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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110年 7月份 

處  分 

一、華威國際傢俱有限公司、育藹聖傢俱開發有限公司銷售 ROBUSTA 諾貝

斯塔系列床墊於廣告宣稱「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

「MADE IN SWISS」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製造地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 

二、侯○○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

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7 

三、環球百順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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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案。 

17 

四、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法國 Lytess】按摩緊緻束腹翹臀束褲」

商品，刊載「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等文字，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0 

五、TOKIN Corporation於94年 4月起至102年 12月止，與 Matsuo Electric 

Co., Ltd.及 Vishay Polytech Co., Ltd.等鉭質電容器業者藉共同參

與會議，交換價格、數量、產能及對客戶之因應等競爭敏感資訊，達

成限制競爭之合意，足以影響我國鉭質電容器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6 

六、Matsuo Electric Co., Ltd. 於 94年 4月起至 103年 1月止，與 TOKIN 

Corporation及 Vishay Polytech Co., Ltd.等鉭質電容器業者藉共同

參與會議，交換價格、數量、產能及對客戶之因應等競爭敏感資訊，

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足以影響我國鉭質電容器市場之供需功能，違

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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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8月份 

處  分 

一、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刊登「95+汽油:

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及「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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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源泉淨化科技有限公司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3M T22 檯上

型雙溫飲水機/觸控式冷熱雙溫飲水機(簡約白)」及「時尚黑宮黛

GD-600 櫥下觸控雙溫飲水機搭載源泉三道 5 微米 PP+樹脂軟水+腳架

+QL3-4H2淨水設備+漏斷」等 2項商品，分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

「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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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三、淨園水設備有限公司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淨園] 3M T22 

檯上型飲水機/冷熱雙溫飲水機--即飲純淨 雙道過濾」商品，刊載「取

得節能標章」之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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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四、玖建家電有限公司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晶工牌型號 JD-5322B溫熱型開

飲機商品，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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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案件決定 

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 頻段進

行頻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之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110年 9月份 

處  分 

一、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錡崴股份有限公司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

「【Whirlpool惠而浦】16公斤快烘瓦斯型滾筒乾衣機 8TWGD5620HW」

商品，宣稱「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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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臺北市私立及第文理短期補習班使用競爭對手事業之名稱作為關鍵字

廣告，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將「立功」與「三元」併列呈現「立功─

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為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76 

三、美商寶麗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交付傳銷商之參加契

約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所定傳銷商得解除契約之猶豫期與法

律規定不符且較不利於傳銷商、未完整包括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

約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84 

四、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銷售「3M 空氣清淨機

FA-T10AB」商品，刊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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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五、統管瓦斯工程行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

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1 

六、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餐廳於該公司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價格必須

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為以

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

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7 

七、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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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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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八、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24h 購物銷售「ARC-FLASH

光觸媒+遠紅外線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等 5 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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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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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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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九、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momo購物網銷售「ARC-FLASH光觸媒洗

衣添加劑(25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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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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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140 

十、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於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銷

售「ARC-FLASH 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250ml)」商品，宣稱

「ARC-FLASH 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

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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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處分

案。 

147 

十一、包昇數位文化有限公司於 486團購網銷售「ARC-FLASH光觸媒+奈米

銀噴罐(10%高濃度)2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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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

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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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154 

                                       

110年 10月份 

處  分 

一、庭侑有限公司銷售「四德大双璽」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圖」將原

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及於「一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

側邊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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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二、千禾企業社不當銷售淨水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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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三、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後，就「頂好 Wellcome」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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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結合前已有在「頂好 Wellcome」

超市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110年 11月份 

處  分 

一、Agoda Company Pte. Ltd.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

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四方通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事業名稱及

被處分人之網站網址，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193 

二、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璟䅞企業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刊載「橘之屋-微纖維廚用吸水墊」，宣稱「產地:台灣」

及台灣製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03 

三、明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於 BenQ網站銷售「BenQ牌型號 C32-300顯示器」

