銷售被處分人之商

品。 

（2）被處分人參考市場其他同級產品定價、下游零售業

者所需銷售利潤、產品內容及生產成本等各項因

素，訂定產品報價表提供予下游零售業者參考，其

中採購價格為下游零售業者之進貨價格，採購價格

加○成為建議零售價格。另針對貓罐頭及狗罐頭等

14 項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表中載有該等產品

之「單罐最低價」及「整箱價」，其中「單罐最低

價」約為建議售價每罐減○元至○元。 

４、對於訂價低於「零售價格表」之網路賣家之處理情形

及介入理由： 

（1）當被處分人接獲下游零售業者舉報有網路賣家低於

「零售價格表」，甚至低於進貨價格銷售被處分人

產品時，將由業務員前去瞭解、溝通，多數網路賣

家也接受勸說並調整價格，僅少數賣家為增加平台

流量，提升網路評價，不接受勸說，但需經至少 3

次溝通仍無結果後，才會告知停止供貨。另倘有網

路業者之商品頁面使用屬於被處分人版權之商品

廣告或商品圖片，且售價等於或低於經銷牌價(即

進貨價格)，並不符將本求利之銷售原則，合理質

疑其商品來源異常或為贗品，即於該商品網頁留言

表明身分，請其於一定期限內提出雙方之交易證

明，倘未在期限內提出證明，即表示非屬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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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游通路業者，而未獲准使用被處分人之相關影

像及圖檔，始向蝦皮公司檢舉該網路賣家侵權。 

（2）網路賣家縱使不設算自身工資，仍需支付網路平台

費用、銷售稅及產品包裝費等，任何正常經營者都

無法長期賠本銷售。據被處分人以往經驗，接近進

貨成本或低於進貨成本銷售者，通常是經營不善快

倒閉之業者，透過超低訂價換取現金，事後倒帳風

險很高；另有網路賣家訂價雖低，但都是缺貨狀

態；亦有部分網路賣家為衝高網路評價而賠本銷

售，該等情形皆非正常經營行為，被處分人訂定「零

售價格表」係為避免前述異常情形影響通路業者銷

售其產品之意願。 

（3）檢舉人係被處分人下游通路業者，因接獲其他客戶

告知檢舉人低價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並傳送檢舉人

網路售價截圖，其中「黃金貓罐」每箱○元，低於

通路業者採購價格每箱○元。雖然檢舉人表示是在

107 年 2 月被處分人辦理促銷時以每箱○元所採

購，並未低於進貨價格，但當時該促銷活動已過數

月，「黃金貓罐」採購價格已調回原價每箱○元，

且檢舉人 107年 6月 28日亦曾向被處分人訂購「黃

金貓罐」1 箱○元，故就當時而言，檢舉人售價確

實低於採購價格，經溝通後檢舉人仍不願調整價

格，因此決定不再與其配合，並停止供貨。 

５、訂定「零售價格表」限制下游網路賣家零售價格之理

由： 

（1）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本不同，形成不公平競爭，網

路賣家訂價低於一般通路銷售成本，實體店將無法

生存。又被處分人花費無數金錢、人力，開發及經

營旗下各品牌商品，無不希望經銷商增加銷售量，

透過提高經銷商獲利，使其向被處分人增加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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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訂定「零售價格表」，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

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售利潤，促使更多經銷商(包

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

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之意願。 

（2）部分下游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編設計商品文宣、辦

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行銷被處分人產

品，為避免其他不作行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車

（即省卻行銷費用用以降價銷售吸引消費者），故

限制下游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 

（3）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主食罐，除

在各參展場合向廣大消費者推廣產品，並於各實體

通路及網路平台辦理各項促銷活動，限制網路賣家

之零售價格目的在於提升新產品參進市場。  

６、被處分人共有 44 項產品，倘欲限制下游通路業者之零

售價格，自應將所有產品品項全部列於該「零售價格

表」中，而非僅將少數品項列於其中。且「零售價格

表」僅供內部參考，沒有提供予下游通路業者，被處

分人並未要求網路賣家不得低於「零售價格表」中之

價格銷售產品，並無限制網路賣家自由定價之意圖，

其目的在於避免少數非正常營運者以接近進貨成本或

低於進貨成本之超低價格影響其他下游通路業者向被

處分人訂貨之意願，因為網路資訊非常透明，假如其

他通路業者發現很多業者賠本銷售被處分人產品，會

降低他們持續採購被處分人產品之誘因，且實際上低

於「零售價格表」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之網路賣家隨處

可見。 

７、下游通路業者遭被處分人停止配合，不再供貨之業者

係結束營業、惡性倒閉，或改變經營模式不再銷售被

處分人產品之業者。實際上除檢舉人因低於牌價(通路

業者的進貨價格)銷售，經多次溝通後沒有共識，才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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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供貨外，沒有網路賣家因訂價太低遭被處分人停止

供貨。另被處分人 108 年以來即未再接獲通路業者反

映網路賣家低價銷售被處分人寵物食品情事，縱使再

有通路業者舉報類似情形，被處分人亦將告知干涉下

游業者轉售價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８、被處分人表示已瞭解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各款

有關限制下游業者轉售價格正當理由之意義，但銷售

寵物罐頭並無須下游通路業者過多售前服務或店面服

務之必要，被處分人也非市場新進業者。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

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

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上開條文係在防止

上游事業對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倘事業對於

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或對交易相

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間

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

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

結果將削弱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故為上開

法條原則所禁止。另在例外情況下，限制轉售價格或有相

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而得依前揭但書規定

主張其正當性。再按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事

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

務之效率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3、提升新事業

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5、其他有關

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是故限制轉售價格究係限

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事業是否於必要之期間

及範圍內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屬

當事人之抗辯事由，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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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之事證，經審酌具有促

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 19 條第 1項但書之適用。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9 條、第 15條、第 19條及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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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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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二、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 14 項貓罐頭與狗罐頭產

品訂定「零售價格表」，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零售價格之行

為： 

（一）查被處分人自行設計配方、包裝，委託泰國廠商生產貓

罐頭等寵物食品，產品進口後直接售予寵物店、動物醫

院或網路賣家等下游通路業者，除非發生包裝破損、產

品瑕疵等情形，交易後概由下游通路業者自負盈虧，雙

方交易模式係屬產品「賣斷」關係。 

（二）次查被處分人除訂定各項寵物產品之建議售價提供予下

游零售業者參考外，並就「特級金貓大罐」、「黃金貓罐」

等 14 項貓罐頭與狗罐頭產品訂定「零售價格表」，表中

載有該等產品之「單罐最低價」及「整箱價」，並於接獲

其他零售業者反映有網路賣家低於前述「單罐最低價」

及「整箱價」銷售時，由業務員前往瞭解與之溝通調整

價格，請對方不要以接近進貨成本甚至低於進貨成本賠

本銷售，經 3次溝通仍未調整者，即告知雙方不再配合，

並停止供貨，此為被處分人所不爭者。 

（三）雖然被處分人主張訂定「零售價格表」僅供內部參考，

並未提供予下游通路業者，縱有網路賣家低於「零售價

格表」之價格銷售被處分人產品，亦未主動予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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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係為避免少數業者以接近或低於進貨成本定價，

影響其他通路業者向被處分人訂貨之意願，並無限制下

游網路賣家自由定價之意圖等。惟被處分人被動接受其

他下游通路業者舉報，經查明網路賣家定價確有低於「零

售價格表」，經溝通後不願配合調整價格，即有遭被處分

人停止供貨之可能。就檢舉人與被處分人業務員之 LINE

對話內容而言，雖然檢舉人已說明低價銷售係因庫存過

多，臨時於自身社團私訊客戶出清「特級金貓大罐」及

「黃金貓罐」等庫存，且該等商品為被處分人辦理促銷

活動時採購，售價並未低於其進貨價格，惟被處分人業

務員仍告知，檢舉人低價銷售已遭其他業者舉報，被處

分人必須處理，並於檢舉人再次訂貨時告知，被處分人

已不再與檢舉人配合，無法供貨，足證被處分人係因檢

舉人低價銷售而停止供貨。 

（四）據農委會所提供資料推估 106 年我國貓罐頭市場規模約 7

億 4,781 萬元，以被處分人 106 年貓罐頭銷售金額○元

計算，被處分人於我國貓罐頭市場占有率為○％。且據

被處分人表示，全國 2,000家實體通路業者(寵物店及動

物醫院)即有○家銷售被處分人產品。另寵物食品為飼主

支出金額最多，採購頻率最高之商品，實務上，通路業

者多藉由陳列展示各主要品牌寵物食品，吸引各類型飼

主與其交易，並帶動寵物用品、美容、醫療等其他周邊

商品或服務之銷售，被處分人為國內貓罐頭主要供應商

之一，其產品對於下游通路業者明顯有其重要性。是以，

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 14 項產品訂定「零售

價格表」，並要求低於「零售價格表」所規範價格銷售之

下游網路賣家配合調整價格，不願配合調整者即停止供

貨之行為，已限制下游網路賣家決定商品價格之自由，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

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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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三、被處分人限制下游網路賣家寵物食品轉售價格無正當理由： 

（一）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業者提升售前

服務之效率或品質：寵物食品係屬一般性商品，與著重

售前服務或現場說明之複雜技術性商品有別；又寵物食

品為飼主長期持續性採購商品，對於商品內容及如何使

用等飼主均有相當認知，經銷商提供售前服務並無助於

商品銷售。且被處分人亦坦承銷售寵物食品無須下游通

路業者過多之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故被處分人限制轉

售價格，難認有鼓勵下游通路業者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

或品質。 

（二）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無防免搭便車之效果：被處分

人雖主張部分下游網路店自行聘請美編設計商品文宣、

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行銷被處分人商品，

限制轉售價格得避免其他不作促銷活動之網路賣家搭便

車。惟如前所述，寵物食品之產品特性，消費者採購寵

物食品並無須下游通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與店面服務，

且飼主多係對相關商品已有相當認知，而採取持續性回

購，所著重者即在於同一商品之價格高低，自無發生通

路業者提供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後，所開發之潛在客戶

遭其他未提供售前服務或店面服務之通路業者以此節省

下來的成本降價搶走之可能。另網路賣家自行聘請美編

設計商品文宣、辦理促銷活動或購買關鍵字廣告等，旨

在吸引或招徠消費者駐足瀏覽其商品網頁，進而與其交

易，為一般正常之商業行銷模式，與被處分人有無限制

其零售價格並無任何因果關係，難認有防免搭便車之效

果。 

（三）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謂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

之效果：被處分人主張 105 年 6 月推出新產品「每客思

主食罐」，於新產品上市推廣期間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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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旨在提升新產品參進市場。惟查被處分人生產(委託代

工)、銷售寵物食品數十年，為國內貓罐頭知名品牌業

者，其非市場新進業者顯然可見。況縱使「每客思主食

罐」於當時確屬新產品上市，亦只須限制該項新商品之

零售價格，無須及於其他 13 項既有商品。案關「黃金貓

罐」及「特級金貓大罐」即分別為被處分人於 87年及 98

年上市之既有商品，均已歷時上市 20 年或 10 餘年，故

難認屬提升新品牌參進市場之理由。 

（四）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促進品牌間競爭之效果：

被處分人主張實體店及網路賣家成本不同，形成不公平

競爭，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格，確保經銷商之合理銷

售利潤，可使更多經銷商(包含實體店及網路賣家)願意

銷售被處分人商品，並提升經銷商採購被處分人商品之

意願。按寵物食品下游通路業者之營業規模、經營模式

及管銷成本等各不相同，限制轉售價格並無法確保經銷

商之合理銷售利潤，只是保障無效率之經銷商繼續存留

市場，卻同時阻礙較有效率之經銷商依據其各自所面臨

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以擴張市場，及銷售模

式之創新等。另寵物食品占飼主支出比例最大，對其價

格敏感性高(即價格彈性大)，限制下游通路業者轉售價

格，降低通路業者間之價格競爭程度，將使產品平均售

價提高，恐導致產品銷售量大幅下跌，並不利於整體產

品之銷售與推廣。又因寵物對於不同品牌飼料之嗜口

性，且頻繁更換飼料品牌易於引發寵物腸胃不適應問

題，縱有更換寵物飼料品牌之必要，亦多採漸進式更換。

易言之，僅有在尚未決定飼料之前，寵物飼料較存有品

牌間競爭。 

（五）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難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

濟上合理事由：查被處分人於我國貓罐頭市場之占有率

達○％，且據被處分人表示，全國 2,000 家實體通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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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家銷售該公司商品，故被處分人之產品對於下游

通路業者具有相當重要性。另寵物食品係屬長期持續性

回購商品，飼主並不在乎寵物飼料品牌間之競爭，而是

著重於品牌內之價格競爭，故限制網路賣家之零售價

格，消費者短期內將被迫以更高價格選擇相同品牌之商

品，無從享受競爭所帶來之福祉。況且，被處分人亦表

示，寵物罐頭為寵物每天每餐必須食用，就消費者立場

而言，相同品質的罐頭價格越低就是越好的服務，故被

處分人限制轉售價格，尚難認有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

濟上合理事由。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針對「特級金貓大罐」等 14 項產品訂

定「零售價格表」，限制下游網路賣家決定商品零售價格之

自由，其結果將削弱品牌內不同下游業者間之價格競爭，

且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期間；106 年及 107年營業額；

初次違法且已停止系爭違法行為；配合調查態度；與其他

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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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5號 

被處分人：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5153 

址    設：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7 號 1 樓 

代 表 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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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刊登「HD99高畫質套餐」服務之廣告以「繳款單」

方式呈現，且其內容未揭露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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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緣被處分人於 108 年 3月初至 3 月 31 日間推出「HD99高

畫質套餐」服務，廣告(下稱案關廣告)以「繳款單」方式

呈現，疑涉有誤導不知情用戶繳費訂購該套餐服務之虞，

以及於廣告刊載贈送 2 張 300 元 MOMO商品券、HBO HD精選

套餐及鍋寶金鑽不沾炒鍋 28CM(無鍋蓋、鍋鏟)等 3 項商品，

惟未同時於案關廣告主動揭露 MOMO 商品券之限制條件，前

述行為俱涉有廣告不實。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供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於 108 年 3月間推出「HD99高畫質套餐」服務，

係提供電視頻道臺號 200 以後之節目，共 24 臺頻道，費

用為每月新臺幣(下同)99元，於 108 年 3 月 31日前，倘

1次繳交 1年費用 1,188元，可免費獲得 2張 300元 MOMO

商品券、HBO HD 精選套餐(4 臺)及鍋寶金鑽不沾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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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CM(無鍋蓋、鍋鏟)等商品。 

(二)案關廣告係於 108 年 3 月被處分人內部製作，因被處分

人員工誤解長官欲以繳款單格式呈現案關廣告之樣式，

致員工誤認使用「繳款單」格式套印即可，又製作完成

時被處分人未有校稿、審閱，並將該廣告進行散發。廣

告刊載期間為 108 年 3 月初至 3月 31 日止，被處分人係

隨機挑選被處分人於新北市新店區之有線電視用戶以郵

寄方式散發。 

(三)被處分人廣告格式操作流程，係先於數位系統讀取用戶

姓名地址等資料後，再將用戶姓名地址直接套印至製作

完成之廣告模版，並印製完成。而繳款單格式操作流程，

係於數位系統讀取用戶姓名地址等資料後，於報表選擇

點選「新唐城-繳費單」，即會產生繳費單內容，再套印

到繳費單模版，並印製完成。  

(四)被處分人於接獲新北市政府來函發現套印疏失後，對購

買案關廣告「HD99 高畫質套餐」服務之用戶，即以電訪

方式逐一再次確認申裝之意願，又為掌握處理之時效

性，因此並未做成相關電話紀錄等資料。嗣經確認後對

於無使用該服務意願之用戶採專案方式處理，即不需填

寫書面之解除退租相關資料，且均採全額退費，故無相

關書面資料可資提供。 

(五)案關廣告以繳款單方式呈現係因製作時誤用「繳款單」

格式套印，惟其廣告亦註明「如不訂購請無須理會本促

銷傳單通知」之文字，應無引人錯誤之情況。且被處分

人先前從未採用此種繳款單方式呈現之廣告，來推廣被

處分人之服務(商品)，且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係

就服務(商品)之價格、數量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故認套印錯誤應無涉及與商品之價格、數

量等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應無違反公平交

易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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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六)MOMO 商品券領取方式及限制條件，係用戶繳費得經由被

處分人發送之簡訊獲知 MOMO 商品券號碼，經點擊簡訊連

結，即出現 MOMO電子商品券，而相關規定與限制條件已

載明於該電子商品券，其使用辦法係購買 900 元以上商

品可折抵 1次 300 元商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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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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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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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一般商業習慣，商品券優

惠措施常有使用限制條件，惟倘廣告主未於相關廣告揭露

該優惠措施之限制條件，且該限制條件足以影響消費者對

其優惠方案之價值判斷，進而作成交易之重要依據，可能

引致一般大眾自廣告表示所認知之商品券價值與實際所取

得價值差異過鉅，致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相

關廣告內容即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復按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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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並印製而成，並

對被處分人之有線電視用戶隨機挑選以郵寄方式散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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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刊登「HD99高畫質套餐」服務之廣告以「繳款單」

方式呈現，且其內容未揭露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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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案關廣告上方載有「繳款單」之文字，中段載有「HD99

高畫質套餐」、「好消息!!現在申辦 HD99高畫質套餐年約

年繳」、「獨家限定超值好禮滿載而歸 價值$1680 全部免

費送」並載有超值好禮 1、加碼好禮 2、限時好禮 3 等贈

品內容，同時以較小字體註明「如不訂購請無須理會本

促銷傳單通知」之文字，下方載有訂戶編號、客戶名稱、

代收繳款截止日 108/03/31、繳款條碼及應繳總金額

1,188元等繳款內容。綜觀案關廣告內容之整體表示，雖

被處分人陳稱，並未就案關廣告之「HD99 高畫質套餐」

服務內容、價格、數量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然其搭配「繳款單」及訂戶編號、客戶名稱、

代收繳款截止日 108/03/31、繳款條碼及應繳總金額

1,188元等繳款內容，其整體呈現方式易引起用戶將案關

廣告誤認為其尚未繳交之有線電視繳款單，進而繳費而

訂購該套餐服務，以達成影響交易決定之目的。雖被處

分人辯稱案關廣告亦註明「如不訂購請無須理會本促銷

傳單通知」之文字，應無引人錯誤之情況等語，惟上開

提醒文字與案關廣告促銷宣稱所使用文字，顯以不相當

比例之微小字體揭露，其未達顯著之程度，已使觀者無

法得知係為促銷傳單。況查被處分人製作廣告及繳費單

之流程，廣告與繳費單二者所套用模版及系統產生之報

表本非相同，而被處分人員工實際上係以繳款單格式製

作案關廣告。 

(二)次查案關廣告內容，其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亦有未予明

示之情。查被處分人推出案關廣告之促銷方案，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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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 1年之「HD99 高畫質套餐」服務，並以贈送商品券、

HD 頻道及炒鍋等商品，以達到招徠消費效果，依被處分

人以簡訊所發送 MOMO電子商品券之背面載有「本券同時

適用於 momo 電視購物、網路及型錄，$900(含)以上商品

可折抵一次，部分商品及特價品除外，不得與其他優惠

合併使用。」、「每張優惠券限使用一次，若經退貨或取

消，將不得重複使用。」及正面載有「使用期限：

2019/11/30」等內容，亦即用戶倘欲使用商品券須遵循

上開所載列之限制條件。然查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僅刊

載「繳費後本公司將主動發送簡訊告知《兌換之流水編

號》」等文字，並未揭露 MOMO 商品券之使用限制，即須

單筆消費滿 900 元始可抵用 1 張 300 元消費金額。換言

之，用戶須訂購繳費後收到簡訊方能完整得知商品券之

限制條件。復依其使用辦法，用戶需於規定使用期間內

至 MOMO購物相關通路，另行消費 2 次單筆 900元以上，

即至少 1,800 元，始得完整使用所贈送之 2 張 300 元商

品券，且使用之範圍亦限制部分商品及特價品除外，不

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等條件，而案關廣告僅揭示「繳

費後本公司將主動發送簡訊告知《兌換之流水編號》」之

文字，顯不足使觀者知悉上開商品券之使用限制。又按

商品券係屬具經濟價值且有招徠效果並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其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為影響觀者作成交易決定

之重要考量因素，被處分人藉由案關廣告招徠用戶訂購

「HD99 高畫質套餐」服務，即應同時揭露 MOMO 商品券之

限制條件。是被處分人未盡其所能於案關廣告完整揭露

限制條件，致用戶無法藉由廣告完整評估其實際價值及

使用限制，進而造成用戶對所贈送之 MOMO商品券價值產

生錯誤認知。 

(三)雖被處分人陳稱案關廣告係員工製作時誤解長官語意而

使用「繳款單」格式套印等語，惟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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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

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

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

過失。」本案被處分人雖辯稱員工製作時誤解長官語意

而使用「繳款單」格式套印，惟被處分人旗下員工所為

之行為，仍應歸責於被處分人，被處分人尚不能據此卸

責，又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廣告主於廣

告前後應克盡充分準備及詳加查證之義務，倘廣告主未

就廣告訴求為充分準備或詳加查證而逕予使用，致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者，即當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

任，本案被處分人自承對於員工製作完成之案關廣告未

進行校稿、審閱，以致員工有誤用格式之情形，被處分

人自不得以員工之疏失據以主張免責。 

(四)綜上所述，被處分人為達招徠目的刊登「HD99 高畫質套

餐」服務之廣告以「繳款單」方式呈現，其意圖或表現

方式不無使人誤認案關廣告為繳款單，且其內容亦未揭

露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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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刊登「HD99 高畫質套餐」服務之廣

告以「繳款單」方式呈現，且其內容未揭露贈品使用之

限制條件，就與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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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被處分人之違法行為持續時間

近 1 個月；銷售數量○○件；銷售金額○○○元；108

年營業所得約○○○○元；非初次違法；配合調查態度

尚可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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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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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6號 

被處分人：芹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973682  

址    設：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過溝 34-18號 1樓  

代 表 人：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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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銷售商品為「暢樂」及「澐槿潔淨通體組合」等 2 項食品，

復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來函向本會報備於該日停止實施多

層次傳銷。 

二、本會於 109年 6 月 29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之「澐槿-傳銷商訂貨單」(下稱訂貨單)

刊載 JR澐槿量子系列「"歸焰”養生口服飲（50ml*10 入/1

套）(下稱歸焰口服飲)、「"歸槿"養生口服飲(50ml*10 入/1

套)」(下稱歸槿口服飲)、「"歸元"養生口服飲(50m1*10 入

/1 套)」(下稱歸元口服飲)、「"歸琵"養生口服飲(50ml*10

入/1套)」(下稱歸琵口服飲)、「"歸穀"養生口服飲(50ml*10

入/1套)」(下稱歸穀口服飲)、「"歸涵"養生口服飲/1 套」

(下稱歸涵口服飲)、「"歸芨"養生調理霜(50ml*2+10ml*3/1

套)」(下稱歸芨調理霜)、「"歸桱"養生調理液(100ml/1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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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歸桱調理液)、「紫砂活水杯(360ml/支)」(下稱紫砂

活水杯)等商品，以及「欣固淨元素」、「益肽酵素粉」、「負

氫氧水機」、「負氫氧電解水杯」及「負氫氧水杯」等商品

皆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復查得被處分人 109 年 4 月至 5 月

份「銷、借貨單據統計彙總表」，刊載之「推薦贈品」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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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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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0 月 25日開始實施「推薦贈品」活動

迄今，該活動內容為被處分人傳銷商介紹他人加入即可額外

獲得一套「澐槿潔淨通體組合」商品或「暢樂」商品，次查

被處分人實施該活動係為鼓勵其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並推

廣、銷售被處分人商品進而額外給予傳銷商之贈品，核屬傳

銷事業提供傳銷商之其他經濟利益，為傳銷制度內容之一，

據被處分人自承「推薦贈品」活動實施前並未向本會報備，

且查被處分人遲至 109 年 6 月 30 日始向本會報備，是被處

分人實施「推薦贈品」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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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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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簽訂參加契約使用創欣國際貿易有限

公司(下稱創欣公司)之「JR澐槿-直銷商訂貨單」(下稱 JR

訂貨單)，刊有「歸笈調理霜」、「歸焰口服飲」、「歸槿口服

飲」、「歸元口服飲」、「歸琵口服飲」、「歸穀口服飲」、「歸

涵口服飲」及「紫砂活水杯」等 8 項商品、單價及 PV 值，

被處分人自承係因承接創欣公司之傳銷業務而疏失誤用創

欣公司之 JR 訂貨單，次查被處分人之訂貨單除刊有上開 8

項商品品項、單價及 PV值外，另載有「歸桱調理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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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及 PV值，被處分人表示上開 9 項商品銷售期間自 108

年 10 月 25日至 109 年 5 月 12 日止，且「歸笈調理霜」及

「歸元口服飲」等商品於 109 年 5 月份尚有銷售數量之事

實，而被處分人自承於銷售上開 9 項商品前及銷售期間皆

未向本會報備。 

(二)另查被處分人就訂貨單刊載之「欣固淨元素」、「益肽酵素

粉」、「負氫氧水機」、「負氫氧電解水杯」及「負氫氧水杯」

等 5 項商品雖曾於 109 年 2月 13日向本會報備，其中「欣

固淨元素」及「益肽酵素粉」等商品於 109年 2月 19 日補

正後完成報備，至「負氫氧水機」、「負氫氧電解水杯」及

「負氫氧水杯」等 3 項商品則於 109 年 2 月 19 日補正時予

以刪除，是「負氫氧水機」、「負氫氧電解水杯」及「負氫

氧水杯」等 3項商品並未完成報備，惟被處分人自承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起即開始銷售「欣固淨元素」等 5 項商品，

事前並未向本會報備，足證被處分人銷售「欣固淨元素」、

「益肽酵素粉」、「負氫氧水機」、「負氫氧電解水杯」及「負

氫氧水杯」等 5項商品，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三)綜上，被處分人銷售上開 14 項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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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綜上論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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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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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情狀後，故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本會於 109年 6 月 29日業務檢查攜回被處分人之訂貨單、

其傳銷商使用創欣公司之 JR 訂貨單，以及 109 年 4 月至 5

月份「銷、借貨單據統計彙總表」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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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未具日期之陳述書及 109 年 8月 4日陳述紀錄。 

三、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0月 25日至 109 年 5 月 12 日「歸焰口

服飲」等 9 項商品銷售明細，以及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至

109 年 5 月 5日「欣固淨元素」等 5 項商品銷售明細。 

四、被處分人 108 年 10 月 25日至 109 年 6月 30日傳銷商獲得

推薦贈品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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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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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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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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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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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07號 

被處分人：沐光研創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848537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148 號 3樓 

代 表 人：林○○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5884308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 段 369 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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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銷售無非按摩梳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

功能」及「遠紅外線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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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沐光研創國際有限公司、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檢舉沐光研創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沐光公司)

於嘖嘖群眾募資平台(下稱嘖嘖平台)及聯合數位文創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經營之「有.設計

平台」銷售無非按摩梳(下稱案關商品)，分別於廣告宣稱

「專利遠紅外線功能」及「遠紅外線專利」，惟被處分人沐

光公司於其臉書粉絲專頁表示，專利仍在申請中，故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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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廣告涉有不實。 

二、函請被處分人沐光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係添加具有遠紅外線放射功能之材料，並於

109年 3月 30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

專利，同年 7 月 1 日經該局公告給予新型專利權。 

(二)被處分人沐光公司 1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於嘖嘖平台刊載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功

能」，嘖嘖平台僅收取平台租用費，並無參與製作及審

閱案關商品廣告。 

(三)被處分人沐光公司 109 年 3 月 20 日至同年 6 月 1 日於

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經營之「有.設計平台」刊載案

關商品廣告宣稱「遠紅外線專利」，並接受消費者之預

購，再由「有.設計平台」通知被處分人沐光公司出貨

予預購者，並由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以「聯合數位文

創股份有限公司」名義開立發票予消費者及處理退貨事

宜。 

三、函請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提出書面陳述資料及到會說

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架設管理「有.設計平台」，與被

處分人沐光公司簽署合作契約書，由被處分人沐光公司

將案關商品上架於該平台銷售，並透過平台管理系統逕

行刊載案關商品廣告，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並未參與

廣告製作，亦未負責審核。 

(二)案關商品廣告期間為 109 年 3 月 20 日至 109 年 6 月 1

日，被處分人沐光公司將案關商品相關資料置於「有.

設計平台」供消費者瀏覽並接受預購，俟達到預定之目

標數量，始請被處分人沐光公司出貨予預購之消費者，

並由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收取貨款及開立發票，若有

消費者申請退換貨事宜，亦由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受

理，再通知被處分人沐光公司為後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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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處分人沐光公司於 109 年 3 月 30 日向智慧局提出申

請案關商品新型專利，並於同年 7 月 1 日經該局公告給

予新型專利權，故於案關商品廣告宣稱「遠紅外線專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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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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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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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倘事業以廣告或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本會得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對違反前

開規定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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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廣告行為主體：查被處分人沐光公司製作案關商品廣

告，並刊載於嘖嘖平台及「有.設計平台」，因案關商品廣

告招徠銷售效果而直接獲有利潤，是被處分人沐光公司為

本案廣告主。次查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聯合文創

公司經營「有.設計平台」以達招徠銷售商品之目的，消費

者係於該平台進行訂購商品及付費，由被處分人聯合文創

公司開立銷售發票及處理退換貨事宜，是被處分人聯合文

創公司亦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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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紅外線專利」等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

定： 

(一)被處分人沐光公司 108 年 12 月 18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於嘖嘖平台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

功能」；又被處分人沐光公司及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

109 年 3 月 20 日至 109 年 6 月 1 日於「有.設計平台」

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遠紅外線專利」，前開廣告

整體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獲有遠紅外線功能之專利。 

(二)經查案關商品添加具有遠紅外線放射功能之材料，被處

分人沐光公司於 109年 3月 30日方向智慧局申請專利，

於同年 7 月 1日經該局給予案關商品新型專利權，是案

關商品於廣告期間尚未取得專利證書，即宣稱具有遠紅

外線功能專利，核與事實不符，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

知與決定，是案關商品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沐光公司及被處分人聯合文創公司銷售案

關商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功能」及「遠紅外線專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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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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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8號 

被處分人：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298828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306 號 8樓 

代 表 人：戴○○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通元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319538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410號 8樓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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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文山區「敦皇」建案，於紙本廣告及

網路廣告刊載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

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賓大廳」等文字及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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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0萬元罰鍰。 

處通元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 6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於 108年 11 月檢舉及本會現場查悉大佳國際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大佳公司)與通元廣告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通元廣告公司)銷售臺北市文山區「敦皇」

建案(下稱案關建案)，於紙本廣告及網路廣告(網址：

http://tx.8dm.tw/)(下稱案關廣告)刊載地下 1 樓「香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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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賓

大廳」等文字及圖片，與案關建案使用執照不符，涉有廣

告不實情事。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大佳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依案關建案房屋車位買賣契約書及公共空間施工同意書約

定，買受人購買時即知悉地面層、屋突層及地下室多項公

共設施，為供大樓全體住戶生活方便及公共活動休憩使

用，將實施二次施工並由管委會統籌辦理，買方不得要求

異議及賠償，故購屋人已得知二次施工未來將遭拆除而得

自行評估風險決定購買與否。 

(二)案關建案在成屋銷售階段係被處分人大佳公司委託被處分

人通元公司銷售案關建案並製作廣告。被處分人通元公司

製作廣告經被處分人大佳公司審閱後發送。另被處分人通

元公司委託他事業刊登網路廣告，嗣後收到本會函文已通

知被處分人通元公司下架。 

(三)地下 1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設置

於案關建案竣工圖所載地下 1 樓之獎勵及法定機車停車位

與無償提供所有權人共同持分之汽車停車位空間。1 樓「白

金漢迎賓大廳」原位於案關建案竣工圖所載 1 樓平面圖之

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及梯廳(即公共梯廳)。經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限期改善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與原核准使用不符

之處，目前已移除相關家具並回復原核准用途使用。 

三、函請被處分人通元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通元公司於 107 年 3 月與被處分人大佳公司簽訂

廣告企劃製作合約書，並於案關建案設置銷售中心。倘被

處分人通元公司未售出房屋及車位，則現場銷售人員薪

資、紙本廣告及網路廣告等相關費用由被處分人通元公司

負責，倘有售出則依底價或成交價之固定比例做為被處分

人通元公司之報酬。108 年 11 月合約到期後，被處分人通

元公司係依個案與被處分人大佳公司洽談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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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通元公司製作發送案關建案紙本廣告，另被處分

人通元公司提供廣告材料委託他事業製作上傳網路廣告及

針對特定電信事業之部分手機使用者發送載有連結網址之

簡訊。 

(三)被處分人大佳公司未有建管機關核發案關建案做為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

金漢迎賓大廳」用途使用之證明文件，目前已將相關設施

移除。 

四、經函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意見，略以： 

(一)地下 1 樓於停車空間做為「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

亞交誼廳」；1樓於停車空間(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做為「白

金漢迎賓大廳」，經查均未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現況未依

原核准用途使用，已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條第 2項規定，

得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罰鍰，並再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

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使用。必要時，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

狀或強制拆除。 

(二)經通知被處分人大佳公司改善並進行會勘後，發現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1 樓「白金

漢迎賓大廳」，目前均已移除相關設施並回復原核准之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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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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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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大佳公司投資興建案關建案，並委託被處分人

通元公司銷售及製作廣告，是被處分人大佳公司委託銷售

案關建案而自此獲有銷售利益，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另

查被處分人通元公司依約製作廣告及派員進駐銷售，並以

銷售底價或成交價之固定比例做為報酬，且查被處分人通

元公司嗣後支付紙本廣告、網路廣告及現場銷售人員等相

關費用，並依成交價之比例領取報酬，故被處分人通元公

司受託銷售案關建案而獲有利益，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有關案關廣告刊載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

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賓大門廳」等文字及圖片，

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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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

共設施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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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大佳公司及被處分人通元公司於案關廣告刊載

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1 樓

「白金漢迎賓大廳」，其中紙本廣告載有「豪宅第二迎賓門

廳-香榭迎賓廳……讓您在敦皇享盡尊榮；……享受精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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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歐洲宮廷式門廳，宛如皇家禮賓室，華貴富麗令人屏

息……供接待、小憩、候客、交誼，舒適優雅的名貴沙發…」

並佐以豪華之沙發套組及桌椅等照片，「與大安、信義豪宅

平起平坐 挑高約 7 米大廳、第二迎賓門廳……享有豪宅尊

榮」、「挑高約 7米白金漢迎賓 LOBBY、皇家氣派門廳……美

術館般的精緻，飯店式的尊榮……」及設置豪華桌椅之圖

片，「『敦皇』 獨尊的十大優點 █一樓挑高約 7 米氣派門

廳  豪宅第二門廳」；網路廣告亦載有「與信義豪宅平起平

坐 挑高 7 米白金漢迎賓 LOBBY 皇家氣派門廳」與現場實

照、「豪宅第二門廳  香榭迎賓廳、維多利亞交誼廳」與現

場實照、「領航文山，獨一無二 『敦皇』 十大超值優勢 4.

挑高 7 米氣派門廳 豪宅第二門廳」，整體廣告予人之印象

係提供氣派高雅如同飯店般之豪宅設施，並可在 1 樓「白

金漢迎賓大廳」及地下 1 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

利亞交誼廳」招待朋友。惟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

意見，該等設施分別設置於地下 1 層停車空間及 1 樓停車

空間(專用出入口緩衝空間)，已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是就整體廣告內容觀之，足以使人認知購買案關

建案可享有前揭設施並據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已有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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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產生不公

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大佳公司及被處分人通元公司銷售文山區

「敦皇」建案，於紙本廣告及網路廣告刊載地下 1 樓「香

榭迎賓第二門廳」、「維多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

賓大廳」等文字及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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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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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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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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09號 

被處分人：廣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77176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97號 10樓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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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美閱」建案，使用施作夾層之實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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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 109 年 8 月查悉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內湖區「湖美

閱」建案(下稱案關建案)之接待中心，由銷售人員帶領及

介紹該建案實品屋，獲悉第 5樓實品屋施作夾層(下稱 5樓

實品屋)，疑屬違法夾層未符合建管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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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以： 

(一)被處分人投資興建案關建案，領有臺北市政府 107 使字第

0104號使用執照。 

(二)被處分人於 109 年 1 月興建裝潢 5 樓實品屋，嗣於同年 1

月至 12月提供民眾賞閱，現階段已配合臺北市政府移除通

達夾層之樓梯，僅供儲藏使用。 

三、經函請臺北市政府提供意見，略以：案關建案領得 107 使

字第 0104號使用執照，該建案 5樓竣工圖未標示有夾層，

其現況未經申請核准並擅自搭建夾層違建，違反「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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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建築處理規則」等建築法令相關規定，已查報違章建

築及執行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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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事業銷售建案於現場搭建裝潢實品屋所使用之建物用途

實景，為影響交易相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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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交易相對人獲悉建案提供「夾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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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人是否購買建案之決定。 

三、查被處分人興建投資案關建案，並搭建裝潢及提供民眾賞

閱 5 樓實品屋，係使不特定到場看屋之民眾以共見共聞之

方式賞閱 5 樓實品屋得規劃作為夾層使用之表示，將使購

買者有合法使用夾層屋之認知。本案據臺北市政府提供意

見，案關建案 5 樓竣工圖未標示有夾層，其現況未經申請

核准並擅自搭建夾層違建，違反「臺北市違章建築處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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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等建築法令相關規定。是以，案關建案使用施作夾層

之實品屋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該建案之

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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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銷售「湖美閱」建案，使用施作夾層之實

品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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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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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0號 

被處分人：蔡家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71720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 1 段 37 號  

代 表 人：蔡○○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SONY SRS-XB12藍芽喇叭」商品，刊

載「SONY SRS-XB12 可攜式 NFC防水防塵藍芽喇叭」，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蔡家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108 年 6 月至 109 年

3 月於樂天市場網站(http://www.rakuten.com.tw)銷售

「SONY SRS-XB12藍芽喇叭」(下稱案關商品)，刊載「SONY 

SRS-XB12 可攜式 NFC 防水防塵藍芽喇叭」，惟查案關商品

並未具有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中文譯為近距

離通訊)功能，疑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依被處分人與樂天市場網站所有者台灣樂天市場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樂天公司)簽訂之開店特別協議書，對於網

頁內容之適法性及正確性概由被處分人自行負責，案關

商品之廣告內容由被處分人製作並自行至樂天市場網站

刊登，消費者於樂天市場網站購買後，樂天公司通知被

處分人並由被處分人直接出貨給消費者，商品退換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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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處理，嗣委請樂天公司代向消費者收取貨款及

代為開立發票。 

（二）案關商品於 108 年 5 月上市，被處分人自 108 年 6 月開

始在樂天市場網站銷售，直到 109 年 3 月收到本會書函

後立即下架廣告。 

（三）被處分人因急忙上架案關商品，廣告誤植「NFC」，然案

關商品實際並無此項功能，此乃被處分人之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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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製作刊載並於樂天市場網站

銷售，消費者得藉由廣告得知案關商品之內容等相關訊

息，並於該網站進行訂購商品、付費等交易流程，消費者

亦可從網站得知案關商品由被處分人提供以及由樂天公司

代被處分人開立發票，是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被處分

人，而被處分人利用樂天市場網站刊載、散布廣告，基於

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並就所售商品直接獲取銷售利

潤，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SONY SRS-XB12 藍芽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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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SONY SRS-XB12 NFC可攜式 NFC 防水防塵藍芽喇叭」，

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具有 NFC 近距離通訊功能，查案關商

品並不具備該種功能，而被處分人因疏失誤認案關商品具

有 NFC 功能而據以刊登，惟銷售商品本應就其宣稱具有之

功能加以查核，尚不得以疏忽之名據以卸責，是被處分人

自 108 年 6 月至 109 年 3 月於網站就案關商品刊載具 NFC

功能，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之內容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SONY SRS-XB12 可攜式 NFC

防水防塵藍芽喇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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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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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號 

被處分人：佶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840419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 105 號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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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觸媒 x

次氯酸雙效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

「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

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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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9 年 2 月 17 日至 109 年 3 月 18 日於「現

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觸媒 x 次氯酸雙效抗菌

防護液」，於網頁廣告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ARC-FLASH光觸

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

SGS……等公正機構檢驗」，與事實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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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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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案關商品於現貨倉庫之廣告由被處分人審核、製作及

刊登，相關圖文資料由供貨商提供，刊登期間為 109

年 2 月 17 日至 109 年 3 月 18 日。案關商品廣告期間

於現貨倉庫共賣出 7 瓶。   

２、案關廣告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抑菌高達 9成……

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係指次氯酸的特性

能提供瞬間防護，而 ARC-FLASH 光觸媒具有長效抗菌

之特性，另抑菌高達 9 成，是依供貨商曾將案關商品

送檢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ITS)，其測試

結果顯示抗菌效力 99.9%以上，但案關商品未曾經工

研院、SGS 等機構認證。   

３、廣告載「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

係指「ARC-FLASH 光觸媒」之原料供應商曾將原料送

相關機關檢驗而非指「【潔守專家】光觸媒 x 次氯酸雙

效抗菌防護液」。相關報告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

標準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月間就「ARC-FLASH光觸

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2007 年

11 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即光觸媒石磚)

試驗氮氧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 93 年 6月間就「皇

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

測；食工所試驗報告係 91 年 12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抑菌效果及 2013

年 12月間經 ARC-FLASH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

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 檢驗報告係 93 年

11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

測試及 94 年 11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

網/AOT-LED UV晶片」臭味去除測試。  

(二)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單位

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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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研院： 

(1)案關報告之委託試驗樣品為「光觸媒石磚」 (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石磚，以下稱「石磚樣品」)，

檢測項目為「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2)該報告僅係工研院依送檢單位所提供之「石磚樣品」

進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提供之「氮氧化物數據變化紀

錄」。事業不得跳躍式地據以宣稱「ARC-FLASH光觸媒」

通過工研院檢驗，更不得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抗

菌高達九成……工研院&SGS權威機構雙重認證」。 

２、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報告所列檢測項目「甲苯、醋酸、氨氣、甲醛」皆為異味

(臭味)物質。檢驗報告係對「ARC-FLASH 光觸媒風巢式濾

網/AOT-LED UV晶片」進行「臭味去除測試」，相關數據及

執行結果如來函所附之檢驗報告。該報告與對外所聲稱產

品名稱：「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

液」並非完全相符。 

３、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就出具之 2

份委託試驗報告說明：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光觸媒」於波長 543nm照射 24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

球菌之甲氧西林抗性菌株 CCRC15211、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大腸桿菌 CCRC11634、綠膿桿菌 CCRC11633

之殺菌率分別為 98.94%、98.74%、98.56%及 98.93%。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於波長 352nm 照射下

24 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 之殺菌率為

99.88%。測試樣品「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

塑膠板」在遮光黑暗條件下 24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

球菌 CCRC10451之殺菌率為 92.75%。 

４、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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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進行廢氣

處理能力量測，並非廣告所載之「ARC-FLASH 光觸媒」或

其相關製品。報告僅限於在有開光源(365nm)和未開光源

狀態下，測試乙酸丁酯濃度變化之反應速率常數。 

５、標準局：  

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目負

責」，故「ARC-FLASH 光觸媒塗料」僅符合測試 CNS10757

第 12 節規定，非「ARC-FLASH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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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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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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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違反前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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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經營之

「現貨倉庫」網站，且網站內容經被處分人審核、製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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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是被處分人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被處分人於「現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觸

媒 x 次氯酸雙效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瞬間防護+長效

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

「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

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等內容，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案關廣告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

工研院&SGS權威機構雙重認證」、「ARC-FLASH光觸媒通

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予消費者之印象為案關商品具瞬間

防護、長效抗菌功效及抑菌效果達 9 成，且經工研院及

SGS 等具公信力檢測單位檢驗，應較其他未送該等單位

檢驗之商品品質佳；「ARC-FLASH光觸媒」原料通過標準

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

商品品質較未獲檢驗更具保障。 

（二）經函詢工研院、SGS 等機構，案關商品未曾送該等單

位測試，另依被處分人自承，製造商雖曾將案關商品送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ITS)測試，顯示其抗菌效

果達 9 成以上，但案關商品並未經工研院、SGS 等機構

認證。是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2 月 17 日至 109 年 3

月 18 日刊登廣告期間，案關商品未曾就抗菌或抑菌力

送工研院或 SGS等單位測試，卻於廣告宣稱「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等內容，因廣告所描述之抗菌、抑

菌效果經工研院及 SGS等具公信力檢測單位認證等與商

品品質有涉事項，為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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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復依被處分人提供之試驗報告，標準局係就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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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係就「光觸媒石磚」試驗「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

試(氮氧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就「皇田工業黑色

塑膠窗簾布」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食工所試驗

報告係就「Arc-Flash 光觸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等之抑菌效果、經 ARC-FLASH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

膠板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 檢驗報告係就

「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

「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AOT-LED UV 晶片」臭

味去除測試。經檢視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

與案關商品未盡相關，該等報告係就原料「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窗簾布等特定商品達成抑菌

等特定功效所為之測試報告。另依工研院專業意見，所

提通過工研院檢驗之報告僅係依送檢單位提供之「石磚

樣品」進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所做之「氮氧化物數據變

化紀錄」，不得據以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工研

院檢驗。本案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報告為原料「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特定商品達成特定功效所為之測試報

告，並非該原料施用於本案商品所為之測試報告，卻於

銷售案關商品之廣告內容泛稱「ARC-FLASH 光觸媒」通

過標準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

檢驗，因廣告所描述通過公正性檢驗機構檢驗，影響消

費者對商品品質的信賴度，廣告表現與實際差異顯有引

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現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

觸媒 x次氯酸雙效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瞬間防護+長

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

證」、「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

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等語，核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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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於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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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雖銷售數量不多，惟考量本案廣告期間正值新型冠狀

病毒(Covid-19)疫情，民眾對於防疫產品及消毒用品之需

求遽增，被處分人於防疫期間銷售是類消毒用品，於廣告

宣稱獲工研院等公正性檢驗機構認證或通過檢驗，增加民

眾對案關商品之信賴感，影響民眾之交易決定，其違法性

難認輕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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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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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號 

被處分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456427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258 號地下 1樓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781803  

址    設：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 286號 6 樓之 8  

代 表 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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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 光觸媒

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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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9 年 2 月 25 日至 109 年 3 月 18 日於「東

森購物」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

菌防護液」，於網頁廣告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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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檢驗」，與事實不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東森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案關

商品係由被處分人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匯發智能公司)透過系統，自行輸入商品資訊及提供相

關素材上傳至東森購物銷售平台，被處分人東森公司不負

審查供貨商所上傳之廣告宣傳素材。消費者透過案關商品

廣告頁面訂購商品，待消費者付款後由被處分人東森公司

開立發票給消費者，再由供貨商出貨給消費者。案關商品

刊登起訖時間為 109 年 2 月 25 日至 109 年 3 月 18 日，刊

登期間未有售出紀錄。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

會說明，略以：  

1、「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刊載於

東森購物網站之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審核、刊

登及更新，相關圖文資料由商品供應商提供。 

2、案關廣告依商品供應商提供資料係指「ARC-FLASH 光觸媒」

此原料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

所、SGS……」等單位之檢驗，而非指「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該等單位試驗報告為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報

告係 2007 年 11 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即光觸

媒石磚)試驗氮氧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 93 年 6 月間就

「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

測；食工所試驗報告係 91 年 12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

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抑菌效果及 2013 年 12 月

間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對金黃色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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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 檢驗報告係 93 年 11 月間就

「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及 94 年 11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AOT-LED UV 晶片」

臭味去除測試。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單位提供

專業意見，略以： 

１、工研院： 

(1)案關報告之委託試驗樣品為「光觸媒石磚」(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石磚，以下稱「石磚樣品」)，檢測項目為

「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2)該報告僅係工研院依送檢單位所提供之「石磚樣品」進

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提供之「氮氧化物數據變化紀錄」。

事業不得跳躍式地據以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工

研院檢驗。 

２、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報告所列檢測項目「甲苯、醋酸、氨氣、甲醛」皆為異

味(臭味)物質。檢驗報告係對「ARC-FLASH光觸媒風巢式

濾網/AOT-LED UV 晶片」進行「臭味去除測試」，相關數

據及執行結果如來函所附之檢驗報告。該報告與對外所

聲稱產品名稱：「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

菌防護液」並非完全相符。 

３、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就出具之 2 份委

託試驗報告說明：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光

觸媒」於波長 543nm 照射 24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之甲氧西林抗性菌株 CCRC15211、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大腸桿菌 CCRC11634、綠膿桿菌 CCRC11633

之殺菌率分別為 98.94%、98.74%、98.56%及 98.93%。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於波長 352nm 照射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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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 之殺菌率為

99.88%。測試樣品「ARC-FLASH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

膠板」在遮光黑暗條件下 24 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 之殺菌率為 92.75%。 

４、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進行廢

氣處理能力量測，並非廣告所載之「ARC-FLASH光觸媒」

或其相關製品。報告僅限於在有開光源(365nm)和未開光

源狀態下，測試乙酸丁酯濃度變化之反應速率常數。 

５、標準局： 

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目

負責」，故「ARC-FLASH光觸媒塗料」僅符合測試 CNS10757

第 12 節規定，非「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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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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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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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違反前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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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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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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東森公司：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

刊載於被處分人東森公司經營之「東森購物」網站，消費

者得藉由網站廣告得知商品內容等資訊，並於該網站進行

訂購商品、付費等交易流程，被處分人東森公司為消費者

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東森公司以其經營之「東

森購物」網站刊載、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

商品，獲取銷售商品之利潤，自得認定為案關廣告之廣告

主。 

(二)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於交易流程中，除為案關商品之

供貨者，且案關商品廣告為該公司製作，並將商品資訊及

相關素材上傳至東森購物銷售平台，其將因廣告招徠銷售

效果直接獲有利潤，與被處分人東森公司屬利益共享之合

作銷售關係，故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亦為「東森購物」

網站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

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

正機構檢驗」等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案關廣告宣稱「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予

消費者之印象為「ARC-FLASH光觸媒」原料通過標準局、工

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商品品質較

未獲檢驗更具保障。 

（二）依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提供之試驗報告，標準局係就

「ARC-FLASH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報告

係就「光觸媒石磚」試驗「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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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就「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

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食工所試驗報告係就

「Arc-Flash 光觸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抑菌效

果、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對金黃色

葡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檢驗報告係就「ARC-FLASH光觸

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

濾網/AOT-LED UV晶片」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前揭報告之

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與案關商品未盡相關，該等報告係

就原料「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窗簾布等特

定商品達成抑菌等特定功效所為之測試報告。另依工研院

專業意見，所提通過工研院檢驗之報告僅係依送檢單位提

供之「石磚樣品」進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所做之「氮氧化

物數據變化紀錄」，不得據以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

過工研院檢驗。本案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報告為原料

「ARC-FLASH光觸媒」施用於特定商品達成特定功效所為之

測試報告，並非該原料施用於本案商品所為之測試報告，

卻於銷售案關商品之廣告內容泛稱「ARC-FLASH光觸媒」通

過標準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

因廣告所描述通過公正性檢驗機構檢驗，影響消費者對商

品品質的信賴度，廣告表現與實際差異顯有引起交易相對

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 光觸媒

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核屬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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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於廣告期間雖未有銷售紀錄，惟考量本

案廣告期間正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民眾對於

防疫產品及消毒用品之需求遽增，被處分人於防疫期間銷

售是類消毒用品，於廣告宣稱獲工研院等公正性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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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或通過檢驗，增加民眾對案關商品之信賴感，影響民

眾之交易決定，其違法性難認輕微。復經審酌被處分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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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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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3號 

被處分人：紳太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672056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2 段 291 號 31 樓    

代 表 人：翁○○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781803  

址    設：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 286號 6 樓之 8  

代 表 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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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咪拜」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

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光觸媒通

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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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紳太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9 年 2 月 21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於「媽

咪拜」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

防護液」，於網頁廣告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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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檢驗」，與事實不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媽咪拜經營者被處分人紳太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

會說明，略以：案關商品之上架銷售係由被處分人匯發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透過系

統刊登商品資訊及提供相關素材上傳至媽咪拜後台，被處

分人紳太國際公司不負審查廠商所上傳之廣告宣傳素材。

消費者如欲訂購商品，透過案關商品廣告頁面訂購，待消

費者付款後，由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開立發票給消費

者，再由供貨商出貨給消費者。案關商品刊登時間為 109

年 2 月 21 日至 109 年 3 月 16 日，商品於廣告期間未有銷

售紀錄。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

會說明，略以：  

1、「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刊載於

「媽咪拜」網站之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審核、

刊登及更新，相關圖文資料由商品製造商提供。 

2、案關廣告依商品供應商提供資料係指「ARC-FLASH 光觸媒」

此原料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

所、SGS……」等單位之檢驗，而非指「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該等單位試驗報告為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報

告係 2007 年 11 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即光觸

媒石磚)試驗氮氧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 93 年 6 月間就

「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

測；食工所試驗報告係 91 年 12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

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抑菌效果及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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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對金黃色葡

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 檢驗報告係 93 年 11 月間就

「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及 94 年 11

月間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AOT-LED UV 晶片」

臭味去除測試。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單位提供

專業意見，略以： 

１、工研院： 

(1)案關報告之委託試驗樣品為「光觸媒石磚」(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石磚，以下稱「石磚樣品」)，檢測項目為

「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2)該報告僅係工研院依送檢單位所提供之「石磚樣品」進

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提供之「氮氧化物數據變化紀錄」。

事業不得跳躍式地據以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過工

研院檢驗。 

２、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報告所列檢測項目「甲苯、醋酸、氨氣、甲醛」皆為異

味(臭味)物質。檢驗報告係對「ARC-FLASH光觸媒風巢式

濾網/AOT-LED UV 晶片」進行「臭味去除測試」，相關數

據及執行結果如來函所附之檢驗報告。該報告與對外所

聲稱產品名稱：「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

菌防護液」並非完全相符。 

３、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就出具之 2 份委

託試驗報告說明：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光

觸媒」於波長 543nm 照射 24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之甲氧西林抗性菌株 CCRC15211、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大腸桿菌 CCRC11634、綠膿桿菌 CCRC11633

之殺菌率分別為 98.94%、98.74%、98.56%及 98.93%。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測試樣品「ARC-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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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於波長 352nm 照射下 24

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 之殺菌率為

99.88%。測試樣品「ARC-FLASH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

膠板」在遮光黑暗條件下 24 小時後，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CCRC10451 之殺菌率為 92.75%。 

４、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進行廢

氣處理能力量測，並非廣告所載之「ARC-FLASH光觸媒」

或其相關製品。報告僅限於在有開光源(365nm)和未開光

源狀態下，測試乙酸丁酯濃度變化之反應速率常數。 

５、標準局：  

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目

負責」，故「ARC-FLASH光觸媒塗料」僅符合測試 CNS10757

第 12 節規定，非「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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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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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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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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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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

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經營之「媽咪拜」網站，

消費者得藉由網站廣告得知商品內容等資訊，並於該網站

進行訂購商品、付費等交易流程，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

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以

其經營之「媽咪拜」網站刊載、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

位銷售案關商品，獲取銷售商品之利潤，自得認定為案關

廣告之廣告主。 

(二)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於交易流程中，除為案關商品之

供貨者，且案關商品廣告為該公司製作，並將商品資訊及

相關素材上傳至媽咪拜銷售平台，其將因廣告招徠銷售效

果直接獲有利潤，與被處分人紳太國際公司屬利益共享之

合作銷售關係，故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亦為「媽咪拜」

網站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媽咪拜」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

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

機構檢驗」等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一)案關廣告宣稱「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予消

費者之印象為「ARC-FLASH光觸媒」原料通過標準局、工研

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商品品質較未

獲檢驗更具保障。 

（二）依被處分人匯發智能公司提供之試驗報告，標準局係就

「ARC-FLASH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工研院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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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光觸媒石磚」試驗「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

化物)」；中科院試驗報告係就「皇田工業黑色塑膠窗簾布」

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食工所試驗報告係就

「Arc-Flash 光觸媒」檢驗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抑菌效

果、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對金黃色

葡萄球菌之抗菌情形；SGS檢驗報告係就「ARC-FLASH光觸

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

濾網/AOT-LED UV晶片」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前揭報告之

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與案關商品未盡相關，該等報告係

就原料「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窗簾布等特

定商品達成抑菌等特定功效所為之測試報告。另依工研院

專業意見，所提通過工研院檢驗之報告僅係依送檢單位提

供之「石磚樣品」進行氮氧化物檢測後，所做之「氮氧化

物數據變化紀錄」，不得據以宣稱「ARC-FLASH 光觸媒」通

過工研院檢驗。本案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報告為原料

「ARC-FLASH光觸媒」施用於特定商品達成特定功效所為之

測試報告，並非該原料施用於本案商品所為之測試報告，

卻於銷售案關商品之廣告內容泛稱「ARC-FLASH光觸媒」通

過標準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

因廣告所描述通過公正性檢驗機構檢驗，影響消費者對商

品品質的信賴度，廣告表現與實際差異顯有引起交易相對

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媽咪拜」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

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ARC-FLASH 光觸媒

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公正機構檢驗」，核屬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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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於廣告期間雖未有銷售紀錄，惟考量本

案廣告期間正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民眾對於

防疫產品及消毒用品之需求遽增，被處分人於防疫期間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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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是類消毒用品，於廣告宣稱獲工研院等公正性檢驗機構

認證或通過檢驗，增加民眾對案關商品之信賴感，影響民

眾之交易決定，其違法性難認輕微。復經審酌被處分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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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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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4號 

被處分人：晴園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431318 

址    設：新竹市北區光華街 95巷 13 號 1樓 

代 表 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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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園都心」建案，於廣告上宣稱「大四房

雙主臥」及「立即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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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檢舉晴園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興建「晴園都

心」建案(下稱案關建案)，廣告宣稱「大四房雙主臥」及

「立即入住」，惟新竹縣政府核發案關建案使用執照之用途

係「一般事務所」不可入住，故認案關建案廣告疑涉有不

實。 

二、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係被處分人自建自售，於 103 年 4月 22 日取得新

竹縣政府核發之建造執照，並於 106 年 8 月取得使用執照，

復自 107 年 6 月開始對外銷售，案關建案廣告係被處分人

自行製作之帆布廣告，於 108年 10 月 1 日懸掛於竹北市嘉

勤北路，並於 109 年 4 月 23日拆除。案關建案係於完工後

始對外銷售，因裝潢隔間成四大房，故於案關廣告宣稱「大

四房雙主臥」及「立即入住」，係強調案關建案為成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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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後可以立即入住使用。 

(二)案關建案位於「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

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內第 1種住宅區，購買案關建若設籍

入住，可依土地稅法等規定，申請自用住宅適用稅率，惟

未注意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核准之用途係「一般事務所」，不

得為「住宅」使用，又案關建案已取得使用執照，被處分

人未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變更用途為「住宅」使用，未來

也不會辦理變更。 

(三)又消費者於案關建案接待中心參觀時，被處分人均會告知

「一般事務所」之涵義，且於案關建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揭示案關建案使用用途為「一般事務所」，消費者均知悉案

關建案之使用屬性，不致有誤認情事。 

三、函請新竹縣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一)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

組使用……」同法第 91 條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

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

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

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下略)」。 

(二)案關建案位於「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

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內第 1種住宅區。按現行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住宅區係為保護居住環境而

劃定，「住宅」用途並非前揭細則第 15 條表列禁止使用之

項目，亦即，該第 1 種住宅區內可興建「住宅」用途之建

物。查案關建案位於新竹縣竹北市嘉仁街 39 號，領有新竹

縣政府核發之(106)府使宇第 00460 號使用執照，登載其用

途為「一般事務所」，如經建築師依建築法、建築物使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得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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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途為「住宅」，未依前開相關規定辦理，不得作為「住

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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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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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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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倘事業以廣告或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本會得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對違反前開

規定之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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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建案係被處分人自建自售，並製作案關廣告於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4月 23 日對外刊載，是被處分人使用案關建

案廣告招徠交易機會而獲有直接利益，故為本案廣告主。 

三、案關建案廣告宣稱「大四房雙主臥」及「立即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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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

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

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罰鍰、勒令拆除、改建、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 

(二)案關建案廣告宣稱「大四房雙主臥」及「立即入住」，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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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予人印象為購買後可供「住宅」使用，據被處分人表

示，因案關建案使用分區為第 1 種住宅區，購買案關建案

若設籍入住，可依土地稅法等規定，申請自用住宅適用稅

率，並未注意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核准之用途係「一般事務

所」，不得為「住宅」使用。查案關建案之使用執照登載用

途為「一般事務所」；次據新竹縣政府表示，案關建案如未

申請變更用途為「住宅」，則不得作為「住宅」使用。是依

據案關建案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為「一般事務所」，倘以「住

宅」使用即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91

條裁處，復據被處分人表示並未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用途

為「住宅」。 

(三)綜上，案關建案廣告宣稱「大四房雙主臥」及「立即入住」，

足使一般消費者認為案關建案可合法作為住宅使用，並據

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

管法規，有遭罰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等風險，故案關建案

廣告表示內容與事實不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至被處分人稱於案關建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已揭示其用途

為「一般事務所」，消費者不致有錯誤認知之情事云云。按

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所散發，一般大眾受到廣

告吸引則該廣告即已具招徠效果，為避免一般大眾受不實

廣告之誤導而決定交易致權益受損，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

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

行為之責；而買賣契約僅係事業於交易相對人為交易決定

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權利義務範圍，其於不動產買賣流

程中使用之先後時機、對象及影響層面等，與廣告皆有差

異，尚不得以契約之另為補充、補正說明，而據以脫免不

實廣告之責。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晴園都心」建案，廣告宣稱「大

四房雙主臥」及「立即入住」，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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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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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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5號 

被處分人：天丹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263338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 1 段 33 號 6樓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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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天丹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

算方式辦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之

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天丹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以不當方式

阻撓傳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貨，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23 條第 1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陳○○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規定辦理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條第 1 項規

定。 

四、處天丹國際有限公司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處陳○○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天丹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係 107 年 2 月

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商品為 100%純乳漿蛋

白、七日綠苗草等商品。案緣本會於 108 年 5 月至 8 月間

陸續接獲民眾甲君、乙君及丙君等以存證信函方式向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主張退出退貨，並副知本會。考量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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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丹公司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情形似造成爭議，容有深入

瞭解之必要，故本會針對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疑未依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一案，依職權主動調

查。 

二、又民眾丁君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來文檢舉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疑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

規定，故本會將此案併案調查。 

三、調查經過： 

(一)案經函請檢舉人丁君就本案提供陳述意見及電話訪談紀錄

表，摘要如下：  

1.本人入會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日期為 108 年 5 月 18 日，

加入時繳交新臺幣(下同)73,000元，含入會費 5,000 元(5

個經營權)及商品 68,000 元，領取商品內容包含素還真 1

件(4,000元)、塘切茶 1件(2,000元)、新高大人 1件(2,000

元)、敏益康 1 件(2,000 元)、穿心蓮牙膏*7-1 件(2,000

元)，剩餘 56,000 元皆未領取，印象中上線傳銷商(下稱

上線)陳○○(下稱被處分人陳○○)有口頭表示前揭金額

是以商城幣之形式留存。 

2.本人於 108年 6月 4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解除契約，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於同年 6 月 10 日以公告回

復，接受退貨之申請等相關事宜，本人於 108 年 6 月 13

日寄送未拆封商品(穿心蓮牙膏*7-1件 2,000元)予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嗣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收到退款 1,400 元，

上線被處分人陳○○表示係因商品 2,000元再扣除價值減

損，故只退還 1,400 元。 

(二)案經函請關係人甲君提出陳述書及相關事證，摘要如下： 

1.本人入會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日期為 108年 5月 7 日，加

入時繳交 25,000元，含入會費 5,000 元(5個經營權)及商

品 20,000 元，領取商品內容包含燕窩青春肽 1 件(4,000

元)、視界專利 1件(4,000元)、塘切茶 1 件(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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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泉洗髮精*4-1件(2,000元)，剩餘 8,000為商城幣。 

2.本人於 108 年 5 月 10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解除契約，嗣於 108 年 5 月 21 日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辦理退出退貨事宜，退款日期約在 6 月初，退款項目為燕

窩青春肽 1件、視界專利 1件、塘切茶 1 件、溫泉洗髮精

*4-1 件，共計 12,000 元(另據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資料顯

示，係於 108 年 5 月 27 日已透過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帳戶

完成退款)，沒有退還入會費 5,000 元，另因商城幣無法

退款，所以退出當日即用商城幣 8,000 購買燕窩青春肽 1

件及視界專利 1件。 

3.入會費為加入時必須繳交之金額，每個經營權必須繳交 1

筆入會費，用於網絡商城，因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表示入會

費是行政作業、電腦網絡之詳細服務費，故退款時並未退

還入會費。 

(三)案經函請關係人乙君提出陳述書及相關事證，及請財團法

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下稱傳保會)提供乙君向該會提

出之調處申請書，摘要如下： 

1.本人入會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日期為 108 年 6 月 12 日，

加入時繳交 73,000 元，含入會費 5,000 元(5 個經營權，

用於註冊開通使用電腦系統的手續費)，及商品 68,000

元，領取商品內容包含燕窩青春肽 1 件(4,000 元)、視界

專利 1 件(4,000 元)、素還真 1 件(4,000 元)，且部分商

品於現場拆封試吃，其餘商品視界專利 14件(共計 56,000

元)則簽署「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而未領取。 

2.本人於 108 年 6 月 13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解除契約並申請退貨退款，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收到後寄

信請本人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貨退款事宜，故於

108 年 6 月 18 日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款，當天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表示僅同意辦理申請入會費 5,000元及未拆

封之 1件商品 4,000 元之退款，商城幣部分則因本人已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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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上線被處分人陳○○簽署「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

書」，約定將商品全權轉售給上線處理販售，而所持有商

城幣不得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申請退貨退款，必須拿商品

來辦理退貨退款。 

3.本人透過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聯絡到上線被處分人陳○

○，詢問被處分人陳○○是否能返還入會商品(視界專利

14 件)，以便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貨，惟被處分人

陳○○卻表示已銷售完畢而無法返還，且本人當天(108 年

6 月 18 日)辦理退出退貨時，親眼看見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櫃台行政人員從抽屜拿出上開契約書，顯見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對該契約完全知情，並以此來規避退貨退款之責任。

此外，由於前揭已申請商品 4,000 元及入會費 5,000 元之

退款，後續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皆未主動退還，故於 108年

7 月 5 日向傳保會申請調處後，上線被處分人陳○○即主

動來電表示將全部退款，續於 108 年 7 月 11 日私下匯款

73,000 元予本人，並未透過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款手

續。 

(四)案經函請關係人丙君提出陳述書及相關事證，摘要如下： 

1.本人入會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日期為 108 年 7 月 19 日，

加入時繳交 73,000 元，含入會費 5,000 元(5 個經營權)

及商品 68,000 元，領取商品內容包含燕窩青春肽 1 件

(4,000 元)、視界專利 1件(4,000元)、素還真 1件(4,000

元)當場拆封，其餘商品視界專利 14 件(共計 56,000 元)

沒拿到貨，已被轉成商城幣。 

2.本人於 108 年 7 月 19 日入會時，由於當天騎摩托車無法

載那麼多商品回家，故上線被處分人陳○○拿商品轉換為

商城幣之「產品買賣契約書」給本人簽名，並說明是可以

用商城幣換貨回來，惟因未詳細查看契約內容，之後找上

線被處分人陳○○詢問退貨退款時，才知悉契約上面有說

明轉換為商城幣後不得反悔及用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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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使用，且經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告知商城幣無法進行退貨

退款，必須拿貨(原入會商品)來退，若再以商城幣換全新

商品，也只能退還商城幣。 

3.本人於 108 年 7 月 24 日向上線被處分人陳○○說明要辦

理退出退貨，並於 108 年 8 月 19 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退出退貨，經多次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要求

退款，惟迄反映當時(108 年 11 月)仍未收到退款(經查被

處分人天丹公司於 108 年 11 月 21 日退款予丙君) 。 

4.有關入會費部分，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告知為文書處理費，

惟實際用途不知為何，傳銷商無法選擇不繳納，退出後也

無法退款。 

(五)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高階傳銷商系統領導人被處

分人陳○○(經查係甲君、乙君、丙君、丁君之上線或系統

領導人，亦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負責人陳○○及總裁陳○

○之女兒)到會說明，摘要如下： 

1.本人就讀大學時(107 年 2 月 8日，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剛

成立傳銷公司時)，與好友透過 Facebook 訊息得知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招募傳銷商，因此加入成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傳銷商(第 2 次到會改口表示：本人係被父母(被處分人天

丹公司負責人及總裁)主動列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首位

傳銷商)，109 年 2 月時聘階為「王冠」(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實際存在之最高聘階)，又所屬傳銷組織人數約 300-400

人。另本人除傳銷商身分，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並無其他

(如股東、職員)關係。 

2.本人於 107 年 4 月至 108 年 10月期間，以口頭或簽訂「產

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書」之方式與下

線傳銷商約定將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之案例約 10 件，前揭

案例原則係以簽訂契約之方式約定，惟倘傳銷商臨時提出

轉換需求則僅口頭約定，而無論以口頭或簽訂契約之方

式，其約定內容大致相同。另本人並無詳細記錄所有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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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傳銷商將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之案例，故就部分案例說明

如下(下列案例除丙君外皆由本人確認後於產品退貨單簽

名)： 

(1)甲君： 

108年 5月 5日加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繳交 25,000元(入

會費 5,000 元及購買入會商品 20,000 元)，其中 8,000 元

商品與本人口頭約定轉換為商城幣，退出退貨時被處分人

天丹公司就商品部分退還現金 12,000元，商城幣 8,000部

分因入會商品已換成商城幣無法退現金且不能反悔，甲君

必須要換回入會商品，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出退貨

時才能退還現金，故甲君之商城幣 8,000 部分在無法換回

入會商品且退出退貨後即歸零的情況下，必須要向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兌換商品。 

(2)丁君： 

108年 5月 18日加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繳交 73,000元(入

會費 5,000元及購買入會商品 68,000元)，其中 56,000元

商品與本人口頭約定轉換為商城幣。丁君於 108年 6 月 12

日以存證信函告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退出退貨，並表示於

108 年 6 月 13 日寄送穿心蓮牙膏商品(2,000 元)予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故本人於 108年 6月 13 日至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幫丁君填寫產品退貨單，惟因其未填寫委託書，無法代

領 2,000 元，嗣後丁君於 108 年 7 月 13 日補寄委託書，被

處分人天丹公司因當時已超過訂約日 30天，故扣除價值減

損後，以現金 1,400 元退還予本人，後又因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表示要用匯款方式退予丁君，故將 1,400 元退還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由該公司以匯款方式再退款予丁君。商城

幣 56,000 部分因雙方已約定將入會商品換成商城幣且不

能反悔，假如在退出退貨時未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換成商

品的情況下，之後商城幣則必須歸零。 

(3)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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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6月 12日加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繳交 73,000元(入

會費 5,000元及購買入會商品 68,000元)，其中 56,000元

商品與本人簽訂契約約定轉換為商城幣，其退出退貨時被

處分人天丹公司通知本人處理，依照「產品轉換商城幣契

約書」或「產品買賣契約書」換成商城幣即不能反悔，因

其一直煩擾要求，且本人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經營者，故

先由本人之戶頭全額轉帳退還 73,000元予乙君，再由本人

將其所購買未帶回之入會商品，及補足乙君已拆封帶走之

商品，全部退還予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亦認同前揭退貨作法。 

(4)丙君： 

108年 7月 19日加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繳交 73,000元(入

會費 5,000元及購買入會商品 68,000元)，其中 56,000元

商品與本人簽訂契約約定轉換為商城幣，退出退貨時商品

部分因已使用故無法退還現金，商城幣 56,000部分由本人

將其所購買未帶回之入會商品還回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不

記得係配合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政策抑或是本人主動而將商

品還回)，扣除價值減損後，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退還現金

25,200 元。 

3.本人與下線傳銷商將商品轉換為商城幣後，相關轉換商品

係置放於本人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專屬辦公室，早期傳

銷商於達到一定業績時，得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負責人陳

○○借用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樓上 20 樓(約 6 坪)之辦公

室，本人為最早使用之傳銷商，期間本人之下線傳銷商亦

有使用過，係由本人設計決定誰有可使用之權利，本人專

屬辦公室用途為凝聚人氣，與下線傳銷商推廣銷售商品，

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大型說明會亦會在該 20 樓辦公室舉

辦。另其他傳銷商如有要使用 20 樓辦公室，本人得代為

出面安排。 

4.本人與新加入下線傳銷商將傳銷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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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式及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針對前揭行為之處理情形： 

(1)本人於部分下線傳銷商加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時，為便利

其無法將大量商品帶回家，故與前揭傳銷商口頭約定或簽

立書面文件將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幣。本人認知簽訂「產

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書」是雙方約定，

雙方同意即無問題，如果有問題為本人對法律的了解不

足。轉換流程為本人先與下線傳銷商簽訂相關契約書，約

定轉換商品之數量、種類及注意事項等內容，再自行登入

帳號密碼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電腦系統將商城幣由本人

帳戶轉換至前揭傳銷商帳戶(本人於 107年 4月即取得鑽石

階級而獲有前揭功能權限，惟 108 年 10 月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已將高階傳銷商之前揭功能權限取消)。 

(2)本人因積極推廣銷售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傳銷商品予下線

傳銷商，進而獲取獎金，1個月約領取 30萬元，其中 9萬

為商城幣，從加入迄今大約維持有 30 萬商城幣。 

(3)本人 107 年 4月開始使用「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

品買賣契約書」，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實際亦知悉本人與傳銷

商以商城幣轉換入會商品之行為，傳銷商退出退貨時，被

處分人天丹公司會通知本人處理，本人就處理結果也會向

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回報，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立場為傳銷

商必須拿入會商品來辦理退出退貨，才能取得現金。 

(4)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原本針對高階傳銷商轉換商城幣予下線

傳銷商等交易並無管制，本人將商城幣移轉予下線傳銷商

時亦無需通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另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電

腦系統並無存有本人商城幣變動相關紀錄。惟被處分人天

丹公司已於 108 年 10 月明文公告(經查實際為 108 年 9 月

19 日公告)禁止傳銷商私下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等一切契

約書，凡已轉為商城幣者，該商城幣等同商品，新加入傳

銷商可依營運規章辦理退出退貨，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於公

告亦敘明上線須將商品繳回，下線傳銷商再完成退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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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公告後本人才知悉配合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政策辦理，

停止將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之行為，並配合將已轉換為商城

幣案例之商品繳回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並換回商城幣，除

此之外，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對於本人將傳銷商入會商品轉

換為商城幣之行為於公告前後均未有任何處置作為。 

5.本人與下線傳銷商將傳銷商品轉換為商城幣時所簽訂契

約書內容，說明略以： 

(1)與下線傳銷商所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或「產品

買賣契約書」是由本人自行訂定，因檔案曾遺失，故有 2

版本，但內容差不多。又本人曾經提供上開契約書予其他

高階傳銷商參考，惟據本人所知，只有本人使用上開契約

書或口頭約定與下線傳銷商以商城幣轉換入會商品。 

(2)另於契約載明法律顧問為「○○法律事務所律師○○○」，

該律師係經由父母而認識，上開契約書是本人與○○○律

師在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洽談條文內容後而訂定(第 2 次到

會改口表示：係本人自行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法律顧問○

○法律事務所○○○律師於契約載為法律顧問，在擬定契

約書的過程中，為求保障本人權益，由父母提供該律師予

本人署名於契約，經請教過父母後，父母亦認為這樣的作

法可確保契約履行更有保障，事實上，本人在擬定契約時

並不認識○○○律師，亦未與他洽商過上開契約書內容，

直至 109 年 10月因個別案件才與○○○律師見面，並付費

請該律師協助訴訟)。 

(3)有關「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書」約

定交易成功後雙方不得反悔，係因交易完成後本人取得入

會商品之所有權，商城幣則歸新加入之傳銷商所有，故於

契約明訂「不得反悔」。又契約約定「不能主張換取現金」

之意涵為傳銷商不得拿商城幣向本人換取現金，或即使傳

銷商之後將該商城幣於佈丹商城購買商品，亦不得拿該商

品向本人換取現金，至商城幣是否可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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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取現金，將依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營運規章辦理。另於

契約約定「商城幣不得用於天丹退貨使用」之意涵為告知

傳銷商雙方完成交易後，傳銷商即不得與本人換回當時交

易之入會商品，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出退貨。 

(4)由於下線傳銷商將商品轉換為商城幣後，僅能向本人要求

還回入會商品「視界專利(TD)」後，才能向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主張退貨，倘該傳銷商已使用商城幣於佈丹商城購買

商城商品(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所經營之佈丹商城未販售入

會商品，因佈丹商城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所銷售之商品品

項雖相同，惟其外包裝及其數量皆不相同，故為不同商

品)，則不得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主張退貨，然事實上傳銷

商可將使用其商城幣於佈丹商城購買後之商品跟本人換回

原入會商品，再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退貨，而就本人記憶

所及除乙君外，於 108 年 10 月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公告(經

查實際為 108 年 9 月 19 日公告)禁止將入會商品轉換商城

幣前未有成功向本人換回入會商品之案例。 

(5)有關約定契約書由本人保管：因下線傳銷商要求將商品轉

換為商城幣，故所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

品買賣契約書」由本人保管以資證明及保障權益。 

(六)案經函請關係人○○法律事務所○○○律師到會說明，並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摘要如下： 

1.本人自 107年 6 月至 109年 5月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法律

顧問，107 年因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發生傳銷商散發不利該

公司之言論(如獎金分配不公)等情事，經由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員工戊君介紹，故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負責人陳○○

及總裁陳○○接洽，在提供諮詢後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聘本

人為該公司常年法律顧問，並簽訂常年法律顧問聘任契約

書(諮詢型)，上開顧問契約係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登記

地址所簽訂，本人曾去過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登記地址 3

次，第 1次為提供諮詢服務、第 2 次交付契約書及法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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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證書、第 3次為換約拜訪。 

2.依上開契約書內容，本人主要服務範圍為顧問期間有關法

律方面之問題及研究分析，或契約之審查修正未超過 10

小時部分均不收取服務公費、每年度期限內以撰擬律師

函、存證信函、法律書狀、修改契約等事務「3 次」為限，

或出席會議 2次等，1年費用為 35,000元(1年 1約)，自

受委託以來，除處理上述妨礙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名譽案件

外，曾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就特定會員(傳銷商)欠款(例

如積欠貨款)等一般交易事項，出具 2 次律師函為債權催

告等律師業務，此外本人並未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個別

傳銷商有成立顧問契約或提供任何法律諮詢服務。 

3.本人於收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文函前，並未見過「產品買

賣契約書」、「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等合約，及未洽商

過上開契約內容，亦未曾接獲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通知將使

用本人之名義用於對外契約文書。經洽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了解，該公司表示上開契約係傳銷商個人行為，並非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所製作，亦無授權該公司傳銷商將本人列為

法律顧問或使用該公司法律顧問之服務，倘傳銷商逕將本

人列為上開契約之法律顧問，已逾越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所締結之顧問聘任契約範圍。 

4.本人並不認識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傳銷商被處分人陳○

○。 

(七)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提出陳述書、相關事證及到會

說明，摘要如下： 

1.加入本公司之處理流程：傳銷商於加入當天需填寫傳銷商

入會/續約書暨訂購單，及繳交身分證影本、匯款帳戶資

料、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等證件，並當場繳交入會費及商品

價額與領取商品(為協助新傳銷商加入本公司，上線會協

助其填寫入會/續約書暨訂購單，並清點商品，於領貨人

欄位簽名，商品金額係由新加入傳銷商於現場付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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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契約即已成立(當天即為入會日期，商品可提領之日之

起算始點)，倘未能檢附完整證件資料，則後續補齊資料，

待補齊資料，才可正式領取獎金。 

2.本公司退出退貨流程： 

(1)本公司於接獲傳銷商書面通知退出退貨時，即於 7 個工作

天內以 line 方式寄送公告回復傳銷商受理退貨，並於接獲

傳銷商書面通知退出退貨之日起 30 個日曆天內，受領傳銷

商送回之商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

他給付本公司之款項。退款計算方法皆依照向公平交易委

員會報備之營運規章辦理，傳銷商倘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

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全額退還其所購買且未使用過之退貨

商品所付價金；倘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終止契約者，則依

照日期計算商品價值減損。 

(2)另本公司解除及終止契約係依照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辦理，倘傳銷商雖在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

書面終止契約，但傳銷商已經使用之商品或將商品扣留不

辦理退貨，因本公司無法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品，故仍依

規定以商品返還時計算因可歸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致商品毀

損滅失之價值。 

3.有關 1,000元入會費： 

(1)入會費 1,000 元為參加本公司必要條件之一，用於行政作

業及電腦網絡服務，入會費使用期限為 1 年，1 年後需繳

交續約費 1 年 400 元。傳銷商若加入本公司且一經註冊開

通使用電腦網絡服務，擁有帳號密碼，代表已經使用本公

司智慧財產權，考量一經開通，有心人數秒即可全盤複製，

所以凡是傳銷商註冊，已經擁有帳號密碼，即認定已經使

用，如同產品開封不能退貨一樣，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致商品毀

損滅失之價值。另倘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就不是本公司

會員，帳號密碼自然失效，傳銷商解約或終止契約視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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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使用入會費之用途。 

(2)因本公司採每日結算業績，電腦即時顯示每日組織人數增

減、業績增減、最新每日獎金收入等，故考量維護費用巨

大，基於使用者須付費，故於營運規章及傳銷商親簽入會

申請書背面都有印製條文 3-1：「填寫『傳銷商入會申請

書』，繳交入會費 1,000元，…用於行政作業及電腦網絡服

務，凡註冊開通使用，本費用不可主張退款…。」且業向

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另 108年 10月經重新報備業刪除「用

於行政作業及電腦網絡服務，凡註冊開通使用，本費用不

可主張退款」，所以往後傳銷商退貨，一律退還入會費。而

108 年 3 月至 9 月本公司則依照先前報備之營運規章，部

分人員註冊開通使用，入會費 1,000 元全額無法退款(經查

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傳銷商甲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等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於退出退貨

退款中皆未見入會費)，但先告知不開通使用者，仍全額退

款，如乙君即全額退款。 

4.有關本公司商城幣之使用用途及經瞭解傳銷商入會後將

商品與上線轉換為商城幣情形如下： 

(1)商城幣為本公司所發放之獎金形式(傳銷商所得獎金 70%發

放現金，30%發放商城幣)，另依營運規章約定，商城幣係

針對購物商城之商品使用，不得兌換現金或其他用途，亦

即僅用於商城購物使用。至有關本公司所報備營運規章

「10-5 傳銷商購買商品，公司提供寄庫服務，寄庫商品可

轉成等值商城幣，隨時選購效期較新之商品」，傳銷商倘以

前揭方式將商品轉成商城幣(本公司會記錄)，退出退貨時

則視同貨物，可以退現金，本公司將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20-21 條規定辦理退貨退款，惟剛加入之傳銷商不會有

商城幣，本公司皆會交付商品予傳銷商。 

(2)本公司於部分傳銷商辦理退出退貨時，因該等傳銷商表示

其私下與上線簽訂將產品轉換成商城幣之契約書，並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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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自行於系統將商城幣由其帳戶轉至前揭傳銷商之帳戶

(108 年 10 月前，高階傳銷商可以自行將本身之商城幣由

其帳戶轉換至他人帳戶，於 108年 10 月已將該功能取消)，

故傳銷商無法將退貨商品繳回，因當時認定上開契約書屬

傳銷商間之私下約定，故本公司並無介入。嗣後於收到公

平交易委員會書函表示前揭傳銷商間將商品轉換成商城幣

之行為，恐為不當傳銷行為，且涉有阻撓傳銷商退貨之虞，

故本公司已經明文公告禁止傳銷商私下簽訂產品轉換商城

幣等一切契約書，凡是轉換商城幣者，該商城幣等同商品，

新加入傳銷商可依營運規章辦理退出退貨，本公司於公告

亦敘明上線須將商品繳回，下線傳銷商再完成退款手續。

另本公司並不知悉將商品與上線轉換成商城幣之新加入傳

銷商之名單，因傳銷商皆係以商品之形式辦理退出退貨，

且剛加入之傳銷商不會有商城幣，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皆會

交付商品予傳銷商。 

5.相關傳銷商退出退貨情形如下：有關傳銷商丁君係於 108

年 5 月 18 日加入本公司，於當天繳交入會費 5,000 元、

購買並領取素還真-1 件、塘切茶-1 件、新高大人-1 件、

敏益康-1件、穿心蓮牙膏 x7-1件、視界專利(TD)-14 件，

共 68,000 元，嗣後於 108 年 6 月 4 日以存證信函告知退

出退貨，本公司於同年 6 月 10 日以公告回復丁君符合 30

日內(猶豫期間內)，本公司自同年 6 月 4 日起 30 日內接

受其退貨之申請等相關事宜，丁君於 108 年 6 月 13 日寄

送未拆封穿心蓮牙膏商品 2,000元予其上線被處分人陳○

○，上線被處分人陳○○收到貨之後再代理丁君辦理退

貨，因當時已超過訂約日 30 天後，故先以 90%計算，再扣

除價值減損後，以現金 1,400元退還。另丁君於處理完成

其第 1次退貨後，即無向本公司表示任何異議。另甲君退

回商品 12,000 元，本公司已全額退款；乙君退回商品

73,000 元，本公司已全額退款；丙君交付給上線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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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上線全數繳回，並已完成退款(經檢視產品退貨單甲

君、乙君、丙君、丁君皆未領有獎金)。 

(八)案經依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及傳銷商提供資料，彙整被處分

人陳○○與新加入傳銷商口頭約定或簽訂契約將入會商品

轉換為商城幣，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受理前揭傳銷商退出退

貨情形如下，其中甲君、乙君、丁君之產品退貨單皆有系

統領導人或上線被處分人陳○○之簽名： 

1.甲君： 

(1)入會日期：108 年 5 月 7 日、退出日期：108 年 5 月 21 日、

退款日期：108年 5 月 27日。 

(2)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處理退出退貨情形：商品 12,000 元全退

還現金；商城幣 8,000 未能退還現金，甲君改為購買商品

燕窩青春肽 1件及視界專利 1件。  

2.乙君： 

(1)入會日期：108 年 6 月 12日、退出日期：108年 6 月 13日、

退款日期：108年 7 月 11日。 

(2)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處理退出退貨情形：商品 12,000 元、商

城幣 56,000 於乙君向傳保會申訴後，由被處分人陳○○私

下退還全額現金，並獲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認可。 

3.丁君： 

(1)入會日期：108 年 5 月 18日、退出日期：108年 6 月 4 日、

退款日期：108年 7 月 12日。 

(2)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處理退出退貨情形：商品 12,000 元僅退

還現金 1,400元(商品 2,000元以 70%購回，另商品 10,000

元已使用，未退還)；商城幣 56,000 尚未退還現金。  

4.丙君： 

(1)入會日期：108 年 7 月 19日、退出日期：108年 8 月 19日、

退款日期：108年 11 月 21日。 

(2)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處理退出退貨情形：商品 12,000 元已使

用，未退還；商城幣 56,000 於接獲本會函文後，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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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丹公司於 108 年 9 月公告已轉換為商城幣之新加入傳銷

商得依營運規章辦理退出退貨後，於 108 年 11 月 21 日收

到換回之入會商品，退還現金 25,200元(以 45%購回)。  

(九)查商城幣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所發放之獎金形式，相關規

定如下：依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營運規章第三章之 3-3 復約

作業約定，口數(經營權)一經解約，取消所有被處分人天

丹公司階級、回本獎金額度及商城幣歸零；第四章之 4-9

商城幣點數約定，商城幣點數針對購物商城之商品使用，

並不得兌換現金或其他用途。 

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

式辦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退出退

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

申請、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

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項。」亦即傳

銷商自加入至退出前所付之價金及其他一切款項，不論是

入會費、教育訓練費等名義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任何費

用均應返還。倘多層次傳銷事業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行

扣除或收取其他費用，即無異侵蝕或架空退貨機制，而應

構成違法。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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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自承於 108 年 3 月至 9 月間，倘傳銷

商註冊開通使用電腦網絡系統，退出退貨時則未退還入會

費 1,000 元，復查該公司辦理己君等 5 位傳銷商自訂約日

起算 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事宜，其返還之款項中皆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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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入會費，惟入會費尚非法定得扣除事項，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雖辯稱入會費係用於行政作業及電腦網絡服務，傳銷

商一旦開通使用即已毀損滅失，故不能退款，惟前揭行政

作業及電腦網絡服務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經營多層次傳銷

業務之必要營運成本，傳銷商退出退貨後電腦網絡之帳號

密碼亦自然失效，其尚不得將前揭營運成本轉嫁傳銷商，

而將其歸類為可歸責傳銷商致毀損滅失之事由，是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於返還款項中扣除前揭費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 項規定。 

(三)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辯稱相關退出退貨係依據向本會報備

之營運規章，該營運規章業敘明繳交入會費 1,000 元係用

於行政作業及電腦網絡服務，凡註冊開通使用，不可主張

退款等情，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既已明定傳銷事業應依第

20 條至第 22 條規定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及退出退

貨，被處分人天丹公司相關退出退貨計算方式自應符合前

揭規定，尚不得據此主張豁免其違法責任。 

二、有關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及該公司之高階傳銷商被處分人陳

○○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辦理解除、終止契約退貨，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及傳銷商不得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本法規定辦理退

貨。」又按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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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開法條係在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傳銷商不得藉

由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行使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及第

21 條規定之契約解除及終止權，以維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保護傳銷商退貨權益之立法意旨。又傳銷組織之上線，與

其下線傳銷商通常具有因傳銷組織所衍生獎金領取與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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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利害關係，詳言之，按傳銷組織性質之獎金制度，上

線因下線傳銷商消費傳銷商品而取得領取傳銷獎金之資

格，是以，倘下線傳銷商因退出傳銷組織，並請求多層次

傳銷事業依法買回其所持有之商品，則多層次傳銷事業所

得主張因該筆傳銷商品之退還所生之獎金返還請求權，不

僅得向退出退貨之傳銷商主張，亦及於其上線，準此，上

線能否保有所領取之獎金或報酬，仍繫於下線傳銷商是否

行使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貨權利，基於多層次傳銷之上、

下線傳銷商間具有類此經濟誘因之高度利害關係，為避免

傳銷商逸脫法令規範之範疇，故於上開法規明文將傳銷事

業及傳銷商皆列入規範對象。 

(二)行為主體： 

1.查被處分人陳○○係目前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實際存在之最

高聘階「王冠」傳銷商，其於 108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以

口頭或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

書」之方式與新加入下線傳銷商甲君、乙君、丙君及丁君

約定將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且雙方不得反悔，復於前

揭傳銷商申請退出退貨，被處分人陳○○經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通知處理退出退貨時仍拒絕前揭新加入傳銷商換回入

會商品，致前揭傳銷商遭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拒絕退貨退款

而影響行使退貨權利，故被處分人陳○○核為該當本節之

行為主體。 

2.次查被處分人陳○○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間關係密切，包

含： 

(1)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負責人及總裁為被處分人陳○○之父

母，被處分人陳○○原陳稱透過 Facebook訊息得知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招募傳銷商，因此加入成為被處分人天丹公司

傳銷商，惟於第 2 次到會陳述時坦承係由父母將其列為被

處分人天丹公司之首位傳銷商，其不僅借用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 20 樓場所作為專屬辦公室以供置放轉換後入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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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獲有自行登入帳號密碼至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電腦系

統進行移轉商城幣、處理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下線傳銷商(乙

君)退貨退款及安排其他傳銷商使用 20 樓辦公室等權限。 

(2)據被處分人陳○○陳稱，其 107 年 4 月開始使用「產品轉

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書」，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實際知悉被處分人陳○○將傳銷商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

幣之行為。 

(3)被處分人陳○○所使用「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

品買賣契約書」，其原陳稱經由父母認識○○○律師，並與

該律師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洽談上開契約書內容，後於第

2 次到會陳述時坦承其於擬定契約書時，為確保契約履行

更有保障，經由其父母同意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法律顧問

○○○律師署名於上開契約書，惟查該署名未獲○○○律

師同意，業經該律師向本會說明在案。 

(4)復據傳銷商乙君證稱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櫃台行政人員從抽

屜拿出上開契約書。 

3.茲以本案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依法係向多層次傳銷事

業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通知並由該公司處理退出退貨事宜，

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本應善盡依法辦理退出退貨之義務，惟

該公司拒不受理本案傳銷商將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之退

貨退款，故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亦為本節之行為主體。 

(三)查被處分人陳○○與下線傳銷商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等口頭約定或與其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或「產

品買賣契約書」，將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上開口頭及契

約書約定內容，主要包括：1.交易成功後雙方不得反悔，

下線傳銷商換取之商城幣不能主張換取現金，及商城幣不

得用於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退貨使用。2.該契約書由被處分

人陳○○保管。換言之，下線傳銷商一旦同意將入會商品

轉換為商城幣即不得反悔，且所換取之商城幣不得換取現

金且不得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主張退貨，故下線傳銷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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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倘通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解除或終止契約時，因難以繳

回所購入會商品，將無法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 21

條規定，請求該公司返還購買入會商品所付價金，顯已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1 條保護傳銷商退貨權

益之立法目的。復因契約書乃當事人間行使權利及履行義

務之重要依據，被處分人陳○○以口頭或剝奪下線傳銷商

持有契約書權利之約定方式，倘日後雙方有所爭執，前揭

傳銷商將喪失重要證據而難以主張其權利，而有嚴重影響

其權益之虞。 

(四)次查傳銷商甲君、乙君、丙君、丁君等係剛加入 1 個月左

右且未曾領有獎金之傳銷商，前揭傳銷商向被處分人天丹

公司申請解除或終止契約退出退貨時，業明確向被處分人

天丹公司表示部分入會商品業轉換為商城幣，即該部分入

會商品並未被前揭傳銷商使用或銷售，僅係被其上線被處

分人陳○○所持有，是前揭傳銷商所持有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之商城幣實係其等與上線將所購部分入會商品交換而

來，並非源自於獎金，此雖與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陳稱剛加

入之傳銷商未獲獎金即不會有商城幣之詞相符，惟查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明知其情卻仍要求前揭傳銷商應確實提出入

會商品而拒絕退款；另，即使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曾通知被

處分人陳○○處理退出退貨，其仍未將前揭傳銷商之商城

幣換回入會商品以利其等辦理退出退貨，且針對此情被處

分人天丹公司亦屬知悉但未介入處理，致甲君就其轉換為

商城幣之部分，因無法取得退出退貨價金而被迫以商城幣

購買商品；而丁君就其轉換為商城幣之部分，迄今仍未取

得退出退貨價金；丙君則在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接獲本會函

文，該公司公告禁止轉換行為後才獲退款，致其自請求商

城幣退出退款至取得退出退貨價金之期間長達 3 個月(108

年 8 月 19 日至 108 年 11 月 21 日)；另乙君遭被處分人天

丹公司拒絕辦理商城幣退出退款後，因向傳保會申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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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獲得被處分人陳○○私下全額退款，故被處分人天

丹公司及被處分人陳○○顯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法辦

理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條第 1 項規

定。 

(五)至被處分人陳○○雖辯稱新加入下線傳銷商可向其要求將

所持有商城幣換回入會商品，或將商城幣於佈丹商城購買

之商品換回入會商品後，再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退出

退貨，且其自承於下線傳銷商欲辦理退出退貨時，被處分

人天丹公司會通知其處理，惟查「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

或「產品買賣契約書」業敘明雙方於交易成功後不得反悔

等約定(即下線傳銷商不得換回入會商品)，且前揭傳銷商

未持有契約書而難據以主張，況據甲君、乙君、丁君之產

品退貨單及丙君之退出退貨存證信函均可證明被處分人陳

○○於知悉情況下並未將前揭傳銷商之商城幣換回入會商

品以辦理退出退貨，故被處分人陳○○之前揭辯稱顯屬規

避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六)另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雖辯稱因認定上開契約書屬傳銷商間

之私下約定故並無介入云云，惟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依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1 條規定負有辦理退出退貨

退款之法律上義務；復查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自承其所發行

之商城幣本屬獎金性質，是本案新加入傳銷商未領有獎金

卻持有商城幣，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對商城幣之發放管理已

有不周，其對於本案新加入傳銷商於法定退貨期限內退出

退貨時，未就其等持有該公司發放商城幣有所安排處理且

拒絕退款，洵屬不當，且經對照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於 108

年 9 月起明文規範傳銷商不得與新加入傳銷商簽訂產品轉

換為商城幣之契約書，並認定商城幣視同商品，被處分人

陳○○即配合返還丙君之入會商品，顯見被處分人天丹公

司於 108年 5月至 10月間拒絕退款實係不當遲延依法辦理

傳銷商退出退貨之行為，故被處分人天丹公司之前揭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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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屬規避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七)綜上，被處分人陳○○透過與新加入下線傳銷商口頭約定

或簽訂「產品轉換商城幣契約書」及「產品買賣契約書」，

將部分入會商品轉換為商城幣，且約定雙方不得反悔之不

當手段，遂行阻礙前揭傳銷商向被處分人天丹公司辦理解

除、終止契約退出退貨；及被處分人天丹公司於知悉本案

新加入傳銷商所持有商城幣實係其等與上線將所購部分入

會商品交換而來，並非源自於獎金，卻仍要求前揭傳銷商

應確實提出入會商品，而未對商城幣之發放管理有所安排

且拒絕退款，皆係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法辦理退出退

貨之行為，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天丹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

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

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以

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貨，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傳銷商被處分

人陳○○以不當方式阻撓傳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

辦理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經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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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就被處分人天丹公司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

罰鍰；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

幣 30 萬元罰鍰，共計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另就被處分人

陳○○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3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

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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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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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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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6號 

被處分人：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54365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267 號 8樓之 1 

代 表 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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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於廣告宣

稱「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漲幅高達 25% 高投報養房」並刊載

「【中山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表，就與商品相

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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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下稱案關

建案），散發廣告傳單，其內容載有「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

漲幅高達 25% 高投報養房」及「【中山凱宴】租金屢創新高

」之直條圖圖表，惟案關建案廣告是否與事實相符尚有疑

義，涉有廣告不實情事。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廣告為被處分人出資製作、審核，並委外印刷及派