商品，刊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07 

四、秒賣數位行銷有限公司於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 貓砂盆智能伴侶(除

臭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 50%超長續航」、「內

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 超大電量 滿電續航～8 天」、「4000mAh 大

容量鋰電池」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12 

五、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21家事業共同決定於 103年 7月間聯合

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為相互約束事

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貨櫃集散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

易法規定處分案。 

216 

六、赫里亞有限公司銷售「赫里亞」品牌沙發，於赫里亞網站刊載「『赫里

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 年的權威品牌」...等文字，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原料製程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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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10年 12月份 

處  分 

一、酈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悅夢」製刊關鍵字

廣告，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52 

二、仁發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提供資料供相

關媒體報導該建案「戶戶衛浴皆開窗」、「全部衛浴皆開窗」，對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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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三、美商維善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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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64 

四、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銷

售「楓康蘆薈護手手套(尺寸:M)」商品，廣告刊登「台灣製造」及「產

地:台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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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51號 

被處分人：華威國際傢俱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0973892   

址    設：臺南市東區虎尾里東門路 3 段 161號   

代 表 人：徐○○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育藹聖傢俱開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640985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江寧路 3 段 87 巷 2 弄 20 之 1 號 

代 表 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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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USTA 諾貝斯塔系列床墊於廣告宣稱

「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MADE IN SWISS」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製造地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華威國際傢俱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處育藹聖傢俱開發有限公司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8年 1月至 110年 3月間於華威家居臉書、

公司網站及銷售現場宣稱「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

典品牌」、108年 1 月 7 日至 109年 7 月 17日於華威家居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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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發文圖片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MADE IN SWISS」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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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函請被處分人華威國際傢俱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華

威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略以： 

1、華威家居之臉書和公司網站皆由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自行審

核及刊登，但案關廣告內容載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及其臉書發文圖片載「ROBUSTA 諾貝斯塔

名床……MADE IN SWISS」等廣告內容為供貨商被處分人育

藹聖傢俱開發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製作後

提供給被處分人華威公司，再由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自行運

用。有關臉書發文圖片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MADE 

IN SWISS」之刊登期間為 108 年 1 月 7 日至 109年 7 月 17

日，另華威家居臉書和公司網站開始刊載「ROBUSTA 諾貝

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為 108 年 1 月至 110 年 3 月 23

日。被處分人華威公司於百貨公司實體銷售現場亦使用有

「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布條，現場銷售

店面都因營業額不佳期滿陸續不再續約。 

2、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與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就銷售床墊之合

作關係為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提供「ROBUSTA 諾貝斯塔名

床」系列床墊供被處分人華威公司專屬銷售，因床墊屬大

型商品，為避免存貨，當消費者向被處分人華威公司下訂

後，被處分人華威公司才向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訂購，由

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先出貨給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被處分

人華威公司再出貨給消費者，並由被處分人華威公司開立

發票給消費者。 

3、廣告刊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係依據

供貨商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提供之契約內容所載「瑞士

ROBUSTA品牌」，及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提供「ROBUSTA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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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斯塔名床」等文字製作「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廣告

文宣，至於「瑞士經典品牌」文字係參考該公司提供之業

務手冊(sales key)相關內容。 

4、「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系列床墊係由被處分人育藹聖公

司製造，屬台灣製，而臉書圖片刊載「MADE IN SWISS」係

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廣告小編誤植所致。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

說明及到會後補充說明，略以： 

1、案關廣告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及其

臉書圖片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MADE IN SWISS」

等內容，係由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製作及提供給被處分人

華威公司，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自行刊登，刊登前並無須經

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審核。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與被處分

人華威公司就銷售床墊之合作關係為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

以賣斷之方式提供「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系列床墊供

被處分人華威公司專屬銷售，但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若未售

出可退還。 

2、廣告宣稱「瑞士經典品牌」是因為 20年前製作獨立筒是使

用瑞士機器，至於「ROBUSTA 諾貝斯塔」此名稱係被處分

人育藹聖公司自行取名。華威家居網站所列「ROBUSTA 諾

貝斯塔名床」系列 16 款床墊均為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命名、

製造，該系列床墊無論商品、製程或材料均與瑞士或瑞士

「robusta」品牌並無關係。「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系

列床墊，為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製造，並非瑞士 ROBUSTA

品牌，當初契約書所載「甲方提供瑞士 ROBUSTA品牌之 RB

和 TA 系列之型號產品，為乙方專屬銷售之產品」有誤。 

3、案關廣告發文圖片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MADE IN 

SWISS」中「MADE IN SWISS」為排版人員疏失導致排版錯

誤，資料已修正。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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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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華威公司為銷售該系列床墊於華威家居臉書和公