發，散發期間為 108 年 10月 17日至 109 年 1 月 16 日，

期間因接獲本會調查函一度暫停散發案關建案所有廣告

，後續則於 109年 2 月 19日再次通知派報社持續派發，

同年 3 月 2日並全數散發完竣。 

（二）案關建案係被處分人投資興建，共有 157 戶，於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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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後，106 年開始有租賃情形，因日商企業公司總部大

部分聚集於南京東路、松江路、民生東路及中山北路路

段，又案關建案座落於中山區精華地段，故常有日商公

司高階主管租賃之需求，據被處分人了解，日商公司倘

以租金補助方式提供高階主管住宿飯店，以日計算行情

約新臺幣（下同）4,000元一晚，倘改向被處人簽訂長約

承租案關建案，以成本考量尚屬合理。又被處分人銷售

該等附帶租約之戶別時，於售出辦理產權過戶後，被處

分人於交屋時會依原租賃契約書內容，與買方、租賃方

簽訂三方租賃轉讓協議書，將相關租賃權利義務移轉於

買方與租賃方。 

（三）有關案關廣告「【中山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

表所載租金成長情形，係根據被處分人與第三人簽訂之 6

份租賃契約所製作，該等出租物件，均為 2 房 1 廳 1 衛

，其中 2 戶並有前後期之出租資料，詳細情形如下表： 

廣告 

直條圖 

時間 2017.11 2017.12 2018.7 2018.8 2018.12 2019.8 

租金 60,000 元 65,000元 66,000 元 68,000元 73,000 元 75,000元 

租賃 

契約 

坪數 24.03 坪 24.03坪 25.43 坪 24.03坪 24.03 坪 25.75坪 

簽約日 106.10.30 106.11.27 107.07.10 107.08.21 107.12.17 108.07.25 

租期始日 106.11.01 107.01.01 107.07.12 107.10.01 107.12.17 108.08.01 

租期末日 107.10.31 109.12.31 109.07.11 109.09.30 108.12.16 109.07.31 

承租人 自然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房屋租金 - 65,000元 66,000 元 - - 60,000元 

車位數 1 0 0 1 1 3 

車位租金 - - - - - 15,000元 

總租金 60,000 元 65,000元 66,000 元 68,000元 73,000 元 75,000元 

備註 
前後期 

租金資料 

該戶提前 

解約故於

107.4.20

另以未含車

- - - - 

曾於

107.4.27

以未含車位

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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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租金

65,000 元

出租 

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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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廣告行為主體：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資興

建，並與購屋者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又案關廣告為被處

分人出資製作、審核，並委外印刷及派發，是被處分人核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案關建案廣告宣稱「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漲幅高達 25% 高投

報養房」並刊載「【中山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

表，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一）按不動產商品既可供人居住使用，亦可出租獲得租金收

益或待日後增值轉售獲利，是其具有消費及投資之雙重

特性，復以不動產商品之售價普遍高昂，購屋人於購置

前均審慎考慮未來之增值性及使用效益，故事業於廣告

就其不動產商品一定期間之投資報酬率為宣傳，為影響

購屋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廣告主自應

善盡真實表示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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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案關廣告以直條圖圖表繪有「2017.11、2017.12、

2018.07、2018.08、2018.12、2019.08」之時間軸，並

於各時間點分別刊載「60,000、65,000、66,000、68,000

、73,000、75,000」之租金金額，又案關廣告另刊載「

分析『中山凱宴』2 房租金真實案例，從 2017/11每月租

金 60,000 元到 2019/08 每月租金 75,000 元，不到一年

時間，租金漲幅高達 25%」等語，整體觀之，案關廣告予

人印象案關建案所售物件具有高報酬之投資價值，其 2

房物件之租金於 1 年內之漲幅即高達 25%。 

（三）惟查被處分人製作案關廣告所引據其與第三人簽訂之 6

戶租賃契約，案關廣告所載 2 房租金價格，係分屬不同

戶別之 6 間獨立物件，且分別包含數量不同之車位租金

，有關案關廣告所稱「2017.11」租金 60,000 元之物件

，其租金包含 1 車位，而「2019.08」租金 75,000 元」

之物件，其租金則包含 3 車位，是其廣告未揭露所載租

金價格尚包含不同數量之車位租金，且分屬不同戶別之

物件。 

（四）次依案關廣告直條圖引據之 6 戶租賃實例之租金資料予

以比較:前開 6戶之租金資料，經檢視同樣無車位之不同

戶別，「2017.12」出租戶別之租金為 65,000元，「2018.07

」出租戶別之租金為 66,000 元，並無租金 1年內之漲幅

達 25%之情形；再檢視同樣含有 1 車位之不同戶別，「

2017.11」出租戶別之租金為 60,000 元，「2018.08」出

租戶別之租金為 68,000 元，「2018.12」出租戶別之租金

則為 73,000 元，亦無租金 1 年內之漲幅達 25%之情形。

故以廣告所引據之 6 戶租金情形相互為比較，均無法達

到案關建案廣告所宣稱 2 房租金於 1 年內漲幅高達 25%

之情形。 

（五）此外，據上開 6 戶租賃實例中，僅其中 2 戶有前後期租

金資料，故再以相同戶別之前後期租金資料做比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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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廣告直條圖「2017.11」出租戶別含 1車位租金為 60,000

元，該戶於 107年 4 月 20日另出租他人，租金為 65,000

元（未含車位），因前後期租約含有之車位數量不同，故

尚難計算租金漲幅。又案關廣告直條圖「2019.08」出租

戶別於 107 年 4 月 27 日租金為 65,000（未含車位），後

於 108 年 8月之租金為 60,000元（含車位租金為 75,000

元），該戶未含車位之租金反由 65,000元跌至 60,000 元

。是經檢視上述資料，亦均無法達於案關建案廣告所宣

稱 2 房租金於 1年內漲幅高達 25%之情形。 

（六）據上，不論依案關廣告直條圖以不同時間出租之不同戶

別互為比較，或以同戶別之前後期租金互為比較，被處

分人製作案關建案廣告所引據之 6 戶租賃實例，均無法

達於案關建案廣告所宣稱 2房租金於 1年內漲幅高達 25%

之情形。 

（七）按不動產之商品市場具高度異質性，縱屬相同建案之物

件，亦會因其所在之樓層、坪數、格局等差異而有所不

同，惟案關廣告以 2 房物件之租金實例宣稱案關建案投

資價值，卻未揭露所載租金價格尚包含不同數量之車位

租金，且分屬不同戶別之物件，又其廣告宣稱租金漲幅

之比較基準不一，且所引據為廣告文案之租金比較資料

，姑不論其樓層、坪數及格局等，均無法達到案關建案

廣告所宣稱 2房租金於 1 年內漲幅 25%，是其所引租金資

料之方式與其廣告表達之意涵，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易

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知或決

定，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於

廣告宣稱「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漲幅高達 25% 高投報養房」

並刊載「【中山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表，就與

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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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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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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7號 

被處分人：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671281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6 號 3樓 

代 表 人：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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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解除

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1條第 2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係 105 年 1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

售商品為淨、濾飲水器材及美容保養品。案緣本會 108 年 7

月起陸續接獲民眾反映，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退出退貨，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及第 21條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108年 5月至 109年 1月底被處分人共受理 141位傳銷商申

請退出退貨，其中，逾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規定之法

定期間辦理退出退貨共 10 位傳銷商(計 10 件經營權)，逾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規定之法定期間辦理退出退貨共

10 位傳銷商(計 29 件經營權)，其中有 6位傳銷商係因商品

未退回或資料未完全備齊，遂自資料備齊時起算，餘等 14

位係誤將法規之 30 日以工作日計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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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退款日期誤差係因轉換新會計系統，工程師設定

自動結算引用銀行慣行之工作日，故產生退款日期誤差，

經查證後，已修改自動結算系統，餘 121 位傳銷商申請案

件均依法規規定之日期結案。另被處分人 109 年 2 月至 109

年 7 月底止受理之傳銷商退出退貨均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20 條、第 21條規定辦理。    

理   由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傳銷

商得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

除或終止契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

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

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

次傳銷事業之款項。」同法第 21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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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倘未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生

效後 30日內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即違反上開規定。復按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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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至 109 年 1 月底止受理之傳銷商申

請退出退貨案件中，被處分人自承其中甲君等 10位傳銷商

之 10 件經營權案件，係屬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申請退出

退貨，而被處分人未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後 30 日內辦

理退出退貨，是被處分人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解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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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

第 2 項規定。又查其中乙君等 10 位傳銷商之 29 件經營權

案件，係屬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申請退出退貨，而被處分

人未於傳銷商契約終止後 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是被處分

人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核已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雖稱部分傳銷商因商品未退回或資料未完全備

齊，遂自資料備齊時起算，致有遲延，惟依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之「30 日內」應是指契約解除

或終止生效日之「翌日」起算 30日，而非以商品退回或資

料備齊時起算，爰被處分人逾法規退貨辦理期間，尚難因

前揭事由而據以免責。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期限辦理

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

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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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3   月    25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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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18號 

被處分人：京秉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583784 

址    設：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97 之 39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招募「豚將」日本拉麵品牌加盟過程中，未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

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及「加盟營運

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

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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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民眾甲君(下稱檢舉人甲君)反映略以，檢舉人甲君於 108

年間與京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簽訂加盟契約

書，並交付新臺幣(下同)○萬元。惟檢舉人甲君於簽約後

多次以通訊軟體(LINE)方式，向被處分人瞭解裝潢工程規

格及費用未果，且係於首次進貨時，始知悉食材進貨詳細

金額、數量等相關約定及費用，並於裝潢工程接近完竣時，

始接獲部分營業器具項目之總金額為○萬元之單據，爰認

被處分人涉有未揭露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

用。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檢舉人甲君提出書面說明，惟獲實際加盟者乙君(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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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乙君)回復，略以: 

１、檢舉人乙君前委託檢舉人甲君向本會提出檢舉，雙方係共

同與被處分人洽談加盟事宜，而實際與被處分人簽訂加盟

契約書之加盟者乃為檢舉人乙君(以下甲君及乙君，統稱為

檢舉人等)。 

２、檢舉人等係於 107 年間與被處分人洽談加盟，相關洽談內

容主要為倘自身係其他餐飲業轉換跑道，可否依當時招商

網頁所載免加盟金，以及具體加盟費用金額為○萬元等事

項。其後雙方僅談論轉換跑道之原因、經營方針等，被處

分人至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並未提供相關加盟重要資訊。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１、被處分人自 104 年間開始招募「豚將」日本拉麵品牌加盟，

並分有一代店及二代店 2 種加盟型態: 

(１)一代店之加盟型態係自 104年間開始招募加盟，另於 107

年間在 1111 創業加盟網站及 YES!頂尖加盟網站，刊登招

募二代店之加盟資訊。前開 2種加盟型態，迄今均持續招

募加盟中。 

(２)被處分人提供自 104年間開始招募至 109年 2月底止之加

盟店資料清單，計有○家直營店及○家加盟店。 

２、被處分人招募加盟之管道，係透過 1111創業加盟網站、YES!

頂尖加盟網站刊登加盟訊息、參加加盟展，以及於各分店

名片印載加盟聯絡電話等方式招募加盟。倘有意加盟者欲

進一步瞭解「豚將」日本拉麵品牌，被處分人則會請有意

加盟者提供聯絡資訊後，再與有意加盟者預約面談時間。 

３、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加盟至簽訂加盟契約書過程中，被處分

人係以紙本方式提供加盟 DM(僅於加盟展場上發送予參觀

民眾)、加盟簡介及加盟契約書等 3 份文件，並會另以通訊

軟體(LINE)方式提供加盟契約書電子檔案予有意加盟者。 

４、至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並無另外簽訂草約、

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件，亦無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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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有關「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資訊揭露情形： 

(１)就一代店之加盟型態，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盟金

○萬元，並揭載於加盟簡介，而店內裝潢、機器設備、POS

機，則可由加盟店自行尋找廠商施作及購買，僅倘有意加

盟者請求被處分人介紹廠商，被處分人才會提供廠商名

單，惟相關費用部分仍由有意加盟者自行洽談。 

(２)就二代店之加盟型態，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統包費

用○萬元，前開費用金額包含加盟金、資本設備，及裝潢

工程等項目，並揭載於加盟簡介。又被處分人為降低二代

店之開店成本，故商洽 POS 機廠商提供優惠的租賃方案，

有意加盟者可自行尋找廠商購買 POS 機，或被處分人商洽

之廠商租賃機台，並提出未向被處分人商洽之廠商購買

POS 機之加盟店名單。 

(３)又不論為一代店或二代店之加盟型態，均係由被處分人根

據其經驗，為加盟店估算並收取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

物料費用，其中因一代店係自行尋找廠商施作裝潢工程及

採購機器設備，故一代店於開始營運前除須向被處分人購

買原物料外，亦須購買拉麵碗、煮麵勺、制服、海報等商

品，約計○萬元；另因二代店於開始營運前支付之統包費

用即包含廚房用具、拉麵碗等商品，故二代店於開始營運

前僅須購買原物料，約計○萬元。 

(４)就前述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之金額或預估

金額，被處分人係於洽談加盟過程中，以口頭方式向有意

加盟者說明約○萬元，而至簽訂加盟契約書後出貨時，提

供豚將拉麵一代店或二代店第一次配貨數量表予加盟

店。被處分人對此另提供向一代店及二代店收取開始營運

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之應收帳款對帳單。 

６、另有關「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揭露情形： 

(１)被處分人於加盟營運期間僅向加盟店收取購買原物料費

用，且一代店與二代店須向被處分人購買之原物料項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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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並由加盟店自行決定購買原物料的數量。而拉麵

碗、煮麵勺、制服、海報等商品，加盟店於加盟營運期間

則可自行尋找廠商購買，或利用被處分人提供之設計樣

版，自行尋找廠商印製。 

(２)又被處分人於一代店加盟契約書後附有進貨單產品項目

明細，其上列有應向被處分人購買之原物料項目。倘有意

加盟者於簽訂加盟契約書時，有詢問原物料相關資訊，被

處分人才會提供「商品、原物料列表」、「加盟業主前期準

備事項」、「豚將工廠叫貨單」等 3 份文件，惟倘有意加盟

者未主動詢問，被處分人則係簽約後才提供前等文件。 

(３)另在加盟店開幕時，被處分人會提供 1名技術人員至該加

盟店協助營運 3天，並不收取任何費用。惟倘加盟店要求

該名人員協助營運超過 3 天，被處分人則會收取超過天數

之出差費用（每日○元計算），而前開費用已揭載於加盟

契約書。 

７、又被處分人為避免日後爭議，故自 109 年 7 月間，被處分

人不再向有意加盟者收取統包費用，僅收取加盟金○萬

元，並會提供一代店或二代店於「開始營運前」須向被處

分人或被處分人指定廠商購買商品、原物料之項目及費用

金額予有意加盟者，並另與有意加盟者確認各項加盟重要

資訊之提供情形。 

(三)又為進一步瞭解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揭露開始

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資訊之方

式，是否對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或權益產生影響，爰向

被處分人加盟店，以問卷形式進行調查，共獲 33家加盟店

回復，問卷結果如下: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之揭露情形，以及倘以口頭說明或未揭露該項資訊，

對加盟店交易決定或日後營運之影響: 

(１)4家加盟店表示有以紙本或電子媒介方式揭露；21家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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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表示係以口頭說明；4 家加盟店表示未揭露；4 家加盟

店表示不確定或不記得。 

(２)又前開表示被處分人以口頭說明或未揭露前述資訊之 25

家加盟店中，有 4 家加盟店表示對其交易決定有影響，會

考慮不加盟；有 5 家加盟店表示對日後營運有不利影響。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之揭露情形，以及倘以口頭說明或未揭露該項資訊，

對加盟店交易決定或日後營運之影響: 

(１)9家加盟店表示有以紙本或電子媒介方式揭露；11家加盟

店表示係以口頭說明；8 家加盟店表示未揭露；5 家加盟

店表示不確定或不記得。 

(２)又前開表示被處分人以口頭說明或未揭露前述資訊之 19

家加盟店中，有 4 家加盟店表示對其交易決定有影響，會

考慮不加盟；有 5 家加盟店表示對日後營運有不利影響。 

(四)復經統整前開問卷調查結果，計有 6 家加盟店表示，被處

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係以口頭說明或未提供「開始

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或「加

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且已影響其交易決定或對日後營運產生不利影響。

另並有 2 家加盟店雖表示不確定或不記得被處分人提供前

等加盟重要資訊之方式，惟仍回復對其交易決定或對日後

營運產生不利影響。故為瞭解前開 8 家加盟店問卷調查回

復內容之具體交易情形，爰進行訪談或由加盟店提出書面

意見，相關陳述意見摘要如下： 

１、Ａ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簽訂加盟契約書前，被處分人僅有告知須向被處分人進

貨，並未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

或預估金額資訊。其係至首批商品及原物料(包含菜單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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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小菜、炸物等所需原物料，以及碗、筷、碟、湯匙等

器具)送達店舖時，才發現被處分人配送商品及原物料的數

量甚多，因此需要再準備超過○萬元之投資金額。倘其加

盟前，能獲悉前述費用金額資訊，則會加以考慮是否要加

盟。且因被處分人提供之原物料價格偏高，造成利潤減少，

對營運亦有不利影響。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加盟營運期間僅有原物料，須向被處分人購買，然其係至

首批商品及原物料配送到店舖時，透過送貨單才獲知各項

商品或原物料的價格。並如前述，因被處分人提供之原物

料價格偏高，致成本占營收的比例偏高，倘其加盟前，能

獲悉前述費用金額資訊，則會加以考慮是否要加盟，對其

營運亦有不利影響。 

２、Ｂ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被處分人簽訂加盟契約書前，僅有口頭說明食材成本占營

收的比例約為○成，並未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

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資訊。另由於開店前所須負擔

之費用甚多，例如店舖裝潢費用、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

原物料費用等，各項成本加總後甚高，投入資金的回收速

度慢。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簽訂加盟契約書前，被處分人並未提供各項商品或原物料

之費用明細。且因被處分人提供之原物料價格較高，故倘

店舖來客數不多時，則導致加盟店可獲得之利潤更少，對

營運產生不利的影響。 

３、Ｃ加盟店表示，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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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其係至被處分人配送首批商品及原物料到店舖時，才透過

進貨單得知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及原物料費用約○萬元至

○萬元，內含原物料，以及碗、筷等器具。又因被處人提

供之原物料價格過高，倘其加盟前，能獲悉前述費用金額

資訊，則會考慮不加盟，且亦影響其對於店舖營收的評估。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同前述，其係至被處分人配送首批商品及原物料到店舖

時，才透過進貨單得知各項商品或原物料的價格。又因被

處分人提供之原物料價格過高，倘其加盟前，能獲悉前述

費用金額資訊，則會考慮不加盟，且亦嚴重影響加盟店可

獲得之利潤，對於店舖營運有不利的影響。 

４、Ｄ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其支付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金額約○萬元予

被處分人，前述費用金額包含拉麵等原物料，以及湯杓、

碗等器具。而被處分人僅於簽訂加盟契約書當天，以口頭

說明拉麵及叉燒的價格，係至簽約後才以通訊軟體(LINE)

方式，提供開始營運前各項商品或原物料的單價及總價。

又被處分人未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提供前述費用金資訊

之行為，雖因未超過其設定之投資預算，而未對其交易決

定或營運造成影響，然其認為倘為首次開店者，因初期即

需要投入大筆資金，倘再加計前述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

原物料費用金額，則可能對其營運造成不利的影響。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如前述，被處分人係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後，才以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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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INE)方式提供各項商品或原物料的價格。且因被處分人

提供之原物料價格較高，須妥善控管進貨數量，並優先供

應利潤高且銷售佳的菜單品項，才能提高獲利。 

５、Ｅ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被處分人係於其開店 2 週後，才收取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

或原物料費用，而其係透過被處分人請款之單據，才得知

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約○萬元，包含原物

料，以及碗、筷、煮麵勺等器具，而制服則係依店內員工

需求採購。又被處分人簽訂加盟契約書前，僅以口頭說明

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較高，並未具體說明前

述費用金額，對於剛開店的人來說，前述費用金額甚鉅，

影響其開設第 2 家店舖的意願，且倘生意不佳時，對於其

後續資金運轉，亦將造成嚴重不利的影響。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加盟營運期間僅有原物料，須向被處分人經常購買，然有

關商品或原物料相關費用金額，如前述，係至開店 2 週後，

透過被處分人請款之單據，才得知各項商品或原物料的費

用金額。 

６、Ｆ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被處分人配送首批商品及原物料費用約○萬元，除包括原

物料外，尚有碗、筷、湯匙等餐具及制服。而其係至相關

商品及原物料配送到店舖時，才透過銷貨單得知開始營運

購買商品及原物料費用之金額，且其中配送之部分商品、

原物料價格偏高，數量甚多。倘其加盟前，能獲悉各項商

品或原物料價格資訊，則會加以考慮是否要加盟，且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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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項商品或原物料價格偏高，對其營運有不利的影響。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加盟營運期間僅有原物料，須向被處分人經常購買，並如

前述，其係至首批商品及原物料配送到店舖時，透過銷貨

單得知各項原物料的價格。又因部分原物料價格偏高，倘

其加盟前，能獲悉各項原物料價格資訊，則會加以考慮是

否要加盟，對其可獲得的營運利潤亦有不利影響。 

７、Ｇ加盟店表示，略以: 

「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

金額」等資訊： 

加盟前，被處分人僅有以口頭說明加盟全部的總費用金

額，並至簽訂加盟契約書時，其對食材價格及相關費用占

比，亦尚不瞭解，倘其加盟前，能獲悉相關費用金額資訊，

則不一定會加盟。 

８、Ｈ加盟店表示，略以: 

(１)「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其於開店前支付被處分人的加盟金、裝潢、生財器具，以

及碗、筷等器具等總費用金額，已載於被處分人網站。另

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有口頭說明開始營運前購

買原物料費用約○萬元，係至簽約當天，始提供各項原物

料費用明細。雖因被處分人於簽約前，已以電話通知開始

營運前購買原物料費用金額約○萬元，對其加盟決定及日

後營運未有影響。然其認為倘被處分人未於簽訂加盟契約

書前，提供前述費用金額資訊，則對加盟店之交易決定及

日後營運仍屬不利。 

(２)「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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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營運期間僅有原物料，須向被處分人購買。雖因被處

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當天，有提供各項原物料費用明

細，對其加盟決定及日後營運未有影響。然其認為倘被處

分人未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提供前述費用金額資訊，則

對加盟店之交易決定及日後營運仍屬不利。 

理   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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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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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交易秩序」，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

悉，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未於招募加盟過

程中，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即與交易相

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

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

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

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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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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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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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例如購買

商品、原物料費用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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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攸關有意加盟者須投資之成本及評估營業獲利之資

訊，加盟業主常為確保商品品質一致性，要求交易相對人

於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

購買商品、原物料，對有意加盟者乃為相當且必要支出之

費用。是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除有加盟業主與

交易相對人間未具資訊不對稱關係之正當理由外，未於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 10日前、個案認定

合理期間或雙方約定期間，以紙本或電子郵件、電子儲存

裝置、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等方式，提供相關加盟重要資

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對交易相對人顯

失公平，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

加盟重要資訊： 

據被處分人表示，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並無

另外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件，亦無收

取任何費用，故為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使有意加盟者可

為正確之交易判斷，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即

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四、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以紙本或通訊軟體

(LINE)方式，提供加盟 DM、加盟簡介及加盟契約書等文件: 

據被處分人所述，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係以

紙本方式提供加盟 DM(僅於加盟展場上發送予參觀民眾)、

加盟簡介及加盟契約書等 3 份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復

據被處分人提供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以通訊軟體(LINE)

方式傳送加盟契約書予有意加盟者之對話紀錄，作為佐

證。是被處分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以紙本或通訊軟

體(LINE)方式，提供前述加盟 DM、加盟簡介及加盟契約書

等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五、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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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

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一)有關「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

金額」資訊： 

１、經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簽訂之加盟契約書，載有加盟

店須向被處分人購買商品或原物料之規定，然前述加盟

DM、加盟簡介及加盟契約書等文件，均未載有購買商品或

原物料相關費用金額或預估金額之資訊。 

２、據被處分人表示洽談加盟過程中，會以口頭方式說明開始

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金額約○萬元，並至簽約後

出貨時，才提供豚將拉麵一代店或二代店第一次配貨數量

表予加盟店。另被處分人雖表示二代店於開始營運前，僅

需購買原物料，然查被處分人向加盟店收取開始營運前購

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之應收帳款對帳單，不論係屬一代店

或二代店之加盟型態，均載有應支付之商品(例如煮麵勺、

拉麵碗、海報，或制服)，及原物料等品項及金額。 

３、復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回復問卷之 33 家加盟店中，有

25 家加盟店表示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係以口頭

說明或未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資訊。再

據本會進一步訪談加盟店實際交易情形之結果，有加盟店

復表示其至首批商品、原物料配送至店舖時，才發現被處

分人配送之商品、原物料數量甚多，因此需要再準備超過

○萬元的投資金額，且相關原物料價格亦偏高；另有加盟

店復表示被處分人簽訂加盟契約書前，僅以口頭說明開始

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較高，並未具體說明前述費

用之金額或預估金額，對於剛開店的人而言，前述費用金

額甚鉅，亦將影響後續資金運轉。而就上述情事，均有加

盟店表示該項資訊影響其加盟與否之判斷，以及對日後營

運產生不利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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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參諸前開情狀，縱使被處分人曾以口頭方式說明相關加盟

重要資訊，惟對處於資訊弱勢之交易相對人，實難經由口

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易資訊，且易對實際說明內

容產生爭執，有意加盟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其締結加盟契

約之風險。且據前開調查結果，有交易相對人於簽訂加盟

契約書前，因無商品、原物料相關品項與金額之資訊，可

供其評估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而有僅能片

面接受被處分人意見之情形，是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

料費用」資訊，堪可認定。 

(二)有關「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資訊： 

１、承如前述，被處分人限制加盟店於加盟營運期間須向該公

司購買商品或原物料，然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

有意加盟者之資料中，卻未見購買商品或原物料相關費用

金額或預估金額資訊。 

２、據被處分人表示加盟店於加盟營運期間僅須向其購買原物

料，並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契約書時，須由有意加盟者

主動詢問原物料相關資訊，被處分人才會提供「商品、原

物料列表」、「加盟業主前期準備事項」、「豚將工廠叫貨單」

等 3 份文件，惟倘有意加盟者未主動詢問，被處分人則係

簽訂加盟契約書後，才提供前等文件。 

３、復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回復問卷之 33 家加盟店中，有

19 家加盟店表示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書前，係以口頭

說明或未提供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或原物料費用資訊。

再據本會進一步訪談加盟店實際交易情形之結果，有多家

加盟店復表示於加盟營運期間僅須向被處分人購買原物

料，然係至簽訂加盟契約書後，才得知被處分人提供之原

物料價格過高。而就上述情事，均有加盟店表示倘於加盟

前，能獲悉原物料相關費用金額資訊，則不會加盟，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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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亦影響其可獲得利潤之判斷，以及對日後營運產生

不利之影響。 

４、準此，被處分人自承簽訂加盟契約書前，對於未主動詢問

前項費用資訊之有意加盟者，並未提供載有商品或原物料

相關金額之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並據前開調查結果，

與被處分人簽訂加盟契約書前，未獲悉加盟營運期間購買

原物料費用資訊之加盟店仍不在少數，是難認被處分人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已充分且完整提供「加盟營運期間

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資訊。 

(三)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

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

額」，以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

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有意加盟者實難據以充分評估投

入加盟資金之多寡，以及加盟營運期間須支出之費用等情

形。又前開加盟重要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

所關切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

盟業主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

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其所掌握之重要

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

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顯失

公平行為。 

六、被處分人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前開加盟重要資訊之顯失公平

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一)事業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除須視行為本

身是否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尚需視該行為之實施，是

否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時，則係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

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 

(二)被處分人自 104 年開始招募加盟，106年至 109 年 2 月間招

募加盟店數計有○家，至本案調查期間仍持續招募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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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

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且就被處分人未充

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

額或預估金額」，以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

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之行為，如前所述，據

前開問卷及訪談加盟店之結果，實已影響與其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之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或權益。 

(三)再者，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盟金○萬元，且不論

屬一代店或二代店加盟型態之加盟店，均須依照被處分人

整體企業形象，負擔裝潢門市費用，投入相當資金，而該

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又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具有

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類

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準此，被

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充分且

完整提供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

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

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對交易秩序構成損害，核已達公

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七、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招募「豚將」日本拉麵品牌加盟過

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

營運前購買商品、 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

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等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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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經審酌營業額、加盟總店

數、違法行為期間、配合調查態度、係屬初犯且已改正等

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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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3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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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9號 

被處分人：禾利威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769126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1 段 29 號 18樓 

代 表 人：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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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

契約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1 條第 2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4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7 年 7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

銷售商品為食品。本會於 109年 7 月 10 日至被處分人營業

所進行現場調查，獲悉被處分人未依限辦理傳銷商退出退

貨，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1 條

第 2 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及提供相關事證，略以： 

（一）被處分人 107 年 7 月向本會報備，109 年 4月 1 日與上善

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上善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後，

即聘請另一傳銷事業天福天美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

福公司）前執行長擔任被處分人總經理，並開始引薦天

福公司之傳銷商轉而加入被處分人。 

（二）被處分人與上善公司合作後發現，所招募之新加入傳銷

商於購買入會商品後，多以商品不符需求等理由，拒絕

領貨；被處分人嗣後並獲悉 109 年 5 月 6 日出刊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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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第 317 期雜誌刊載天福公司曾發生傳銷商於領取獎金

後有大量退出退貨情事。被處分人為避免受同樣手法掏

空公司，故於 109 年 5 月 18日逕行公告表示與上善公司

終止合作，被處分人並委請律師函知上善公司代表人及

總經理，終止合作備忘錄。 

（三）被處分人與上善公司終止合作後，109 年 6 月 11 日曾函

請尚未取貨之傳銷商取貨，被處分人並已於 109 年 7 月

23 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起相

關刑事告訴。 

（四）被處分人就前揭與上善公司相關爭議，經與所委任律師

討論後，因懷疑涉有詐欺背信等刑事責任，故被處分人

就 44 位申請退出退貨之傳銷商，暫停辦理退出退貨。 

理    由 

一、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已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21 條第 2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傳

銷商得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

業解除或終止契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

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傳銷商

送回之商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

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項。」同法第 21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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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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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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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是多層次傳

銷事業倘未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日內辦理

傳銷商退出退款，即違反上開規定。 

（二）查被處分人 109 年 5 月 21 日至同年 6 月 3 日共受理 44

位傳銷商申請退出退貨案件，惟被處分人均未辦理退費

事宜，其中 21 位傳銷商係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

終止契約退出退貨，是被處分人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

商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又其中 23 位傳銷商為訂約日起

算超過 30日後終止契約退出退貨，被處分人亦未完成退

款，是被處分人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

出退貨，亦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三）至有關被處分人表示係因懷疑所聘請之總經理及所招募

之傳銷商疑涉有詐欺背信等情，故暫停辦理退出退貨，

並向臺北地檢署提起刑事告訴云云。查被處分人確有收

受傳銷商之入會申請及入會套組價金，縱傳銷商因故未

予取貨，惟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業已明確規範傳銷商於

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訂約日起算 30 日

後終止契約僅須以書面為解約之意思表示通知傳銷事

業，而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日內接受

退貨之申請，依法定計算方法及於法定期間內買回傳銷

商所持有之商品及服務，是被處分人尚不得以上述事由

據以豁免違法之責任。 

二、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解除

或終止契約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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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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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度，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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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0號 

被處分人：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673318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200 號 16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60559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200 號 8樓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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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並收取保證金，

實際已涉及銷售預售屋，卻未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

車空間平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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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0萬元罰鍰。 

處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據報載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建設公司)委

託同集團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房地產

公司)銷售臺南市歸仁區「明日讚」預售屋建案。該等業者

於 110 年 3月 13日辦理禮賓活動，客戶須參與抽籤，中籤

者須先提供新臺幣(下同)10 萬元支票後才給予「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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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明單」，但尚待 5 月底正式公開銷售後，才會與客戶簽

訂購屋證明單及買賣契約。內政部等相關機關於同年月 14

日進行聯合稽查，發現業者銷售過程未揭示重要交易資

訊，且指出透過禮賓活動抽籤預購營造搶買風潮，有影響

預售屋交易秩序情事。 

二、調查經過 

(一)內政部提供說明及相關資料，略以： 

１、有關「明日讚」預售屋建案(或稱本建案)簡要資訊： 

本建案基地位於臺南市歸仁區武東段 162 地號(約高鐵站

歸仁十一路附近)，係於 109 年 9月間領得建造執照，規劃

地上 14層、地下 2 層，共計 378戶，由被處分人遠雄建設

公司委託同集團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代銷。 

２、有關 110 年 3 月 14 日及 15日聯合稽查相關情形： 

(１)因本建案接待中心尚未完工，內政部會同臺南市政府相關

權責機關、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等，於 110年 3 月 14 日至被

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另一「北府苑」建案接待中心，進行

「明日讚」預售屋建案聯合稽查。同年月 15日由臺南市政

府再度會同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前往「北府苑」預售屋建案

接待中心進行聯合稽查。2日查核之預售屋銷售建案聯合稽

查紀錄表係由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製作。 

(２)據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主管人員表示，禮賓活動係由

業務人員以電話、簡訊、Line……等方式，通知有意願之

民眾，有意願參加之民眾，須預先準備支票(住家 196戶部

分須 10萬元、店面 9 戶部分須 20萬元)始能參與抽籤。禮

賓活動當日開放 608 組抽籤，中籤者查驗身分後，選擇預

約戶別(每組選戶號碼僅開放詢問 2 戶情形，考慮選購時間

為 1 分鐘)及繳交支票，最後簽訂 205 戶優先購買權證明

單。又禮賓活動現場並無提供廣告 DM、預售屋相關平面配

置圖及預售屋各戶持分總表等重要交易資訊，且預售屋買

賣契約書尚在製作，亦未提供民眾審閱。活動現場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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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抽籤注意事項及簡略選戶資料。 

(二)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地政局提供說明及相關資料，略以： 

１、有關 110 年 3 月 14 日及 15日聯合稽查相關情形： 

(１)聯合稽查作業辦理情形，以及對於禮賓活動當日具體所掌

握情況與內政部相若，提供 110 年 3 月 14 日及同年月 15

日預售屋銷售建案聯合稽查紀錄表 2份(以下統稱聯合稽查

紀錄表)。 

(２)經查「明日讚」預售屋建案禮賓活動現場，被處分人遠雄

房地產公司並未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等多項重要交易資

訊，供現場排隊民眾參閱，亦未於銷售現場公開陳列，由

擬購屋者自由審閱並簽名確認。且抽籤雖以禮賓活動名義

舉辦，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卻以向消費者收取支票之

方式作為取得優先購買權證明單之條件，既有收取保證金

之事實，應已符合銷售行為之要件。 

２、業者簡訊通知民眾塑造一屋難求，機不可失，讓民眾到場

形成搶購熱潮，並引發民眾倉促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又

禮賓活動當日採用限額抽籤營造搶購氛圍，不僅左右民眾

購買意願及壓縮其議價空間，並將影響未來交易價格之市

場秩序，業者營造商品之稀有性，疑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

關規定。 

(三)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到會說明，略以： 

１、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之合作關係： 

(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於 110 年 1 月 6 日與被處分人遠雄

房地產公司簽訂「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銷售「明日讚」

建案，委託期間自簽訂日起，預計至 113 年 1 月 10 日止，

惟實際委託期限可視情況調整。 

(２)雙方合作內容：「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3 條、第 7 條及第 8

條等約定，由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負責進行市場調

查、說明會、廣告宣傳、經營客戶、客戶簽約等事宜。惟

必須事先與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商議，經被處分人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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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司同意後執行，執行後也需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

司回報結果。如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後續執行情形，

與先前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報告並經同意之內容不符

時，依照「委託銷售契約書」約定，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

公司負有違約責任。 

(３)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的銷售報酬係依委託銷售價格之

○ %計算。如果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實際銷售價格高

於委託銷售價格時，亦依委託銷售價格計算，被處分人遠

雄房地產公司並得就超過金額部分(超價金額)分取○成。

是倘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之實際銷售價格越高，其獲

得之分潤也越高。 

(４)至 110年 3月 19 日止，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尚未確定個

別委託銷售價格(每坪單價)。 

２、對於臺南市房市發展看法： 

(１)臺南市房市於 107 年回溫，且於 109 年過年後房屋購買力

道強勁，加上南科議題發酵，看好臺南市歸仁區(本建案所

在區域)銷售市況。 

(２)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對於在臺南市之建案銷售速度及價

格皆滿意，沒有賣不完的情況。實務上，如果行情熱賣，

考量銷售速度快，就有可能微幅調高委託銷售價格。例如

目前尚在銷售階段之其他建案，就有往上調高委託銷售價

格的情況。 

３、本建案之行銷規劃與資訊揭露情形： 

(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於 108 年 7 月 23日取得「明日讚」

預售屋建案土地(經查係於 109 年 9 月 24 日取得建照執

照)。本建案總共 378戶，總委託銷售金額預計○億○○萬

元。 

(２)依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所擬行銷時程規劃，本建案銷

售期程自 110 年 1 月至 111 年 5月止，預計 110年 4 月至 5

月正式簽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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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可使用「北府苑」接待中心充當

「明日讚」之臨時辦公室。在「明日讚」接待中心完成前，

係業務人員以口頭或紙本方式向消費者進行建案介紹。據

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瞭解，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係

以海報、廣告 DM及網路訊息方式進行本建案推廣銷售。並

以零星小型說明會，或業務員單獨面對消費者等方式，提

供廣告資料或單張建案介紹等資料向消費者說明。但被處

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對於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實際與消

費者洽談之執行面狀況並不清楚。 

(４)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提供本建案之建照、平面圖、分坪

表等基礎資料予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轉換成廣告資料

或規劃其行銷活動，並經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審核通過

後，再據以向消費者進行洽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並將後續之銷況情形及執行結果，密切跟被處分人遠雄建

設公司進行回報。至 110年 3 月 19 日止，因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之附件建材設備表、墨線圖及付款方式等內容，尚在

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內部審議中，是預售屋買賣契約書

還沒完全確定。 

４、禮賓活動事前規劃及當天具體情況：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 110 年 2 月向被處分人遠雄建

設公司提出於同年 3 月 13日舉辦禮賓活動，及要求當天參

加消費者提供 10萬元支票作為保證金之相關規劃。被處分

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並自同年 3 月 1 日起就其掌握之消費者

名單進行通知，及於臉書廣告行銷。 

(２)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考量預估參加消費者超過原規劃

數量，而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建議給參加之消費者以

抽籤方式，來決定當天之預約保留戶別順序，以公平消化

大量的有意參加消費者。 

(３)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於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回報預

約參加消費者約為 373組之情形後，於 110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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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過往建案銷售經驗抓 6 成，同意禮賓活動當天可釋出

205 組開放抽籤。 

(４)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於禮賓活動當天並沒有派員進駐現

場，並不清楚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禮賓活動現場提

供參加消費者之資料。但因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尚未核

定個別委託銷售價格(每坪單價)，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

司業務員不會給當天欲購買消費者明確銷售總金額。 

５、本案簽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具體情況：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與當天提供保證金之消費者所簽

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已具體明確約定戶別，被處分人

遠雄建設公司不能在公開銷售價格之日起 3 日內，預約消

費者決定是否簽訂購屋證明單之前，再將該戶別銷售給其

他人。俟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 110 年 4 月核算出每坪確

定單價後，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通知提供保證金之消

費者是否接受所核報之金額。而提供保證金之消費者，如

果 3 日內接受所核報金額，進一步簽訂買賣契約，支票 10

萬元可轉成定金。 

(２)倘提供保證金之消費者放棄權利，釋出戶別會俟本建案接

待中心完成後，與剩餘未銷售之 100多戶(本建案總戶數 378

戶，扣除禮賓活動預購 205戶，尚餘 173 戶)，再一併進行

正式銷售，開放讓消費者至接待中心現場進行接洽或締約。 

(３)本建案於正式銷售前(預計 110 年 4 月至 5 月)不會透過其

他方式再銷售其他戶別，也不會再辦理任何說明會。至於

已簽訂預購之 205 戶因沒有明確交易價金，所以還沒賣掉，

還沒銷售。 

(四)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 

１、與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的合作關係：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受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委託銷

售本建案，雙方於 110 年 1 月 6 日簽訂委託代銷契約，受

託銷售期間係自簽約日(即 110 年 1 月 6 日)起，至本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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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使用執照止，由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負責相關之

市場調查、產品定位、各類廣告設計與製作、宣傳行銷、

預算編列、銷售規劃與執行、相關軟硬體設備之建置、代

製作買賣契約書及各項表單、代收訂金與簽約金等事項。 

(２)相關廣告物刊登內容、銷售價格，均需經被處分人遠雄建

設公司同意，且銷售期間相關銷售價位、戶別等資訊，亦

均需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回報。另本建案共計 378戶，

總受託銷售金額為○億○○萬元，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

司之受託銷售報酬，則係依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5 條相關約

定辦理。 

２、本建案的行銷與銷售： 

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簽訂委託代銷契約後，即自 110

年 1 月起，著手本建案之相關銷售規劃與宣傳行銷，而網

路廣告曝光管道計有臉書及聯播網等 2 種方式；至於實體

部分，則在臺南市高鐵特區承租 2處各放置 1塊戶外看板，

以及派送 DM(約 8 萬 9 萬份)至家戶信箱等 2種方式。 

３、揭露本建案相關交易資訊的情形：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 110年 1月 24日在榮美飯店辦

理本建案第 1 場說明會後，後續亦有在其他地點辦理多場

建案說明會，約共計有 4 至 5 場。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

司在前述建案說明會提供說明建造執照、說明會 DM、分坪

表、基地位置圖及平面圖等資料給消費者，並同時邀請有

興趣的消費者留下聯絡資訊，以供進一步聯繫。本建案預

估每坪銷售價格約○○萬元至○○萬元，預估價格資訊約

在 3 月時有概略告知消費者，但因目前缺工狀況，須待工

程發包契約確定價格後，才能確定正式銷售價格。 

(２)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雖有制式預售屋買賣契約範本，但

因每個建案的不同(例如坪數、建材設備、公設、戶別等資

訊)，故本建案之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尚在草擬中，而無法提

供給消費者；停車空間平面圖，因本建案尚未銷售，故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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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並未進行到選擇車位階段，尚未提供；配合建案貸款

之金融機構名稱，亦尚未提供；至於重劃用地限制資訊與

所須負擔之重劃費用，因該建案土地並無相關限制，亦無

須消費者負擔重劃費用，故無提供相關資料。 

４、禮賓活動之事前規劃與通知：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 110年 3月 13日在徠歸仁飯店

辦理之禮賓活動，事前已讓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知悉，

並自 110 年 3 月 1 日開始由銷售人員陸續通知有興趣的消

費者，在約訪過程中，亦會清楚說明活動流程及預約抽籤

辦法(例如中籤者須決定是否以 10 萬元支票，先保留未來

正式銷售時承購的權利)。 

(２)原預計提供優先購買戶數為 155 戶，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

公司預想參與人數僅 100 多組(1組規畫可選擇 2戶)。然於

3 月 12 日統計參加組數，確認為 373 組，爰於當日傍晚再

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爭取後由原 155 戶增加至 205

戶，並調整辦法為 1 組僅能預留 1 戶，後續簽購屋證明單 1

年內不可轉讓。 

(３)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消費者參加禮賓活動前已提供

相關資料，讓消費者知道屬意戶別的資訊。至於禮賓活動

採取抽籤的方式進行的原因，主要係為免消費者漏夜排

隊、減少長時間排隊的勞累，並兼顧公平性，以確保對所

有參與禮賓活動的消費者於本建案未來正式銷售時，能有

公平公正的參與機會。 

５、禮賓活動當日之辦理情形： 

(１)禮賓活動當日上午 9 時至 10時，消費者入場時，被處分人

遠雄房地產公司會確認有無攜帶足額支票，有足額支票者

始會發給報到號碼牌，當日實際共計 608 組消費者入場。

10 點開場時，先進行活動相關辦法說明，之後開始抽籤，

抽中 1 號至 300 號之消費者可進行選戶，而 300 號後之組

別則告知因參加選戶之機會不高，可離開或於會場等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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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消費者放棄選戶。 

(２)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禮賓活動現場，只有說明相關

預約抽籤辦法及注意事項，並無再介紹產品，如有消費者

想再瞭解本建案相關資訊，則由現場銷售人員提供相關資

料進行說明。 

(３)當日僅開放 205 戶，中籤者如對本建案有意願先預約選戶，

得以持有之 10萬元支票作為保證金，並填寫「優先購買權

證明單」，作為預約選戶之憑證。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另有告知消費者當日只開放第 1 順位選戶，不處理第 2 順

位。至於剩餘未開放抽籤的戶別，則會等待正式銷售價格

決定後，才會對外公開正式銷售，且後續銷售方式均會再

與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討論。另對於已簽訂優先購買權

證明單的 205 組消費者，目前尚未規劃後續聯繫的方式，

原則上會待正式銷售時，才會通知，以確認是否仍有購屋

意願。 

６、禮賓活動的性質與消費者簽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的效

力： 

(１)由於本建案尚未正式銷售，禮賓活動只是作為瞭解未來消

費者可能購屋意向之參考，故無所謂「可銷售戶數」之概

念。而消費者簽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後，只是日後有權行

使優先購買權。若其不行使，即代表無意購買，並非被處

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不賣。又本建案日後正式銷售價格決

定後，如價格高於消費者預期或所獲的預估價格資訊，消

費者可選擇不買，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則會無息返還

10 萬元支票，並無任何罰則，消費者未因此受有任何拘束

而無受損害之虞。反之，如銷售價格符合消費者的預期而

願意購買，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並無理由對於願意接

受價格的消費者反悔不賣。 

(２)消費者基於優先購買權而暫時提供之 10 萬元支票，是保證

金，僅作為中籤者有資格主張未來締結購屋契約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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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交易之對價，並不涉及交易，未來可依買方意願轉為

定金或以其他方式給付。且該保證金支票抬頭為被處分人

遠雄建設公司，無法直接存入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在本

建案的履約保證帳戶，倘未來消費者確定購屋時，尚需請

消費者轉存或換票到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的履約保證帳

戶，而無法直接軋入，因此該保證金支票無法做為日後購

屋時價金的一部分，自非買賣交易之價金。 

(３)針對中籤者選戶的結果，縱使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有

與消費者簽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但雙方就未來擬承購

標的物之價金完全未予提及，並未就買賣契約書之要件達

成合意，自不得認定禮賓活動當日就進行銷售行為。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揭示本法立法目的，旨在維護交易秩

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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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

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

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

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至於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則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

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

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

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

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

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

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

為限。故於具體個案中在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要件

時，本會無須證明行為人之違法行為對於交易秩序產生實

害，只須該行為實施後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可能性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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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此亦為最高行政法院所持見解(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

判字第 999 號判決)。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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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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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略)」。 

二、本案經調查認定之事實： 

(一)禮賓活動辦理情形： 

１、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自 110 年 1 月起，即以臉書與聯

播網等網路廣告曝光管道，及戶外看板、派送 DM(約 8 萬 9

萬份)等方式，進行本建案之相關行銷與銷售，並於同年 1

月 24 日起至活動辦理前，曾舉辦 4 至 5 場小型說明會，說

明會時已使用相關資料，讓消費者知悉屬意戶別相關資

訊。該禮賓活動則係針對先前說明會中，對本建案有興趣

之消費者於 110 年 3 月 1 日開始進行通知。活動前被處分

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最後掌握有 373 組消費者表達意願參與

禮賓活動，然因人數超出預期，並考量過往經驗實際到場

人數約有 6 成，經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同意，並開放優

先購買權登記戶數，由原 155 戶增加至 205 戶，並調整辦

法為 1組僅能預留 1 戶。 

２、110年 3 月 13 日活動當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消費者入場時，

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會確認有無攜帶足額支票，有足

額支票者始會發給報到號碼牌，當日實際共計 608 組消費

者入場。10 點開場時，先進行活動相關辦法說明，之後開

始抽籤，抽中 1 號至 300 號之消費者可進行選戶，而 300

號後之組別則告知因參加選戶之機會不高，可離開或於會

場等待有無消費者放棄選戶。 

３、檢視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所提供預約抽籤辦法及注意

事項與優先購買權證明單，活動相關規則中有如下事項：

(1)每選戶號碼可問控 2個戶別，考慮時間 1分鐘，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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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定預約戶別視同放棄選戶順位；(2)通知公開銷售價格

之日起，決定是否購買並簽訂購屋證明單，未於通知日起 3

日內簽訂購屋證明單，視為放棄第 1 順位優先購買權，已

繳保證金無息退還。 

(二)預售屋重要交易資訊揭露情形： 

１、據臺南市政府表示，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以禮賓活動

名義辦理抽籤，採行向消費者收取支票之方式作為取得優

先購買權證明單之條件，有收取保證金之事實，應已符合

銷售行為之要件。 

２、查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辦理

禮賓活動前，「明日讚」預售屋建案接待中心尚未搭建完

成，僅係租用飯店辦理 4 至 5 場小型說明會，並且銷售人

員都是以攜帶資料夾方式，取其中資料對消費者說明，消

費者可獲取建案之相關資訊，與一般建置完成接待中心再

行銷售之預售屋建案，已較為不足。 

３、經檢視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於辦理禮賓活動選戶之前舉辦之小型說明會，當中提供予

消費者之資料，尚無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

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此有 110 年 3 月

14 日及 3月 15日臺南市政府聯合稽查紀錄表、被處分人遠

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到會陳述紀錄可

稽。 

４、當事人更自承預售屋買賣契約書預計於 110 年 4 月 1 日前

始完成，故 110年 3 月 13日禮賓活動選戶之前，客觀上不

可能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供消費者審閱。 

５、基上，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辦理禮賓活動選戶，業經依地政主管機關認定已符合銷售

行為，惟未揭露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及配

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 

三、不動產交易金額龐大，涉及權利義務事項繁多，且多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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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尚無頻繁購買之經驗。尤其預售屋通常僅能透過不動

產相關業者取得重要交易資訊，故不動產相關業者於辦理

限量抽籤選戶活動，並收取保證金，實際已涉及預售屋銷

售行為，應於活動前將重要交易資訊充分揭露，讓消費者

理性決定交易與否，始為妥當： 

(一)一般預售屋購買過程，消費者會透過廣告或周邊訊息獲知

預售屋建案之初始資訊，而欲獲知建案進一步資訊之消費

者，則可至業者固定地點之銷售據點（如接待中心），由業

務人員直接進行如周邊及基地環境、建物模型、建築團隊、

建材設備、建築工法、樣品屋等多項說明，並解答消費者

疑義。經過多次洽談過程，消費者有意購買並確定屬意戶

別，可支付一定金額訂金(或稱小訂)，攜回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審閱，審閱期滿前，如消費者決定不購買，業者普遍

會退回小訂；如消費者決定購買，則依購買戶別總價計算

一定比例補足訂金(或稱大訂)後進行簽約，後續再依時程

陸續支付款項(如簽約金、工程款、交屋款)。又依學理上

所謂「銷售」是將所規劃行銷手法於現實交易互動過程中

的「具體」落實過程，目的在引發顧客「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購買」(purchase)、「顧客忠誠」(customer 

loyalty)及「顧客擁戴」(customer advocacy)等目的。因

此，在不動產相關業者有實際行動意圖觸及消費者，引導

消費者進入購屋過程，甚者使消費者為特定戶別之決定，

自屬預售屋之銷售行為。又臺南市政府亦認為，不動產相

關業者抽籤活動縱以任何名義辦理，然有向消費者收取支

票作為取得不動產的優先購買權證明單之條件，及收取保

證金之事實，應已符合銷售行為之要件。 

(二)倘不動產相關業者在其所宣稱正式銷售預售屋前，如辦理

限量抽籤選戶活動，已涉及特定戶別之決定，實質已為向

消費者預售之銷售行為，則不動產相關業者即應於辦理相

關活動前，充分揭露預售屋之重要交易資訊。如在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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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業者交易資訊不充分、不完整情況下即開始銷售，不

僅對所有潛在欲購屋人顯失公平，亦對其他循規蹈矩充分

提供重要資訊始行銷售的同業顯失公平，形成不公平競

爭。即使不動產相關業者僅是收取保證金，也同意交易不

成立即全額退款，但倘其行銷方式採用大規模抽籤預訂模

式，影響潛在交易相對人都以不需審閱資訊，先訂房為有

利決策，並影響其他同業皆以此模式先爭取交易機會，不

待自身商品重要交易資訊完備，對預售屋市場資訊充分理

性決策之交易秩序造成不當影響，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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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所謂預售屋之重要交易資訊，按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為不動

產開發業者事先單方擬定，其內容最足以充分揭露標的物

情狀，諸如買賣標的物的情況、共有部分項目、面積及面

積分配比例、履約擔保機制、付款條件、地下層、屋頂及

法定空地之使用方式及權利歸屬、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與規

格、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違約之處罰等，無不為消費者

所關切，對於消費者瞭解雙方簽約後負有之權利義務及消

費糾紛的預防至為重要，故地政主管機關稽查預售屋銷售

建案，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內容的查核，亦為重要項目。又

停車位空間平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資訊，

涉及停車空間規劃與設施，及供消費者決定是否自行選定

貸款銀行，亦均為消費者判斷交易與否之重要交易資訊。 

四、被處分人等辦理之禮賓活動係屬預售屋之銷售行為： 

(一)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自 110 年 1 月起，即以臉書與聯

播網等網路廣告曝光管道，及戶外看板、派送 DM(約 8 萬 9

萬份)等方式，進行本建案之相關行銷與銷售，並於同年 1

月 24 日起至禮賓活動前，業已辦理 4 至 5 場小型說明會，

釋放本建案訊息，搜尋可能交易之消費者。 

(二)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 110年 3月 1日開始透過電話、

簡訊、Line……等方式通知有意願之消費者。禮賓活動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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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實際得以入場 608 組消費者，已超過被處分人遠雄房地

產公司所掌握 373 組消費者，遠超過本建案可供選戶之 205

戶。此外，消費者擬出席 110 年 3 月 13 日禮賓活動時，並

須提供 10 萬元支票為入場條件，該 10 萬元支票得作為有

考量購屋意願之擔保，未來亦可轉為購屋之定金。 

(三)又中籤者所簽訂「優先購買權證明單」，已載明戶別、面積

等資訊，且在參加禮賓活動前，亦已獲知本建案每坪預估

價格區間約在○○萬元至○○萬元，消費者係在對價格範

圍有所認知之情形下，為特定戶別之決定。 

(四)另臺南市政府認為，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以向消費者

收取支票之方式作為取得優先購買權證明單之條件，既有

收取保證金之事實，應已符合銷售行為之要件，此參該府

地政局於 110 年 3 月 14 日及 15日進行聯合稽查，使用「臺

南縣(市)預售屋銷售建案聯合稽查紀錄表」，亦得佐之。 

(五)基上，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辦理之禮賓活動當屬本建案之銷售行為。 

五、本案行為主體： 

(一)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明日讚」預售屋建案建造執照所

載之起造人，亦為日後建案銷售契約之賣方。 

(二)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係接受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

委託代為銷售本建案，並直接面對消費者解說本建案之相

關資訊，以進行銷售。觀諸雙方簽訂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3

條、第 5 條、第 7 條及第 8 條約定，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

公司受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委託，負責本建案之市場調

查、廣告宣傳、軟硬體設備等事宜，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

公司並依銷售成果獲有一定比例之銷售報酬，另得因實際

售價高於委託銷售，對超額部分額外獲取利潤。 

(三)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對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行銷事

宜有同意及監督之權：據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

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表示，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所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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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讚」行銷活動等，均須事先跟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商

議，經同意後始得執行，並須回報結果，且被處分人遠雄

建設公司對於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 110年 3月 13日

舉辦禮賓活動，亦已事前知悉並同意，故被處分人遠雄建

設公司對於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舉辦系爭禮賓活動，

以及與消費者解說本建案相關資訊，知之甚詳且已達共同

參與之程度，自應負相當之權責。 

(四)基上，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均核屬本案之行為主體。 

六、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辦理

限量抽籤選戶、收取保證金時，實質上已為預售屋之銷售

行為，且未揭露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及配

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理由如下： 

(一)從事商業交易，自以交易雙方，一方負有將所欲推介商品

或服務之詳細交易情狀，例如具體交易條件等，充分提供

他方為交易與否決定之參考，且他方有適當時間得以沉澱

消化所獲資訊，進行理性思考而為交易之決策，而如此交

易歷程，當為一般民眾所能認知期待，並據以建構健全之

市場交易秩序。因本建案為預售屋係未來商品，尚未具體

成形，且交易金額龐大，又消費者交易經驗不多，所以消

費者須依賴不動產相關業者提供之資訊，作成交易決策之

判斷，故被處分人等於銷售本建案時，應提供重要交易資

訊予消費者。 

(二)本案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於該活動現場透過人潮聚

集、戶數限量、中籤射倖性，以及業者所訂預約抽籤辦法

及注意事項，選戶當下僅有短暫 1 分鐘考慮，並對於日後

未行使優先購買權亦返還支票等操作，消費者於此氛圍

下，被處分人等竟未揭露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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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使參與禮賓

活動之消費者，處於未具有前揭交易資訊，及未能理性決

策之劣勢，而為交易決定，影響消費者之行為及判斷。且

臺南市政府亦認為，被處分人等所塑造一屋難求、機不可

失，讓消費者到場形成搶購熱潮，並引發消費者倉促作成

錯誤之交易決定，以及採用限額抽籤營造搶購氛圍，已左

右消費者購買意願。基上，足認被處分人等對消費者顯失

公平。 

(三)又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透過

禮賓活動探知本建案之熱絡情形，雖禮賓活動前已告知消

費者本建案之預估價格區間，惟因該預估價格並無法拘束

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故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對於禮

賓活動所釋出之 205 戶或尚未釋出之百餘戶，縱然日後所

訂出之實際銷售價格高於對外宣稱之預估價格區間，消費

者在商議價格時，亦因禮賓活動所發生搶購熱潮現象所營

造之商品稀缺性，降低對於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之議價

能力。且臺南市政府亦認為，禮賓活動營造商品之稀有性，

顯有引起民眾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且會壓縮民眾議價空

間。是亦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四)簡言之，本案消費者雖得不行使優先購買權，取回 10 萬元

支票，看似沒損失，但實則因自己參與說明會、接收並傳

播資訊、參加抽籤等，而使被處分人等所舉辦之禮賓活動，

產生本建案熱銷、一戶難求之榮景。反過來，被處分人遠

雄建設公司得依據所得的銷售訊息，進而評估本建案最有

利的價格，消費者如果是購屋新手，反而落入輕易放棄是

否明智的抉擇困境與掙扎，變得更加無法抉擇。綜上，由

「決策資訊完整性」與「決策自由度」等面向觀察，被處

分人等與消費者之交易關係顯失公平。 

(五)再者，不動產業界仍有循規蹈矩俟商品交易資訊完善後始

行銷售者，則被處分人不待商品交易資訊完備即開始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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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攬預訂，爭取交易機會，亦已形成不公平競爭，存在顯

失公平情狀。 

(六)故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未完

整揭露重要交易資訊，即收取保證金辦理限量抽籤選戶活

動，已對所有潛在欲購屋人及競爭同業，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 

七、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與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辦

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時，未完整揭露重要交易資訊

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規定： 

(一)對於參加禮賓活動的消費者以及未來潛在欲購買案關建案

的消費者之影響性： 

１、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於辦理

禮賓活動時，未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

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供消費者審閱，以

遂行其銷售行為，已如前述。消費者於參與禮賓活動選戶

之前，對於案關預售屋涉及交易雙方權利義務內容、停車

空間規劃與設施、購屋人決定是否自行選定貸款銀行，並

未充分完整瞭解。然而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在於此時

規劃召集 373 組對於「明日讚」預售屋建案有興趣之消費

者辦理禮賓活動，而活動當日實際開放 608 組消費者進行

抽籤，將使當中對於選擇該建案與否之意願，尚游移不定

之消費者，甚至於禮賓活動前，未參與過相關說明會之消

費者，在當日活動現場因人潮擁擠，產生對該建案利多之

評價，而發生搶購熱潮，進而影響消費者對於該建案價值

之認知，使其選擇行為並非基於取得完整重要交易資訊後

據以評估判斷，而傾向於跟隨多數消費者之意向，形成從

眾效應，而影響消費者之行為及判斷。 

２、且消費者未取得充分重要交易資訊，在無法知悉相關標的

物是否符合自身需求之情形下，業者卻透過活動中籤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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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及戶數限量等行銷手法操作，使消費者產生射倖心

理，縱然中籤者於選戶時已不存在其屬意戶別，在機不可

失的心理效果，以及仍有眾多消費者等待購買該建案之預

期心理，且依據預約抽籤辦法及注意事項，選戶當下僅有

短暫 1 分鐘可考慮選擇其他戶別，並考量業者對於日後未

行使優先購買權亦返還支票等因素，多數消費者仍可能會

儘快選擇保留其他戶別，此從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所

預計選戶順序 300 號內消費者，即可完成 205 戶選戶，顯

見消費者縱在交易資訊並不充分完備之情境下，可斷然放

棄選戶者甚少。且對於潛在消費者或未中籤者，未來對於

案關建案尚未釋出銷售的 173 戶，將特別渴望購買，被處

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得以從中提

高本建案之市場價格獲取利益。 

３、再者，多數消費者一生之中不動產交易經驗不多且不頻繁，

故有定型化契約提供預審之要求、建造執照及相關圖說重

要交易資訊揭露之要求，不動產經紀人證照從業之要求等

等，在在著眼於增加消費者決定之理性，並從各方面保障

消費者，以減少將來之交易糾紛。惟本次禮賓活動，業者

卻在重要交易資訊準備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即率爾舉辦具

有拘束力的活動，使消費者在資訊不充分下開始進行交易

決定，對於中籤選戶或未中籤選戶者，甚至從媒體聽聞者，

均將產生從眾效應。 

(二)對於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之影響性： 

１、查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臺，臺南市歸仁區不分建物類別之

買賣契約價格平均單價，近年呈現逐步上升趨勢，而臺南

高鐵特區內，沙崙綠能科學城、中研院南部院區及國際會

展中心等多項重大建設，也將陸續完工，為臺南地區受矚

目之新興重劃區。固然該地區因為政府建設投入而看多看

漲，可能有消費者迫不及待想先訂先贏，但這不能成為不

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無視自身交易資訊尚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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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就作為開始辦理案關限量抽籤選戶活動爭取交易機會

行為之正當理由。 

２、且按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經

營不動產相關行業多年，對於消費者購買預售屋之需求及

行為應具有專業掌握度，被處分人等在房市熱絡的狀況

下，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且未完整揭露重要交

易資訊，該活動所營造出的搶購熱潮，將影響社會大眾對

於預售屋市場價格的預期心理，使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

或其他不動產業者得利用消費者相關需求，進而抬高預售

屋市場的交易價格。臺南市政府亦表示，被處分人等此舉

將影響未來交易價格之市場秩序。 

３、雖然被處分人等表示本案收取 10 萬元支票，預訂者不願交

易即退還全額支票，就此而言對預訂者並無任何損失。惟

就因沒有任何損失可言，被處分人等大張旗鼓舉辦抽籤預

訂活動，將衍生下述外部效應：類此預訂選戶活動一定要

參加，才是對購屋者最理性有利的選擇。申言之，就潛在

購屋者行為的合理觀察，基於參加該等預訂選戶活動，不

會衍生損失；反之，不參加則不動產將有可能被其他人先

訂完的預期心理。一旦很多購屋人採行類此行為模式，則

其連鎖反應將很可觀。當群體形成搶訂效應，搶訂不到的

人只能在未來建案推出時再搶訂，除了建商可以確保不動

產熱銷之外，對整體預售屋市場交易秩序顯有負面效果。 

４、或謂在房市看多的階段，不動產熱銷是必然，消費者不論

建商推出預訂與否，都會搶購。誠然，被處分人等宣稱禮

賓活動係為減少消費者長時間排隊的勞累，並兼顧公平

性，而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

益，並不禁止任何改善交易品質之努力，亦不禁止各種多

元、創意之行銷活動，也非在處理房市過熱的現象。公平

交易法對預售屋之銷售，乃在維護潛在交易相對人避免資

訊不充分下陷入顯失公平的交易情境，補足消費者在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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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交易中資訊不充分之弱勢，衡平消費者與建商交易談判

之能力，同時也在維護同業間之公平競爭。如果被處分人

已提供充分資訊予消費者審酌，也未對同業形成不公平競

爭，則被處分人商品之熱銷，純屬市場對其之肯定。惟被

處分人本案之銷售行為，顯非如此。 

(三)綜上，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所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實足以對預售屋交易資

訊充分理性決策之交易秩序造成不當影響，並對預售屋市

場交易秩序顯然有負面效果。 

八、綜上，被處分人遠雄建設公司及被處分人遠雄房地產公司

辦理限量抽籤選戶之禮賓活動，並收取保證金，實際已涉

及銷售預售屋，卻未提供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

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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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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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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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1號 

被處分人：佑瑄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51892 

址    設：臺中市南區高工南路 7 號 

代 表 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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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美國 OLSMO PURE牌 NSF/UKAS 

雙認證 CTO 塊狀活性炭」商品，廣告宣稱「NSF 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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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美國 OLSMO 

PURE 牌 NSF/UKAS 雙認證 CTO 塊狀活性炭」商品(下稱案關

商品 )，廣告宣稱「 NSF 認證」，惟於 NSF(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合格認證

資 料庫網站 及該 商品品牌 OLSMO PURE FILTER Inc 

U.S.A.(下稱 OLSMO PURE公司)網站查詢，查得該商品品牌

公司獲有 UKAS(United Kingdom Accreditation Service；

英國皇家認證委員會)等認證，並未有 NSF 認證，被處分人

於廣告宣稱「NSF 認證」，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蝦皮公司）提出書面陳述，

略以： 

１、蝦皮公司所經營之蝦皮購物網站相關資訊皆由賣家自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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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且須同意相關「服務條款」，並履行相關契約義務。 

２、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以商店名稱：清淨淨水店(賣家註冊

帳號：ddw178)自行製作與刊登，並於 107 年 7 月 31 日起

刊載於蝦皮購物網站，蝦皮公司並未涉入案關廣告企劃。 

３、蝦皮公司與被處分人就案關商品之合作關係依「服務條款」

所訂，由蝦皮公司提供買家與賣家間進行商品交易之線上

服務平台服務，實際之銷售合約僅存在於買家及被處分人

之間。有關案關商品銷售流程部分，係於蝦皮購物網站或

其合作之金流服務商收到買家購物金額時通知被處分人，

再由被處分人將案關商品配送至消費者指定地址，並開立

發票。  

(二)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所自行製作，於 107 年 3 月左

右在蝦皮購物網站成立「清淨淨水店」後，半年內陸續刊

載公司商品廣告於蝦皮購物網站，直至接獲本會去函後，

確認案關商品已不具 NSF 認證，隨即將案關商品下架，其

他網路平台銷售之案關商品亦併同下架。 

２、NSF為美國民間認證組織，認證方式可分為「產品名稱認證」

與「公司名稱認證」，申請時須繳交認證費，並於通過後依

每一項商品按年繳交年費並接受抽查督導，倘未按時繳交

年費或經抽查未獲通過，即遭限期改善、甚至除名處置，

並同步將上述情形更新於 NSF網站。 

３、案關廣告宣稱「NSF 認證」，係因被處分人於取得案關商品

販售權利並收受實際商品後，根據商品/商標所呈現之原廠

英文印刷字樣進行中文翻譯後，委由美工進行製作，而當

時案關商品外箱印有通過 NSF 及 UKAS等認證圖示、商品包

裝上刊載「NSF-listed component」等文字，且 3 年前可

於 NSF 合格認證資料庫網站查得案關商品通過 NSF 認證，

惟被處分人在接獲本會來函得知該認證失效後，復於 NSF

合格認證資料庫網站及 OLSMO PURE 公司網站進行查詢，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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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該公司目前僅獲有 UKAS 等認證，並無 NSF 認證。另自

行以電子郵件詢問美國 OLSMO PURE 品牌案關商品獲證情

形，並請進貨商-台灣雙色塑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雙

色塑膠公司)代為詢問，惟均未獲得回復。被處分人係規模

小之下游廠商，OLSMO PURE 公司於 NSF 認證有所變更時並

不會主動告知，以致案關商品廣告未做適時更新，並非刻

意為此宣稱。 

４、被處分人與蝦皮公司就案關商品之合作關係係由蝦皮公司

提供買家與賣家間進行商品交易之線上服務平台服務，由

被處分人完成帳號申請並進行個人資料認證、點選同意「服

務條款」後，自行上架商品、決定售價及刊載廣告。另有

關案關商品銷售流程及銷售情形與蝦皮公司所述相同。 

５、案關商品銷售價格為新臺幣 115 元，廣告刊載期間銷售 300

餘台。 

(三)台灣雙色塑膠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電話訪談紀錄，略以： 

１、台灣雙色塑膠公司與被處分人僅屬一般買賣關係，案關商

品係佑瑄公司於 107年 6月 20日向台灣雙色塑膠公司所訂

購，另提供銷貨憑單佐證。 

２、案關商品係台灣雙色塑膠公司於 104 年 10月向位於馬來西

亞之日康工業有限公司(下稱日康公司)所進口，因年代久

遠查無當時相關認證資料，惟當時日康公司曾口頭宣稱案

關商品獲有 NSF認證，但未檢具 NSF 證書等相關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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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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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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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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主體： 

(一)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網站以清淨淨水店(賣家註冊帳號：

ddw178) 為商店名稱，刊載案關商品廣告，該廣告係由被

處分人自行製作、刊登並獲有利潤，且為消費者認知之交

易對象，是被處分人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二)蝦皮公司經營之蝦皮購物網站係提供用戶與平台賣家即時

互動之網路平台，尚無涉入廣告內容之設計製作、審閱修

改及刊登，對廣告並無支配力，故蝦皮公司尚難認屬本案

廣告主。 

三、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之慣用手法，其內容所顯現之商品

相關資訊，亦為交易相對人作成交易決定時之重要參考依

據，故廣告主於刊登廣告時，當克盡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

務，倘廣告主未詳加查證廣告內容之真實性，致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情事者，即應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查案

關廣告宣稱「NSF 認證」，予人案關商品獲有美國國家衛生

基金會(NSF)認證之印象，使消費者產生案關商品較其他未

獲證之淨水器材有較高效能與較佳品質之認知，惟被處分

人自承，該公司於 NSF 合格認證資料庫網站及該商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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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MO PURE 公司網站進行查詢，查無案關商品獲有 NSF 認

證相關事證，雖被處分人表示其於 107 年向台灣雙色塑膠

公司購得案關商品時，獲悉該商品有通過 NSF 認證，惟無

法提供相關佐證資料，且據進貨商台灣雙色塑膠公司表示

亦無法提供案關商品獲有 NSF 認證期間及證書等具體事

證，是依現有事證，被處分人於 107 年 7 月至 109 年 6 月

廣告期間，難謂獲有 NSF 認證，卻於廣告宣稱「NSF 認證」，

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核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美國 OLSMO PURE牌

NSF/UKAS 雙認證 CTO 塊狀活性炭」商品，廣告宣稱「NSF

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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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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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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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號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105號 12樓 

代 表 人：詹○○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科帥氣炸

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

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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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09年 8月查悉 PChome Online 24h購物(下稱 PChome 

24h 購物）網站銷售「科帥氣炸鍋 AF606」(下稱案關商品)，

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惟查尚有其他通過認證之氣

炸鍋商品或品牌，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經營之 PChome 24h 購物網站係電子商務交易平

台，其所有商品及相關商品圖片、影片、廣告文案、商品

名稱等，均係由合作廠商所提供並自行上傳刊載。 

２、案關商品網頁內容係由供貨商所製作、撰擬、提供及刊載

至 PChome 24h 購物網站後台系統，被處分人僅就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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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商品圖片是否一致，或商品價格是否有明顯誤植等情加

以審查。被處分人與供貨商進行價格決定之洽商，獲取網

站實際銷售價格與供貨商所提供成本間之價差利潤。 

３、消費者於案關商品銷售網頁下單後，經被處分人確認消費

者完成付款且商品尚有庫存，由被處分人委由物流公司出

貨予消費者。消費者於 PChome 24h 購物網站訂購案關商

品，其交易對象及付款對象均為被處分人，亦由被處分人

負責開立發票與後續送貨、換退貨退款等事宜。 

(二)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檢驗局）提供意見，略

以： 

１、按商品檢驗法第 3 條規定，經該局公告指定之商品，應依

商品檢驗法執行檢驗。同法第 6條規定，應施檢驗之商品，

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第 35 條、第

37 條及第 39條規定，實施驗證登錄之商品，應符合申請驗

證登錄之資格、程序、符合性評鑑程序之模式等相關管理

事項，經審查結果符合者，准予登錄並發給商品驗證登錄

證書。 

２、氣炸鍋商品已列屬標準檢驗局公告之應施檢驗商品，案關

商品登錄日期為 108 年 10月 3 日，惟查登錄當時，已有他

事業數筆氣炸鍋驗證登錄證書紀錄，故本案氣炸鍋商品（證

書號碼：CI3B8066970109）非第 1 個登錄於標準檢驗局系

統，亦非登錄時為唯一通過該局驗證之氣炸鍋商品。 

３、目前氣炸鍋商品已取得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者，計有

136 筆，共 81 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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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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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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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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9 月於 PChome 24h 購物

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

「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予人印

象為案關商品係唯一通過標準檢驗局驗證之氣炸鍋商品或

品牌。惟據標準檢驗局提供之意見，氣炸鍋商品取得該局

商品驗證登錄證書者，尚非僅有案關商品或品牌通過認

證，是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

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

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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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 PChome 24h 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

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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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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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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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3號 

被處分人：超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988136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二路 69 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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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

銷售「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

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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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 109年 8月檢舉及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分別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科帥氣炸鍋

AF606」（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

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惟

查尚有其他通過認證之氣炸鍋商品或品牌，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為 PChome 24h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之供貨商及

蝦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之賣家。 

２、PChome 24h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之商品廣告，宣稱「全

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係因製作文案前於網路蒐集同業資料，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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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查悉其他事業就案關商品刊載取得檢驗認證等資訊，故

在文案設計時加入「唯一」文字，並非刻意誤導消費者。 

(二)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檢驗局）提供意見，略

以： 

１、按商品檢驗法第 3 條規定，經該局公告指定之商品，應依

商品檢驗法執行檢驗。同法第 6條規定，應施檢驗之商品，

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第 35 條、第

37 條及第 39條規定，實施驗證登錄之商品，應符合申請驗

證登錄之資格、程序、符合性評鑑程序之模式等相關管理

事項，經審查結果符合者，准予登錄並發給商品驗證登錄

證書。 

２、氣炸鍋商品已列屬標準檢驗局公告之應施檢驗商品，案關

商品登錄日期為 108 年 10月 3 日，惟查登錄當時，已有他

事業數筆氣炸鍋驗證登錄證書紀錄，故本案氣炸鍋商品（證

書號碼：CI3B8066970109）非第 1 個登錄於標準檢驗局系

統，亦非登錄時為唯一通過該局驗證之氣炸鍋商品。 

３、目前氣炸鍋商品已取得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登錄者，計有

136 筆，共 81 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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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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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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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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9 月於 PChome 24h 購物

網站及 108年 10月至 109年 9 月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

商品，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

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

係唯一通過標準檢驗局驗證之氣炸鍋商品或品牌。惟據標

準檢驗局提供之意見，氣炸鍋商品取得該局商品驗證登錄

證書者，尚非僅有案關商品或品牌通過認證。是被處分人

於 PChome 24h 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

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

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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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分別於 PChome 24h購物網站及蝦皮購

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

證」、「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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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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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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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4號 

被處分人：鑽石生活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757591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51 號 7 樓之 7  

代 表 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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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於 97年 9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食品、美

容保養品及日常用品等傳銷商品，經本會上網查詢及於 109年 6

月 30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下列情

形疑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一、被處分人網站「推薦集點樹 2019/8/1-2019/9/30(四個半月

結週期)」載有集點(所有點數直銷權口數合併計算)兑換相

關商品或分紅晚宴出席資格等內容，該集點活動雖已結

束，惟未向本會報備。 

二、被處分人於 109 年 2 月 25 日向本會報備「購買事業手冊附

贈 2 張 500 元優惠券商品紙本券」活動改為附贈電子券，

惟紙本券自 105年 3 月 7 日開始實施，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於 109 年 2月 27日始補正上傳紙本券內容。 

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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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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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查 被 處 分 人 自 承 其 網 站 登 載 「 推 薦 集 點 樹

2019/8/1-2019/9/30(四個半月結週期)」活動，及自 105

年 3 月 7 日開始實施「購買事業手冊附贈 2 張 500 元優惠

券商品紙本券」活動，均漏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因被處分

人舉辦上開 2 項活動係為激勵傳銷商銷售其傳銷商品或介

紹他人加入，進而獲得商品或出席晚宴等額外之經濟利

益，屬傳銷制度之一環，應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二)被處分人雖表示該等疏漏係因報備人員離職所致，然尚無

法因此免除其責任，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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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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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8 年 8 月 14日網頁資料。 

二、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本會 109 年 6 月 30 日業務檢查紀錄。 

四、被處分人 109 年 8 月 11日陳述書及陳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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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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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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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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5號 

被處分人：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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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緣本會於 109 年 11 月間接獲民眾檢舉，被處分人於臺灣招攬他

人加入中國大陸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織「KISSY 如吻制度」，惟

被處分人未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係丰勻服飾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丰勻公司)及童

顏美肌有限公司(下稱童顏美肌公司)之負責人，其自承在

臺灣推廣中國大陸深圳市如吻服飾科技有限公司(下稱中

國大陸如吻公司)「KISSY 如吻制度」，於 108年 6月至 110

年 1 月透過自身之社群網站「臉書」(下稱 Facebook)、

Instagram 網頁(下稱 IG)、通訊軟體 WeChat(下稱微信)等

方式散布中國大陸如吻公司「KISSY 如吻制度」關於獎金制

度、商品、獎金匯款方式等資訊，進行招募經銷商及推廣

銷售中國大陸如吻公司之商品與獎金制度，民眾加入後係

透過上線經銷商(下稱上線)匯款予被處分人指定之丰勻公

司或童顏美肌公司之帳戶以購買中國大陸如吻公司之商

品；且查中國大陸如吻公司「KISSY 如吻制度」之臺灣市場

特別通知資料亦載明被處分人為該制度之臺灣市場統一窗

口，故可認被處分人為本案行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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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查中國大陸如吻公司主要銷售內衣等商品，該公司統籌

規劃實施之「KISSY 如吻制度」，內容為民眾支付約二十餘

萬元加入並與中國大陸如吻公司簽立經銷商合同書後成為

經銷商，將獲得積分可購買 KISSY 如吻品牌之無痕科技內

衣商品(含背心款、吊帶款等內衣商品、男女生內褲、安全

褲等)及介紹他人加入成為經銷商，且依業績倘直接及間接

招募 5個經銷商即可晉升為金牌經銷商，並獲得招商獎金、

補貨獎金、分紅獎金及團隊業績獎金等。觀其商品行銷方

式，係透過經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

銷售商品，並獲取招商獎金、補貨獎金、團隊業績獎金等，

該等獎金具有多層級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徵，是

「KISSY如吻制度」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規定之多

層次傳銷，而中國大陸如吻公司係採行多層次傳銷方式推

廣銷售商品之境外多層次傳銷事業，該制度所稱經銷商即

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5 條第 1項規定之傳銷商。 

三、按多層次傳銷行為之實施，包括招募傳銷商、銷售商品、

推廣或協助獎金制度運作等行為，復查被處分人係為中國

大陸如吻公司之「KISSY如吻制度」金牌經銷商，於 108年

6 月至 110 年 1 月於臺灣透過其個人之 Facebook、IG、微

信等通訊軟體推廣介紹「KISSY如吻制度」之獎金制度、商

品、匯款資訊等相關資訊，招攬民眾加入成為經銷商以購

買中國大陸如吻公司商品，迄至 110 年 1 月共招募經銷商

約五十人，被處分人除負責將臺灣經銷商之匯款彙整後匯

入中國大陸如吻公司帳戶，由該公司再據此發貨及計算相

關獎金金額發放予經銷商外，並協助將中國大陸如吻公司

銷售之商品寄送至臺灣經銷商，再者經銷商之上線及上上

線亦依循被處分人所推廣「KISSY如吻制度」之獎金制度據

以計算招商獎金、補貨獎金，此均為被處分人所自承，故

被處分人招攬他人加入中國大陸如吻公司之「KISSY 如吻制

度」傳銷計畫或組織，屬實施境外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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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

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未於開始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  

四、綜上論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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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境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織「KISSY 如吻制度」

之獎金制度、匯款說明及臺灣市場特別通知等相關資料，

及被處分人於其個人 Facebook、IG、微信散布「KISSY 如

吻制度」相關訊息。 

二、被處分人 110 年 3 月 8 日陳述書。 

三、丰勻服飾科技有限公司、童顏美肌有限公司 110 年 1 月 26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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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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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5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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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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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介紹他人參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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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條第 1 項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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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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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4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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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26號 

被處分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568009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1 段 331號 3樓 

代 表 人：林○○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14612 

址    設：高雄市仁武區大景一街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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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松井 節能省電型溫熱

開飲機 SG-1720」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具節能

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型號於廣告

所示商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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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 109年 8月 25日上網查悉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及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麗晶公司)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松井 節能省電

型溫熱開飲機 SG-1720」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宣稱「節

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惟查節能標章全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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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案關商品型號並未具有節能標章。另案關商品廣告刊

載「JD-1223」型號於所示商品上，惟查「JD-1223」型號

商品之節能標章已於 103 年 4 月 1 日過期失效，是前揭宣

稱似與事實未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

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提出書面陳述並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商品宣稱「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之廣告

係由供應商標緻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標緻公司）提供

並自行登入帳戶至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平台系統後台(B2B 系

統)，輸入案關商品銷售文案建檔後，系統再將前揭資料上

傳刊載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未參與製

作、亦未事先審核案關商品廣告內容，僅提供平台通路予

供應商銷售商品及曝光文案(經查燦坤線上購物網路平台

有顯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之事業名稱)。另被處分人燦坤公

司有於雙方合作契約訂定供應商應確保其於被處分人燦坤

公司平台系統後台登錄內容真實且未違反法令。 

２、有關商品利潤之分配部分，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針對案關商

品所賺取之利潤為案關網站實際銷售價格與標緻公司所提

供之進貨價格間之差價。又標緻公司另支付予被處分人燦

坤公司 B2B使用費等費用。 

３、有關送貨予消費者部分，係由標緻公司委由自行合作之物

流廠商寄送商品至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各地之物流中心等，

消費者透過燦坤線上購物網站完成訂購及付款，交易完成

後係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取款項及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

者並負責後續對消費者之送貨事宜。倘消費者欲換貨、退

貨退款，其窗口亦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標緻公司於接獲

被處分人燦坤公司發送之消費者退換貨需求後，再委由新

竹物流將退換貨取回。 

４、就案關商品而言，被處分人燦坤公司與被處分人麗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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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任何合作關係。  

５、案關商品銷售文案曝光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時間，始於 107

年 9月 10日，然於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到本會來函通知（被

處分人燦坤公司於 109年 9月 15日收文）涉有廣告不實後，

已立即將文案下架並停止銷售案關商品，前開期間案關商

品在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數量共 2 台。 

６、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僅提供銷售通路平台，實則並非廣告主

亦非案關商品銷售文案製作者，至於銷售文案是否涉及廣

告不實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並無從知悉，故提供標緻公司陳

述內容。 

(二)經函請標緻公司提供書面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商品廣告文案係由供應商被處分人麗晶公司製作並提

供予標緻公司，再由標緻公司登入帳戶至被處分人燦坤公

司平台系統後台（即 B2B系統)，將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提供

之廣告文案上傳刊載至燦坤線上購物網站。被處分人燦坤

公司未參與案關商品廣告內容之製作，而標緻公司僅係受

被處分人麗晶公司委託將案關商品寄放於燦坤線上購物網

站銷售，亦未參與案關商品廣告內容之製作(廣告文案中商

品所示「JD-1223」型號及「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

文字皆為被處分人麗晶公司製作提供)。另標緻公司僅居中

代理，提供平台通路予被處分人麗晶公司銷售商品及曝光

文案，並無審核案關商品廣告內容之權利。 

２、有關商品利潤之分配部分，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針對案關商

品所賺取之利潤為案關商品於網站實際銷售價格與標緻公

司提供予該公司之進貨價格間之差價。又標緻公司另支付

予被處分人燦坤公司 B2B 使用費等費用。另標緻公司銷售

案關商品予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依進貨價格抽取一定比率

為利潤。 

３、案關商品交易完成後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開立銷售發票予

消費者，另有關送貨予消費者部分，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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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訂單後會通知標緻公司，標緻公司再通知被處分人麗晶

公司，由被處分人麗晶公司直接寄出至被處分人燦坤公司

指定交貨地點，再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送貨予消費者。倘

消費者欲換貨、退貨退款，其窗口亦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

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會通知標緻公司，標緻公司再通知被處

分人麗晶公司，而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於接獲該公司發送之

消費者退換貨需求後，再將退換貨取回。 

４、標緻公司僅提供銷售通路平台，實則並非廣告主及案關商

品廣告製作者，故無從知悉是否涉及廣告不實，故提供被

處分人麗晶公司陳述內容。 

５、案關商品廣告曝光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時間始於 107 年 9

月 10 日，然於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到本會來函通知（109

年 9 月 15日）涉有廣告不實後，已立即將廣告下架並停止

販售案關商品，前開期間案關商品在被處分人燦坤公司網

路平台銷售數量共 2 台。 

６、案關商品除於前述燦坤線上購物網站刊載銷售外，標緻公

司並未於其他網路平台刊載銷售。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提供書面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商品廣告文案係由被處分人麗晶公司製作並提供予標

緻公司，再由標緻公司登入帳戶至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平台

系統後台（即 B2B 系統)，將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提供之廣告

文案上傳刊載至燦坤線上購物網站。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未

參與案關商品廣告內容之製作，而標緻公司僅係受被處分

人麗晶公司委託將案關商品寄放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

售，並未參與案關商品廣告內容之製作(廣告文案中商品所

示「JD-1223」型號及「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

皆為被處分人麗晶公司製作提供)，亦無審核案關商品廣告

內容之權利。 

２、有關商品利潤之分配部分，標緻公司銷售案關商品予被處

分人燦坤公司，依進貨價格抽取一定比率為利潤。另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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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交易完成後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

者，有關送貨予消費者部分，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到訂單

後會通知標緻公司，標緻公司再通知被處分人麗晶公司，

由被處分人麗晶公司直接寄出至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指定交

貨地點，再由被處分人燦坤公司送貨予消費者。倘消費者

欲換貨、退貨退款，其窗口亦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被處

分人燦坤公司會通知標緻公司，標緻公司再通知被處分人

麗晶公司，而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於接獲標緻公司發送之消

費者退換貨需求後，再將退換貨取回。 

３、標緻公司與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有簽訂「協同經營合約書」，

另被處分人燦坤公司與被處分人麗晶公司並無簽訂合作契

約。 

４、於 103年之前，製造工廠豪品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豪品

電器公司)曾生產「JD-1223」型號商品，並申請通過節能

標章（自 101 年 4 月 2 日至 103年 4 月 1 日止），為期 2年

即停產。嗣後「JD-1223」型號商品約於 107年 9月經委製

工廠豪品電器公司整改為案關商品「SG-1720」型號而轉售

交貨給被處分人麗晶公司，當時豪品公司曾提供「JD-1223」

型號商品供被處分人麗晶公司參看產品的形式與結構功

能，並經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拍照建檔。查前揭 2 樣商品差

異點僅商標/型號不同，其内部結構及功能皆相同，惟案關

商品再加強及優化内部保溫結構。 

５、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係

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業務人員一時誤植於廣告文案，且將廣

告文案提供予標緻公司，並經該公司上傳於燦坤線上購物

網站。事實上，「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皆指已停產之

「JD-1223」型號商品之特性(該商品節能標章已於 103 年 4

月 1 日失效)，實際銷售之案關商品上僅有能效分級標示貼

紙，故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未能提出案關商品於廣告期間獲

有節能標章或被授權可使用節能標章之相關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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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另有關廣告刊載「JD-1223」型號於所示商品上，係被處分

人麗晶公司業務人員於案關商品推廣期間不經意誤提供給

標緻公司作為在未合意買賣之前之初步提案，並經標緻公

司上傳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 

７、經濟部能源局於 106 年前並未將開飲機商品列入節能標章

必須申請之商品項目規定，但製造工廠豪品電器公司自行

將「JD-1223」型號商品提出申請通過節能標章。直到 106

年起經濟部能源局才將開飲機商品項目列入能效分級制

度，因此被處分人麗晶公司將案關商品申請能效分級標示

登錄，並於 108年 4 月 26日獲准登錄產品之能效分級(第 3

級)標示圖並使用之(查能源耗用基準值為 1.877kWh，然案

關商品每 24 小時標準化備用損失(下稱 E24)標示值為

1.452kWh，符合基準且列為第 3級)，因認為已有能效分級，

故案關商品未申請節能標章認證，往後亦無意願再申請節

能標章認證。 

８、被處分人麗晶公司雖未能知悉案關商品於 108 年獲得能效

分級第 3 級是否代表案關商品符合節能標章能效基準，惟

案關商品之 E24 標示值為 1.452kWh，較 106 年前經濟部能

源局規定之溫熱型開飲機之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值

1.678kWh 更為嚴苛，故被處分人麗晶公司並非假藉節能標

章販售。 

９、案關商品販售文案曝光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時間，始於 107 

年 9 月 10日，然於被處分人燦坤公司收到本會來函通知涉

有廣告不實後，已立即將文案下架並停止販售案關商品，

前開期間案關商品在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數量共 2 台。 

１０、另案關商品宣稱「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之

廣告除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刊載銷售外，並無於其他網路

平台刊載，且僅銷售 2 台，絕非蓄意欺瞞消費者，亦不會

危害社會。 

(四)經函請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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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經濟部能源局為推動節約能源，引導消費者選購及鼓勵廠

商研發生產高效率產品，推行「節能標章」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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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選用高能源效率產品。現行溫熱

型開飲機獲證標準須符合 106 年 9 月 28 日公告修正，107

年 3 月 1 日生效之「溫熱型開飲機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

與標示方法」相關規定。 

２、「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制度，係依據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規

定據以執行，強制要求廠商於進口或販售指定能源設備或

器具時，需標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並依產品品項逐項

公告各該品項之分級效率，級數愈小代表愈省能。溫熱型

開飲機已納入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產品，經濟部 104 年 9 月

21 日公告，並於 105 年 12月 1 日起適用「溫熱型開飲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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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案關商品之熱水貯水桶容量為 4.6L、E24 標示值為

1.452kWh，按溫熱型開飲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表計算，核

定為 3 級。而現行溫熱型開飲機節能標章能效基準較能源

效率第 3 級產品效率為高。 

４、案關商品無「節能標章」申請獲證紀錄，另案關商品所附

能效試驗報告之 E24 實測值及標示值，分別為 1.340kWh 及

1.452kWh，皆高於案關商品依熱水貯水桶標示容量(V)所計

算的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值 1.2306kWh，不符現行溫熱型

開飲機節能標章獲證基準要求。 

５、另查「JD-1223」型號溫熱型開飲機於 101 年 4 月 2 日獲有

節能標章認證，核准獲證編號為 990084 續 1，前揭證書有

效期限為 2 年，自 101 年 4 月 2 日至 103 年 4 月 1 日止，

該款溫熱型開飲機於前述有效期限屆滿前未辦理續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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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推動使用作業要點」第 13 點第

1 項前段規定：「節能標章使用證書有效期間為 2 年，於期

限屆滿時失效。」該產品(含庫存品)於證書失效後，不得

對外宣傳為節能標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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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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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燦坤線上購物網路平台顯

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之事業名稱，交易完成後由其負責送

貨事宜，其亦為消費者換貨、退貨退款之窗口，故消費者

於訂購時應可認知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復就交

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係案關商品最末端之銷

售者，並藉商品實際銷售價格與進貨成本之價差來賺取利

潤，其因使用案關商品廣告、銷售案關商品而直接獲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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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故被處分人燦坤公司係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提供案關商品廣告文案委由標緻公司上

傳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並委託該公司將案關商品寄放於

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其因使用案關商品廣告、銷售案

關商品而直接獲得利益，故被處分人麗晶公司亦為本案之

廣告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及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於 107 年 9 月至 109

年 9 月在燦坤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宣稱「節能標

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

型號於廣告所示商品上，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於刊登當時

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其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相仿規格溫

熱型開飲機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效。 

四、查被處分人麗晶公司自承案關商品未申請節能標章認證，

而本案廣告實係其業務人員誤將案關商品整改前

「JD-1223」型號（節能標章已於 103 年 4 月 1日失效）刊

載於所示商品上，及將誤植「節能標章」、「具節能標章」

等文字之廣告文案提供予標緻公司上傳於燦坤線上購物網

站，故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及被處分人麗晶公司皆未能提出

案關商品於廣告期間獲有節能標章認證之相關事證。次據

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無「節能標章」申請獲證紀錄，

鑑於家電商品是否獲有「節能標章」認證，為影響消費者

作成該類商品交易決定之重要參考因素，是案關商品於廣

告期間實際未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卻宣稱「節能標章」、「具

節能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型號於

廣告所示商品上，核與事實不符，足以引起消費者對案關

商品之品質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五、至被處分人麗晶公司雖辯稱案關商品實際已獲得能效分級

第 3 級等語，查現行溫熱型開飲機節能標章產品之能效基

準較能源效率第 3 級產品效率為高，再者案關商品之 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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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測值及標示值不符 107 年 3 月 1 日生效之「溫熱型開飲

機節能標章能源耗用基準與標示方法」所規定之節能標章

獲證基準，是以被處分人麗晶公司之辯稱顯不可採。 

六、綜上，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及被處分人麗晶公司於燦坤線上

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具節能

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型號於廣告

所示商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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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酌被處分人燦坤公司及被處分人麗晶公司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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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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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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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

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條準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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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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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109年 9 月 16 日

來函檢舉，被處分人未依法於終止契約生效後 30日內，辦

理所購買「VYVO 智能家庭套組」之退款，涉及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銷售之「VYVO 智能家庭套組」包含 3 份

「SmartLifeDNA 健康與健身基因檢測」服務、3 個月

「SmartLifeSolution 訂閱進階服務」、3個月「唯而沛」

食品、10 個「Biozen 貼片」及 600 元折價券。其中

「SmartLifeDNA 健康與健身基因檢測」服務係指民眾使

用被處分人提供之檢測棉棒取樣口腔細胞，並自行寄送

至美國實驗室進行檢體檢測，由實驗室出具個人 DNA 檢

測報告；「SmartLifeSolution 訂閱進階服務」係搭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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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被處分人手環商品提供之監測服務，將個人生活作息

資訊（如睡眠、運動步數等）上傳至雲端儲存空間，俾

利傳銷商隨時檢視瀏覽。 

（二）被處分人分別於 108 年 4 月及 6 月與檢舉人等 3 位傳銷

商簽訂書面參加契約，契約內容包含 DNA 檢測服務之退

貨辦法「六、SmartLifeDNA 服務退貨辦法……(二)傳銷

商收貨日起 45日後，向公司辦理退出退貨方式如下：……

3.倘傳銷商購買綜合經營套組(含 DNA 檢測套組)，公司

退貨規定如下：(1)產品皆未拆封未使用，退款 90%。（下

略）」等文字。 

（三）有關檢舉人等 3 位傳銷商於 109 年 6 月 5 日以存證信函

辦理終止契約及「VYVO 智能家庭套組」之退貨，因套組

內之「SmartLifeDNA 健康與健身基因檢測」服務及

「SmartLifeSolution 訂閱進階服務」屬服務性質，被處

分人經本會調查後，已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依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規定，就檢舉人等 3 位傳銷商未使用之服務完

成退款，至於套組內實體商品部分，因檢舉人等 3 位傳

銷商所持有之商品自提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則無法

退款。 

理   由 

一、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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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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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關於商品之規定，除第 21條第 1項但書外，於服務

之情形準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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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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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檢舉人等 3 位傳銷商係 109 年 6 月 5 日以存證信函向被

處分人辦理「VYVO 智能家庭套組」之退出退貨，惟截至檢

舉人 109 年 9 月 16 日來函提出檢舉時，仍未收到被處分人

退款。經本會調查後，被處分人自承傳銷商所購買之「VYVO

智能家庭套組」，包含「SmartLifeDNA 健康與健身基因檢測」

服務及「SmartLifeSolution 訂閱進階服務」，依據被處分

人與傳銷商簽訂參加契約之內容，倘傳銷商未使用前揭服

務，仍應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款。是被處分人

未依法於傳銷商提出終止契約後 30 日內辦理退貨退款，核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條準用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

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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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條第 1項

前段及第 2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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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4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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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28號 

被處分人：○○○即東區家電服務站  

統一編號：       78067982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217 號 1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語，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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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緣民眾 109 年 8 月 17日以電子郵件反映，略以：該民眾

家 中 洗 衣 機 故 障 ， 故 上 網 搜 尋

https://www.online-service.tw網站(下稱案關網站)，認

為該網站刊載服務保證內容及以極淺灰色標題顯示「本網

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等，致使消費者難以分辨是否為

東元原廠維修服務，導致請來的並非原廠維修人員，而是

一般家電維修師傅。 

二、經查詢案關網站首頁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電

視系列：維修東元 teco液晶電視」等語，最末載有「服務

保證內容 請將購買憑證(如發票等)與本產品保證書(填妥

交易日及經銷商蓋章)併存保管，以保障權益；如發票遺失

或無憑證時，則以製造號碼之出廠年度首日計算保證期

限。家電產品自購買日起，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由總公司保

證一年免費服務，特別保證內容請參照保證書」，及左上方

「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等文字係於白底以灰色極

小字體(約 0.15公分見方)刊載，易使人認為與原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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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疑涉有廣告不實。 

三、查案關網站為被處分人所註冊，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

提出陳述書，略以： 

(一)案關網站廣告為被處分人審核、製作及刊載，該網站約 4

至 5 年前改版後即未再變動，被處分人收到本會公文後，

於 109 年 9月即將東元 TECO 相關文字刪除，網頁最末所載

「服務保證內容」亦改為「冷氣保養」等相關文字。 

(二)案關網站首頁載有「東元 teco 家電維修服務」、「電視系列：

維修東元 teco液晶電視」等語與各縣市維修中心電話，係

指被處分人有提供東元家電之維修服務，然被處分人與東

元原廠維修中心或服務站無關，除提供東元家電維修服務

外，亦有提供其他品牌之家電維修服務。 

(三)案關網站最末載有「服務保證內容 請將購買憑證(如發票

等)與本產品保證書(填妥交易日及經銷商蓋章)併存保

管，以保障權益；如發票遺失或無憑證時，則以製造號碼

之出廠年度首日計算保證期限。家電產品自購買日起，在

正常使用情況下由總公司保證一年免費服務，特別保證內

容請參照保證書」等語，因被處分人僅提供「超過保固期

間」之家電維修服務，倘消費者購買之家電商品尚在保固

期內，被處分人會請消費者直接去找原廠維修。 

(四)案關網站左上方「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等文字於

電腦看雖然較小，但於手機上顯示會較清楚，且點選案關

網站上方「電視機維修」、「電冰箱維修」、「冷氣保養維修」、

「洗衣機維修」、「烘衣機維修」、「除溼機維修」、「線上報

修」等，均會出現「家電維修服務站 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

商無關」之畫面，於維持約 1 秒後，即跳到相關網頁，且

其左上方會顯示「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至於「本

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於白底以灰色文字顯示係因排

版關係。被處分人未與東元原廠有授權或代理關係，故於

案關廣告刊載「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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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關網站所載各縣市服務站電話為被處分人申請，由被處

分人請人接聽電話及聘請技師提供維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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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被處分人為案關網站

https://www.online-service.tw/index.html 之網域註冊

人，並自承該網站廣告為其審核、製作及刊載，且該網站

所載各縣市服務站電話，係由其請人接聽，並聘請技師提

供維修服務，足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廣告內

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一)案關網站首頁載有「東元 teco 家電維修服務」、「電視系列：

維修東元 teco液晶電視」等語，及各縣市服務站電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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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載有「服務保證內容 請將購買憑證(如發票等)與本產品

保證書(填妥交易日及經銷商蓋章)併存保管，以保障權

益；如發票遺失或無憑證時，則以製造號碼之出廠年度首

日計算保證期限。家電產品自購買日起，在正常使用情況

下由總公司保證一年免費服務，特別保證內容請參照保證

書」，予人印象係該網站與東元原廠維修中心或服務站應具

有一定關聯。 

(二)固據被處分人表示其與東元原廠維修中心或服務站無關，

且會告知在保固期內有維修需求消費者逕洽東元原廠維修

中心或服務站處理，然查： 

１、案關網站左上方「本網站與品牌授權廠商無關」係於白

底以灰色極小字體(約 0.15公分見方)刊載，消費者顯難

以注意及辨別。 

２、復據案關網站最末之「服務保證內容」載有「家電產品

自購買日起，在正常使用情況下由總公司保證一年免費

服務，特別保證內容請參照保證書」等文字，且案關網

站並無刊載事業全名，惟被處分人提供家電維修服務乃

屬付費服務，實際與原廠保證提供保固期內免費維修服

務無涉，其卻強調東元家電總公司服務保證內容，而告

知對象僅及於保固期內消費者，上述情形易使保固期外

消費者誤以為案關網站為東元原廠之直屬或相關服務

站。 

(三)綜上所述，被處分人並未與東元原廠有授權或代理關係，

惟於案關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語，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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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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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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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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9號 

被處分人：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82863 

址    設：新竹市北區四維路 62巷 1-1號  

代 表 人：許○○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394368  

址    設：新竹市北區曲溪里中華路三段 121 巷 13 號 1 樓  

代 表 人：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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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鑄」建案，於廣告「A2、A7、A8 戶平面

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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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處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新臺幣 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 109 年 1 月查悉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嘉定公司)及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璽悅公司)為銷售新竹市北區「邑鑄」建案(下稱案關

建案)，約 108年 10 月 4日至 109 年 1 月 15日間於 591 房

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 房屋網)刊載「A2、A7、A8 戶平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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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

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嘉定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座落於新竹市四維路，108 年 5 月 24 日取得建造

執照，並於 110年 2 月 1 日取得使用執照。108年 1 月起委

託被處分人璽悅公司銷售案關建案，委託期間從 108 年 5

月 24 日至建案完畢為止，並依「委託銷售房屋合約書」(下

稱合約書)支付實際銷售金額之一定比例為業務銷售費用。 

(二)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銷售係由被處分人璽悅公司負責，並

依合約書第 9條規定被處分人璽悅公司支付廣告費。於 591

房屋網刊載「A2、A7、A8戶平面配置參考圖」之「R1F」係

屋突 1 層，原申請核准之建造執照之使用用途為樓梯間，

該廣告將其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被處分人嘉定公

司認為並不妥適，已於 109 年 1月 13 日收到本會調查書函

時立刻通知被處分人璽悅公司改正。 

(三)案關建案核准之法定容積率為 240%，目前建案之容積率為

239.51%，是該建案之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限，被處分人嘉

定公司已無法向建管機關申請將屋突 1 層之樓梯間變更為

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之可能。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璽悅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璽悅公司受託銷售案關建案及廣告內容製作與審

閱。「A2、A7、A8戶平面配置參考圖」係被處分人璽悅公司

提供該建案之墨線圖予太冶廣告企劃有限公司(下稱太冶

公司)設計，並請其詢問 591房屋網免費廣告上架內容，直

到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轉知本會調查書函後，被處分人璽悅

公司始知悉案關廣告已於 591 房屋網刊登，此為被處分人

璽悅公司疏失未善盡後續監督及審核之責。然而該平面配

置參考圖有特別載明「此圖為空間參考示意 現場以實際為

主」之文字，故應無使消費者誤認之情事。 

(二)「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之樓梯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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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被處分人璽悅公司亦認為不妥

適，故已於 109年 1 月 15日立刻改正，並於 591房屋網下

架案關建案廣告。其刊載期間約為 108 年 10 月 4 日至 109

年 1 月 15日止。廣告期間僅銷售 1 戶。 

四、經函請新竹市政府提供案關建案相關專業意見，略以：按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0 項規定：「屋頂突出

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一）樓梯間、

昇降機間、無線電塔及機械房。(下略)」。案關建案原核准

用途為樓梯間，又該建案核准之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40%，亦無向新竹市政府提出申請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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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司俱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嘉定公司投資興建，並與被處分

人璽悅公司簽訂合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認被處分人

嘉定公司除出資興建該建案外，本於銷售自己之商品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璽悅公司製作案關建案廣告及銷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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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並因廣告銷售而直接獲取利潤，是被處分人嘉定公司

自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次查被處分人璽悅公司受託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製作及

銷售，依雙方簽訂之合約書，業務銷售費用以實際銷售金

額之一定比例計算，是被處分人璽悅公司為廣告活動實際

實施者，並進而利用廣告銷售且隨銷售金額之多寡向建設

公司請領一定比例之業務銷售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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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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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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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就整體廣

告內容觀之，予人印象係該廣告之樓梯間，可合法作為臥

室之室內空間使用。惟據新竹市政府之專業意見，該建案

原核准用途為樓梯間，迄無向新竹市政府提出申請變更設

計。且被處分人嘉定公司及被處分人璽悅公司均自承案關

建案核准之法定容積率為 240%，目前建案之容積率為

239.51%，其室內空間之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限，已無法向

建管機關變更使用用途，故無可能將樓梯間合法變更設計

為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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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縱被處分人璽悅公司主張該平面配置參考圖明確載有「此

圖為空間參考示意 現場以實際為主」之文字，故應無使消

費者誤認之情事等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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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處分人璽悅公司上

開所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實廣告之責任。 

(四)綜上，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司銷售案關建

案，於 591房屋網刊載「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

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

交易相對人無法合法享有廣告所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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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司銷售新

竹市北區「邑鑄」建案，於 591 房屋網刊載「A2、A7、A8

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原用途為樓梯間規劃為臥

室之室內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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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嘉定公司與被處分人璽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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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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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6   日 

被處分人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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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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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0號 

被處分人：傅○○ 即小時光日子工作室  

統一編號：          76426126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 17 巷 22號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事業網站、社群網站臉書 (Facebook)及

Instagram 頁面刊載「#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宣稱「#

雕塑奇蹟#磁力瘦……減脂 19% 增肌 16%……#非侵入式治

療 打擊你最討厭的『掰掰袖』、『臀部』、『腹部』……每次

HI-ERT 療程相當於 20000 次肌肉收縮，這是一款高效能增

加肌肉和減脂的科技」、「雕塑奇蹟 非侵入式 增加肌肉 16% 

減少脂肪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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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緣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9 年 12 月 29 日函移民眾檢舉案

件，略以：被處分人銷售「#雕塑奇蹟#磁力瘦」服務，於

事業網站、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下稱 FB)及 Instagram

頁面(下稱 IG)刊載「#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宣稱「#

雕塑奇蹟#磁力瘦……減脂 19% 增肌 16%……#非侵入式治

療 打擊你最討厭的『掰掰袖』、『臀部』、『腹部』……每次

HI-ERT 療程相當於 20000 次肌肉收縮，這是一款高效能增

加肌肉和減脂的科技」、「雕塑奇蹟 非侵入式 增加肌肉 16% 

減少脂肪 19%」等語(下稱案關廣告)，涉廣告不實。 

二、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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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關廣告為被處分人上傳於事業網站、FB及 IG，廣告刊載

期間為 109年 8月 31 日至 109年 10 月 12日。臺北市衛生

局於 109 年 10月 12 日至被處分人(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雙

城街 17巷 22號)查訪後，即將案關廣告貼文刪除。 

(二)事業網站為被處分人所經營及架設維護；另 FB 及 IG 則提

供網站平台，供被處分人上傳案關廣告於 FB 及 IG，消費者

欲購買「#雕塑奇蹟#磁力瘦」服務，可至被處分人消費，

並由被處分人提供服務及收款，並負責售後服務。被處分

人於廣告期間支付 FB 公司廣告刊登費用，與 FB 公司無利

潤分配，另刊登於 IG 的廣告則無須付費。 

(三)「#雕塑奇蹟#磁力瘦」服務係使用「Slim Beauty 磁力瘦」

儀器，儀器係朋友介紹由被處分人自中國大陸購買及進

口。案關廣告宣稱內容係來自「Slim Beauty 磁力瘦」儀

器的產品說明書，被處分人無法提出相關公證單位的認證

或實驗證明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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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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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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銷售「#雕塑奇蹟#磁

力瘦」服務，在 109 年 8 月 31 日至 109 年 10 月 12 日間，

於事業網站、FB及 IG 刊載「#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因

刊載廣告及提供「#雕塑奇蹟#磁力瘦」服務而獲有利潤，

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案關「#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一)查案關廣告宣稱「#雕塑奇蹟#磁力瘦……減脂 19% 增肌

16%……#非侵入式治療 打擊你最討厭的『掰掰袖』、『臀

部』、『腹部』……每次 HI-ERT療程相當於 20000次肌肉收

縮，這是一款高效能增加肌肉和減脂的科技」、「雕塑奇蹟 

非侵入式 增加肌肉 16% 減少脂肪 19%」等語，其整體內容

予人印象乃使用案關商品時，可獲廣告所宣稱可以減脂 19%

及增肌 16%等功效，進而可達到打擊「掰掰袖」、「臀部」、「腹

部」的瘦身效果。 

(二)案據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廣告所宣稱減脂 19%等功效，係來

自「Slim Beauty 磁力瘦」儀器的產品說明書，被處分人

並無法提出相關公證單位的認證或實驗證明資料佐證。是

以，案關廣告於 109 年 8 月 31 日至 109 年 10 月 12 日期間

既無相關公證單位的認證或實驗證明事證，卻宣稱減脂 19%

等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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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三)至被處分人陳稱案關廣告係參考儀器說明書內容據以宣稱

部分，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之慣用手法，其內容所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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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亦為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時之重

要參考依據，故廣告主於刊登廣告時，當克盡查證與真實

表示之義務，倘廣告主未就廣告內容之真實性詳加查證而

逕予使用，致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虞者，即應負不實

廣告表示之責任。被處分人既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自應

善盡廣告主真實表示義務，尚難據此卸責。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事業網站、FB 及 IG 刊載「#雕塑奇蹟#

磁力瘦」廣告，宣稱「#雕塑奇蹟#磁力瘦……減脂 19% 增

肌 16%……#非侵入式治療 打擊你最討厭的『掰掰袖』、『臀

部』、『腹部』……每次 HI-ERT療程相當於 20000次肌肉收

縮，這是一款高效能增加肌肉和減脂的科技」、「雕塑奇蹟 

非侵入式 增加肌肉 16% 減少脂肪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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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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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1號 

被處分人：環貫綠佳利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538622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 段 66 號 30樓  

代 表 人：松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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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92 年 12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商品以食品及美容保養品為主。 

二、本會於 109年 9 月 26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

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現場備置之會員標準手

冊之推薦獎金未刊載「當您介紹的新人是以奧芮姬系列一

組參加環貫綠佳利事業，介紹人可得的推薦獎金為 15,000

點商品的兩倍」，卻於 108 年 1 月 1 日即開始實施，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復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6 月 22日實施「發送

推薦紅利包」活動，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均涉有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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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當您介紹的新

人是以奧芮姬系列一組參加環貫綠佳利事業，介紹人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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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推薦獎金為 15,000 點商品的兩倍」之獎金制度一節: 

１、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6 月 24 日向本會報備銷售 30,000 點

之奧芮姬系列一組商品，次查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報備之推薦獎金制度，內容為新人以購買 10,000 點或

15,000 點商品並搭配相關預購(合約)方案參加被處分

人，介紹人可獲得不同之推薦獎金，惟未敘明若新人購買

奧芮姬系列一組商品，其介紹人可獲得推薦獎金為 15,000

點商品的 2 倍，是依前揭內容所載，會員僅能獲悉被處分

人發放介紹人之推薦獎金條件係依新人購買 10,000 點或

15,000 點商品搭配相關預購(合約)方案據以計算。 

２、據被處分人自承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即實施「當您介紹的

新人是以奧芮姬系列一組參加環貫綠佳利事業，介紹人可

獲得的推薦獎金為 15,000點商品的兩倍」之獎金制度，並

表示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2 月 21 日向本會報備之推薦獎金

制度係其計算介紹人可獲得推薦獎金之基礎點數表，故新

人購買奧芮姬系列一組商品點數 30,000 點，為 15,000 點

的 2 倍，介紹人獲得之推薦獎金可依上開基礎點數表中

15,000 點換算，而認為該推薦獎金非新創之獎金制度，因

此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迄至 109 年 9 月因欲重新改版會員

標準手冊方於 109 年 9 月 10日向本會報備，嗣於 109 年 9

月 16 日補正完成報備。 

３、查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月 1日至 109 年 9 月 15 日期間實施

「當您介紹的新人是以奧芮姬系列一組參加環貫綠佳利事

業，介紹人可獲得的推薦獎金為 15,000 點商品的兩倍」之

獎金制度與向本會報備內容確實有間  ，已涉及變更推

薦獎金之發放條件，因傳銷事業發放獎金之條件係屬傳銷

制度之一環，倘有變更應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故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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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關被處分人實施「發送推薦紅包」活動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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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查被處分人實施「發送推薦紅包」活動係由會員透過連結

APP 發送推薦紅包予欲加入之新人，其登錄 APP 後獲得現

金新臺幣 200元，作為折抵參加被處分人之訂約費(即入會

費)，該活動之目的係為鼓勵新人加入，使其獲得訂約費折

抵之其他經濟利益，另對會員而言，亦會因介紹新人之加

入進而獲得更多推薦獎金，為傳銷制度內容之一。 

２、被處分人雖辯稱該活動實施期間僅為 14 日甚短(109 年 6

月 22 日至 7 月 5 日)，無須向本會報備，惟查被處分人自

承因推薦紅包未設定使用期限，致該活動截至實施期限 14

日後甚或 1 個月後仍有新人使用推薦紅包加入，此據 109

年 7 月 23日後仍有新人使用推薦紅包加入紀錄可稽，因而

被處分人於 109年 9月 28日乃向本會報備修正該活動之實

施期間為 109 年 6 月 22 日至 12月 31 日，是被處分人所稱

實施該活動期間僅為 14日核與事實未符，因該活動實施期

間已逾 1 個月，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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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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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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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同法第 34 條規定處分如

主文。 

證  據 

一、本會於 109年 6 月 29日業務檢查攜回被處分人營業所現場

備置會員標準手冊，以及傳銷商 109 年 6 月 30 日解除．終

止契約/終止資格/退費申請書」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9 年 10月 28 日)、110

年 1 月 27日及 110 年 3 月 5日之陳述書，以及 110 年 1 月

28 日陳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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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處分人會員申請書暨同意書及 107 年 12 月 21 日推薦獎

金之報備資料。 

四、被處分人於 109 年 6 月 22日至 12 月 31日「發送推薦紅包」

活動資料及 109年 6月 22 日至 109年 10月 20日會員使用

推薦紅包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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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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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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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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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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2號 

被處分人：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821341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 3-1 號 3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456110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277 號 17樓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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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等以簽署獨家經銷協議書之方式，合意以金錢利

益交換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售，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

行為，足以影響治療大腸癌藥品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 

二、被處分人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 

三、處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 億 2,000 萬元

罰鍰。 

處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5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立法委員質詢略以：被處分人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東洋公司）及另 2 家學名藥廠，曾向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報價 1 項治療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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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藥，其中 1 家委由東洋公司代理，另 1 家雖有報價，

惟未銷售藥品至我國，實際上只有東洋公司銷售該學名藥

品，並有劃分銷售區域之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

規定，本會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嗣有檢舉人提出書面及到會說明略以：我國大腸癌主要口

服藥品為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台灣大塚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及被處分人美時化

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美時公司）復癒膠囊，前揭 3

項藥品上市迄今之健保價格只有○%降幅，過了專利期間還

能維持新臺幣（下同）每顆（下同）65 元之高單價，且美

時公司復癒膠囊 1 顆都沒賣，藥價還能回升到 65元，係因

東洋公司○年來掌握 3 款同成分藥品在手上，因此對醫院

的銷售價格與健保核定的價格差距可維持在 15%以內，如此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辦法」（下稱藥價調整

辦法）相關規定，就無法調降藥品價格。而東洋公司與美

時公司私下協議，由東洋公司間接給付權利金但無需銷售

該藥品之方式，以減少市場競爭及瓜分利益，故東洋公司

與其他藥廠操控藥價已涉及聯合行為。 

三、調查經過 

(一)函請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提供相關

意見及資料，略以： 

1、國內藥品以 Tegafur 100 MG、Uracil 224 MG 為主成分之膠

囊，且具「胃癌、大腸（結腸直腸）癌、乳癌、與 Cisplatin

併用治療轉移及末期肺癌、頭頸部癌、用於病理分期 T2 之

第一期 B 肺腺癌病人手術後輔助治療」等 6 種適應症之藥品

許可證計有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大塚公司優富多膠

囊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等 3 張許可證，該款藥品應

為日商大塚公司最先開發，但東洋公司友復膠囊於同分組藥

品（即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藥品，下稱 3 同藥品）中，

係取得國內首家藥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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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自 96 年推動 PIC/S GMP（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藥

品優良製造規範），於 102 年成為 PIC/S 組織會員，並要求

藥廠自 104年起全面實施 PIC/S GMP，105年起既有藥品之

原料藥亦應符合前揭規範並登錄來源，若尚未找到符合

PIC/S GMP 之原料藥廠而無法登錄，應辦理切結不生產或不

輸入，之後符合規定即可恢復生產。 

(二)函請健保署提供相關意見及資料，略以： 

1、藥品於初納入健保收載之支付價格，係依「全民健康保險藥

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定辦理；之後藥品的調價係依藥

價調整辦法辦理。前揭定價及調價規定會將藥品是否為新

藥、原廠藥、製造廠是否符合 PIC/S GMP等因素納入考量，

而健保署例行藥價調整作業係參考市場實際交易調查結

果，依規定調整支付價格。 

2、對於納入健保給付超過 15 年之逾（無）專利期藥品，實施

3 同藥品同價格政策，可讓各醫療院所（包括醫院、診所及

藥局）在採購同成分藥品有更多選擇性，因需為同價，故 3

同藥品品項就會有部分調升或部分調降價格之情形。 

3、案關藥品健保支付價調價過程如下： 

(1)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89 年納入健保給付，支付價

77 元，之後健保署依相關法規規定，分別於 98 年調整為

75 元、100 年 73 元、103 年 70 元、104 年 67 元、105 年

66 元，106 年因健保納入給付已逾 15 年，依藥價調整辦法

將同分組所有品項（該分組有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大塚公

司優富多膠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共 3 項藥品）

調整為同一價格 65 元。 

(2)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91年納入健保給付，支付價 77 元，

之後健保署依相關法規規定，分別於 94 年調整為 71 元，

98年 70元、100年 69元、103年 58元(因未符合 PIC/S GMP，

支付價格大幅調降)，106 年因 Tegafur 及 Uracil 複方成

分之膠囊納入健保給付已逾 15年，依藥價調整辦法將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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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所有品項調整為同一價格 65元。 

(3)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98 年納入健保給付，支付價

56 元，102 年因製造廠符合 PIC/S GMP 調整為 58 元，106

年因 Tegafur及 Uracil複方成分之膠囊納入健保給付已逾

15 年，依藥價調整辦法將同分組所有品項調整為同一價格

65 元。 

4、提供 98 年至 108 年案關 3 項藥品之各適應症健保申報醫令

數量及申報金額，資料顯示主要支付之適應症為大腸癌（結

腸直腸癌），核算 98 年至 108年，案關 3項藥品用於治療主

診斷大腸癌（結腸直腸癌）之藥品申報金額占健保用於治療

主診斷大腸癌（結腸直腸癌）之藥品申報金額比率約○成。 

(三)據健保署提供案關藥品之健保醫令申報數量及醫療機構等

資料，函請逾○○家公私立醫療院所提供相關意見及資

料，摘要如後：每家醫院藥品採購方式略有不同，但主要

流程係由醫院內部相關代表所組成的藥事委員會負責審

查，考量臨床需求、價格等因素，由委員共識決議是否進

用（即醫院第 1次引進該藥品），而決定進用該項藥品後，

再由醫院採購單位進行採購。 

(四)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提出書面及到會說明，內容摘要如下： 

1、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依法取得之適應症範圍有胃癌、

大腸癌、乳癌、與 Cisplatin併用治療轉移及末期肺癌、頭

頸部癌、用於病理分期 T2 之第一期 B 肺腺癌病人手術後輔

助治療等，其中針對大腸癌之藥品治療除 Tegafur-Uracil

（案關藥品之主成分）外，尚有 5-FU、Capecitabine、

Irinotecan…等成分藥品可替代。 

2、被處分人東洋公司與醫院皆簽訂年度合約，若無法供貨而違

約，東洋公司所有藥品將於 2年內無法向該醫院投標，且另

須支付違約金。又 107年以前國內製造藥品 1藥證只能有 1

個製造廠，該公司為穩定供貨來源，向被處分人美時公司簽

訂協議書代理銷售復癒膠囊，如此可在該公司友復膠囊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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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提供復癒膠囊予醫院，故東洋公司代理經銷復癒膠囊係

屬買保險之概念。 

3、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於 98 年復癒膠囊上市時，與被處分人美

時公司簽訂獨家代理契約，因政府規定 104 年以前須取得

PIC/S GMP 認證，為避免工廠未通過 PIC/S GMP查核造成斷

貨，故與美時公司簽約，且僅至 102 年 2 月止，又因東洋公

司於 102 年以前取得 PIC/S GMP認證，故於協議書到期後不

再與美時公司續約；惟 102年間曾有案關藥品原料藥 Uracil

產量下降之新聞，且食藥署要求 102 年 7 月 1 日起自中國大

陸進口原料藥應檢附來源品質證明，東洋公司考量友復膠囊

恐有原料藥缺貨風險，審慎評估後與美時公司於 102 年 8、

9 月間簽訂第 2份合約，惟美時公司要求契約期間須回溯至

102 年 2月、提高權利金、供貨價每顆○元，東洋公司認為

價格太高，美時公司復要求東洋公司應有最低採購量，但東

洋公司認為已支付權利金，便未答應，故雙方協議書中未提

及復癒膠囊採購之價格及數量；107 年○月續約原因，係因

東洋公司友復膠囊之原料藥來源一直不穩定，惟簽約當時該

公司並不知道美時公司復癒膠囊原料藥廠已出問題，且美時

公司於簽約時並非提供最新版本藥證（即未載明 104 年美時

公司切結暫不生產復癒膠囊）。 

4、有關 98 年至 107 年與被處分人美時公司簽訂之協議書說明

略以： 

(1)授權方式：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授權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獨家

經銷復癒膠囊；美時公司不得自行或經由他人：①經銷及

販售復癒膠囊，②為復癒膠囊接觸東洋公司客戶，③進行

與復癒膠囊成分相同藥品（不論劑型為何）之研發、製造、

銷售或與第三人合作。其中美時公司若就復癒膠囊之獨有

技術，生產與復癒膠囊相同主成分且用於同一適應症之藥

品，縱劑型或劑量有所不同，實際上仍屬同一產品，此行

為即違反該獨家經銷契約之「獨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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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權金額：98 年協議書約定，第 1 年及第 2年為復癒膠囊

推廣期，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應支付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授權

金 2 年共○○○萬元，因美時公司依法規須先生產 3 批復

癒膠囊確效藥品，才能申請藥證，故前揭金額已可涵蓋美

時公司當時已生產之 3 批復癒膠囊；第 3 年及第 4 年為復

癒膠囊銷售期，東洋公司應支付美時公司每季○○萬元，

該金額已涵蓋美時公司生產復癒膠囊之全部成本。102 年

協議書約定，東洋公司支付美時公司授權金每年○○○萬

元。107 年協議書約定，東洋公司支付美時公司授權金每

年○○○萬元。 

(3)授權金範圍：98 年協議書約定，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支付被

處分人美時公司授權金作為：①補償美時公司研究開發復

癒膠囊等成本，②獨家授權東洋公司實施復癒膠囊藥證，

③獨家授權東洋公司經銷、販售復癒膠囊，④美時公司為

東洋公司製造、供貨復癒膠囊之全部成本，其中第 4 點係

指無論東洋公司訂購多少數量復癒膠囊，授權金皆涵蓋全

部成本，惟東洋公司代理復癒膠囊係買保險之概念，且仍

以銷售其友復膠囊為主，故不太可能大量訂購復癒膠囊。

102 年與 98年協議書相較，除刪去第 4點外，前 3 點均相

同。107 年協議書約定：①獨家授權東洋公司經銷、販售

復癒膠囊，②不含訂單製造分析費用及藥物品質管理費用

等，其中第 2點係指授權金不含復癒膠囊生產相關費用。 

(4)雙方義務：98 年協議書約定（102 年及 107 年協議書刪減

部分項目，故以 98 年協議書內容作說明），被處分人東洋

公司義務：雙方如已談妥技術移轉，經執行屆滿一會計年

度後，東洋公司應提供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前一年度製造或

銷售之書面報告；美時公司義務：①東洋公司如有自行製

造之需要，美時公司同意協商技術授權事宜，②東洋公司

與健保署商議健保價或提供藥價調查資訊時，美時公司同

意給予東洋公司所需之協助，③如東洋公司擬自行或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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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研發、製造或銷售復癒膠囊，應先取得美時公司同意。

有關雙方協商技術授權部分，雖東洋公司友復膠囊生產技

術應不會差於美時公司復癒膠囊，惟考量復癒膠囊為國內

市場上唯一與友復膠囊達到 BE（bioequivalence，即生體

相等性）結果之藥品，其相關生產技術可能有值得參考之

處，故亦未排除雙方未來授權或購買技術事宜；另有關商

議健保價部分，一般由藥證持有人出席，但未排除代理出

席之可能，若美時公司委託東洋公司就復癒膠囊價格商議

代為出席，有可能需要美時公司提供相關資料，惟上述情

形從未發生過。 

(5)契約重議：98 年及 102 年協議書約定，雙方應於下列任一

情事發生後 10日內，重議協議書規定之對價：…②有其他

與復癒膠囊成分相同之藥品推出，但該藥品係由被處分人

東洋公司自行或經由第三人推出者，不在此限；107 年協

議書約定，第三方相同藥品推出上市時，東洋公司應評估

市場調整行銷模式，待協議行使期間結束後，得與被處分

人美時公司重新協商協議內容（權利金等）。此約定理由係

因東洋公司經銷復癒膠囊之主要目的，在於確保該公司友

復膠囊如有缺斷貨等問題時能有替代品即時替補，若市面

上出現同一學名藥之新廠商，該公司有可能改向或同時向

新廠商詢問代理銷售條件，故該公司依當時市場現況重新

議定代理銷售價格，亦屬合理商業考量。 

5、被處分人東洋公司雖也代理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亦可於友

復膠囊缺貨時，提供該藥品予醫院，惟優富多膠囊成本較被

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為高，故東洋公司仍與美時公司簽

訂代理協議。又 106 年間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原料藥不穩定，

向醫院通知先以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替代，係因該段時間優

富多膠囊庫存很多，且東洋公司向醫院建議更換藥品時，多

數醫師表示若以優富多膠囊替代尚可考慮，若以非原廠藥又

價格較低之復癒膠囊替代則不考慮購買，故東洋公司先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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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優富多膠囊供給醫院，而未向美時公司採購復癒膠囊。 

6、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剛開始推廣復癒膠囊時，因該藥品國內臨

床資料不足，其藥價對醫院亦無誘因，故東洋公司推廣復癒

膠囊不是很順利，又因該公司代理復癒膠囊僅為買保險之概

念，其自 98 年簽訂代理契約迄今，尚無向被處分人美時公

司購入復癒膠囊或向醫院銷售復癒膠囊；另東洋公司皆依協

議書支付授權金，雙方迄今未有違約金或任何罰金情事。 

(五)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提出書面及到會說明，內容摘要如下： 

1、被處分人美時公司選擇藥品代理商的方式，係先公告擬被代

理藥品的資訊，再從有意願合作的代理商中選出 3到 5家（既

有配合的代理廠商優先），若其等預估銷售情形比美時公司

自行銷售情形為佳，該公司將考量其等預估可銷售數量及價

格，再選擇代理商簽署代理銷售契約，契約期限視進藥時間

等因素約 1至 3年。代理契約中，若代理廠商未達契約所訂

目標，美時公司可能會結束代理、罰錢、由代理商吸收未達

標的藥品數量等，但該公司實際簽約及運作情形係以結束代

理為主。 

2、有關被處分人美時公司與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於 98 年○月○

日、102 年○月○日、107 年○月○日簽訂協議書之緣由，

因負責前述協議書協商及簽署之人員均已離職，故據美時公

司推測，該公司於 97 年取得復癒膠囊藥證，惟銷售狀況不

佳，後來東洋公司找該公司洽談經銷代理該藥品，考量東洋

公司擁有抗癌藥物專業銷售團隊，故美時公司同意，雙方於

98 年○月○日簽訂協議書；102年 2 月第 1次合約到期後，

美時公司再次進原料藥及生產藥品，惟銷售狀況仍不佳，且

當時○○大藥廠○○○已在國外銷售案關藥品之另種 3 同

藥品，市場上傳聞該藥廠擬在我國取得藥證銷售，如此會多

1 家業者參與市場競爭，故美時公司便與東洋公司洽談延續

契約，實際洽談時間不確定，僅確認雙方於 102年 9 月簽署

契約，但美時公司要求契約生效日回溯至 102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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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02 年 2月至 9 月期間復癒膠囊仍由美時公司銷售，且東

洋公司未抗議該公司繼續完成與醫院間之年度採購契約，該

公司於年度採購契約到期後，便未再與醫院續約；106 年下

半年雙方辦理續約事宜，僅更新契約時間及授權金額，其餘

條款不變，並於 107 年○月○日簽署目前之契約。 

3、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於 102年曾向中國大陸原料藥供應商購買

復癒膠囊之原料，該藥品之原料藥廠不多，競爭同業可推知

彼此之原料藥廠，惟原本原料藥供應商 103 年原料品質出現

問題，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應知美時公司與其為同一原料藥

廠，故未立刻向美時公司下單，美時公司因東洋公司未下

單，尚未有急迫性，且若更換原料供應商，採購費用將大幅

提高，因此美時公司暫緩向原本原料藥供應商採購原料。之

後衛生福利部要求，既有製劑許可證應檢附原料藥符合 GMP

之相關證明文件及登錄原料藥來源，因原本原料藥供應商遲

未通過 GMP核備，美時公司法規部門（負責藥證註冊及管理）

為了不讓復癒膠囊之藥證因前述原因而失效，故於 104年○

月○日向食藥署切結暫不生產復癒膠囊，待提供該藥品所使

用之原料藥相關證明文件始得製造，前揭方式係藥證管理上

常見作法，惟美時公司其他部門並不清楚。107年美時公司

與東洋公司簽署協議書之重點在於授權金調整，美時公司當

時直接影印 102年協議書附件之藥證（未註記暫不生產）作

為 107年協議書附件，故當時簽訂 107年協議書之美時公司

人員並不知道復癒膠囊已切結不生產。 

4、有關 98 年至 107 年與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簽訂之協議書說明

略以： 

(1)授權方式：3份契約皆屬獨家經銷契約，不包括技術轉讓、

專利授權或藥證轉讓。 

(2)授權金額：98 年協議書約定，無論被處分人東洋公司賣出

多少復癒膠囊，該公司於協議書有效期間第 3 年及第 4 年

每季固定支付被處分人美時公司○○萬元；102 年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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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東洋公司每年支付美時公司○○○萬元；107 年協

議書約定，東洋公司每年支付美時公司○○○萬元。 

(3)授權金範圍：98 年協議書約定，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支付授

權金作為：①補償被處分人美時公司研究開發復癒膠囊等

成本，因美時公司研究開發該藥品已投入大量成本，故授

權金包含前揭費用，②獨家授權東洋公司實施復癒膠囊藥

證，因美時公司仍為復癒膠囊藥證持有人，須負擔維持藥

證的費用（例如配合食藥署或其他單位來查廠等），③獨家

授權東洋公司經銷、販售復癒膠囊，④美時公司為東洋公

司製造、供貨復癒膠囊之全部成本，係指無論東洋公司下

訂數量多寡，授權金皆含製造復癒膠囊之全部成本，美時

公司推測東洋公司不會大量訂購復癒膠囊之原因，係實務

上醫院不會頻繁更換藥品，當時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已占相

當大市占率，若該公司大量訂購復癒膠囊，亦會影響之後

友復膠囊供貨情形，惟 102 年以後協議書無此條款，應是

美時公司發現不合理而刪除，故倘東洋公司下訂復癒膠

囊，價格及數量將另外協商，若雙方在價格無法達成合意，

或東洋公司下單數量無法排入該公司生產排程，美時公司

可拒絕接受此訂單。 

(4)雙方義務：有關與健保署商議復癒膠囊健保價部分，一般

而言，藥品只有在最初納入健保時，才可以商議健保價，

但若藥廠為了搶占市場，主動向健保署表示願意降低健保

價，就可以向健保署商議價格，故若要與健保署商議復癒

膠囊價格時，該公司與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可提供彼此相關

資料。 

(5)契約重議：3 份協議書皆訂有類似條款：第三方相同藥品

推出上市時，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應評估市場調整行銷模

式，待協議行使期間結束後，得與被處分人美時公司重新

協商協議內容（權利金等），此條款應是東洋公司提出，訂

定原因應係若有更多家競爭廠商，復癒膠囊之（潛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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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率會變化，故此時東洋公司可能考量調整授權金額。 

5、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每年年初會向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口頭詢問

下一年度是否有購買復癒膠囊的計畫，若有，該公司即向原

料藥廠下訂原料，下訂原料藥至進貨生產為成品之時程，順

利的話約○至○個月，而東洋公司自 98 年簽署協議書迄今

未向美時公司購買復癒膠囊，但皆依約支付授權金予美時公

司。 

(六)本案另請被處分人等至委員會議說明，並於會後補充相關

書面資料，摘述重點略以： 

1、被處分人美時公司： 

(1)案關協議主要在規範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授權復癒膠囊之

「經銷權」及「使用藥證」等抽象權利，並不包括任何復

癒膠囊之製造及供應；雙方皆理解，被處分人東洋公司銷

售復癒膠囊時，將洽詢美時公司就藥品製造及供應另行約

定價格及相關交易條件，美時公司亦會依據契約精神供應

藥品。 

(2)切結暫不生產復癒膠囊與案關協議之約定及履行並不相

關，因協議內容不包括復癒膠囊之製造及供應，亦無約定

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應告知被處分人東洋公司之義務，且東

洋公司在續約時，倘進行相關盡職調查程序，即可輕易得

知復癒膠囊生產狀態；又美時公司得隨時重啟生產復癒膠

囊，並預計解除不生產狀態之程序需○至○個月，解除後

至可實際製造復癒膠囊之時間，須視客戶訂單需求量、原

料藥供應時程等而定。 

2、被處分人東洋公司： 

(1)因藥品之原料藥廠並非公開資訊，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於 102

年續約時並不知道其備援藥品復癒膠囊主成分之一 Uracil

的原料藥廠與友復膠囊相同。 

(2)友復膠囊在廠區內從投產到包裝出貨約需○週可以完成，

被處分人等是同業，推估復癒膠囊生產時程與友復膠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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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應該不會太大；而復癒膠囊之藥證從暫不生產回復為可

生產約○至○個月。 

(3)案關協議未對供貨有所約定，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有需求時

會再與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另外協商價格，而美時公司若不

供貨或漫天開價，可能會違反契約的誠信原則。 

(4)復癒膠囊之市占率接近○，對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完全不具

競爭壓力，其毫無誘因以權利金交換被處分人美時公司不

參與競爭。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

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

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是以具有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之事業，倘利用其產業

特性，以簽訂經銷契約之形式而實質從事限制事業參進市

場之聯合行為者，即屬違反上開條文之規定。次按公平交

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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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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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同

條第 2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

分之十以下罰鍰，不受前項罰鍰金額限制。」 

二、本案相關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 

(一)案關藥品適應症：案關 3 項藥品（即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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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膠囊、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

囊）為具有相同成分、劑量及劑型之 3 同藥品，適應症有

胃癌、大腸（結腸直腸）癌、乳癌、與 Cisplatin 併用治

療轉移及末期肺癌、頭頸部癌、用於病理分期 T2之第一期

B 肺腺癌病人手術後輔助治療等 6 種。 

(二)就醫療院所需求端對於案關藥品之使用分布情形分析：據

健保署對於健保藥品支付情形之統計資料，98 年至 108 年

案關藥品健保主要支付之適應症依序為：大腸癌、乳癌、

肺癌、胃癌，而該等藥品在需求端用藥以大腸癌使用為最

大宗，支付比率逾○%。 

(三)就案關藥品 98 年至 108年所獲健保給付額分析：被處分人

東洋公司友復膠囊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提供大腸

癌用藥所獲給付皆逾○%；大塚公司優富多膠囊用在大腸癌

亦逾○%，顯然業者競逐之市場係為大腸癌用藥市場。 

(四)台灣大腸直腸醫學會及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雖表

示，目前大腸直腸癌用藥共有 12種，臨床上有多種藥品可

供醫生使用，惟由健保署資料顯示，98 年至 108 年案關 3

項藥品健保支付費用占大腸癌處方藥品費用比率逾○%，相

較於在其他適應症市場藥費支出所占比例，案關藥品於治

療大腸癌藥品市場具重要性。 

(五)綜上，就藥品使用功能性、市場需求供給狀況、案關藥品

主力競爭之適應症，本案相關市場界定為「治療大腸癌藥

品」市場。又案關 3 項藥品為處方藥，須由醫師開立處方

箋才可領用，一般消費者無法自行由國外購入；另該等藥

品均係體積小之產品，運輸成本在我國境域內並無顯著差

異，故本案所涉地理市場應以我國境域為範圍。 

三、本案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之獨家經銷協

議，經核乃形式上雖有經銷之名，實則為透過獨家經銷條

款，達成由東洋公司給付一定之價金，換取美時公司所生

產之復癒膠囊不參進市場之合意，致限制美時公司於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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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參與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

為禁制規定，研析如次： 

(一)被處分人等就友復膠囊及復癒膠囊等藥品，為具競爭關係

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1、查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與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

主成分均為 Tegafur 100 MG、Uracil 224 MG，核屬 3 同藥

品，彼此間具有替代性；前者於 89 年、後者於 97年取得藥

品許可證後，均得於市場上銷售，且美時公司就所產製之復

癒膠囊確曾於102年及 103年由該公司人員在醫療院所從事

銷售行為（其等獨家經銷協議未續約期間），此等事實為雙

方所不爭。 

2、據本會調查國內醫療院所及相關採購契約，復癒膠囊之供應

商為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友復膠囊之供應商為被處分人東洋

公司；再據本會向相關醫院查證表示，102 年 4、5 月之前

係採購東洋公司「友復膠囊」，之後採購美時公司「復癒膠

囊」，嗣美時公司停產，103 年下半年又換回東洋公司「友

復膠囊」，由醫院更換供應商之時點觀之，亦可證雙方就前

揭藥品確存在水平競爭關係。 

(二)被處分人等具聯合行為之動機與誘因： 

1、查歷年來健保價格，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均低於被處

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直到 106 年因 3同藥品計價因素，

調整為同一價格 65 元；再查美時公司復癒膠囊於 102 年至

103 年間之平均銷售價格不及同時間東洋公司友復膠囊銷

售價格之○○，且對交易相對人醫療院所而言，復癒膠囊的

藥價差（指健保支付價格與醫院購買價格之差異，可視為醫

院之利潤）顯較友復膠囊更具有競爭力，倘美時公司復癒膠

囊參進市場競爭，勢必對東洋公司友復膠囊造成競爭威脅。 

2、次查健保署現行藥價調整方式，健保給付未逾 15 年，係依

個別藥品廠牌訂價，並參考「同分組藥品（3 同藥品）加權

平均銷售價」及「個別藥品加權平均銷售價」檢討藥價；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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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後，同分組所有品項調整為同一價格，以「同分組藥

品加權平均銷售價之 1.15 倍」及「同分組調整前支付價格

最高價」檢討藥價（藥價調整辦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爰

無論健保給付是否逾 15 年，3 同藥品之任一品牌銷售價格

及銷售數量均會影響健保支付價。按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

膠囊之銷售價格遠低於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若復癒

膠囊於市場上有一定銷售量，則依前揭規定勢必降低東洋公

司友復膠囊及其他 3 同藥品之健保給付價格，且美時公司若

不與之競爭，亦可能強化東洋公司對醫療院所的議價能力，

並節省東洋公司行銷友復膠囊的費用，故東洋公司存有強烈

動機削弱美時公司復癒膠囊參與市場競爭；復按雙方獨家經

銷協議書內容，無論東洋公司是否銷售美時公司復癒膠囊，

美時公司皆可按期獲得授權金，況實際上東洋公司從未銷售

過復癒膠囊，故美時公司無須生產及銷售復癒膠囊即可獲得

一定價金之補償，對其不積極參與市場競爭亦極具誘因。 

(三)本案聯合行為合意之方式與內容： 

1、查案關 3份協議書第 3 條均載明，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同意授

權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於協議書有效期間內為復癒膠囊之獨

家經銷商，前者不得自行或經由他人經銷販售該授權藥品。

在此條款限制下，美時公司即失去對復癒膠囊之銷售權，而

其對價自須有一定之價金作為補償，即協議中所稱之「授權

金」。 

2、觀諸第 1次協議書第 4 條約定，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共支付○

○○○元授權金作為補償被處分人美時公司研究開發復癒

膠囊等成本、獨家授權東洋公司實施復癒膠囊藥證及經銷復

癒膠囊、為東洋公司製造及供貨復癒膠囊之全部成本等；第

2 次協議書第 4條約定相較於第 1 次協議書第 4條，授權金

範圍刪除「美時公司為東洋公司製造、供貨復癒膠囊之全部

成本」，共支付○○○○○元；第 3 次協議書第 4 條則明訂

授權金不含復癒膠囊生產成本，共支付○元（迄 10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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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已支付○○○○元）。雙方於前揭協議書有效期間內，

東洋公司皆依約支付權利金，且其從未向美時公司下單購買

或向醫院銷售復癒膠囊，此有雙方到會陳述紀錄可稽。 

3、被處分人等藉由前述獨家經銷條款之約定，合意使復癒膠囊

實質上不於市場上銷售： 

(1)按獨家經銷協議是供貨商與經銷商締結雙方法律關係的契

約，其內容繁簡視議約當事人而定，惟基本上應包含經銷

商品、經銷地區、經銷期限、經銷數量、金額…等，而供

貨商為保護自身利益，防止經銷商取得獨家經銷權後，發

生代而不理之情形，通常會於契約中規定經銷商最低購買

金額義務或經銷產品數量義務，此為一般商業合作常理。

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到會時雖表示，其選擇藥品代理商標

準，視其預估可銷售數量及價格是否比美時公司自行銷售

為佳，以擇定代理商並簽署代理銷售契約，若代理廠商未

達契約所訂目標，美時公司可能會結束代理、罰錢、或由

代理商吸收未達標的藥品數量等。惟查案關協議書內容，

並未訂定採購數量及價格，遑論該經銷協議書對於銷售產

品之拆帳隻字未提。美時公司雖稱，若被處分人東洋公司

於第 2 次及第 3 次協議書期間下訂復癒膠囊，價格及數量

將另外協商，惟此亦可見授權金與東洋公司購買或銷售復

癒膠囊情形並無相關。尤其美時公司換約時已可合理預見

東洋公司並未實際推廣美時公司復癒膠囊，顯然其真意係

接受東洋公司獨家經銷而使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售。 

(2)又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於此協議中授權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獨

家經銷復癒膠囊，以獲取高額授權金，12年來對於東洋公

司無銷售實績，並無任何檢討或採取相關作為，卻一再續

約，倘其等確有授權經銷復癒膠囊之真意，則此協議內容

之約定與實施情形，已違一般商業常理。 

(3)對照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經銷優富多膠囊可獲得大塚公司之

佣金及額外佣金，而東洋公司經銷復癒膠囊，除未獲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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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美時公司之佣金，反而還須支付授權金，又美時公

司無須生產復癒膠囊即可獲得授權金，該授權金價高且逐

漸攀升，東洋公司卻自始至終從未銷售過復癒膠囊，足證

東洋公司係以金錢交換，獲得復癒膠囊之獨家銷售權利，

進而達到排除該藥品於市場上銷售的結果。 

(4)被處分人東洋公司之友復膠囊 98 年至 108年於「治療大腸

癌藥品」市場之占有率皆逾○%，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

囊於部分年度市占率甚低或因未銷售而無市占率資料，惟

如前述，復癒膠囊價格較友復膠囊具競爭力，於相關市場

上應有可競爭空間。惟東洋公司藉由獨家經銷協議書，以

高額授權金為誘因，限制美時公司無法再委託他人或自行

銷售復癒膠囊，依健保署提供 108 年申報醫令金額資料顯

示，最終使東洋公司之友復膠囊得於案關 3 同藥品中囊括

約 8 成市場，而復癒膠囊則因獨家經銷條款之限制，已形

成長期以來該藥品無法於市場上競爭之事實。 

(5)綜上可認，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給付價金之目的，並非意在

銷售；而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因獨家經銷條款之約定，雖無

法自行銷售復癒膠囊獲取利益，然卻按期獲得一定價金之

補償，雙方顯然透過協議書各蒙其利。從而可見，其等簽

訂獨家經銷協議之目的，乃為利益之交換，由東洋公司給

付一定價金，換取美時公司配合使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

售，以相互約束彼此事業活動。是以，倘非其等間具有聯

合行為之合意，不足以解釋東洋公司於 12年協議期間從不

銷售復癒膠囊，卻持續支付高額價金予美時公司而有悖於

一般商業常理之行為。 

(四)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對於簽署復癒膠囊經銷協議之說詞一再

反覆，明顯卸責： 

1、本會立案調查之初，為釐清當事人間是否存在經銷代理關係

而詢問被處分人美時公司時，其多次陳述均稱復癒膠囊係其

自行製造及銷售，並無透過代理商、經銷商或其他藥廠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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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對於本會詢問該藥品近年來幾無健保申報數量一事，

答稱係因 97 年取得藥品許可證後，因有原料藥發生汙染生

產線之疑慮，決定延後商業化生產及上市販售時程，且嗣後

因考量原料藥來源登錄或更換等事，決定放棄在本地生產販

售該產品，而向主管機關切結不生產/不輸入云云。經本會

提示其與被處分人東洋公司簽署之案關 3 份協議書後，美時

公司則表示，因自行銷售情形不佳，才委託東洋公司銷售云

云。 

2、次據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對於案關協議書內容之解釋，98 年

協議書內容包括「因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已取得本藥品獨家經

銷權，故約束本公司不得自行或經由他人銷售主要成分相同

的藥品」、「無論東洋公司之下單數量多寡，授權金皆含本藥

品製造之全部成本，東洋公司無須額外支付生產成本(第 4

條)」、「協議書期間之第 3 年及第 4 年每季固定支付本公司

○○萬元…無論東洋公司賣出多少復癒膠囊…。」102年以

後協議書已無前揭第 4條約定，美時公司稱係因該公司發現

該條款不合理而刪除，倘東洋公司於此協議書期間向該公司

下訂復癒膠囊，價格及數量將另外協商，若雙方在價格無法

達成合意，或是東洋公司下單數量無法排入該公司生產排

程，該公司「可拒絕」接受此訂單。 

3、之後被處分人美時公司至本會委員會議說明及會後書面補充

陳述，對於案關經銷協議內容，進一步主張「契約目的在於

授權，而非製造及供應產品」、「本協議…並不包括任何涉及

復癒膠囊之製造供應」、「契約的本質只有授權獨家經銷及授

權使用藥證，後續被處分人東洋公司需要美時公司協助製造

復癒，協助下單生產製造的相關費用，當事人再另外合議。」

且主張雙方均認知授權金○○○○元不包括藥品製造及供

應云云，然對於東洋公司倘有供貨需求時之處理，則又稱沒

有不供貨的道理，將會依據「契約精神」去供應云云。 

4、綜上，被處分人美時公司自本案調查伊始即對於其與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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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東洋公司間存在獨家經銷協議一事，刻意隱瞞。至於其與

東洋公司簽署該等經銷協議之目的，究係因自行銷售不佳而

委託東洋公司代理銷售，抑或單純僅係權利之授予而與該藥

品之製造及供應毫無相關，其辯詞則一再反覆。倘其意在銷

售，則無法解釋何以與 12 年來無任何銷售實績的東洋公司

一再續約；反之，倘意在單純授權以取得權利金，而與復癒

膠囊之製造及供應無關，則無法解釋其對東洋公司有供貨之

契約義務，以實該公司「買保險」之說。故該公司前後說詞

反覆，無足為信。 

(五)被處分人東洋公司非為買保險而簽署協議書： 

1、被處分人東洋公司表示，取得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癒膠囊獨

家經銷權係為買保險，以確保該公司友復膠囊缺斷貨時能有

替代品即時替補，惟查 106年曾發生友復膠囊供貨緊繃，東

洋公司卻發函通知醫院以優富多膠囊代替；東洋公司稱，係

因當年向醫院建議更換藥品時，多數醫師表示若以優富多膠

囊替代尚可考慮，若以非原廠藥又價格較低之復癒膠囊則不

考慮購買。既然多數醫院不接受友復膠囊缺貨時，改以復癒

膠囊替代，東洋公司卻於 107年○月第 2 次協議書屆期時，

再與美時公司續約，且支付更高額之授權金，於理不合。退

一步言，縱如東洋公司所主張其確有買保險之必要性，則依

其與大塚公司之優富多膠囊經銷協議即可充為必要時之保

險替代，且實務上其操作亦如前述，殊無另覓復癒膠囊之絕

對必要，更無大費周章議定「獨家」經銷條款之需要。 

2、另被處分人美時公司稱，因復癒膠囊原料藥廠未通過 GMP

核備，於 104 年向食藥署切結暫不生產，惟因內部溝通問

題，致簽約人員不知此事，而被處分人東洋公司亦稱不知前

揭情形，故雙方仍於 107 年○月續約云云。惟此對照前述東

洋公司稱其締結經銷協議係為買保險之目的，倘其果真意圖

強烈，以其專業藥廠之行銷能力，殊難想像竟可不知復癒膠

囊已遭美時公司切結暫不生產之事實，而仍續約並支付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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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持續「買保險」。再據美時公司稱，復癒膠囊自下訂原

料藥至生產為成品之時程，順利的話約○至○個月，與東洋

公司所稱為確保友復膠囊缺斷貨時能有替代品「即時」替補

之說詞明顯不符。況美時公司復癒膠囊與東洋公司友復膠囊

主成分之一 Uracil 於 102 年至 103 年皆為同一原料藥廠，

而據美時公司到會時稱，案關藥品之原料藥廠不多，東洋公

司應可知彼此原料藥來源為同一廠商；縱東洋公司一再陳稱

當時不知道雙方之原料藥廠相同，但其既主張 102年續約買

保險之原因，係因友復膠囊原料藥來源不穩定，則殊無可能

在與美時公司續約之際，未就其欲買保險之替代藥品原料藥

廠進行任何確認或查詢，即逕行續約，從而與其所主張之「買

保險」目的，顯有矛盾。 

3、又被處分人等均肯認，案關協議授權金之對價並不含製造及

供應藥品，因此倘被處分人東洋公司欲取得被處分人美時公

司復癒膠囊作為缺貨時的備援藥品，其採購之價格與數量須

另議。換言之，案關契約雖有經銷之名，然因實際經銷之價

量等重要內容付之闕如，是以並無任何契約上之拘束力可強

制美時公司有供貨義務，倘東洋公司欲實際經銷復癒膠囊，

須承受再次談判之法律風險，並無法達到其所一再宣稱之

「買保險」功效。徵諸東洋公司自承於 102 年續約時即曾與

美時公司對於復癒膠囊之價量無法達成合意，故未於契約中

明訂；美時公司亦稱依 102年後之協議書條款，倘東洋公司

向其下訂復癒膠囊，而雙方於價量上無法達成合意，該公司

「可拒絕接受此訂單」。可證東洋公司買保險之說，顯然與

其所簽署案關經銷協議之內容不符。綜上可證，東洋公司有

關買保險之主張，應屬卸責之詞，殊無足採。 

(六)本案聯合行為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本案據健保署資料

顯示，98 年至 108 年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友復膠囊於「治療

大腸癌藥品」市場之市占率皆逾○%，被處分人美時公司復

癒膠囊雖於部分年度市占率甚低或無銷售資料可循，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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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東洋公司之友復膠囊於治療大腸癌藥品市場之占有率以

觀，已足見其等市場力；復按被處分人等就案關藥品以簽

署獨家經銷協議書之方式，由東洋公司給付一定價金，換

取美時公司配合使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售，其等所為除

限制彼此間之競爭外，亦剝奪患者或健保體系原本因復癒

膠囊參進市場可能享有之降價利益、實質減少醫師對於藥

品的選擇，甚或對健保藥價的調整均產生不利之影響，故

該等限制行為已足認影響治療大腸癌藥品供需之市場功

能。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等自 98年○月起迄今，以簽署獨家經

銷協議書之方式，合意以金錢利益交換復癒膠囊不於市場

上銷售，核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治療大

腸癌藥品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

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又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處分

人東洋公司稱本會應再約談○○○○○○○○○○○○，

及應提供完整無遮蔽之檢舉人說明文件等節，經本會審酌

後，核與本案認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處理。本案依公

平交易法第 40條第 3 項規定授權訂定之「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9 條及第 15 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

稱重大案件罰鍰計算辦法），經審酌被處分人東洋公司在治

療大腸癌藥品市場有相當市占率；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對

市場交易秩序有高度危害性；違法期間長達 12年；違法行

為於違法期間之銷售金額及違法所得利益等因素，本案屬

公平交易法第 40條第 2項「情節重大」案件，爰依公平交

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及重大

案件罰鍰計算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等規

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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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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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號 

被處分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125號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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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藉理事會議決議訂定商業火災保險附加費用率下

限，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於 2個月內修正相關自律規範並函知所屬會員。 

事   實 

一、緣本會接獲檢舉指稱：多家經營商業火災保險(下稱商業火

險)之產險公司開會決定共同調整保險費率及保費，涉及聯

合壟斷行為，侵害市場機制及大眾利益。 

二、經查被處分人多次於內部會議就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與佣

金支付進行討論並作成決議，會議時間、討論及決議內容

如下： 

(一)106年 7月 27日第 7屆理事會第 11次會議臨時動議討論該

公會常務理事所提「有關經紀人通路之商業火險，往往為

壓低報價而採零佣金，致事後經紀人強勢主導將業務全數

分出國外再保以賺取差價，影響國內自留保費甚巨，同業

應如何因應以謀求改善此一不利狀況案」，決議請該公會火

險委員會討論。 

(二)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4 次會議討論由火險委

員會所提「有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及巨大保額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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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費用率與佣金支付案」，經決議通過因應措施如下：「有

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及巨大保額業務)附加費用率與

佣金支付，係依『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相關監理

配套措施』項次八.1之(2)及『產險業自律監控組織及作業

準則』第 4 點查核項目(六)規定，除直接業務外，各通路

(10、20、30)之附加費用率最低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業

界 2 年平均非直接招攬成本+營業稅+天災特別準備金)、非

天災險 20.6%(業界 2 年平均非直接招攬成本+營業稅+非天

災特別準備金)；直接業務(40)之非直接招攬費用率為各家

業者自行報送附加費用率之下限。」前述措施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三、本案除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並經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

到會說明、至本會委員會議陳述意見，彙整如下： 

(一)被處分人有辦理商業火險業務之會員共 16家，分別為本國

產險公司 14 家，外商產險分公司 2 家。 

(二)保險費率結構及主管機關對商業火險費率之規範： 

１、保險費率係指每一單位保險金額與應繳保險費之比例，為

保險費之計算基準，費率結構包括危險費率及附加費用

率，用以計算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危險保費係依損失機

率與幅度計算，於危險事故發生時給付保險金之用，附加

費用則為保險經營所發生之業務成本。附加費用率考量項

目包含：一般費用、佣金、其他招攬之業務費用、特別準

備金、營業稅捐。附加費用率包含直接招攬費用率及非直

接招攬費用率。直接招攬費用率即為佣金；非直接招攬費

用率係反映產險公司之管銷費用。 

２、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103 年 10 月 27 日金

管保字第 10302526531 號函核定修正實施之「實施產險費

率自由化第三階段監理配套措施」(下稱「費率自由化監理

配套措施」)項次一之 2 規定：「銷售商業火災保險，其純

保費及附加費用皆得採區間方式訂定，並依行銷通路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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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方式分列其總保險費率。」其中附加費用包括佣金、非

直接招攬費用、稅金、特別準備金等項目。「費率自由化監

理配套措施」項次八之 1、(2)規定：「產險業未確實檢視

所屬經營成本結構，任意汽車保險及火災保險(住宅及商業)

個別保單之行銷通路直接招攬費用率(含佣金)逾本保單預

定附加費用率減除非直接招攬費用率情事。前揭非直接招

攬費用率自 104 年(含)以後每 2 年，應由財團法人保險事

業發展中心協助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與各會員

公司研議調整……」故商業火險之附加費用率最低不應低

於〔業界 2年平均非直接招攬成本+稅金+特別準備金〕。現

行商業火險之費用率結構為天災險特別準備金 7%，非天災

險特別準備金 5%，稅金 2.6%，業界 2 年平均非直接招攬成

本 13%，因此，不含佣金之附加費用率應分別為非天災險

20.6%，天災險 22.6%。 

(三)被處分人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之原因： 

１、因有部分保險公司直接業務通路(指要保人或其委託人親臨

保險公司營業處所、經由保險公司網站或公開招標方式向

保險公司投保)之附加費用率，採用其自行報送之最低附加

費用率者，即附加費用率訂為 7.6%(非天災險)、9.6%(天

災險)。 

２、部分經紀人通路為壓低保險費，報價採取零佣金，並以直

接業務通路為由，適用保險公司自行報送之最低附加費用

率，再將保費全數分出國外再保險公司，賺取再保險差價。

此舉除保費流向國外再保市場，不但影響產險業健全發

展，也導致保險公司扣除稅金及特別準備金後，其非直接

招攬費用所剩無幾，已不符保險費率應有結構，違反「費

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 

３、被處分人為促使會員保險公司符合監理法規，爰決議訂定

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 

(四)被處分人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之經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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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106 年 7 月 27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1 次會議臨時動議討論

有關經紀人通路之商業火險，為壓低報價而採零佣金，事

後將業務全數分出國外再保以賺取差價，影響國內自留保

費一事，決議請該公會火險委員會討論。 

２、火險委員會依據 106 年 7 月 27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1 次會

議決議，研議上述作法是否有違相關監理措施之規定，分

別於 106 年 8 月 16 日、9 月 1日及 11 月 20日召集會議並

獲致結論，應遵守「附加費用率最低不得低於〔業界 2 年

平均非直接招攬成本+稅金+天災特別準備金〕」，除符合「費

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之公開招標業務外，餘皆不宜視

為直接業務，並認為佣金給付應符合法規相關規定，加總

目前稅金(2.6%)、特別準備金(非天災險 5%/天災險 7%)及

業界 2 年平均非直接招攬成本(13%)，即為 20.6%(非天災

險)、22.6%(天災險)，倘須支付佣金時，應另外往上加計

方能給付。 

３、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屆理事會第 14次會議討論火險委員

會所提「有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及巨大保額業務)附

加費用率與佣金支付案」，並決議商業火險非直接業務(即

保險業務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之附加費用率最低

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給付佣金不得逾

附加費用率減 22.6%(天災險)或減 20.6%(非天災險)。至於

直接業務之附加費用率為各產險公司自行報送附加費用率

之下限，不得支付佣金。 

(五)被處分人就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事宜，與主管機

關之溝通情形： 

１、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前往金管會保險局陳述有關

附加費用率及佣金支付應符合法規規範。 

２、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 月 2日以(107)產火字第 001 號函，向

金管會保險局說明部分通路之商業火險業務為壓低報價而

採零佣金，再強勢主導將業務分往國外再保以賺取差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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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情況，並將 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4 次會

議討論「有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及巨大保額業務)附

加費用率與佣金支付案」之決議報送金管會保險局。 

３、被處分人於 107 年 4 月 13日再次前往保險局請示前開函文

核准進度，獲指示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應於符合適足性、

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則下，請各保險公司依「費率自由化監

理配套措施」項次八之 1、(2)規定辦理。 

(六)會員保險公司配合被處分人決議之情形： 

１、保險費率適足性原本即為產險公司應遵循之保險監理規

範，在被處分人決議訂定附加費用率下限後，會員已將非

屬於直接業務之案件改正為各通路應有之費用率。 

２、經被處分人統計各會員 107 年 7 月至 10月及 106 年同期之

商業火險非屬直接通路保單調整費用率之保單件數及簽單

保費，影響件數計 5,654 件，簽單保費共增加 1,074萬元，

平均增加率約為 5%。 

(七)被處分人對於被檢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答辯： 

１、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規定及「財產

保險業保險商品設計自律規範」第 5 條第 1項第 4、5 款及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1 目規定，財產保險費率應符合適

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金管會 105 年 5 月 10日金管保壽

字第 10502542940 號函指示：「保險商品費用(率)應符合適

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之精神，所屬會員應切實檢視確認

所銷售之保險商品，相關支付之佣金、獎金及營業費用等，

不應超過附加費用，而有費差損情事。」為達保險業健全

經營目的，金管會一向以費率適足及避免「費差損」為監

理重點。 

２、商業火險之保險標的物個別風險差異大，使用性質多元，

產險公司需安排專業服務人員進行保險規劃、風險評估、

費率釐訂及保單說明等，僅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招標案件

因需求明確不需安排規劃服務，故除政府採購案件外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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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適用直接業務通路別。然而，正因商業火險業務來源之

差異而有不同成本，使得部分經紀人業務採「零佣金」報

價，再分出國外賺取再保險差價，明顯是錯用業務來源分

類，不僅造成市場亂象，也違反主管機關費率適足性之要

求。 

３、保險業為特許並高度監理之金融產業，被處分人基於保險

法第 165 條之 2 規定授權及金管會行政指導下，依循金管

會費率自由化原則，為導正商業火險市場上不當競爭亂

象。被處分人僅係明確釐清產險公司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

中「非直接招攬費用率」之最低標準，重申金管會要求不

同通路應有差別費率，非直接業務之通路不得以零佣金方

法爭取業務，並將導正措施陳報金管會，呼應金管會要求

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

承作保險業務，落實財產保險商品定價之適足性、合理性

及公平性，以健全保險業之業務經營之行政指導，屬被處

分人應為之自律作為，並非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聯合行

為」。 

四、經函請金管會以主管機關立場提供意見，彙整如下： 

(一)保險業主管機關自 91年起分三階段推動產險費率自由化計

畫，逐步鬆綁費率及商品之管制。金管會於產險費率自由

化計畫第二階段實施後發現，產險公司屢有支付通路佣金

及其他名目之高額不合理費用，致衍生產險公司有費差

損，故於導入第三階段時，訂有「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

施」，重點包含： 

１、強化商品費率釐訂：除政策保險外，任意汽車保險及火災

保險改由產險公司自行釐訂商品費率，惟應遵循「保險商

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適足

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

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等原則。 

２、強化公會自律規範：依據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 規定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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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項次八之 1 所列規範納入

公會之自律控管。 

(二)保險法第 144 條第 1項規定：「保險業之各種保險單條款、

保險費及其他相關資料，由主管機關視各種保險之發展狀

況，分別規定銷售前應採行之程序、審核及內容有錯誤、

不實或違反規定之處置等事項之準則。」金管會依前開規

定訂定之「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15條第 1項

規定保險商品應依核准或備查方式完成審查。另產險公司

送審保險商品時，須依金管會訂定之「財產保險商品審查

應注意事項」第 3 點，檢附包含保險商品計算說明書在內

之送審文件，並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1 項，於研擬計算說明書時，確認給付項目與費率之

釐訂具關連性，且費率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

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

作保險業務。 

(三)商業火險非屬「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16 條第

1 項所定需申請核准之保險商品，產險公司於訂定或異動費

率時，依規定應採備查方式辦理保險商品送審作業。產險

公司於釐訂商業火險費率時，需依計算公式【危險費率=〔基

本危險費率 x(1-自負額扣減率)x(1+-加減費係數)x(1+核

保技術調整係數)〕；總保險費率=危險費率/(1-附加費用

率)】，研擬計算說明書，並按建物使用性質及建築等級核

算基本危險費率，再視個案情形，採用不同之自負額扣減

率、加減費係數及核保技術調整係數核算危險費率，嗣再

輔以各業務通路適用之附加費用率核算總保險費率，故各

商業火險案件適用費率，係由產險公司視個案情形及業務

通路而定。 

(四)金管會為督促產險公司確實依所承保風險收取對價，於 106

年 3 月 29日以金管保產字第 10610905651號令，依「保險

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2 項，指定財團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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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事業發展中心(下稱保發中心)為訂定參考費率之機

構，規範產險公司費率釐訂應符合保發中心所定參考費率

範圍，並於同年月日以金管保產字第 10610905655 號函，

請被處分人轉知所屬會員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所簽發商業

火險中小保額業務之保險契約，其非天災保險之危險費

率，應不得低於保發中心所公布之參考危險費率 75%，產險

公司部分使用性質之基本危險費率可能因而調整。另商業

火險附加費用率部分，依「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

規定，於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下，由產險公司自

行釐訂費率。 

(五)被處分人曾於 107 年 1月 2日以(107)產火字第 001號函，

向金管會說明少數業務通路有未合理計算附加費用率情

事，並表示為改善該等情事經討論擬調整附加費用率。金

管會保險局已於 107年 4月 13日與被處分人就該部分溝通

說明，考量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於符合適足性、合理性

及公平性下，係由產險公司自行釐訂，被處分人函文所陳

內容涉屬公會自律，金管會予以尊重，並已提醒該公會應

注意公平待客原則。 

(六)金管會認為被處分人決議訂定商業火險之非直接招攬附加

費用率下限，係為促使產險公司於釐訂商業火險之非直接

招攬費用率時，應將經營業務所需成本、營業稅捐及特別

準備金提存等納入考量，故引用保發中心核算之業界 2 年

各項費用平均 13%，加計特別準備金提存率(天災險為 7%、

非天災險為 5%)，以及營業稅捐比率 2.6%，核算非直接招

攬費用率分別為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符合「費

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項次八之 1、(2)之意旨，且已與

金管會開會溝通，故無需就被處分人之決議予以備查。 

(七)另有關被處分人要求會員產險公司於承保商業火險業務

時，除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公開招標採購案外，均不宜適用

直接業務通路別之附加費用率一節，金管會表示直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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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要保人或其委託人親臨保險公司營業處所、經由保險

公司網站或公開招標等方式向保險公司投保之方式；而鑑

於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招標採購案件，其投保需求已為明

確，產險公司無需另為保險規劃等服務，爰被處分人決議

除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招標採購案件外，不宜採直接業務

一節，尚符直接業務之意旨。 

(八)金管會對於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之監理，係依「保險商品

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辦理。產

險公司於釐訂費率時，應符合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

並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

承作保險業務，如經金管會查獲違規事實，將予以處分。

據金管會查核發現，依照前述非直接招攬費用率計算公式

之原則檢視，有保險公司辦理商業火險業務，其附加費用

於扣除營業稅捐及特別準備金後，可支用之非直接招攬費

用有未能支應經營業務成本之情事，並經該會核處在案。 

(九)至於被處分人以自律方式要求會員落實「費率自由化監理

配套措施」有關直接及非直接招攬費用率之相關規範，以

避免因市場競爭而衍生費率不適足，損及清償能力之情

形，係協助金管會共同維護市場紀律，為輔助金管會監理

之作為。 

理   由 

一、本案涉及之產業係受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高度監理之保險

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避免系統性風險，確保金融安定

與健全，訂有各項金融管制法規，故本案須先釐清是否有

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按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但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法意旨者，不在此限。」

本案被處分人主張其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

係依據「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項次八之 1、(2)及「保

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 8 條規定，並依保險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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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條之 2 第 1款所實施之自律規範，惟查「費率自由化監

理配套措施」並非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不符

合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適用之前提。「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

作業準則」第 8 條規定僅規定於保險公司研擬計算說明書

時，確認給付項目與費率之釐訂具關連性，且費率符合適

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並應反映各項成本及合理利潤，

不得以不合理之定價招攬或承作保險業務，並未授權被處

分人得訂定保險商品之費率標準。保險法第 165條之 2 第 1

款規定保險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聲譽，

應訂定自律規範，但並未規定同業公會得約束會員之價格

競爭。是以，本案被處分人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

下限之行為，並非依據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

尚無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除外規定之適用，故本案應直接適

用公平交易法。 

二、「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為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明定。

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者。」同條第 4 項規定「……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

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是以，同業公會

藉由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限制會員之價格決定，且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即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又公平交易

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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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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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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三、聯合行為主體：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2項規定：「事業所組

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

為本法所稱事業。」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本

法第 2 條第 2 項所稱同業公會如下：……二、依商業團體

法成立之商業同業公會、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輸出業同

業公會及聯合會、商業會……」被處分人係依照商業團體

法設立之商業同業公會，依前述規定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

之「事業」。被處分人於 106年 11月 23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4 次會議討論「有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及巨大保額業

務)附加費用率與佣金支付案」，決議會員辦理商業火險各

通路之附加費用率最低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自 107年 7 月 1 日起實施。因總保險費係由純保費

及附加費用所構成，被處分人訂定附加費用率下限，將限

縮會員自由決定保險費率之空間，而約束力係源自被處分

人之決議，而非個別產險公司間之水平協議，故應認被處

分人為本案之行為主體。 

四、相關市場：產品市場方面，商業火險是企業為避免火災引

起的財產損失所投保之險種，保險標的物為辦公處所、商

店行號、工廠、倉庫、公共場所等，與住宅火災保險僅適

用於使用性質為住宅之建築物不同，住宅火災保險與商業

火險間尚無替代可能性，故產品市場界定為商業火險服

務。地理市場方面，基於投保與交涉理賠之便利性，企業

大多向國內的產險業者投保商業火險，故地理市場界定為

全國。 

五、聯合行為方式及內容：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第 7

屆理事會第 14 次會議討論「有關商業火險(包括中小保額

及巨大保額業務)附加費用率與佣金支付案」，決議會員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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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理商業火險各通路之附加費用率最低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係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4 項

規定同業公會藉理事會議決議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商業火險之費率結構為﹝總保險費率=危險費率/(1-附加

費用率)﹞，增加附加費用率將使總保險費率提高，被處分

人決議商業火險非直接業務之附加費用率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效果等同約束會員對於商業火險

之總保險費率不得低於危險保費率的 1.259 倍(非天災險)

或 1.292 倍(天災險) ，故本案聯合行為之內容屬於價格聯

合型態。雖然產險業者所收取之保費，尚取決於個別保險

契約之危險保費多寡，產險公司間對於商業火險客戶所收

取之保費仍存有差異。但所謂「共同定價」(price-fixing)

並非僅限於合意收取固定且相同的價格，還包括共同調漲

價格、依照標準公式計算價格、協議追隨特定競爭者的價

格等，凡足以干預個別競爭者獨立決定價格情形均屬之。

即使產險公司間對於商業火險客戶所收取保費仍存有差

異，亦不影響共同定價之本質。 

六、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被處分人之會員涵蓋國內全部產

險公司，在商業火險市場具有顯著之集體市場力。保險費

收費水準為商業火險市場重要之競爭參數，被處分人決議

商業火險非直接業務之附加費用率不得低於天災險

22.6%、非天災險 20.6%，限制競爭者自由決定保險費率之

空間，並有提高總保險費之效果。被處分人統計各會員 107

年 7月至 10月及 106年同期之商業火險非屬直接通路保單

調整費用率之保單件數及簽單保費，影響件數達 5,654件、

簽單保費共增加 1,074 萬元、平均增加率約 5%，即為影響

市場供需功能及牴觸本法維護消費者利益與市場競爭等立

法目的之明證。被處分人係產險公司為增進會員共同利益

所成立之事業團體，被處分人以自律方式約束會員之價格

決定，容易超出確保定價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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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況且，個別產險公司之效率及經營成本皆不相同，

被處分人以統一的附加費用率下限約束所屬會員，將使得

個別產險公司無法依據本身的經營成本決定價格、爭取交

易機會，進而喪失提高經營效率、降低經營成本之誘因。

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實屬明顯。 

七、雖然被處分人表示，其係遵循金管會費率自由化原則，明

確釐清產險公司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非直接招攬費用率」

之最低標準，協助金管會導正商業火險市場上不當競爭亂

象，落實財產保險商品定價之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

係屬保險法第 165 條之 2 規定之自律作為。但公平交易法

亦屬事業營運所必須遵行之法律，故同業公會前揭作為應

採取對競爭限制較少之方式。舉例而言，被處分人可透過

蒐集金管會對於產險業者費率違反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

性之裁罰案例，對會員實施教育訓練，協助會員瞭解並遵

循法令規定。被處分人捨此方式不從，卻透過訂定商業火

險附加費用率下限，限制會員價格決定，減少競爭程度，

顯已逾越促使會員遵循法令規定之必要程度。 

八、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藉理事會議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

用率下限，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市場之供需功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考量被處分人動

機及目的係為釐清「費率自由化監理配套措施」有關非直

接招攬費用率之核算方式，促使會員達到金管會對於保險

費率適足性、合理性及公平性之要求，且於行為實施前函

報金管會並與該會溝通，另於本案調查過程中，金管會亦

表示被處分人決議訂定商業火險附加費用率下限，尚未逾

越「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及「費率自由化監理

配套措施」規範，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審

酌一切情狀，本案不裁處罰鍰。惟價格聯合為公平交易法

所嚴格禁止，爰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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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5   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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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4號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925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96 號 4 樓 

代 表 人：林○○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牧謀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03177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 7 段 418號 8樓 

代 表 人：莊○○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 momo 購物網站銷售「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

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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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牧謀國際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 109 年 10 月檢舉 momo 購物網銷售「科帥氣炸鍋 AF606」

（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

檢局 BSMI：R37023」，惟查尚有其他通過認證之氣炸鍋商

品或品牌，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富邦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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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商品廣告係由牧謀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牧謀

公司）製作後，以其專屬帳號及密碼登入被處分人富邦媒

體公司之供應商管理平台刊載。 

２、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與被處分人牧謀公司簽定「供應商

合作契約書」，被處分人牧謀公司除委託被處分人富邦媒體

公司刊登案關商品廣告，亦一併委託處理消費者下單、物

流寄送、售後服務聯繫及相關金流處理等銷售工作。消費

者於 momo購物網購買案關商品，其交易對象及付款對象均

為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亦由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負

責開立發票，倘有退換貨事宜，消費者向被處分人富邦媒

體公司提出後，將通知被處分人牧謀公司處理。 

(二)函請被處分人牧謀公司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依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與被處分人牧謀公司簽定之契

約，雙方先就案關商品之進貨價格進行洽商，再由被處分

人富邦媒體公司另訂價格售予消費者，而進貨價格與銷售

價格間之價差歸屬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所有。 

２、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

R37023」，係當時撰稿人員對於商品驗證登錄證書之誤解，

而造成廣告文案引人錯誤。 

(三)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檢驗局）提供意見，略

以： 

１、查商品檢驗法第 3條規定，經標準檢驗局公告指定之商品，

應依商品檢驗法執行檢驗。同法第 6 條規定，應施檢驗之

商品，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出入。 

２、本案氣炸鍋商品（型號：AF606）已列屬標準檢驗局應施檢

驗品目範圍，現行檢驗方式為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檢驗項目為電器安規、電磁相容性及限用物質標示，

依規定須完成檢驗程序及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可輸入或運

出廠場於國內市場陳列或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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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經查商品檢驗登錄字號(即 BSMI 字號)R37023 為牧謀公司

之識別號碼。目前已取得標準檢驗局氣炸鍋商品驗證登錄

者計有 110筆，另驗證登錄證書主型式為「AF606」之氣炸

鍋商品計有 6筆，其中「認可中」計有 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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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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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momo 購物網係被處分

人富邦媒體公司經營之交易網站，消費者透過 momo 購物網

直接完成訂購及付款，交易完成後係由被處分人富邦媒體

公司收取款項及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接受消費者退

換貨之申請後連繫供貨商處理，是消費者於訂購時所認知

之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且被處分人富邦媒

體公司利用其所經營 momo購物網刊載廣告，並因銷售案關

商品而直接獲取銷售價格與供貨成本間之價差，故被處分

人富邦媒體公司核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體。另查被處分人

富邦媒體公司與被處分人牧謀公司締結之合作契約書，由

被處分人牧謀公司提供案關商品於 momo購物網銷售，並製

作廣告於該網站刊登，其因廣告招徠效果而獲有利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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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案關商品所得與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具有利益共享

關係，是被處分人牧謀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查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及被處分人牧謀公司 109 年 5 月

至同年 10 月於 momo 購物網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唯

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予人印象為

案關商品係唯一通過標準檢驗局驗證之氣炸鍋商品或品

牌，應較於市售同類商品具有更高之品質。惟據標準檢驗

局提供之意見，氣炸鍋商品取得該局商品驗證登錄證書

者，尚非僅有案關商品或品牌，是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

及被處分人牧謀公司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唯一通過

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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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及被處分人牧謀公司於

momo 購物網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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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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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5號 

被處分人：貝里斯商美麗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56630326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88 號 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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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於 109年舉辦「T90全方位蛻變方案」活動，辦理 4項

促銷優惠套組商品，惟被處分人未事先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被處分人於 109 年 4 月 31日至同年 7 月 31日辦理「T90全

方位蛻變方案」，活動內容為被處分人推出 2項優惠套組，

一為「美麗菁 3盒、維健寶 3 瓶、蘋果園 3 瓶、豆粉 5 包、

水慕亮澤無暇氣墊粉餅 1 組、清新花語潔顏膠 1 支、綠茶

植萃抗氧面膜 1 支、極致能量保濕精華 2 支及賦活滋養滋

潤霜 1 支」套組，原價為新臺幣(下同)22,105 元，特惠價

為 20,000 元；另為「美麗菁 2 盒、維健寶 3 瓶、蘋果園 2

瓶、豆粉 5包及 BotanicO+體驗全套組」套組，原價為 21,370

元，特惠價為 20,000元。傳銷商購買前揭任一套組者，即

可報名參加體脂、體重及膚況蛻變過程比賽，並依案關蛻

變方案所訂體況及膚況評分規則計分，比賽結果由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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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入圍前三名者，於 109 年 11 月 29 日參加總決賽，凡

參加總決賽當日活動之傳銷商，均可以優惠價購買「葆黛

綠萪體驗組 1 組贈送美麗菁 1 盒及水慕亮澤無瑕氣墊粉餅

1 個」與「即溶豆粉滿 14 包贈送即溶豆粉 4 包」2 項決賽

限定特惠套組。 

二、被處分人辦理「T90全方位蛻變方案」於初賽期間及總決賽

當日，共促銷 4 項優惠套組，係屬於被處分人為激勵傳銷

商參加案關活動而提供之優惠價格套組商品及贈品等額外

之經濟利益，屬傳銷制度內容之一，被處分人未於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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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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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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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0 全方位蛻變方案」活動內容資料。 

二、被處分人 109 年 12 月 10日陳述意見書、109年 12 月 15日

陳述紀錄及 110年 3 月 17日補充陳述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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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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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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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36號 

被處分人：貝殼銷費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20719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1 段 43 號 9樓 

代 表 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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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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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

法行為。 

四、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 109年 6月 23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招募陳君等 10 位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並未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規定；辦理曾君等 6 位傳銷商之退出退款，扣除信用

卡手續費，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及提供相關事證，略以： 

(一)被處分人於 108 年 3 月更換收件行政人員，因行政作業疏

失於收件時未檢查完整資料，故自前揭時間開始所招募之

限制行為能力人並未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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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近 3 年開始實施刷信用卡購買傳銷商品，銀行給

付貨款時即會扣除該筆信用卡手續費，亦即，該筆信用卡

手續費係銀行收取並非被處分人，該筆費用應由傳銷商自

行吸收，故於退出退貨時予以扣除。 

理    由 

一、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商，未依規定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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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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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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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3 日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場所實施業

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招募陳君等 10 位限制行為能力人

為傳銷商，渠等參加契約均未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且被

處分人自承自 108年 3月開始所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並未

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

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

參加契約，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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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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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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傳銷事業

於傳銷商終止契約時，即應依上開規定計算退款，尚不得

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行扣除或收取其他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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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辦理曾君等 6位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

除依前揭規定辦理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並扣除商品

價值減損，以及因該項商品交易所給付之獎金外，須額外

再扣除信用卡手續費用，其中曾君等 5位分別扣除新臺幣

(下同)2,744元，林君則扣除 5,376 元。據被處分人表示，

該筆信用卡手續費係銀行收取並非被處分人，應由傳銷商

自行負擔，故於退出退貨時予以扣除，惟刷卡手續費並非

法定得扣除事項，是被處分人於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時扣

除非法定事項，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

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

契約；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退出退貨扣除非法定事項，分

別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

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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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3 條前段及第 32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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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10萬元罰鍰、第 21條第 2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總計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 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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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37號 

被處分人：邱○○即順陞企業社 

統一編號：○○○○○○○  38669538 

址    設：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 6 號 9 樓之 7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舉辦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品

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再強力推銷商品迫使民眾自

由意思受到壓抑而為交易決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多位民眾分別於 107 年 10 月至 109 年 9月期間以電子

郵件向本會檢舉略以：順陞企業社(下稱被處分人)於桃園

市平鎮區、臺中市太平區、臺中市大安區、屏東縣屏東市、

屏東縣內埔鄉、宜蘭縣蘇澳鎮及高雄市大寮區等地，派員

到住戶家按電鈴發摸彩券，表示辦理防震防災防火消防講

座，會後有摸彩活動，吸引民眾參加說明會，惟民眾聽完

宣導後，被處分人業務員隨即跟隨民眾返家，表示幫忙民

眾檢查瓦斯設備是否安全，並佯稱免費安裝瓦斯防震器或

強硬安裝瓦斯防震器，並高額索費 1 組 2 個瓦斯防震器(或

表示買一送一)達新臺幣(下同)7,990 元至 8,000 元不等，

惟上網查詢產品售價方知僅 1,000 元左右，嗣後民眾欲辦

理退貨，但在聯繫過程中被處分人卻一再拖延，涉有利用

防災消防講習隱匿被處分人強迫推銷瓦斯防震器情事，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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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會提出檢舉。另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清水分局亦移來 3 位民眾反映被處分人利用防災

消防講習強迫推銷瓦斯防震器等相同事由。 

二、又本會函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供受理涉及被處分人之

消費爭議資料，該處提供 8位民眾申訴資料。 

三、調查經過： 

（一）依甲君等 18 位民眾檢舉內容，及本會另實地或電話訪查

該等民眾所得，彙整被處分人涉案相關事實略以： 

編號 事實 檢舉或申訴人 

1 被處分人於各地村里空

地、社區廣場或廟前廣場

以消防講座或防災防震講

座辦理說明會 

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戊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癸君、子君、丑君、

寅君、卯君、辰君、已君、

午君、未君 

2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未告知

其實為瓦斯安全器材銷售

業者，亦未於說明會紅布

條及摸彩券載明其事業名

稱 

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壬君、寅君 

3 民眾誤以為係政府機關或

公益團體辦理的宣導活動 

甲君、己君、辛君、丑君、

未君 

4 被處分人表示參加說明會

即可憑摸彩券參加抽奬，

肇致民眾誤以為參加有摸

彩活動之防災講習，以增

加民眾參與機會 

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戊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寅君、巳君、午君、

未君 

5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中不斷

強調地震火災可能性，引

發瓦斯外洩之疑慮 

甲君、乙君、丙君、戊君、

己君、辛君、壬君、巳君 

6 被處分人在說明會中或安 甲君、乙君、丁君、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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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時強調民眾可免費獲得

(更換、安裝)瓦斯防震器 

子君、辰君、巳君、午君、

未君 

7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後隨同

民眾返回住家強行安裝瓦

斯防震器 

甲君、乙君、丙君、戊君、

己君、庚君、辛君、壬君、

癸君、丑君、巳君、未君 

8 民眾在未事先知悉安裝瓦

斯防震器仍需付費情形

下，被處分人亦未事先說

明瓦斯防震器價格，待裝

設完畢後，被處分人方告

知安裝瓦斯防震器係買一

送一或需要收費 

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戊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癸君、子君、丑君、

辰君、巳君、午君、未君 

9 民眾或因基於 1 人在家心

生恐懼、安裝人員不願離

開、已安裝不好意思要求

拆下、要求拆下遭拒、拒

絕購買恐遭不利等情況下

被迫購買瓦斯防震器 

甲君、丙君、戊君、己君、

辛君、壬君、子君、午君 

10 民眾向被處分人要求退貨

退費，但被處分人或有置

之不理，或有一再藉故推

延情事 

乙君、丙君、戊君、庚君、

辛君、子君、丑君、寅君、

辰君、巳君、午君 

（二）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新興稽徵所提供被處分人營收資

料，及比對被處分人上游供應商所提供瓦斯防震器交易

資料，查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 月至 109 年 5 月期間平均

月進貨量達百組以上。 

（三）本會於 108 年 12 月 17日、109 年 7 月 1日及 109 年 8月

3 日多次以雙掛號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另於 110

年 3 月 18日以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之戶籍地址，上開

調查書函均已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均未到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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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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17日、109年 7 月 1 日及 109 年 8 月 3 日多次以雙掛

號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另於 110 年 3 月 18 日以雙

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之戶籍地址，並於函中告知拒不到會

說明及提供案情相關資料之法律效果，上開調查書函均合

法送達，被處分人卻拒不到會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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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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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

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

多寡、造成損害之數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

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惟不以

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

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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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

「顯失公平」，意指以強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方式，使交易

相對人於決定是否交易之自由意思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

交易之行為。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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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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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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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復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4點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從事推廣銷售瓦斯

安全器材，不得有下列之行為：1、藉防災宣導、公益團體

或政府補助等名義或機會，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

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4、以欺瞞或隱匿瓦

斯安全器材商品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使消費

者誤認之欺罔行為。5、藉贈品、抽獎、折扣或瓦斯安全檢

查為誘因，以強迫或煩擾消費者自由交易決定之顯失公平

行為。」同處理原則第 5 點復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

者違反第 4 點，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之違反。」被處分人以銷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由

於社會大眾普遍對瓦斯安全常識欠缺以及對地震、火災、

瓦斯氣爆等災害恐懼，倘其藉舉辦防災防震宣導說明會名

義，宣傳防震、火災、瓦斯氣爆等知識進而推銷商品，復

藉抽獎贈品為誘因，隱匿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並於銷

售過程中以強迫或煩擾之方式，使民眾於自由交易之決定

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自得論其為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五、本案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0月至 109 年 9月整體銷售瓦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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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器材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研析如下： 

（一）被處分人藉消防講座或防災防震等名義或機會，以隱匿

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1、經查被處分人於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雲

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各地村里空地、

社區廣場或廟前廣場以消防講座或防災防震講座等名

義，邀請民眾參加說明會，藉以銷售其瓦斯防震器，此

有甲君、乙君、丙君、丁君、戊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癸君、子君、丑君、寅君、卯君、辰君、巳君、

午君、未君等證詞可稽。又被處分人未事先告知實為瓦

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亦未於說明會現場表明其事業名

稱，肇致民眾於參加說明會時不知被處分人事業名稱及

實為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此有甲君、乙君、丙君、

丁君、壬君、寅君等證詞可稽。如乙君表示「……工作

人員挨家挨戶發送摸奬券到我家，要我們去參加說明

會。……工作人員並沒有自我介紹或介紹公司的名

稱。……只是含糊的邀請我參加說明會。……並沒有事

先告訴我在說明會上推銷瓦斯防震器。說明會後才開始

介紹安全器材，我雖然有想要問……是否為政府機關，

但該公司人員沒有給明確答案，只說他們都是有證照的

技術人員……。」 

2、又被處分人在民眾不知其事業名稱及實為瓦斯安全器材

銷售業者情形下，肇致民眾誤認係政府機關宣導防震、

火災、瓦斯氣爆資訊，此有甲君、己君、辛君、丑君、

未君等證詞可稽。如未君表示「宣傳時，讓人以為是政

府機關舉辦的活動，有人員來敲門告知有防震防火災演

講並有抽獎活動……。」 

3、被處分人顯係藉防災宣導等名義或機會以招徠民眾，又

邀請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前，未表明該事業實為銷售瓦

斯安全器材業者，肇致民眾誤以為是政府機關辦理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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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說明會而參加說明會，故其藉防災宣導或機會使民眾

誤認，並進而達到銷售瓦斯防震器之目的，核其行為顯

係以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

為。 

（二）被處分人於說明會現場隱匿瓦斯防震器之價格、數量等

重要交易資訊，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1、經查被處分人於辦理說明會時宣稱或嗣後安裝瓦斯防震

器表示，參加民眾可免費獲得(更換、安裝)瓦斯防震器，

或前幾名民眾可免費安裝或贈送瓦斯防震器等，致民眾

於參加說明會時或嗣後該事業安裝瓦斯防震器之際，並

無付費購買瓦斯防震器之預期心理，嗣被處分人於安裝

瓦斯防震器後，方告知安裝瓦斯防震器係買一送一或需

要收費，並高額索費 1 組 2個瓦斯防震器(或表示買一送

一)達 7,900 元至 8,000 元不等，此有甲君、乙君、丙君、

丁君、戊君、己君、庚君、辛君、壬君、癸君、子君、

丑君、辰君、巳君、午君、未君等證詞可稽。 

2、被處分人顯係混淆或隱匿付費訊息，先宣稱前幾名民眾

免費安裝或贈送瓦斯防震器，誘使民眾讓被處分人業務

員隨同到住家安裝瓦斯防震器，待安裝完成造成既成事

實後，始告知需付費情事，致民眾對於商品交易中甚為

重要之價格、數量資訊有所誤認，核其行為顯係隱匿瓦

斯防震器之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等使民眾誤認之

欺罔行為。 

（三）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招徠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

於活動結束後由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強力推銷，迫使

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而為交易決定之顯

失公平行為： 

1、查被處分人於說明會前挨家挨戶發送摸彩券，表示參加

防災說明會即可憑此券參加抽奬，肇致民眾誤以為係參

加有摸彩活動之防災講習，此有甲君、乙君、丙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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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戊君、己君、庚君、辛君、壬君、寅君、巳君、午

君、未君證詞可稽。 

2、復查被處分人業務員於說明會結束後，隨同民眾至住家

安裝瓦斯防震器，始告知售價，並要求當場給付現金；

民眾或基於 1 人在家心生恐懼、或安裝人員不願離開、

或已安裝不好意思要求拆下、或要求拆下遭拒、或自覺

拒絕購買恐遭不利等情況下，被迫購買瓦斯防震器，此

有甲君等人證詞可稽： 

(1)甲君表示「說明會結束後，有名男子就跟著我回家，告

訴我要安裝瓦斯防震器，我也沒有多想，我還一直追問

對方要不要付費，先裝好 1個瓦斯防震器後，對方回答：

『現在買一送一，要先買 1個，另 1 個是送的，1個單價

是 7,990 元。』……我不得不付了 7,990元給對方……」。 

(2)丙君表示「我離開說明會時，……人員一對一，尾隨跟

著我回家……回到家中問我廚房位置在那裏，就自己進

去裝設了……因為已經裝設完成，……人員又坐在我身

旁，我說身上沒有那麼多錢，他叫我向鄰居借……。因

為我只有一人在家，我有不付款他好像不願離開的感覺

（當時……業務人員態度不是很好）……」。 

(3)辛君表示「以為瓦斯防震器是試用的，後來裝設完畢才

知道要錢……因為已裝上了不好意思拆下」。 

(4)壬君表示「我媽離開說明會時……被迫偕同陪伴回

家……在未經我媽同意安裝，就自己主動裝設，造成既

定事實……太突然了，無任何拒絕機會，害怕拒絕後恐

遭不利，在無奈下才付錢……」。 

3、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先招徠民眾參加說明會，並

使民眾誤認為瓦斯防震器是免費安裝或贈送之情形下，

讓業務員進入家中安裝瓦斯防震器後，始被告知須付費

購買，被處分人上開手法之目的，莫不是希望民眾囿於

業務員已進入家中，且在短暫之時間內完成安裝之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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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迫使民眾因畏懼瓦斯外洩疑慮、或因被處分人業務

員已進入家中安裝後不願離開而擔心自身安危，及無經

驗之心理，從而衝動或無奈購買，為顯失公平行為。 

（四）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防震器行為，符合「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要件： 

1、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係指

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於過去、現在及未來對於整

體交易秩序之影響，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行為

實施後，客觀上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為已足，此有最高

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543號判決可供參照。 

2、據向本會檢舉、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訴之消費

爭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函請本會查處等民眾

所在多有，涉案地點包括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

化縣、雲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等縣

市，又被處分人每場說明會參與人數可達 10 人以上，復

依被處分人瓦斯防震器上游供應商提供相關意見及資

料，被處分人瓦斯防震器累計進貨數量、月進貨數量，

據以推估其實際銷售量，影響可觀，是被處分人行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 

（五）綜上，被處分人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藉舉辦防災宣導

及摸彩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品價格、

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再以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強

力推銷商品，迫使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

而為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整體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核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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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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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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8號 

被處分人：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737468   

址    設：臺南市安南區工業一路 23 號  

代 表 人：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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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 108 年 8 月 2 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

要銷售食品、衣著及飾品。本會於 109 年 10 月 5日派員赴被處

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其於 108 年 9 月後陸續實

施「2020 經銷商零售滿額贈優惠活動」等 3 項獎勵活動，以及

新增銷售「紅崴果寶 C錠(食品)」等 28項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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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被處分人於 108 年 9 月至 110 年 1 月間實施獎勵活動

及新增銷售商品，其活動(商品)名稱、開始舉辦(銷售)時

間如下： 

(一)獎勵活動： 

１、「2020 經銷商零售滿額贈優惠活動」：109 年 4 月。 

２、「全方位提升行動力方案」：109 年 8 月。 

３、「2021 經銷商郵輪獎勵之旅獎勵加碼方案」：109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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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銷售商品： 

１、「紅崴果寶 C錠(食品)」：108年 9 月。 

２、「亮子紗穴位雕塑科技褲-夢想版(女款)SXF~MMF」、「亮子紗

穴位雕塑科技褲-夢想版(男款)SSM~MMM」共 2項商品：108

年 11 月。 

３、「舒適寬楦健步鞋(黑)」：109年 1 月。 

４、「亮子紗多功能修修臉(M)」、「亮子紗多功能修修臉(L)」、「羅

文莎複方精油」、「苦橙花保濕精華液」、「精油潔淨凝膠」

及「紅崴鈣足寶」共 6項商品：109 年 2 月。 

５、「紅崴白樟芝複方膠囊(食品)」：109年 3 月。 

６、「亮子紗多功能穴位雕塑衣(S~M、L~XL、2XL~3XL)」、「亮子

紗多功能穴位雕塑衣(2XL~3XL 短版)」、「科技反光飛織鞋」

及「高雅淑女鞋」共 4項商品：109 年 4 月。 

７、「亮子紗科技長筒護腿套」、「亮子紗科技雕塑短褲

(XXS~2XL)」、「亮子紗科技雕塑短褲(3XL~5XL)」及「亮子

紗科技面膜」共 4 項商品：109年 5 月。 

８、「新超級行真固非變性 ll 型膠原蛋白升級版(食品)」：109

年 7 月。 

９、「亮子紗穴位科技襪」、「輕鬆明亮護頭頸圍」、「輕鬆明亮多

功能護頭頸圍」、「薪氣寶紅景天即溶粉食品」、「紅崴納暢

寶膠囊(食品)」及「璀璨淑女鞋」共 6 項商品：109年 9月。 

１０、「遠紅外線手工陶瓷能量馬克杯」：109 年 12 月。 

１１、「紅崴口鼻罩防疫包」：110年 1 月。 

二、被處分人於 109 年 4月、8月、9 月開始實施上述 3項獎勵

活動，前揭獎勵活動係其為激勵傳銷商銷售其傳銷商品，

進而提供贈品或其他經濟利益，屬傳銷制度之一環，應於

實施前向本會報備。又被處分人於 108 年 9 月至 110 年 1

月間陸續新增銷售上述 28項商品。復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

時表示，因人員事務繁忙，故於實施(銷售)上述 3 項獎勵

活動及 28項商品前，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是被處分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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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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論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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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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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9 年 10 月 5日業務檢查紀錄及查獲活動文宣、

商品訂購單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10 年 2 月 1 日)提供書

面資料，以及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10 年 4 月 9 日)陳

述書。 

三、被處分人 110 年 3 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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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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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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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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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39號 

被處分人：台灣綠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5758648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 段 126號 11樓 

代 表 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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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事業名稱、營業所、傳銷

制度、銷售商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依法定期限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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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7 年 3 月 1 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美容保養品、食品及清潔用品等。本會於 109 年 3 月 30 日派員

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變更事業

名稱、營業所、傳銷制度、銷售商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

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疑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有關被處分人變更事業名稱、營業所、傳銷制度、銷售商

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一)有關變更事業名稱部分，查被處分人於 108年 10 月 7日業

經臺北市政府核准將事業名稱由「台灣綠葉國際有限公司」

變更為「台灣綠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應於事業名稱

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向本會報備，惟被處分人遲至 109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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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始完成報備。 

(二)有關新增營業所部分，查被處分人表示於 107 年 9 月起至

109 年 3月新增基隆等 9 個服務中心作為營業所，惟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被處分人遲至 109年 5 月 26日補正後始完成

報備。 

(三)有關變更傳銷制度部分，查被處分人表示自 109 年 3 月 10

日起新增超消獎金(嗣後向本會報備時更名為超零售獎

金)，針對重複消費超過一定額度部分額外再提供獎金，該

獎金制度屬傳銷制度之一環，應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惟

查被處分人未事先向本會報備，且遲至 109年 5月 26 日補

正後始完成報備。 

(四)有關新增銷售商品部分，查被處分人表示於 108 年 10月起

至 109 年 2 月新增卡麗施甜杏仁按摩香膏等 9 項商品，惟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被處分人遲至 109 年 4月 14日補正後

始完成報備。 

(五)有關變更商品價值減損標準部分，查被處分人表示自 109

年 3 月 10日起變更商品價值減損標準，將原約定解除或終

止契約時，就自提領日起 46 日至 90 日(含)內、91 日至 180

日(含)內辦理退貨者，分別由被處分人買回商品進貨價

75%、50%，修正為針對自提領日起 46 日至 60 日(含)內、

61 日至 90 日(含)內、91 日至 180 日(含)內辦理退貨者，

分別由被處分人買回商品進貨價 75%、70%、55%，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遲至 109 年 5月 26日補正後始完成報備。 

二、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營

業所、傳銷制度、銷售商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依法

定期限向本會報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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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條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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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9 年 3 月 30日業務檢查紀錄及現場調查攜回之

變更登記公文、服務中心聯絡訊息、事業手冊(含獎金制度

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產品訂購單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 109 年 7 月 24日陳述紀錄。 

三、被處分人 110 年 4 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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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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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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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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6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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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40號 

被處分人：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390488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湖元里新湖三路 23 號 1、2、5 樓 

代 表 人：何○○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409380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120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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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特力家購物網站銷售「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1」、「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3」，刊載「全系列 1

級能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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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 109 年 9 月 27 日以電子郵件反映，略以：特力家購物

網站銷售「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1」、「嘉儀微電腦除濕

機 KED-213」（下稱案關商品 KED-211、案關商品 KED-213），

廣告均標榜 1 級能效，其違法行為與本會公處字第 109045

號處分書內容相同，涉有廣告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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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案關商品廣告刊載「全系列 1 級能效」等文字，經本會

搜尋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獲悉案關商品 KED-211 原於 106

年 5 月 1 日獲有能源效率分級第 1 級，惟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因實施新分級基準而失效，而依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

施之新分級基準，案關商品 KED-211（除濕能力 11 公升/

天；能源因數值 1.83 公升/千瓦小時）能源效率分級應為

第 3 級，至案關商品 KED-213依本會公處字第 109045號處

分書所獲調查事證，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該商品應標示為

能源效率分級第 3 級，故案關商品廣告宣稱涉有不實，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三、調查經過： 

（一）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提出

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案關商品廣告圖文資料係供應商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嘉儀公司）製作及上傳至被處分人特力屋

公司電子商務供應商後台網站，之後刊載於特力家購物網

站，並未經過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審核，被處分人特力屋

公司不清楚案關商品宣稱「全系列 1 級能效」之理由及依

據。案關商品廣告係從 106 年 10 月 27 日開始刊載，至

109年 10月 12日接獲本會來函後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

將案關商品廣告下架。 

2.消費者於案關商品銷售網頁下單後，特力家購物網站確認

消費者完成付款再通知被處分人嘉儀公司出貨予消費

者，案關商品利潤分配係據雙方約定，由被處分人嘉儀公

司提供網路建議售價(銷售價格)及進貨價格，經被處分人

特力屋公司與被處分人嘉儀公司雙方議定後，案關商品倘

有售出，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獲取案關商品網路售價與進

貨價格之價差，再加上進貨價格固定比例之管理費。 

3.案關商品於特力家購物網站完成交易，由被處分人特力屋

公司開立發票予消費者，發票上銷貨營業人為「特力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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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消費者之直接交易付款對象亦為被處分人

特力屋公司。 

4.案關商品於 106年 10月 27日至 109年 10月 12日銷售情

形：案關商品 KED-211 於 109 年 9月銷售 1 台；案關商品

KED-213共銷售 3 台，其中 107年 1 月後銷售 1台。 

（二）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嘉儀公司係案關商品之供應商，製作並上傳本案

廣告圖文資料至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電子商務供應商後

台網站，再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站上架

銷售。案關商品係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於 106 年 10 月

上架，109 年 10 月經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將案關商品下

架後，方知會被處分人嘉儀公司。 

2.消費者於案關商品銷售網頁下單後，特力家購物網站確認

消費者完成付款再通知被處分人嘉儀公司出貨予消費

者。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本案係賺取出貨(成本)價格。 

3.案關商品廣告宣稱「全系列 1級能效」等文字係因案關商

品於 106 年 10月 27 日上架時，其所獲有之能源效率分級

第 1 級尚未過期，故將案關商品宣稱「全系列 1級能效」

等文字之廣告圖說上傳至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之電子商

務供應商後台網站。107 年 1月 1日起經濟部能源局實施

新的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原有分級基準於 107 年 1

月 1 日後均自動失效，被處分人嘉儀公司其後已另行就案

關商品申請並獲經濟部能源局核定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3

級。 

4.案關商品交易發票銷貨營業人名稱為「特力屋股份有限公

司」，消費者之直接交易付款對象亦為被處分人特力屋公

司。 

（三）經濟部能源局表示專業意見，略以： 

1.除濕機商品標示「能源效率第 1 級」，係表示該產品為同

品項中，具有最佳的使用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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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 103 年 8 月 14 日向經濟部能源局申

請案關商品 KED-213 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登錄，並於

103 年 8 月 29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1級。 

3.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 106 年 3 月 30 日向經濟部能源局申

請案關商品 KED-211 能源分級標示登錄，並於 106 年 5

月 1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1級。 

4.經濟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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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檢查方式」，提

升各項分級基準。被處分人嘉儀公司為配合新基準，於

106 年 9 月 26 日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重新登錄，案關商

品 KED-211、案關商品 KED-213皆獲核准為能源效率分級

第 3 級，自 107年 1 月 1 日起應依重新登錄之資訊張貼或

使用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前開商品（含庫存品）應依修正

之分級基準，標示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3級，始得於國內陳

列或銷售。 

5.依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廠商製作或進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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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3

項規定：「未依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不得在

國內陳列或販售。」對於未依規定標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

器具，廠商（包含製造商及銷售商）不得在國內陳列或銷

售該設備或器具。如違反該規定者，該局依同法第 21 條

規定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則處以罰鍰。 

（四）本會於 110 年 5 月 10日上網查詢，特力家購物網站已無

案關商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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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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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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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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為特力家購物網站之經營者，就整

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特力家購物

網站，消費者得藉由該網站廣告得知商品內容等資訊，

並由該網站進行訂購、付款等交易流程，且交易完成後

係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消費

者於訂購時認知之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是

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以其經營之特力家購物網站刊載、

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而直接獲取利

益，而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嘉儀公司將案關商品網頁內

容、圖片及相關交易資訊製作後上傳至被處分人特力屋

公司電子商務供應商後台網站，再由被處分人特力屋公

司於特力家購物網銷售，被處分人嘉儀公司並因廣告之

招徠銷售效果而直接獲有利潤，故被處分人嘉儀公司亦

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

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全系列 1 級能效」等文字，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 106 年 10

月至 109 年 10月在特力家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

「全系列 1 級能效」等文字，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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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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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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經該局表示，案關商品能源效率分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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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標

示之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廠商（包含製造商及銷售商）

不得在國內陳列或銷售該設備或器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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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及

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 107 年 1 月 1 日後仍於案關商品廣

告刊載「全系列 1 級能效」之表示，核與事實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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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嘉儀公司於特力家

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其廣告刊載「全系列 1 級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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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特力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嘉儀公司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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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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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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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1號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95877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117號 8樓 

代 表 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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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華信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

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

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6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被處分人於 108年 1 月間，與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航空)人員

會面，席間涉及共同議訂國內航線機票價格，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5條規定，爰主動進行調查。 

二、 調查經過： 

經請被處分人、華信航空、遠東航空及其他關係人提出事

證並提供陳述意見，略以： 

(一) 本案涉及聯合行為之航線，有「臺北至金門」、「臺中至

金門」、「高雄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

「高雄至澎湖」及「臺北至臺東」等 7 條航線(下稱案

關 7 航線)。108年於案關 7航線中，被處分人經營全數

7 條航線，華信航空經營「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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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至澎湖」及「臺

北至臺東」等 6條航線，遠東航空經營「臺北至金門」、

「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

至澎湖」及「高雄至澎湖」等 6條航線。 

(二) 本案 3家航空事業對於國內線機票價格之制定與決策，

被處分人係由營業部擬定，並由該部主管決行即可，無

須其他高層或董事長同意；華信航空票價規劃係由客運

營業科負責，該部門擬訂初步票價規劃後，簽請副總以

上之層級決行；遠東航空機票價格規劃，由行銷處負

責，並向上呈報總經理、營運長、副董事長及董事長，

票價之核可通常由總經理或營運長決行。 

(三) 有關 108 年 1 月 10 日第 1次會面： 

1、 108 年 1 月 10 日上午，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

空於「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204 號」之「KOMEDA(客

多美)咖啡」進行第 1 次會面。被處分人出席者為營

業部最高主管○○○經理(108 年時任，以下各該人員

均同)、○○○副理及○○○課長，華信航空出席者

為客運營業科最高主管○○○經理及○○○主任，遠

東航空出席者為行銷處最高主管○○○協理。 

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稱，係前 1

日(108 年 1 月 9 日)澎湖福朋喜來登飯店於臺北神旺

酒店舉行年終餐會，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

均受邀出席。被處分人稱，席間遠東航空○○○協理

提及遠東航空引進 ATR新機，故隔日想找各家業者談

談未來的規劃，而華信航空雖對於上開邀約理由未有

印象，惟亦證稱遠東航空○○○協理確實於該年終餐

會上提議隔日(108 年 1 月 10日)早上一起喝咖啡、吃

早餐，爰有該次會面。 

3、 108 年 1 月 10 日會面當日，據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

稱，當時冬季(淡季)剛結束，票價最低，1 月份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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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事業多開始規劃 2個月後之機票價格，席間遠東

航空○○○協理即提到「希望各家航空公司可以維持

票價(不要降價)」，被處分人並進一步指稱○○○協

理表示因 108年遠東航空引進 ATR 新機，成本提高，

故「希望於 108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

格」。 

4、 就上開提議，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代表均當場回答

「好阿」(或「好」)並未積極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

被處分人稱因當時遠東航空並未實際談及個別航線

價格，雖對上開提議存疑，且多年來遠東航空均以較

低價格從事競爭，故上開提議可信度不高，然為顧及

同業情誼，仍隨口允諾，並未當場反對調漲機票價

格，華信航空亦表示相同意見。華信航空則稱其雖已

有既定機票訂價策略，且遠東航空因品牌形象等因

素，華信航空不會將遠東航空之提議(如維持票價)列

入票價考量因素內，又當天遠東航空對於維持何條航

線、哪季價格均未清楚說明，惟仍隨口允諾，並未積

極表示意見或反對。 

5、 就上述 108 年 1 月 10 日之會面經過，遠東航空○○

○協理雖否認曾邀約華信航空及被處分人所屬人員

見面，亦否認曾於當日會面中提出「維持票價」或「108

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格」之提議，惟

亦自承各家航空公司於冬季(淡季)票價最低，故從 4

月開始逐漸進入旺季後，自然希望票價可以高一點，

是於當日會面中 3 家航空事業人員確有討論「價格可

以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要降價)之話題，惟並非

○○○協理或遠東航空人員提出，但係誰提出，並不

確定，僅知該次會面有討論該話題，且為在場航空事

業所共同希望。 

(四) 108 年 1 月 31 日第 2 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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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 年 1 月 31 日適逢農曆年前，被處分人、華信航空

及遠東航空人員相約中午於「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66

號」之「御鼎餐廳」餐敘。被處分人出席者為○○○

經理、○○○課長、○○○課長、○○○課長及○○

○副課長，華信航空出席者為○○○經理、○○○副

理、○○○主任及○○○主任，遠東航空出席者為○

○○協理、○○○主任及○○○副主任等。 

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華信航空表示，因適逢農曆過

年，被處分人前曾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且當時中華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之母公司，下稱華航)可

能發生空服員罷工，因華信航空機組人員係由華航支

應，華信航空想瞭解一旦罷工發生，被處分人及遠東

航空是否有足夠運能得以支援，爰邀約被處分人及遠

東航空人員於 108 年 1 月 31 日聚餐。惟被處分人稱

該次會面係由華信航空主動提議過年相約聚餐，未曾

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 

3、 席間與會之航空事業人員提及航空整體市場情況，認

為 108年受陸客持續減少影響，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

當年度又均有新機加入營運，市場供給增加，因此 108

年國內線機票價格恐不樂觀，故有業者即提出「機票

價格不要過低」、「108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太低」、

「團體票價不要低於去年」等提議。被處分人復表示

各家航空公司均是希望該年度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

去年，並以此為營運目標，故會面中有人提及「108

年機票價格不要太低」，亦屬合理。至上開提議係何

家事業提出，3家航空事業均未有印象 

4、 對於上開提議，被處分人及遠東航空均稱當時與會人

員有口頭上允諾，未當場表示反對。華信航空則稱因

各家航空事業對於市場之看法差異不大，故就上開提

議未有業者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被處分人復稱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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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家國內線座位數均有成長，故各家航空公司為維

持銷售數量及收益，仍會依照市場情形作適當調整。

遠東航空所屬人員亦稱遠東航空因機型座位數較

多，實際票價仍會依機位銷售情形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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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

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

之市場功能者。」、「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

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

致共同行為者。」、「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

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

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是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

為，係同一產銷階層之水平事業，合意就商品或服務相關

之事業活動加以拘束，且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所稱「合意」，係指契約、協議，以及

其他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均屬

之，合意後是否遵守、是否具體實施，或事業間配合程度

之高低，均無礙該要件之成立。至「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

能」，則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僅須事業所為之

限制競爭行為，客觀上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抽象危險

性，即屬該當，亦不以當事人因此獲得實際利益為必要。

又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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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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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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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二、 本案之相關市場為「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

至澎湖」、「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

以及「臺北至臺東」等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服務市場： 

(一) 按民用航空法第 2 條第 11款及第 48 條第 1項規定，民

用航空運輸業係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

報酬之事業，並須取得民航局發給之民用航空運輸業許

可證後，始得營業。依民航局 108 年國內航線班機載客

率統計表，經營國內線民用航空運輸服務之業者計有被

處分人、華信航空、遠東航空及德安航空等 4家業者，

其中德安航空僅經營「臺東至蘭嶼」等 5條航線，均未

涉及案關 7航線之經營，合先敘明。 

(二) 「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及「高雄至澎湖」航

線間尚無陸路運輸可替代，輪船運輸亦無高度可替代

性： 

1、 依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所提供之國內航線

平均票價表，及參考各該航線旅運時間及班次起降情

形，於「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以及「高雄

至澎湖」航線每日均有航班來回，旅運時間約 40 分

鐘至 1小時，平均機票價格約自 1,100元至 1,700 元

不等。雖該 3 條航線間於票價、航班頻率及旅運時間

均未有明顯差距，惟旅客倘欲在不同航線間轉換，尚

須透過陸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而有增加額

外時間及金錢上之成本，消費者未有在不同航線間轉

換搭乘之誘因，爰難認上開 3條航線間有可資替代之

情形。 

2、 臺灣本島與澎湖間雖有輪船運輸服務，惟「臺中至馬

公」及「高雄至馬公」船班於航程時間及船班數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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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運輸尚有差距。至「嘉義(布袋)至馬公」船班，

雖航程時間與航空運輸相仿，票價亦略低於航空運

輸，惟對於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至澎湖航線之旅

客，倘改乘「嘉義至馬公」船班，尚須以陸路運輸方

式接駁至嘉義布袋港，需額外付出數小時不等之陸路

運輸時間，故於價格未有明顯差距，旅運時間高於航

空運輸數倍之條件下，尚難稱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

至澎湖航線之消費者，有明顯改乘嘉義至澎湖船班之

誘因，亦難稱與航空運輸服務具替代性。 

(三) 復「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及「高雄至金門」

航線，尚無陸路運輸或其他輪船運輸可資替代。同前所

述，各航線之旅客倘欲於不同航線間轉換，尚須依賴陸

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是以臺灣本島與金門 3

條航線於旅運時間、票價均差異不大之情形下，尚難稱

該 3 條臺灣本島至金門之航線間可能有相互替代之情

形。 

(四) 末「臺北至臺東」航線部分，雖無輪船運輸服務可資替

代，惟有鐵路及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及公路運輸雖每日

車次眾多，惟單程票價僅約航空運輸票價之二分之一，

且整體旅運時間亦與航空運輸差別甚鉅，是以票價及旅

運時間以觀，均與航空運輸有所差別，尚難稱有高度替

代關係。 

(五) 綜上，考量上開 7 航線間與相同、鄰近起訖點之鐵路、

公路及水面運具運輸時間、距離及服務班次頻率，以及

各國對於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界定及國內航空運輸服

務特性，本件應採「城市對」(city-pair)，即「臺北

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至澎湖」、「臺北

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以及「臺

北至臺東」7 航線之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作為相關市場之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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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市場占有率：上開 7 航線中，被處分人經營全數 7 條航線，

華信航空未經營「高雄-金門」航線，遠東航空則未經營「臺

北-臺東」航線。渠等於案關 7航線之載客人數及依實際載

客人數計算之市場占有率如下表： 

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於「臺北、臺中、高雄至

澎湖」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 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於「臺北至台東」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被處分人及遠東航空於「高雄至金門」航線市場從事競爭，

彼此互屬水平競爭之關係。 

四、 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透過「108 年 1月 10 日」

及「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達成「維持 108年 4 月後

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

之合意，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一) 聯合行為主體： 

查本案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均屬公平交易法

第 2 條第 1項第 1 款所稱之「公司」，係公平交易法規

範之事業。該 3家事業係本案相關市場之參與者，於重

疊之航線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且均有參與 108年 1月 10

表 1：108年案關航線載客人數及市場占有率表 

 

臺中- 

金門 

臺中- 

澎湖 

臺北- 

臺東 
臺北-金門 臺北-澎湖 

高雄- 

金門 

高雄- 

澎湖 

總載客數(人) 554,858 495,078 255,933 1,313,517 1,124,460 468,563 895,211 

遠東 
載客數(人) 113,935 90,229 - 387,884 400,525 210,626 277,447 

市占率(%) 20.53 18.23 - 29.53 35.62 44.95 30.99 

立榮 
載客數(人) 255,790 196,665 131,884 544,109 412,568 257,937 414,097 

市占率(%) 46.10 39.72 51.53 41.42 36.69 55.05 46.26 

華信 
載客數(人) 185,133 208,184 124,049 381,524 311,367 - 203,667 

市占率(%) 33.37 42.05 48.47 29.05 27.69 -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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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該 3 家事業就渠等經營

之航線與其他競爭同業交換、評估，以及訂定敏感產銷

資訊，是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即為本案聯合

行為主體。 

(二) 聯合行為合意方式與內容： 

1、 聯合行為之動機與誘因： 

(1) 本件案關市場航線均僅有 2 家或 3 家航空事業經

營，屬寡占結構。寡占市場基於其經營家數較少之

特性，本即有利於市場內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

相互勾結。又航空運輸服務同質性高，具高度替代

性，單一業者調整價格即會面臨市場流失、競爭對

手不跟隨價格，甚至進一步競價之風險，爰易藉由

聯合行為消除相關市場競爭，以獲取超額利潤。 

(2) 國內民用航空運輸服務每年第 1 季普遍受到季節氣

候影響，屬需求淡季，價格最低，故案關 3 家航空

事業均希望盡量提高第 2 季及第 3 季之機票價格，

以維持事業營運。然因遠東航空及華信航空 108 年

陸續購入(或租賃)ATR 新機投入營運，供給增加，

陸客來臺人數 104 年至 107 年均持續下滑，需求減

少，是該等業者考量 108 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機票價格面臨向下調整之壓力，為避免其他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航空事業以價格從事競爭，影響

案關事業之獲利，爰有透過事前之意思聯絡，以降

低或阻絕水平競爭事業競價之風險，而有藉由合意

之方式共同維持機票價格以確保共同利益之動機及

誘因。 

2、 合意內容及相關事實： 

(1) 3 家航空事業於 108 年 1 月 9 日參加飯店業者舉辦

之年終餐會，並相約隔日就航空產業相關營運情形

進行意見交換。108 年 1 月 10日會面中，遠東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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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表示因遠東航空引進 ATR 新機，成本提

高，因此提出「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 7 航線之票

價，不要降價」之提議。遠東航空○○○協理雖否

認曾為上開表示，然亦自承該次會面 3 家航空事業

代表確有討論案關 7 航線「108 年 4 月後價格可以

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要降價)，是無礙於該等

業者確於該日會面就 108 年 4 月後案關 7 航線之機

票價格進行討論之認定而對於上開討論內容，3 家

航空事業與會代表均為同意，並隨口允諾，並未有

事業當場反對或其他意見。 

(2) 隨後華信航空再次邀約被處分人、遠東航空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會面中與會航空公司代表論及

108 年國內航空市場受陸客持續減少與機位供給增

加之影響，機票價格恐不樂觀。前開事業與會代表

雖無法指出提議之事業為何，惟均承認該次會面有

討論「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

題，且與會者均未表示反對或其他意見。華信航空

雖未明確指出上開「108 年第 3 季」之實施時間，

惟亦承認該次會面確有就團體機票價格事項進行討

論。 

(3) 故依現有事證，雖與會之航空事業無法確認該 2 次

會面提議為聯合行為之事業為何，然均承認渠等事

業確實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

中，就「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航線機票價格」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題而

為討論，且對於前開討論內容均為同意、未表示反

對或其他意見。 

(4) 復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被處分人及遠東航

空均稱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即不要

低於 107 年)，均為航空事業所共同希望，並以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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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營運目標，且機票價格之擬訂及規劃，通常

需事先(至少約 2個月前)進行。故對於前開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票價，以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票價之討

論，尚與航空事業之營利目標相符。 

(5) 該 2 次會面就維持票價之討論，3 家航空事業代表

並未當場表示反對意見，均有同意或附和之情形，

該 3 家航空事業之與會人員均為各該事業負責機票

價格擬訂，或具有票價決定權限之人員，則該等人

員於會面時對於維持票價或不降價之「同意」或「附

和行為」，已足使與會事業對於各自 108 年機票價

格(含團體票價)之擬訂，以「避免降價」或「維持」

與 107 年相當之價格方向研擬，進而影響 108 年案

關航線之機票銷售價格。此類就未來價格之設定方

向達成相同之理解及共識，將削弱案關事業訂定競

爭性票價之誘因及動機，並形成、導致該等事業維

持票價(即不要降價)之共同行為。 

3、 縱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均稱，該 2 次會面之「允諾」

行為僅是顧及同業情誼而隨口為之，未有具體合意之

價格，實際上亦無受其拘束之意思，實際票價最終仍

是依據市場供需情形決定，且遠東航空向來為市場低

價，亦不會將遠東航空之提議納入考量云云。然查： 

(1) 聯合行為之合意，尚不以協議具有約束力，或有法

律上之強制力為必要，亦與合意後有無實際執行、

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涉。案關航空

事業雖均稱協議內容並無實質上約束力，且最終亦

未依照協議內容執行，惟此僅係事業合意後是否遵

守協議內容之情形，尚不影響渠等會面時已達成合

意或已為承諾之表示。 

(2) 該等事業縱稱未有具體之合意價格，且自始未有受

其拘束之意思，實際上票價仍依市場供需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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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絕無認同、支持同業提議之意思，惟該意思係

與會航空事業人員內心之意思，非其他事業代表所

能窺知。如前所述，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

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均為航空事業

間共同之期望，故會面時有航空事業提議「維持案

關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係與各家航空事業之

營運目標及期望相符，已足使與會事業代表產生認

同、支持，並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此依與會 3

家航空事業對於前開提議均表示同意、附和或不反

對，即可明之。則該等事業即可能因競爭同業之允

諾，以及不反對維持票價(不要降價)之表示，影響

自身於案關航線機票價格之決定。至於實際銷售時

是否有依該合意內容執行，與聯合行為事實之成

立，係屬二事，尚難據此主張未有進行合意之行為。 

4、 故案關 3家航空事業透過 108年 1月 10日及 108年 1

月 31 日 2 次會面，就案關 7 航線達成「維持案關航

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

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協議，核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 

(三) 上開合意已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1、 案關 3家航空事業均對 108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情狀有所認知，渠等藉由會面之機會，進行意見溝

通，討論維持案關 7 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以及不要降低 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等內容，就

未來價格之設定方向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影響案

關航線之銷售價格，以避免任一事業單獨調整或維持

價格所生之競爭風險，客觀上已足有影響案關市場供

需功能之抽象危險。 

2、 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於案關 7 航線提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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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運輸服務，其中「臺北、臺中、高雄至澎湖」

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航線由被處分人、華

信航空及遠東航空經營，「臺北至台東」、「高雄至

金門」2 航線則分別由被處分人、華信航空，以及被

處分人、遠東航空營運。是任一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

服務均是由該 2家或 3家航空事業提供，該等事業於

任一航線之市占率總占比均達 100%，故該等事業透過

會面之機會，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以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

合意，將使案關航線失去價格競爭之可能，消費者無

從再透過事業間之競爭，而獲取價格上之利益，是該

3 家航空事業上開行為，業足以影響案關 7 航線民用

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五、 綜上，本件被處分人、華信航空及遠東航空藉由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就「臺北、臺中、高

雄至澎湖」、「臺北、臺中、高雄至金門」以及「臺北至臺

東」等航線為「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以該等業

者於各該相關市場市占率總計達 100%以觀，業足以影響案

關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經

考量被處分人經營全數案關 7 條航線，華信航空經營其中

6 條，遠東航空經營其中 6 條，雖各該事業於案關 7 航線

之市占率略有不同，惟該等事業於案關 7 航線之總市占率

均達 100%，且被處分人前於 97 年曾因違反聯合行為規定

而經本會處分在案，於本案之配合調查態度普通，另審酌

本件違法動機、目的、違法期間、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以及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其他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36 條所列之考量事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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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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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2號 

被處分人：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988865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405 巷 123 弄 3 號 

代 表 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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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立榮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

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

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四、處新臺幣 9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三、 被處分人於 108年 1 月間，與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航空)人員

會面，席間涉及共同議訂國內航線機票價格，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5條規定，爰主動進行調查。 

四、 調查經過： 

經請被處分人、立榮航空、遠東航空及其他關係人提出事

證並提供陳述意見，略以： 

(一) 本案涉及聯合行為之航線，有「臺北至金門」、「臺中至

金門」、「高雄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

「高雄至澎湖」及「臺北至臺東」等 7 條航線(下稱案

關 7 航線)。108年於案關 7航線中，被處分人經營「臺

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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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高雄至澎湖」及「臺北至臺東」等 6 條航線，立

榮航空經營全數 7 條航線，遠東航空經營「臺北至金

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

中至澎湖」及「高雄至澎湖」等 6 條航線。 

(二) 本案 3家航空事業對於國內線機票價格之制定與決策，

被處分人票價規劃係由客運營業科負責，該部門擬訂初

步票價規劃後，簽請副總以上之層級決行；立榮航空係

由營業部擬定，並由該部主管決行即可，無須其他高層

或董事長同意；遠東航空機票價格規劃，由行銷處負

責，並向上呈報總經理、營運長、副董事長及董事長，

票價之核可通常由總經理或營運長決行。 

(三) 有關 108 年 1 月 10 日第 1次會面： 

1、 108 年 1 月 10 日上午，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

空於「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204 號」之「KOMEDA(客

多美)咖啡」進行第 1 次會面。被處分人出席者為客

運營業科最高主管○○○經理及○○○主任，立榮航

空出席者為營業部最高主管○○○經理(108 年時

任，以下各該人員均同)、○○○副理及○○○課長，

遠東航空出席者為行銷處最高主管○○○協理。 

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稱，係前 1

日(108 年 1 月 9 日)澎湖福朋喜來登飯店於臺北神旺

酒店舉行年終餐會，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

均受邀出席。立榮航空稱，席間遠東航空○○○協理

提及遠東航空引進 ATR新機，故隔日想找各家業者談

談未來的規劃，而被處分人雖對於上開邀約理由未有

印象，惟亦證稱遠東航空○○○協理確實於該年終餐

會上提議隔日(108 年 1 月 10日)早上一起喝咖啡、吃

早餐，爰有該次會面。 

3、 108 年 1 月 10 日會面當日，據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

稱，當時冬季(淡季)剛結束，票價最低，1 月份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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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事業多開始規劃 2個月後之機票價格，席間遠東

航空○○○協理即提到「希望各家航空公司可以維持

票價(不要降價)」，立榮航空並進一步指稱○○○協

理表示因 108年遠東航空引進 ATR 新機，成本提高，

故「希望於 108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

格」。 

4、 就上開提議，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代表均當場回答

「好阿」(或「好」)並未積極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

立榮航空稱因當時遠東航空並未實際談及個別航線

價格，雖對上開提議存疑，且多年來遠東航空均以較

低價格從事競爭，故上開提議可信度不高，然為顧及

同業情誼，仍隨口允諾，並未當場反對調漲機票價

格，被處分人亦表示相同意見。被處分人則稱其雖已

有既定機票訂價策略，且遠東航空因品牌形象等因

素，被處分人不會將遠東航空之提議(如維持票價)列

入票價考量因素內，又當天遠東航空對於維持何條航

線、哪季價格均未清楚說明，惟仍隨口允諾，並未積

極表示意見或反對。 

5、 就上述 108 年 1 月 10 日之會面經過，遠東航空○○

○協理雖否認曾邀約立榮航空及被處分人所屬人員

見面，亦否認曾於當日會面中提出「維持票價」或「108

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格」之提議，惟

亦自承各家航空公司於冬季(淡季)票價最低，故從 4

月開始逐漸進入旺季後，自然希望票價可以高一點，

是於當日會面中 3 家航空事業人員確有討論「價格可

以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要降價)之話題，惟並非

○○○協理或遠東航空人員提出，但係誰提出，並不

確定，僅知該次會面有討論該話題，且為在場航空事

業所共同希望。 

(四) 108 年 1 月 31 日第 2 次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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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 年 1 月 31 日適逢農曆年前，被處分人、立榮航空

及遠東航空人員相約中午於「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66

號」之「御鼎餐廳」餐敘。被處分人出席者為○○○

經理、○○○副理、○○○主任及○○○主任，立榮

航空出席者為○○○經理、○○○課長、○○○課

長、○○○課長及○○○副課長，遠東航空出席者為

○○○協理、○○○主任及○○○副主任等。 

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被處分人表示，因適逢農曆過

年，立榮航空前曾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且當時中華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被處分人之母公司，下稱華航)可

能發生空服員罷工，因被處分人機組人員係由華航支

應，被處分人想瞭解一旦罷工發生，立榮航空及遠東

航空是否有足夠運能得以支援，爰邀約立榮航空及遠

東航空人員於 108 年 1 月 31 日聚餐。惟立榮航空稱

該次會面係由被處分人主動提議過年相約聚餐，立榮

航空未曾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 

3、 席間與會之航空事業人員提及航空整體市場情況，認

為 108年受陸客持續減少影響，被處分人及遠東航空

當年度又均有新機加入營運，市場供給增加，因此 108

年國內線機票價格恐不樂觀，故有業者即提出「機票

價格不要過低」、「108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太低」、

「團體票價不要低於去年」等提議。立榮航空復表示

各家航空公司均是希望該年度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

去年，並以此為營運目標，故會面中有人提及「108

年機票價格不要太低」，亦屬合理。至上開提議係何

家事業提出，3家航空事業均未有印象 

4、 對於上開提議，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均稱當時與會人

員有口頭上允諾，未當場表示反對。被處分人則稱因

各家航空事業對於市場之看法差異不大，故就上開提

議未有業者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立榮航空復稱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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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家國內線座位數均有成長，故各家航空公司為維

持銷售數量及收益，仍會依照市場情形作適當調整。

遠東航空所屬人員亦稱遠東航空因機型座位數較

多，實際票價仍會依機位銷售情形而定。 

理   由 

六、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復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

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

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

之市場功能者。」、「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

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

致共同行為者。」、「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

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

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是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

為，係同一產銷階層之水平事業，合意就商品或服務相關

之事業活動加以拘束，且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

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所稱「合意」，係指契約、協議，以及

其他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均屬

之，合意後是否遵守、是否具體實施，或事業間配合程度

之高低，均無礙該要件之成立。至「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

能」，則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僅須事業所為之

限制競爭行為，客觀上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抽象危險

性，即屬該當，亦不以當事人因此獲得實際利益為必要。

又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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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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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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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七、 本案之相關市場為「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

至澎湖」、「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

以及「臺北至臺東」等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服務市場： 

(六) 按民用航空法第 2 條第 11款及第 48 條第 1項規定，民

用航空運輸業係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

報酬之事業，並須取得民航局發給之民用航空運輸業許

可證後，始得營業。依民航局 108 年國內航線班機載客

率統計表，經營國內線民用航空運輸服務之業者計有被

處分人、立榮航空、遠東航空及德安航空等 4家業者，

其中德安航空僅經營「臺東至蘭嶼」等 5條航線，均未

涉及案關 7航線之經營，合先敘明。 

(七) 「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及「高雄至澎湖」航

線間尚無陸路運輸可替代，輪船運輸亦無高度可替代

性： 

3、 依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所提供之國內航線

平均票價表，及參考各該航線旅運時間及班次起降情

形，於「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以及「高雄

至澎湖」航線每日均有航班來回，旅運時間約 40 分

鐘至 1小時，平均機票價格約自 1,100元至 1,700 元

不等。雖該 3 條航線間於票價、航班頻率及旅運時間

均未有明顯差距，惟旅客倘欲在不同航線間轉換，尚

須透過陸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而有增加額

外時間及金錢上之成本，消費者未有在不同航線間轉

換搭乘之誘因，爰難認上開 3條航線間有可資替代之

情形。 

4、 臺灣本島與澎湖間雖有輪船運輸服務，惟「臺中至馬

公」及「高雄至馬公」船班於航程時間及船班數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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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運輸尚有差距。至「嘉義(布袋)至馬公」船班，

雖航程時間與航空運輸相仿，票價亦略低於航空運

輸，惟對於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至澎湖航線之旅

客，倘改乘「嘉義至馬公」船班，尚須以陸路運輸方

式接駁至嘉義布袋港，需額外付出數小時不等之陸路

運輸時間，故於價格未有明顯差距，旅運時間高於航

空運輸數倍之條件下，尚難稱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

至澎湖航線之消費者，有明顯改乘嘉義至澎湖船班之

誘因，亦難稱與航空運輸服務具替代性。 

(八) 復「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及「高雄至金門」

航線，尚無陸路運輸或其他輪船運輸可資替代。同前所

述，各航線之旅客倘欲於不同航線間轉換，尚須依賴陸

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是以臺灣本島與金門 3

條航線於旅運時間、票價均差異不大之情形下，尚難稱

該 3 條臺灣本島至金門之航線間可能有相互替代之情

形。 

(九) 末「臺北至臺東」航線部分，雖無輪船運輸服務可資替

代，惟有鐵路及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及公路運輸雖每日

車次眾多，惟單程票價僅約航空運輸票價之二分之一，

且整體旅運時間亦與航空運輸差別甚鉅，是以票價及旅

運時間以觀，均與航空運輸有所差別，尚難稱有高度替

代關係。 

(十) 綜上，考量上開 7 航線間與相同、鄰近起訖點之鐵路、

公路及水面運具運輸時間、距離及服務班次頻率，以及

各國對於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界定及國內航空運輸服

務特性，本件應採「城市對」(city-pair)，即「臺北

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至澎湖」、「臺北

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以及「臺

北至臺東」7 航線之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作為相關市場之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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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市場占有率：上開 7 航線中，立榮航空經營全數 7 條航線，

被處分人未經營「高雄-金門」航線，遠東航空則未經營「臺

北-臺東」航線。渠等於案關 7航線之載客人數及依實際載

客人數計算之市場占有率如下表：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於「臺北、臺中、高雄至

澎湖」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 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於「臺北至台東」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於「高雄至金門」航線市場從事競爭，

彼此互屬水平競爭之關係。 

九、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透過「108 年 1月 10 日」

及「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達成「維持 108年 4 月後

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

之合意，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四) 聯合行為主體： 

查本案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均屬公平交易法

第 2 條第 1項第 1 款所稱之「公司」，係公平交易法規

範之事業。該 3家事業係本案相關市場之參與者，於重

疊之航線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且均有參與 108年 1月 10

表 1：108年案關航線載客人數及市場占有率表 

 

臺中- 

金門 

臺中- 

澎湖 

臺北- 

臺東 
臺北-金門 臺北-澎湖 

高雄- 

金門 

高雄- 

澎湖 

總載客數(人) 554,858 495,078 255,933 1,313,517 1,124,460 468,563 895,211 

遠東 
載客數(人) 113,935 90,229 - 387,884 400,525 210,626 277,447 

市占率(%) 20.53 18.23 - 29.53 35.62 44.95 30.99 

立榮 
載客數(人) 255,790 196,665 131,884 544,109 412,568 257,937 414,097 

市占率(%) 46.10 39.72 51.53 41.42 36.69 55.05 46.26 

華信 
載客數(人) 185,133 208,184 124,049 381,524 311,367 - 203,667 

市占率(%) 33.37 42.05 48.47 29.05 27.69 -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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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該 3 家事業就渠等經營

之航線與其他競爭同業交換、評估，以及訂定敏感產銷

資訊，是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即為本案聯合

行為主體。 

(五) 聯合行為合意方式與內容： 

5、 聯合行為之動機與誘因： 

(1) 本件案關市場航線均僅有 2 家或 3 家航空事業經

營，屬寡占結構。寡占市場基於其經營家數較少之

特性，本即有利於市場內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

相互勾結。又航空運輸服務同質性高，具高度替代

性，單一業者調整價格即會面臨市場流失、競爭對

手不跟隨價格，甚至進一步競價之風險，爰易藉由

聯合行為消除相關市場競爭，以獲取超額利潤。 

(2) 國內民用航空運輸服務每年第 1 季普遍受到季節氣

候影響，屬需求淡季，價格最低，故案關 3 家航空

事業均希望盡量提高第 2 季及第 3 季之機票價格，

以維持事業營運。然因遠東航空及被處分人 108 年

陸續購入(或租賃)ATR 新機投入營運，供給增加，

陸客來臺人數 104 年至 107 年均持續下滑，需求減

少，是該等業者考量 108 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機票價格面臨向下調整之壓力，為避免其他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航空事業以價格從事競爭，影響

案關事業之獲利，爰有透過事前之意思聯絡，以降

低或阻絕水平競爭事業競價之風險，而有藉由合意

之方式共同維持機票價格以確保共同利益之動機及

誘因。 

6、 合意內容及相關事實： 

(1) 3 家航空事業於 108 年 1 月 9 日參加飯店業者舉辦

之年終餐會，並相約隔日就航空產業相關營運情形

進行意見交換。108 年 1 月 10日會面中，遠東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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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理表示因遠東航空引進 ATR 新機，成本提

高，因此提出「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 7 航線之票

價，不要降價」之提議。遠東航空○○○協理雖否

認曾為上開表示，然亦自承該次會面 3 家航空事業

代表確有討論案關 7 航線「108 年 4 月後價格可以

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要降價)，是無礙於該等

業者確於該日會面就 108 年 4 月後案關 7 航線之機

票價格進行討論之認定而對於上開討論內容，3 家

航空事業與會代表均為同意，並隨口允諾，並未有

事業當場反對或其他意見。 

(2) 隨後被處分人再次邀約立榮航空、遠東航空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會面中與會航空公司代表論及

108 年國內航空市場受陸客持續減少與機位供給增

加之影響，機票價格恐不樂觀。前開事業與會代表

雖無法指出提議之事業為何，惟均承認該次會面有

討論「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

題，且與會者均未表示反對或其他意見。被處分人

雖未明確指出上開「108 年第 3 季」之實施時間，

惟亦承認該次會面確有就團體機票價格事項進行討

論。 

(3) 故依現有事證，雖與會之航空事業無法確認該 2 次

會面提議為聯合行為之事業為何，然均承認渠等事

業確實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

中，就「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航線機票價格」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題而

為討論，且對於前開討論內容均為同意、未表示反

對或其他意見。 

(4) 復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立榮航空及遠東航

空均稱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即不要

低於 107 年)，均為航空事業所共同希望，並以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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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營運目標，且機票價格之擬訂及規劃，通常

需事先(至少約 2個月前)進行。故對於前開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票價，以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票價之討

論，尚與航空事業之營利目標相符。 

(5) 該 2 次會面就維持票價之討論，3 家航空事業代表

並未當場表示反對意見，均有同意或附和之情形，

該 3 家航空事業之與會人員均為各該事業負責機票

價格擬訂，或具有票價決定權限之人員，則該等人

員於會面時對於維持票價或不降價之「同意」或「附

和行為」，已足使與會事業對於各自 108 年機票價

格(含團體票價)之擬訂，以「避免降價」或「維持」

與 107 年相當之價格方向研擬，進而影響 108 年案

關航線之機票銷售價格。此類就未來價格之設定方

向達成相同之理解及共識，將削弱案關事業訂定競

爭性票價之誘因及動機，並形成、導致該等事業維

持票價(即不要降價)之共同行為。 

7、 縱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均稱，該 2 次會面之「允諾」

行為僅是顧及同業情誼而隨口為之，未有具體合意之

價格，實際上亦無受其拘束之意思，實際票價最終仍

是依據市場供需情形決定，且遠東航空向來為市場低

價，亦不會將遠東航空之提議納入考量云云。然查： 

(3) 聯合行為之合意，尚不以協議具有約束力，或有法

律上之強制力為必要，亦與合意後有無實際執行、

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涉。案關航空

事業雖均稱協議內容並無實質上約束力，且最終亦

未依照協議內容執行，惟此僅係事業合意後是否遵

守協議內容之情形，尚不影響渠等會面時已達成合

意或已為承諾之表示。 

(4) 該等事業縱稱未有具體之合意價格，且自始未有受

其拘束之意思，實際上票價仍依市場供需決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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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絕無認同、支持同業提議之意思，惟該意思係

與會航空事業人員內心之意思，非其他事業代表所

能窺知。如前所述，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

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均為航空事業

間共同之期望，故會面時有航空事業提議「維持案

關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係與各家航空事業之

營運目標及期望相符，已足使與會事業代表產生認

同、支持，並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此依與會 3

家航空事業對於前開提議均表示同意、附和或不反

對，即可明之。則該等事業即可能因競爭同業之允

諾，以及不反對維持票價(不要降價)之表示，影響

自身於案關航線機票價格之決定。至於實際銷售時

是否有依該合意內容執行，與聯合行為事實之成

立，係屬二事，尚難據此主張未有進行合意之行為。 

8、 故案關 3家航空事業透過 108年 1月 10日及 108年 1

月 31 日 2 次會面，就案關 7 航線達成「維持案關航

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

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協議，核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 

(六) 上開合意已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3、 案關 3家航空事業均對 108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情狀有所認知，渠等藉由會面之機會，進行意見溝

通，討論維持案關 7 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以及不要降低 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等內容，就

未來價格之設定方向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影響案

關航線之銷售價格，以避免任一事業單獨調整或維持

價格所生之競爭風險，客觀上已足有影響案關市場供

需功能之抽象危險。 

4、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於案關 7 航線提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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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運輸服務，其中「臺北、臺中、高雄至澎湖」

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航線由被處分人、立

榮航空及遠東航空經營，「臺北至台東」、「高雄至

金門」2 航線則分別由被處分人、立榮航空，以及立

榮航空、遠東航空營運。是任一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

服務均是由該 2家或 3家航空事業提供，該等事業於

任一航線之市占率總占比均達 100%，故該等事業透過

會面之機會，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以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

合意，將使案關航線失去價格競爭之可能，消費者無

從再透過事業間之競爭，而獲取價格上之利益，是該

3 家航空事業上開行為，業足以影響案關 7 航線民用

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十、 綜上，本件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遠東航空藉由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就「臺北、臺中、高

雄至澎湖」、「臺北、臺中、高雄至金門」以及「臺北至臺

東」等航線為「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以該等業者於

各該相關市場市占率總計達 100%以觀，業足以影響案關市

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經考量

被處分人於案關 7 航線中經營 6 條航線，立榮航空經營全

數 7 條航線，遠東航空經營其中 6 條，各該事業於案關 7

航線之市占率略有不同，惟該等事業於案關 7 航線之總市

占率均達 100%。被處分人於本案之配合調查態度雖難稱良

好，然考量被處分人屬初次違法，並審酌本件違法動機、

目的、違法期間、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以及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其他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

列之考量事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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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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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3號 

被處分人：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52200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405 巷 123 弄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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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與立榮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及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以及「108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

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

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六、處新臺幣 85 萬元罰鍰。 

事    實 

五、 被處分人於 108年 1 月間，與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信航空)人員

會面，席間涉及共同議訂國內航線機票價格，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5條規定，爰主動進行調查。 

六、 調查經過： 

(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起停飛全數國內外航

線，並公告資遣通知，復經交通部 109 年 1 月 31 日廢

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在案。是對於被處分人進行本案

相關行為調查時，相關業務人員均已離職，且被處分人

在職人員對本件涉及聯合行為之相關會面亦稱均不知

情，是為瞭解被處分人於本件聯合行為之參與情形，本

會另函請參與案關會面之出席者，即 108年時任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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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銷處協理之○○○、業務一部主任○○○，以及電

子商務部副主任○○○提出說明並陳述意見，合先敘

明。 

(二) 經請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及上開關係人提出事證並提供

陳述意見，略以： 

1、 本案涉及聯合行為之航線，有「臺北至金門」、「臺中

至金門」、「高雄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

湖」、「高雄至澎湖」及「臺北至臺東」等 7條航線(下

稱案關 7 航線)。108 年於案關 7航線中，被處分人經

營「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臺

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及「高雄至澎湖」等 6 條

航線，立榮航空經營全數 7 條航線，華信航空經營「臺

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臺北至澎湖」、「臺中至

澎湖」、「高雄至澎湖」及「臺北至臺東」等 6 條航線。 

2、 本案 3 家航空事業對於國內線機票價格之制定與決

策，被處分人機票價格規劃，由行銷處負責，並向上

呈報總經理、營運長、副董事長及董事長，票價之核

可通常由總經理或營運長決行；立榮航空係由營業部

擬定，並由該部主管決行即可，無須其他高層或董事

長同意；華信航空票價規劃係由客運營業科負責，該

部門擬訂初步票價規劃後，簽請副總以上之層級決

行。 

3、 有關 108 年 1 月 10 日第 1次會面： 

(1) 108 年 1 月 10 日上午，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

航空於「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204號」之「KOMEDA(客

多美)咖啡」進行第 1 次會面。被處分人出席者為行

銷處最高主管○○○協理(108 年時任，以下各該人

員均同)，立榮航空出席者為營業部最高主管○○○

經理、○○○副理及○○○課長，華信航空為客運

營業科最高主管○○○經理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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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稱，係前

1日(108年 1月 9日)澎湖福朋喜來登飯店於臺北神

旺酒店舉行年終餐會，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及被處

分人均受邀出席。立榮航空稱，席間被處分人所屬

之○○○協理提及被處分人引進 ATR 新機，故隔日

想找各家業者談談未來的規劃，而華信航空雖對於

上開邀約理由未有印象，惟亦證稱被處分人所屬之

○○○協理確實於該年終餐會上提議隔日(108 年 1

月 10 日)早上一起喝咖啡、吃早餐，爰有該次會面。 

(3) 108 年 1 月 10 日會面當日，據華信航空及立榮航空

稱，當時冬季(淡季)剛結束，票價最低，1 月份各

家航空事業多開始規劃 2 個月後之機票價格，席間

被處分人所屬之○○○協理即提到「希望各家航空

公司可以維持票價(不要降價)」，立榮航空並進一步

指稱○○○協理表示因 108 年被處分人引進 ATR 新

機，成本提高，故「希望於 108 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格」。 

(4) 就上開提議，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代表均當場回答

「好阿」(或「好」)並未積極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

立榮航空稱因當時被處分人並未實際談及個別航線

價格，雖對上開提議存疑，且多年來被處分人均以

較低價格從事競爭，故上開提議可信度不高，然為

顧及同業情誼，仍隨口允諾，並未當場反對調漲機

票價格，華信航空亦表示相同意見。華信航空則稱

其雖已有既定機票訂價策略，且被處分人因品牌形

象等因素，華信航空不會將被處分人之提議(如維持

票價)列入票價考量因素內，又當天被處分人對於維

持何條航線、哪季價格均未清楚說明，惟仍隨口允

諾，並未積極表示意見或反對。 

(5) 就上述 108年 1月 10 日之會面經過，被處分人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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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理雖否認曾邀約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所

屬人員見面，亦否認曾於當日會面中提出「維持票

價」或「108 年 4 月起調漲案關 7 條航線之機票價

格」之提議，惟亦自承各家航空公司於冬季(淡季)

票價最低，故從 4 月開始逐漸進入旺季後，自然希

望票價可以高一點，是於當日會面中 3 家航空事業

人員確有討論「價格可以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

要降價)之話題，惟並非○○○協理或被處分人所屬

人員提出，但係誰提出，並不確定，僅知該次會面

有討論該話題，且為在場航空事業所共同希望。 

4、 108 年 1 月 31 日第 2 次會面： 

(1) 108 年 1 月 31 日適逢農曆年前，被處分人、立榮航

空及華信航空人員相約中午於「臺北市南京東路四

段 66 號」之「御鼎餐廳」餐敘。被處分人出席者為

○○○協理、○○○主任及○○○副主任，立榮航

空出席者為○○○經理、○○○課長、○○○課長、

○○○課長及○○○副課長，華信航空出席者為○

○○經理、○○○副理、○○○主任及○○○主任

等。 

(2) 該次會面之緣由，據華信航空表示，因適逢農曆過

年，立榮航空前曾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且當時中

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之母公司，下稱華航)

可能發生空服員罷工，因華信航空機組人員係由華

航支應，華信航空想瞭解一旦罷工發生，立榮航空

及被處分人是否有足夠運能得以支援，爰邀約立榮

航空及被處分人之人員於 108 年 1 月 31 日聚餐。惟

立榮航空稱該次會面係由華信航空主動提議過年相

約聚餐，立榮航空未曾提及可另約時間見面。 

(3) 席間與會之航空事業人員提及航空整體市場情況，

認為 108 年受陸客持續減少影響，被處分人及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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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當年度又均有新機加入營運，市場供給增加，

因此 108 年國內線機票價格恐不樂觀，故有業者即

提出「機票價格不要過低」、「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

票不要太低」、「團體票價不要低於去年」等提議。

立榮航空復表示各家航空公司均是希望該年度機票

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並以此為營運目標，故

會面中有人提及「108年機票價格不要太低」，亦屬

合理。至上開提議係何家事業提出，3 家航空事業

均未有印象。 

(4) 對於上開提議，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均稱當時與會

人員有口頭上允諾，未當場表示反對。華信航空則

稱因各家航空事業對於市場之看法差異不大，故就

上開提議未有業者表示其他意見或反對。立榮航空

復稱 108 年各家國內線座位數均有成長，故各家航

空公司為維持銷售數量及收益，仍會依照市場情形

作適當調整。曾任被處分人業務一部主任職務之許

燕婷亦稱被處分人因機型座位數較多，實際票價仍

會依機位銷售情形而定。 

(三) 被處分人對於上開 108年 1月 10日及 108年 1月 31日

之會面，稱本會調查時(108 年 12 月 27 日)相關業務主

管○○○協理(離職時間：108 年 7月 16 日)，總經理○

○○(任職期間：107 年 12 月 1 日至 108 年 3 月 4 日)

及○○○(任職期間：108年 3月 4日至 108年 9月 1日)

均已離職，所餘人員均表示未有，或不清楚是否曾有會

面情事，且經致電上開會面時擔任行銷處最高主管之○

○○協理確認，其亦表示於上述時間點，並未與立榮航

空、華信航空之代表會面。 

理   由 

十一、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復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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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

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

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

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

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

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

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

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是公平交易法所稱之

聯合行為，係同一產銷階層之水平事業，合意就商品或服

務相關之事業活動加以拘束，且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

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所稱「合意」，係指契約、協議，

以及其他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均屬之，合意後是否遵守、是否具體實施，或事業間配合

程度之高低，均無礙該要件之成立。至「足以影響市場供

需功能」，則不以市場功能實際受影響為必要，僅須事業所

為之限制競爭行為，客觀上有影響市場供需功能之抽象危

險性，即屬該當，亦不以當事人因此獲得實際利益為必要。

又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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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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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十二、 本案之相關市場為「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

雄至澎湖」、「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

以及「臺北至臺東」等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服務市場： 

(十一) 按民用航空法第 2 條第 11 款及第 48 條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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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係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

取得報酬之事業，並須取得民航局發給之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證後，始得營業。依民航局 108年國內航線班機

載客率統計表，經營國內線民用航空運輸服務之業者計

有被處分人、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及德安航空等 4 家業

者，其中德安航空僅經營「臺東至蘭嶼」等 5條航線，

均未涉及案關 7航線之經營，合先敘明。 

(十二) 「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及「高雄至澎

湖」航線間尚無陸路運輸可替代，輪船運輸亦無高度可

替代性： 

5、 依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所提供之國內航線

平均票價表，及參考各該航線旅運時間及班次起降情

形，於「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以及「高雄

至澎湖」航線每日均有航班來回，旅運時間約 40 分

鐘至 1小時，平均機票價格約自 1,100元至 1,700 元

不等。雖該 3 條航線間於票價、航班頻率及旅運時間

均未有明顯差距，惟旅客倘欲在不同航線間轉換，尚

須透過陸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而有增加額

外時間及金錢上之成本，消費者未有在不同航線間轉

換搭乘之誘因，爰難認上開 3條航線間有可資替代之

情形。 

6、 臺灣本島與澎湖間雖有輪船運輸服務，惟「臺中至馬

公」及「高雄至馬公」船班於航程時間及船班數均與

航空運輸尚有差距。至「嘉義(布袋)至馬公」船班，

雖航程時間與航空運輸相仿，票價亦略低於航空運

輸，惟對於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至澎湖航線之旅

客，倘改乘「嘉義至馬公」船班，尚須以陸路運輸方

式接駁至嘉義布袋港，需額外付出數小時不等之陸路

運輸時間，故於價格未有明顯差距，旅運時間高於航

空運輸數倍之條件下，尚難稱選擇上開 3 條臺灣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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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澎湖航線之消費者，有明顯改乘嘉義至澎湖船班之

誘因，亦難稱與航空運輸服務具替代性。 

(十三) 復「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及「高雄至

金門」航線，尚無陸路運輸或其他輪船運輸可資替代。

同前所述，各航線之旅客倘欲於不同航線間轉換，尚須

依賴陸路運輸於不同機場間加以接駁，是以臺灣本島與

金門 3條航線於旅運時間、票價均差異不大之情形下，

尚難稱該 3條臺灣本島至金門之航線間可能有相互替代

之情形。 

(十四) 末「臺北至臺東」航線部分，雖無輪船運輸服務

可資替代，惟有鐵路及公路運輸。鐵路運輸及公路運輸

雖每日車次眾多，惟單程票價僅約航空運輸票價之二分

之一，且整體旅運時間亦與航空運輸差別甚鉅，是以票

價及旅運時間以觀，均與航空運輸有所差別，尚難稱有

高度替代關係。 

(十五) 綜上，考量上開 7 航線間與相同、鄰近起訖點之

鐵路、公路及水面運具運輸時間、距離及服務班次頻

率，以及各國對於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界定及國內航空

運輸服務特性，本件應採「城市對」(city-pair)，即

「臺北至澎湖」、「臺中至澎湖」、「高雄至澎湖」、

「臺北至金門」、「臺中至金門」、「高雄至金門」以

及「臺北至臺東」7 航線之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作為相關

市場之範圍。 

十三、 市場占有率：上開 7 航線中，立榮航空經營全數 7 條

航線，華信航空未經營「高雄-金門」航線，被處分人則未

經營「臺北-臺東」航線。渠等於案關 7航線之載客人數及

依實際載客人數計算之市場占有率如下表： 

表 1：108年案關航線載客人數及市場占有率表 

 

臺中- 

金門 

臺中- 

澎湖 

臺北- 

臺東 
臺北-金門 臺北-澎湖 

高雄- 

金門 

高雄-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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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於「臺北、臺中、高雄至

澎湖」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 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華信航空及立榮航空於「臺北至台東」航線市場相互競爭，

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於「高雄至金門」航線市場從事競爭，

彼此互屬水平競爭之關係。 

十四、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透過「108年 1月 10

日」及「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

年」之合意，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 

(七) 聯合行為主體： 

查本案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均屬公平交易法

第 2 條第 1項第 1 款所稱之「公司」，係公平交易法規

範之事業。該 3家事業係本案相關市場之參與者，於重

疊之航線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且均有參與 108年 1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之會面，該 3 家事業就渠等經營

之航線與其他競爭同業交換、評估，以及訂定敏感產銷

資訊，是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即為本案聯合

行為主體。 

(八) 聯合行為合意方式與內容： 

9、 聯合行為之動機與誘因： 

(1) 本件案關市場航線均僅有 2 家或 3 家航空事業經

營，屬寡占結構。寡占市場基於其經營家數較少之

總載客數(人) 554,858 495,078 255,933 1,313,517 1,124,460 468,563 895,211 

遠東 
載客數(人) 113,935 90,229 - 387,884 400,525 210,626 277,447 

市占率(%) 20.53 18.23 - 29.53 35.62 44.95 30.99 

立榮 
載客數(人) 255,790 196,665 131,884 544,109 412,568 257,937 414,097 

市占率(%) 46.10 39.72 51.53 41.42 36.69 55.05 46.26 

華信 
載客數(人) 185,133 208,184 124,049 381,524 311,367 - 203,667 

市占率(%) 33.37 42.05 48.47 29.05 27.69 - 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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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特性，本即有利於市場內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

相互勾結。又航空運輸服務同質性高，具高度替代

性，單一業者調整價格即會面臨市場流失、競爭對

手不跟隨價格，甚至進一步競價之風險，爰易藉由

聯合行為消除相關市場競爭，以獲取超額利潤。 

(2) 國內民用航空運輸服務每年第 1 季普遍受到季節氣

候影響，屬需求淡季，價格最低，故案關 3 家航空

事業均希望盡量提高第 2 季及第 3 季之機票價格，

以維持事業營運。然因被處分人及華信航空 108 年

陸續購入(或租賃)ATR 新機投入營運，供給增加，

陸客來臺人數 104 年至 107 年均持續下滑，需求減

少，是該等業者考量 108 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機票價格面臨向下調整之壓力，為避免其他具

有水平競爭關係之航空事業以價格從事競爭，影響

案關事業之獲利，爰有透過事前之意思聯絡，以降

低或阻絕水平競爭事業競價之風險，而有藉由合意

之方式共同維持機票價格以確保共同利益之動機及

誘因。 

10、 合意內容及相關事實： 

(1) 3 家航空事業於 108 年 1 月 9 日參加飯店業者舉辦

之年終餐會，並相約隔日就航空產業相關營運情形

進行意見交換。108 年 1 月 10日會面中，被處分人

所屬之○○○協理表示因被處分人引進 ATR 新機，

成本提高，因此提出「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 7 航

線之票價，不要降價」之提議。被處分人所屬之○

○○協理雖否認曾為上開表示，然亦自承該次會面

3 家航空事業代表確有討論案關 7 航線「108 年 4月

後價格可以高一點」(即維持票價、不要降價)，是

無礙於該等業者確於該日會面就 108 年 4 月後案關

7 航線之機票價格進行討論之認定而對於上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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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3 家航空事業與會代表均為同意，並隨口允

諾，並未有事業當場反對或其他意見。 

(2) 隨後華信航空再次邀約被處分人及立榮航空於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會面中與會航空公司代表論及

108 年國內航空市場受陸客持續減少與機位供給增

加之影響，機票價格恐不樂觀。前開事業與會代表

雖無法指出提議之事業為何，惟均承認該次會面有

討論「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

題，且與會者均未表示反對或其他意見。華信航空

雖未明確指出上開「108 年第 3 季」之實施時間，

惟亦承認該次會面確有就團體機票價格事項進行討

論。 

(3) 故依現有事證，雖與會之航空事業無法確認該 2 次

會面提議為聯合行為之事業為何，然均承認渠等事

業確實於 108 年 1 月 10 日及 108 年 1 月 31 日會面

中，就「108 年 4 月起維持案關航線機票價格」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議題而

為討論，且對於前開討論內容均為同意、未表示反

對或其他意見。 

(4) 復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被處分人及立榮航

空均稱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即不要

低於 107 年)，均為航空事業所共同希望，並以此為

事業之營運目標，且機票價格之擬訂及規劃，通常

需事先(至少約 2個月前)進行。故對於前開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票價，以及 108 年第 3 季團體票價之討

論，尚與航空事業之營利目標相符。 

(5) 該 2 次會面就維持票價之討論，3 家航空事業代表

並未當場表示反對意見，均有同意或附和之情形，

該 3 家航空事業之與會人員均為各該事業負責機票

價格擬訂，或具有票價決定權限之人員，則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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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會面時對於維持票價或不降價之「同意」或「附

和行為」，已足使與會事業對於各自 108 年機票價

格(含團體票價)之擬訂，以「避免降價」或「維持」

與 107 年相當之價格方向研擬，進而影響 108 年案

關航線之機票銷售價格。此類就未來價格之設定方

向達成相同之理解及共識，將削弱案關事業訂定競

爭性票價之誘因及動機，並形成、導致該等事業維

持票價(即不要降價)之共同行為。 

11、 縱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均稱，該 2 次會面之「允諾」

行為僅是顧及同業情誼而隨口為之，未有具體合意之

價格，實際上亦無受其拘束之意思，實際票價最終仍

是依據市場供需情形決定，且被處分人向來為市場低

價，亦不會將被處分人之提議納入考量云云。然查： 

(5) 聯合行為之合意，尚不以協議具有約束力，或有法

律上之強制力為必要，亦與合意後有無實際執行、

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涉。案關航空

事業雖均稱協議內容並無實質上約束力，且最終亦

未依照協議內容執行，惟此僅係事業合意後是否遵

守協議內容之情形，尚不影響渠等會面時已達成合

意或已為承諾之表示。 

(6) 該等事業縱稱未有具體之合意價格，且自始未有受

其拘束之意思，實際上票價仍依市場供需決定等

情，絕無認同、支持同業提議之意思，惟該意思係

與會航空事業人員內心之意思，非其他事業代表所

能窺知。如前所述，事業之經營本以營利為目標，

機票價格大於或等於去(107)年同期，均為航空事業

間共同之期望，故會面時有航空事業提議「維持案

關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係與各家航空事業之

營運目標及期望相符，已足使與會事業代表產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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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支持，並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此依與會 3

家航空事業對於前開提議均表示同意、附和或不反

對，即可明之。則該等事業即可能因競爭同業之允

諾，以及不反對維持票價(不要降價)之表示，影響

自身於案關航線機票價格之決定。至於實際銷售時

是否有依該合意內容執行，與聯合行為事實之成

立，係屬二事，尚難據此主張未有進行合意之行為。 

12、 至被處分人雖稱對於上開 2次會面以及會面情形均無

所悉，惟據被處分人實際參與該 2 次會面之職員○○

○協理、○○○主任及○○○副主任表示，被處分人

確有於 108年 1月 10 日及 108年 1 月 31日，與立榮

航空及華信航空之人員會面，並就「維持案關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不

要低於去年」達成共識。復查○○○協理於該 2次會

面時，均擔任被處分人票價擬訂部門(行銷處)之最高

主管，參與會面後亦將相關會面情形口頭回報被處分

人之營運長，又稱票價之提高係各家航空公司(含被

處分人)所希望。是可知其與立榮航空、華信航空等

競爭同業所達成之合意行為，尚與被處分人票價擬訂

之營運策略相符，且已影響被處分人 108 年機票價格

之擬訂及銷售，尚難僅以不知情為由，即能脫免其責。 

13、 故案關 3家航空事業透過 108年 1月 10日及 108年 1

月 31 日 2 次會面，就案關 7 航線達成「維持案關航

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

機票不要低於去年」之協議，核屬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 

(九) 上開合意已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 

5、 案關 3家航空事業均對 108年市場供給增加，需求減

少情狀有所認知，渠等藉由會面之機會，進行意見溝

通，討論維持案關 7 航線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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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要降低 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等內容，就

未來價格之設定方向達成相同之共識與理解，影響案

關航線之銷售價格，以避免任一事業單獨調整或維持

價格所生之競爭風險，客觀上已足有影響案關市場供

需功能之抽象危險。 

6、 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於案關 7 航線提供民

用航空運輸服務，其中「臺北、臺中、高雄至澎湖」

以及「臺北、臺中至金門」等 5航線由被處分人、立

榮航空及華信航空經營，「臺北至台東」、「高雄至

金門」2 航線則分別由立榮航空、華信航空，以及被

處分人、立榮航空營運。是任一航線之民用航空運輸

服務均是由該 2家或 3家航空事業提供，該等事業於

任一航線之市占率總占比均達 100%，故該等事業透過

會面之機會，達成「維持 108 年 4 月後之機票價格」

以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

合意，將使案關航線失去價格競爭之可能，消費者無

從再透過事業間之競爭，而獲取價格上之利益，是該

3 家航空事業上開行為，業足以影響案關 7 航線民用

航空運輸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 

十五、 綜上，本件被處分人、立榮航空及華信航空藉由 108

年 1 月 10日及 108 年 1 月 31日之會面，就「臺北、臺中、

高雄至澎湖」、「臺北、臺中、高雄至金門」以及「臺北至

臺東」等航線為「維持 108年 4月後之機票價格」及「108

年第 3 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以該等業

者於各該相關市場市占率總計達 100%以觀，業足以影響案

關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經

考量被處分人於案關 7 航線中經營 6 條航線，立榮航空經

營全數 7 條航線，華信航空經營其中 6 條，雖各該事業於

案關 7 航線之市占率略有不同，惟該等事業於案關 7 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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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之總市占率均達 100%，且被處分人前於 88 年曾因違反聯

合行為規定而經本會處分在案，於本案之配合調查態度普

通，另審酌本件違法動機、目的、違法期間、違法行為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以及違法行為所得利益等其他公平

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列之考量事項，爰依公平交易法

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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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4號 

被處分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456427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258 號地下 1 樓~4 樓及 266 號

地下 1樓~1樓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秀翔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429694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19 號 1 樓、21 號 1 樓、23

號 1 樓   

代 表 人：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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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

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對足以影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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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秀翔實業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於 109 年 8 月間查悉東森購物網站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機」商品（下稱案關

商品），於廣告頁面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惟檢索經濟

部能源局（下稱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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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之能源效率分級為第 5級，案關廣告涉有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能源局表示意見，略以： 

１、依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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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業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公告「冰溫熱

型飲水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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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 107年 1 月 1 日生效實施 。  

２、經查案關商品製造商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元山公司）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申請該商品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登錄，並於 109 年 1 月 6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

率分級第 5級在案，未獲核准登錄為第 1 級。  

（二）元山公司表示意見，略以：  

該公司宣稱案關商品「一級能效最省電」，係因其美編人

員將另款商品之廣宣文案誤植到案關商品廣告，未注意

案關商品並非「一級能效」，造成誤繕。東森購物網站所

售案關商品係下游經銷商自行與東森購物網簽約銷售，

該公司並無涉入。   

（三）被處分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東森

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案關商品係被處分人秀翔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秀翔公司）寄售於東森購物網站，並由被處分人秀翔公

司透過 B2B 系統自行輸入所有商品資訊與提供相關廣告

宣傳素材上傳至東森購物網站，該公司不負責審查廠商

上傳之廣告宣傳素材，此有雙方簽訂之商品寄售契約書

可稽。依被處分人秀翔公司表示，系爭廣告係引用製造

商元山公司網頁之商品圖示所致，非故意宣稱「一級能

效最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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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處分人秀翔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該公司係向元山公司購買案關商品轉售於東森購物網

站，廣告內容由元山公司網站提供，東森得易購網站登

載案關廣告時間為 109 年 3月至 109 年 9 月 16 日。 

２、經洽元山公司獲悉，案關廣告宣稱系爭商品「一級能效

最省電」係因該公司網站上架人員製作圖檔時，誤用到

另一款型號的飲水機圖檔所致。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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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

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之品質、內容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

規定。同法第 42 條前段復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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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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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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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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秀翔公司本於銷售其商品之意思，於東森購物

網站登載案關廣告及銷售案關商品，並因系爭商品廣告

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核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東森公司接受被處分人秀翔公司於其經營之東

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除藉由網站提供消費者案關

商品性質等商業訊息，亦為消費者認知之交易對象，並

提供商品訂購及付費等交易功能，且因銷售案關商品收

取一定比例之利益，爰認定併為本案廣告主 。   

三、被處分人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

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被處分人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宣稱該商品為「一

級能效最省電」，其予人之印象，係案關商品獲核准登錄為

能源效率分級第 1 級。就案關廣告之真實性，依主管機關能

源局表示，案關商品於 109 年 1 月 6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

率分級為第 5級，並非第 1級，故相關宣稱就商品之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宣稱

「一級能效最省電」，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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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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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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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5號 

被處分人：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264722 

址  設：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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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

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對足以影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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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緣本會於 109 年 9 月間查悉被處分人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機」商品（下稱案關

商品），於公司網頁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惟檢索經濟

部能源局（下稱能源局）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案

關商品之能源效率分級為第 5級，案關廣告涉有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能源局表示意見，略以： 

１、依能源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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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業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公告「冰溫熱

型飲水供應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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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方法及檢查方式」，並自 107年 1 月 1 日生效實施 。  

２、經查被處分人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申請該商品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登錄，並於 109 年 1 月 6 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

效率分級第 5級在案，未獲核准登錄為第 1級。  

（二）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宣稱案關商品「一級能效最省電」，係因其美編

人員將另款商品之廣宣文案誤植到案關商品廣告，未注

意案關商品並非「一級能效」，造成誤繕。 

２、被處分人自 108 年 12 月 9日開始登載案關網頁，並於 109

年 9 月 17 日收到經銷商反映後立即查核並當日完成修

正。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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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

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之品質、內容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

規定。同法第 42 條前段復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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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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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

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於公司網頁宣稱該商品為「一級能

效最省電」，其予人之印象，係案關商品獲核准登錄為能源

效率分級第 1級。就案關廣告之真實性，依主管機關能源局

表示，案關商品於 109 年 1月 6日獲核准登錄為能源效率分

級為第 5 級，並非第 1級，故相關宣稱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於公司網頁宣稱「一

級能效最省電」，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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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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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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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6號 

被處分人：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49098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468 號 7樓 

代 表 人：井○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凱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979827 

址    設：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 5 段 170巷 41號 2 樓之 5 

代 表 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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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牌空氣清淨機」商品，

刊載「獲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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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凱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各

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遠時

公司）與被處分人凱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凱創公司） 109 年 11 月 9 日於 friDay 購物網站

（https://shopping.friday.tw/）銷售「3M牌空氣清淨機」

（下稱案關商品）之 CHIMSPD─01UCRC─1、FA─B90DC、FA

─T10AB 及 FA─T20AB 等 4款型號，共 8 則廣告刊載「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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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節能標章」等文字，惟查前揭型號之節能標章證書有

效期限分別為 109 年 2 月 22日、109 年 1 月 28日及 108年

11 月 6 日，均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驗證，涉有廣告不實情

事。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遠時公司經營 friDay購物網站，與案關商品之

供應商被處分人凱創公司簽訂「供應商合作合約」，由被

處分人凱創公司透過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建置之管理系統

自行刊載商品資訊上架銷售，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則代為

處理消費者訂單及金流等服務，未參與廣告之企劃及製

作。 

（二）消費者倘於 friDay購物網站購買案關商品，係由被處分

人遠時公司接受付款、開立發票及通知被處分人凱創公

司出貨，如有消費者退、換貨情事，亦由被處分人凱創

公司負責處理。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則依合約內容，將貨

款於扣除系統使用費、銷售價格扣除成本之銷售毛利及

銷貨成本總金額一定比例之銷售獎勵金後給付被處分人

凱創公司。 

（三）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凱創公司 109 年 6 月 9 日於

friDay 購物網站上架，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於接獲本會調

查函後，已立即通知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及下架案關商品

廣告。據被處分人凱創公司表示，係因內部人員異動等

人為疏忽，而未於節能標章失效後即時修改。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凱創公司自行於 friDay 購物網

站刊登，文案來自於原廠製造商，並依據製造商提供之

參考價格訂價，再配合 friDay購物網站辦理促銷。倘消

費者於平台訂購案關商品及付款，係由被處分人遠時公

司開立發票，並通知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出貨。 

（二）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前於 109 年 8 月 6 日接獲製造商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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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通知，案關商品 4款型號須刪除「經濟部節能標章」

圖文，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已配合刪除廣告文案內有關「節

能標章認證」文字及節能標章圖示，惟仍因疏失漏未刪

除 firDay購物網站之廣告特標「獲經濟部節能標章」等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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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廣告主： 

（一）依被處分人遠時公司與被處分人凱創公司簽訂之「供應

商合作合約」及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消費者透過

friDay 購物網站完成訂購及付款，交易完成後係由被處

分人遠時公司收取款項及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通

知供應商被處分人凱創公司負責後續出貨及退貨退款等

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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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既屬案關商品之最末端銷

售者，並藉由案關商品之銷售賺取網路實際銷售價格與

供應商所提供成本間之價差，而自使用案關商品廣告直

接獲得利益，據此，被處分人遠時公司核為本案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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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體。 

（二）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凱創公司透過 friDay購物網站

管理系統自行刊登，案關商品若有銷售，依雙方契約約

定，被處分人凱創公司可獲取利潤為售予被處分人遠時

公司之貨款扣除一定比例之銷售獎勵金及系統使用費等

約定費用後之金額，而與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具有利益共

享關係，是被處分人凱創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體。 

三、經查被處分人遠時公司及被處分人凱創公司於 firDay購物

網站銷售案關商品 CHIMSPD─01UCRC─1、FA─B90DC、FA

─T10AB 及 FA─T20AB 等 4款型號，自 109年 6 月 9 日起於

8 則網頁刊載「獲經濟部節能標章」等文字，予人印象為案

關商品取得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惟據經濟部能源

局表示，前揭型號之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分別為 109 年 2

月 22 日、109 年 1 月 28 日及 108 年 11 月 6 日，均已逾期

且未重新取得驗證。是案關商品 4 款型號之節能標章實際

上均屆期失效，被處分人凱創公司亦自承係因疏失漏未刪

除「獲經濟部節能標章」等文字，其廣告之表示核與事實

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品質產生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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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3M 牌空氣

清淨機」商品，刊載「獲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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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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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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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7號 

被處分人：森樂帝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98936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 125 號 1樓之 1 

代 表 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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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檢舉人以電子郵件反映，略以：檢舉人至臺中市小型

書展購物，獲得森樂帝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2 張摸彩券，內容告知對中大樂透號碼即可加價獲得商品，

其後接獲電話告知對中抽獎活動回饋獎，但須額外付費，

經上網查詢類似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詢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並到會陳述，擇要如下： 

１、108 年主要利用摸彩活動與提供水塔清洗等居家清潔時推

銷淨水器，實際銷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7,000 元。另被

處分人透過網路方式推廣淨水器，定價為 32,000元，惟未

曾於網路售出任何淨水器產品。 

２、「大樂透+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 

(1)108年 11月和 12月係藉○○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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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之童書特賣會(下稱特賣會) 辦理 5場次「大樂透+摸

彩」活動，雙方並無簽訂合作契約書。108年間每場次「大

樂透+摸彩」活動通知「SNLED 鹼性能量活水機(即前述淨

水器)」中獎者僅約十餘名，其中僅 7 位中獎人以加購價

3,800元購買安裝淨水器。 

(2)歷次辦理「大樂透+摸彩」活動之宣導及摸彩券內容大致

相同，主要分為二重活動：第一重「對大樂透 加價購」

以大樂透為對獎標的，依照對中號碼數多寡，計有經理獎

(對中特別號加四星，得以 6,000元加購 50吋 LED電視)、

店長獎(對中特別號加三星，得以 4,000元加購床罩組)、

回饋獎(對中二星或三星，得以 3,800 元加購淨水器)；第

二重「免費送 3C 家電摸彩等你拿」則以摸彩方式，在店

家現場公開抽出中獎人，並免費送出 3C家電等獎項。 

(3)被處分人之淨水器商品共裝有 6 道濾心，於特賣會抽獎活

動後，會以電話通知中獎人，詢問是否有意願購買與安裝

淨水器商品並告知濾心價格，前 3 道濾心價格為 2,950元

(一次更換)，建議每半年更換；第 4 道至第 6道濾心價格

分別為 1,200 元、1,500 元和 1,800 元，依檢測結果建議

更換(時間約 1年至 5 年不等)。 

(4)108 年所辦 5 場次摸彩活動並無民眾對中第一重加價購獎

項之經理獎 50 吋 LED 電視和店長獎床罩組，故被處分人

未購買該等商品，針對第二重獎項 3C 家電及生活用品，

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購買收據、估價單或出貨紀錄等證明已

有備貨。惟就中獎人名單部分，被處分人已銷毀，並提供

文件銷毀報告書及銷毀證明。 

(二)經函請○○公司就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說明，略以：被處

分人主辦摸彩活動，負責審閱文宣資料、送出獎項及通知

兌獎；該公司僅提供特賣會活動場地及摸彩券予消費者填

寫，並無與被處分人分配活動費用或利潤，亦無經手販售

淨水器。「大樂透+摸彩」活動獎品放置於特賣會現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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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結束後，中獎人需持身分證明文件或摸彩券存根聯至特

賣會現場領取獎品，因非該公司主辦之活動，故摸彩活動

抽獎及領取獎品時均無拍照或攝影留存紀錄。 

(三)經問卷調查及電訪有安裝淨水器之中獎人，多數受訪者表

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淨水器。 

理   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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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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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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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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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為止」。 

二、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陳述，招徠民

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

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

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於銷

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三、查被處分人 108 年 11月至 12月間與特賣會店家合作辦理 5

場次摸彩活動，摸彩活動之宣導及摸彩券內容大同小異。

「大樂透+摸彩」券載明「第 1 重送 對大樂透 加價購」即

以對中大樂透號碼數決定可購買之獎項，例如「經理獎 3D

智慧型 LED 電視建議售價 42000 元 50 吋大螢幕舒適……

須對中特別號+四星加購價 6000 元」、「店長獎百分百純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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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床罩組……六星級觸感招財金色義大利精品 機會難

得 建議售價 28000 元……須對中特別號+三星加購價 4000

元」、「回饋獎 機會難得，送完為止 森樂帝鹼性能量活水

機特別由廠商提供贊助……須對中二星或三星今僅收加購

價＄3800元……市價 32000元……(一星為候補名額)」、「第

2 重送 免費送 3C 家電摸彩等你拿」等語，使參與活動之

民眾對系爭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 

四、復查被處分人 108 年 5場次摸彩活動所販售淨水器合計有 7

位中獎人，經本會問卷及電訪中獎人獲悉，多數受訪者表

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安裝淨水器，相關說明附

卷可稽。是以，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

水器之消費心理，且該淨水器進貨成本為○○○○元，被

處分人卻宣稱其售價 32,000 元，惟實際上未曾有以該價格

銷售之實績，並以優惠價 3,800 元出售予中獎人，不無令

中獎人對該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並有射倖心理。 

五、綜上，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

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

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

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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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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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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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8號 

被處分人：英屬蓋曼群島商然健環球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934449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3 段 34 號 10樓 

代 表 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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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

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三、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係於 95 年 6 月 26 日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商品以食品、美容保養品為主。 

二、本會前於 110 年 3 月 12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

業務檢查，獲悉「2021 上半年度全球生日禮遇台灣限定」

及「2021石門福華 迎新活動」等獎勵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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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查悉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黃君、陳君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三、又查被處分人除前開 2 項獎勵活動外，尚有「2021 年度第

1 季 NHT Global家庭事業發展計畫」、「2021 第 1季分紅華

麗賞」、以及「2021 年第 1 季 500成金自由配」等獎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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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故併案辦理。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109年 12月 28日至 110年 3月 8日舉辦「2021

上半年度全球生日禮遇台灣限定」等 5 項獎勵活動，因該

等獎勵活動係被處分人對符合活動獎勵資格之傳銷商提供

購買生日禮優惠、免費住宿飯店一晚、獎金等經濟利益，

係屬傳銷制度之一環，應事先向本會報備據，被處分人自

承係因一時疏漏致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前開獎勵活動，

對所涉違法情事均坦承不諱，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次查被處分人表示於 109 年 10 月 19日、12月 22 日分別招

募限制行為能力人黃君、陳君為傳銷商，本會 110 年 3 月

12 日進行業務檢查，未見黃君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其

參加契約，而陳君之參加契約書雖有檢附其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書，惟該同意書之簽訂日期為 109 年 12 月 24 日，係

晚於參加契約之簽署日期，據被處分人於 110 年 4 月 19 日

書面陳稱，係因黃君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被遺失而於加入

次日 109 年 10 月 20 日取得。至有關陳君之法定代理人同

意書日期與入會同意書日期相差 2 天，則源於陳君之法定

代理人誤認同意書之簽訂日期須以繳件日期為主所致，惟

因被處分人提供之黃君、陳君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簽署日

期係於參加契約日期之後，係屬事後取得該等傳銷商之法

定代理人同意書，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黃君、

陳君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

附於參加契約，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 項規

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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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又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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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已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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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3 條前段及第 34 條前段規定，就違

反同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各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本會 110 年 3 月 12 日檢查紀錄。 

二、被處分人 110 年 4 月 15日到會陳述紀錄、110年 4 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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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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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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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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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第 33 條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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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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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6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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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49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聖希諾香港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0872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97 號 17樓  

代 表 人：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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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原名香港商葳美佳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 105

年 7 月 7 日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主要銷售食品及

美容保養品，嗣於 109 年 10 月 26 日變更公司名稱為香港

商聖希諾香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二、民眾於 109年 11 月 5日檢舉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報備，包括於臉書公告「慶祝光輝 10 月，能量果凍 大放

送！」產品獎勵優惠活動以及「Z汽車手機獎勵」競賽活動；

本會復查悉被處分人另曾舉辦「端午特惠專案」、「五虎專

案」、「慶祝喬遷 蘋運氣抽大獎」等涉及傳銷制度變更之活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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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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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於 109 年 6 月 17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間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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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特惠專案」，新客戶購買 1 組 30 包威力秀、纖麗

飲或 OMG，即贈送 1 盒 10包產品。  

（二）被處分人於 109 年 7月 1日至 109 年 9 月 30 日舉辦「五

虎專案」，親自推薦 5 位新顧客可獲得美金 100元獎勵；

親自推薦 10 位新顧客，獲得美金 200 元獎勵。  

（三）被處分人於 109年 8月 18日至 109 年 10月 31 日舉辦「慶

祝喬遷 蘋運氣抽大獎」活動：  

１、活動辦法為 8 月底前購買 50CV 產品可得抽獎券 2 張，購

買 250CV 產品可得抽獎券 10 張，推薦新的顧客、會員、

加盟商每 50CV 產品可得抽獎券 1 張，推薦 250CV 產品可

得抽獎券 5張；9 月份及 10月份購買 50CV產品可得抽獎

券 1 張，購買 250CV 產品可得抽獎券 5 張，推薦新的顧客、

會員、加盟商每 100CV產品可得抽獎券 1張，如推薦 250CV

產品可得抽獎券 3 張。  

２、活動獎項包括頭獎 1 名，Apple iPad Pro 平板電腦 1臺；

貳獎 1 名，Apple iPad Air 平板電腦 1 臺；參獎 4 名，

Apple AirPods Pro 無線耳機 1 組；肆獎 7 名，威力秀 1

組/30包；伍獎 7 名，纖麗飲 1組/30包。  

（四）被處分人於 109 年 9月 21日至 109 年 11月 30 日舉辦「Z

汽車手機獎勵」活動，親自推薦 10 位新顧客（最少 50CV）

和總累計直推訂單超過 1,200CV 積分，可賺取美金 600

元獎勵。  

（五）被處分人於 109 年 10 月 17 日至 109 年 11 月 13 日舉辦

「慶祝光輝 10月 O-M-G!能量果凍 大放送！」活動，購

買 3盒 O-M-G!贈送 1盒 O-M-G!；購買加盟商 5組配套（任

何組合）贈送 3盒 O-M-G!。  

二、按被處分人自 109 年 6月起至 109 年 10 月間陸續推行「端

午特惠專案」、「五虎專案」、「慶祝喬遷 蘋運氣抽大獎」、「Z

汽車手機獎勵」、「慶祝光輝 10 月 O-M-G!能量果凍 大放

送！」等活動，其中「端午特惠專案」活動以購買特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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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量商品即可獲取贈品方式招徠新傳銷商加入；「慶祝喬遷 

蘋運氣抽大獎」、「慶祝光輝 10 月 O-M-G!能量果凍 大放

送！」等活動以購買商品達一定積分值或數量可獲取贈品

或抽獎機會等方式鼓勵傳銷商增加購買傳銷商品金額或數

量；「五虎專案」、「Z 汽車手機獎勵」等活動則以可獲取一

定金額獎金或抽獎機會等方式鼓勵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上開活動內容涵蓋商品銷售、積分取得、獎金或其他經濟

利益發放等，涉及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

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等傳銷制度之變更，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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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因素，爰依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二、被處分人臉書網頁資料。   

三、被處分人 109 年 11 月 30日陳述意見書及 109 年 12 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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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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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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及經營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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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6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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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110050號 

被處分人：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553216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 段 2 號 3 樓   

代 表 人：詹○○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格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186643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88 號 4 樓之 1   

代 表 人：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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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Easy 網站刊載「Coway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

機 AP-1009CH+三年份濾網組」，宣稱「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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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格威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 109 年 8 月主動查悉被處分人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康迅公司)經營之 PayEasy 網站銷售

「Coway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機 AP-1009CH+三年份濾網組」

(下稱 Coway 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機 AP-1009CH 為案關商

品)，刊載「節能標章認證」，惟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

編號 105074 續 1)已於 109 年 1 月 28 日過期失效，涉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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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實。 

二、函請被處分人康迅公司書面答辯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之供貨廠商為被處分人格威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格威公司），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與被處分人格

威公司訂有合作契約書。 

（二）被處分人康迅公司經營之 PayEasy 網站為電子商務交易

平台，案關商品網頁由被處分人格威公司自行製作及上

載於 PayEasy網站，被處分人康迅公司僅於商品 108 年 3

月 19 日首次上架時審核案關商品文案，其後內容由被處

分人格威公司自行決定及維護，康迅公未就後續廣告進

行審閱。 

（三）案關商品於 PayEasy 網站之售價是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與

被處分人格威公司洽商後共同決定。消費者購買案關商

品交易及付款對象為被處分人康迅公司，並由被處分人

康迅公司開立發票給消費者。 

（四）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編號 105074 續 1)於 109 年 1

月 28 日屆期，案關商品網頁仍刊載「節能標章認證」，

係因被處分人格威公司疏失未更新。 

三、函請被處分人格威公司到會說明及書面答辯，略以： 

（一）案關商品網頁由被處分人格威公司自行企劃及上傳於

PayEasy網站，被處分人康迅公司就上傳之廣告內容進行

審核，若有需要調整則通知被處分人格威公司修改。 

（二）案關商品售價由被處分人康迅公司決定，被處分人格威

公司可決定是否接受，消費者購買商品及付款對象為被

處分人康迅公司。 

（三）案關商品曾獲節能標章(證書編號 105074 續 1)，有效期

間自 107 年 1 月 29 日至 109 年 1 月 28 日，被處分人格

威公司在節能標章期限到期後原欲申請延展，但因與經

濟部相關單位開會獲悉，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所依據之

CNS7619有涉及侵權疑慮，暫停受理該類商品節能標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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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才無法申請延展，只能就後續節能標章申請預作準

備。 

（四）被處分人格威公司於 109 年 9 月獲悉案關商品網頁有違

法疑慮，已立即下架，並修正後重新上架。 

（五）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新規定於 109年 10月 1日生效實施，

被處分人格威公司已於 110 年 1 月 5 日提出申請並取得

節能標章認證(證書編號 1100084)。 

四、函請經濟部能源局(下稱能源局)提供意見，略以： 

（一）「節能標章」認證代表其能源效率約為市場前 20%〜30%，

希作為消費者購買相關商品之參考依據。 

（二）能源局於 107 年 8 月 28 日召開 107 年第 5次節能標章審

議會，決議自 107 年 8 月 28日暫停空氣清淨機品項節能

標章驗證之申請與審查。 

（三）案關商品曾核准節能標章，有效期間自 107 年 1 月 29日

至 109 年 1月 28日止，前揭期間屆至後，該節能標章使

用證書即已失效。 

（四）若案關商品於 PayEasy 網站刊登期間，非為節能標章證

書獲證有效期間，即違反能源局節能標章推動使用作業

要點第 20點規定，能源局或執行單位得以書面通知廠商

限期辦理下架、回收或塗銷該商品上標示之節能標章。 

（五）被處分人格威公司已於 110 年 1 月 28日就案關商品取得

節能標章證書(證書編號 1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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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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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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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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與被處分人格威公司併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商品網頁係刊載於被處分人康迅公司經營之

PayEasy網站，消費者得藉由該網站平台得知商品內容等

訊息，並於該網站平台進行訂購、付費等交易流程，消

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亦為網站經營者被處分人康迅公

司，且案關商品之價格係由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與被處分

人格威公司洽商決定，或被處分人康迅公司提出商品價

格後，被處分人格威公司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被處分

人康迅公司利用其所經營 PayEasy 網站刊載廣告及銷售

案關商品，並就商品銷售獲取銷貨金額之一定比例做為

利潤，是被處分人康迅公司為本案之廣告主。 

（二）另查被處分人格威公司與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訂有線上訂

購合作合約書，被處分人格威公司除為案關商品之供應

廠商，並製作案關商品廣告刊登至 PayEasy 網站，且因

廣告招徠銷售效果而獲有利潤，是被處分人格威公司亦

併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查被處分人康迅公司與被處分人格威公司自 108 年 3 月 19

日至 109 年 9 月於 PayEasy 網站刊載案關網頁，就案關商

品宣稱「節能標章認證」。惟查，案關商品曾獲核准之節能

標章(證書編號 105074續 1)，有效期間為 107 年 1 月 29日

至 109 年 1 月 28 日止，其後並無節能標章，直到 110 年 1

月 28 日始再次取得節能標章(證書編號 1100084)，故案關

商品網頁在 109年 1 月 29日至 109 年 9 月之刊載期間，案

關商品並無節能標章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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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查，被處分人格威公司雖稱係因能源局暫停受理空氣清

淨機商品之節能標章申請，因不可歸責被處分人格威公司

之事由，致未能辦理節能標章申請延展，嗣於 110 年 1 月

28 日再取得節能標章等，惟查能源局自 107年 8月 28 日暫

停空氣清淨機節能標章之申請與審查，雖致業者該段期間

無法申請節能標章，但業者依商品取得節能標章之實際狀

況，調整修正自身商品廣告之內容，客觀上並非不能，況

事業為銷售商品所為廣告本應善盡廣告真實表示之責，所

稱難謂可採。 

五、又按家電商品是否獲有節能標章，為影響消費者作成該類

商品交易決定之參考因素，案關商品在無節能標章期間，

於廣告宣稱「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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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同樣因政府作業而

無法申請節能標章之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康迅公司及被處分人格威公司於

PayEasy 網站刊載「 Coway 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機

AP-1009CH+三年份濾網組」，宣稱「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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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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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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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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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條】 

一、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以簽署獨

家經銷協議書之方式，合意以金錢利益交換復癒膠囊不於市場上銷售，

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治療大腸癌藥品供需之市場功

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09 

二、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藉理事會議決議訂定商業火災保險附加費

用率下限，約束會員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231 

三、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年 1月 10 日及 108年 1月 31日與華信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年 4月後之機票

價格」以及「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

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81 

四、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年 1月 10 日及 108年 1月 31日與立榮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年 4月後之機票

價格」以及「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

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95 

五、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於 108年 1月 10 日及 108年 1月 31日與立榮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及華信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達成「維持 108年 4月後之機票

價格」以及「108 年第 3季團體機票價格不要低於去年」之合意，約束事

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09 

 

【第 19條】 

一、台灣惜時有限公司限制下游網路賣家「SEEDS」品牌寵物食品之轉售價格，

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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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條】 

一、盛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方圓不動產有限公司銷售「富宇文匯」建案，

於廣告「B5(A3)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3(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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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刊登「HD99高畫質套餐」服務之廣告

以「繳款單」方式呈現，且其內容未揭露贈品使用之限制條件，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7 

三、沐光研創國際有限公司、聯合數位文創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無非按摩梳商

品，廣告宣稱「專利遠紅外線功能」及「遠紅外線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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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四、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通元廣告有限公司銷售臺北市文山區「敦

皇」建案，於紙本廣告及網路廣告刊載地下 1樓「香榭迎賓第二門廳」、

「維多利亞交誼廳」及 1 樓「白金漢迎賓大廳」等文字及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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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五、廣銘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湖美閱」建案，使用施作夾層之實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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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六、蔡家國際有限公司網站銷售「SONY SRS-XB12 藍芽喇叭」商品，刊載「SONY 

SRS-XB12 可攜式 NFC 防水防塵藍芽喇叭」，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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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七、佶易有限公司於「現貨倉庫」網站銷售「【潔守專家】光觸媒 x 次氯酸雙

效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瞬間防護+長效抗菌 抑菌高達 9 成……工

研院&SGS 權威機構雙重認證」、「ARC-FLASH 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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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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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東森購物」

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

「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

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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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九、紳太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匯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媽咪拜」

網站銷售「潔守專家 ARC-FLASH光觸媒次氯酸抗菌防護液」商品，宣稱

「ARC-FLASH光觸媒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

SGS……等公正機構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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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十、晴園建設有限公司銷售「晴園都心」建案，於廣告上宣稱「大四房雙主

臥」及「立即入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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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十一、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於廣告

宣稱「賺到租金增值 租金漲幅高達 25% 高投報養房」並刊載「【中山

凱宴】租金屢創新高」之直條圖圖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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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十二、佑瑄有限公司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美國 OLSMO PURE牌 NSF/UKAS 雙

認證 CTO塊狀活性炭」商品，廣告宣稱「NSF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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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十三、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

「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通

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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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十四、超皇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及蝦皮購物網站銷

售「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全台灣唯一標檢局認證」、「唯一

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B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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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十五、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於燦坤線上購物網站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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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松井 節能省電型溫熱開飲機 SG-1720」商品，廣告宣稱「節能

標章」、「具節能標章」等文字，並刊載商品整改前「JD-1223」型號於

廣告所示商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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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黃○○即東區家電服務站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家電維修服務」等語，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189 

十七、嘉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璽悅不動產代銷經紀有限公司銷售「邑鑄」

建案，於廣告「A2、A7、A8戶平面配置參考圖」將屋突 1層原用途為

樓梯間規劃為臥室之室內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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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94 

十八、傅○○ 即小時光日子工作室於事業網站、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

及 Instagram 頁面刊載「#雕塑奇蹟#磁力瘦」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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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十九、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牧謀國際有限公司於 momo購物網站銷售

「科帥氣炸鍋 AF606」，廣告宣稱「唯一通過安全認證 台灣標檢局 

BSMI：R37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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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二十、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站銷售

「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1」、「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213」，刊載

「全系列 1 級能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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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二十一、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秀翔實業有限公司銷售「元山

YS-8212RWSAB 立式觸控式冰溫熱飲水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

能效最省電」，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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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二十二、元山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元山 YS-8212RWSAB立式觸控式冰

溫熱飲水機」商品，於廣告宣稱「一級能效最省電」，對足以影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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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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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遠時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凱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friDay購物

網站銷售「3M牌空氣清淨機」商品，刊載「獲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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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二十四、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格威股份有限公司於 PayEasy 網站刊

載「Coway 加護抗敏型空氣清淨機 AP-1009CH+三年份濾網組」，宣稱

「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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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第 25條】 

一、京秉企業有限公司於招募「豚將」日本拉麵品牌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前，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其金額或預估金額」，以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

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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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二、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遠雄房地產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辦理限量抽籤

選戶之禮賓活動，並收取保證金，實際已涉及銷售預售屋，卻未提供預售

屋買賣契約書、停車空間平面圖及配合建案貸款之金融機構名稱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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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三、順陞企業社藉舉辦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品價格、數量

等重要交易資訊，再強力推銷商品迫使民眾自由意思受到壓抑而為交易決

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56 

四、森樂帝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7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條】 

一、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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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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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第 7條】 

一、日商日本藥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

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 

二、美商美泰健康生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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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芹楓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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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四、鑽石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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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五、環貫綠佳利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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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六、貝里斯商美麗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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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七、紅崴科技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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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八、台灣綠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營業所、傳

銷制度、銷售商品及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70 

九、英屬蓋曼群島商然健環球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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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

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

分案。 

342 

十、香港商聖希諾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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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第 16條】 

一、貝殼銷費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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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二、英屬蓋曼群島商然健環球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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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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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處分案。 

 

【第 20條】 

一、天丹國際有限公司、陳○○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

商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以不當方式阻撓傳

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81 

二、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解

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10 

三、禾利威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解除或

終止契約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9 

 

【第 21條】 

一、康霖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期限辦理傳銷商解

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10 

二、禾利威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解除或

終止契約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9 

三、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

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85 

四、貝殼銷費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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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第 23條】 

一、天丹國際有限公司、陳○○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

商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以不當方式阻撓傳

銷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辦理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81 

 

【第 24條】 

一、新加坡商威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

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