司網站和銷售現場刊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

品牌」，被處分人華威公司利用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提供之

商品資訊製刊廣告，且系爭廣告由被處分人華威公司審核、

刊登，被處分人華威公司為消費者認知之交易對象，且因

銷售該系列床墊直接獲有銷售利潤，是被處分人華威公司

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二)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為本案商品之製造及供貨商，其提供

該系列床墊及廣告宣傳素材予被處分人華威公司製作案關

廣告，並享有商品銷售之利潤分配，依雙方銷售模式為客

戶下單後被處分人華威公司才向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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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售完可退還，尚與賣斷有別，且此系列床墊為被處分人

華威公司專屬銷售，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與被處分人華威

公司於本案商品銷售具有實質合作和利益共享關係，爰被

處分人育藹聖公司亦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華威家居於其臉書、公司網站和銷售現場宣稱「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ROBUSTA 諾貝斯塔名

床……MADE IN SWISS」等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   

(一)「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予消費者之印象

為 ROBUSTA 諾貝斯塔系列床墊為瑞士品牌，與瑞士有關。

被處分人華威公司雖提供其與床墊製造商被處分人育藹聖

公司簽訂之契約內容載有「甲方提供瑞士 ROBUSTA 品牌之

RB 和 TA 系列之型號產品，為乙方專屬銷售之產品」，業務

手冊載有「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百年床墊品牌」。

然據床墊製造商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表示，ROBUSTA 諾貝

斯塔系列各款床墊名稱為該公司命名及製造，該系列床墊

無論商品、製程或材料均與瑞士或瑞士「robusta」品牌並

無關係，當初契約書載「甲方提供瑞士 ROBUSTA 品牌之 RB

和 TA系列之型號產品，為乙方專屬銷售之產品」純屬有誤，

故案關廣告宣稱顯與事實未符。是以，被處分人於廣告期

間，未能提供足以佐證該系列床墊為瑞士品牌或與瑞士有

關之資料，因廣告所描述「瑞士經典品牌」屬對品牌信賴

之商品品質有涉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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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華威家居 108 年 1 月 7日臉書發文內容為「瑞士 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傳承瑞士精密工藝技術……」，所附圖片載

「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MADE IN SWISS」，予消費者

之印象為 ROBUSTA 諾貝斯塔系列床墊為瑞士製造。另據被

處分人自承，該系列床墊係被處分人育藹聖公司製造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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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製，臉書廣告圖片載「MADE IN SWISS」為被處分人育藹

聖公司排版人員疏失導致排版錯誤。是以，案關臉書廣告

於 108 年 1 月 7 日至 109 年 7 月 7 日刊載期間，案關商品

非瑞士製，卻於廣告所附圖片載「MADE IN SWISS」，因廣

告所提及商品製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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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被處分人銷售 ROBUSTA 諾貝斯塔系列床墊於廣告宣

稱「ROBUSTA 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MADE IN 

SWISS」等語，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製造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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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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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2號 

被處分人：侯○○ 

統一編號：○○○ 

址    設：○○○○○○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

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

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按獨資之商號，法律上並無獨立之人格，應以其事業負責

人之自然人為其權利主體，是以，經查獲獨資商號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應以事業負責人為裁處對象，未因該商號已

辦歇業登記而有所不同。查被處分人設立之欣泰石油氣工

程行為獨資商號，雖已於 110 年 7 月 1 日辦理歇業，然裁

處時仍應以該工程行事業負責人(即被處分人)為對象，合

先敘明。 

二、案據甲君等 6 位民眾於 109 年 6 月至 110 年 5 月期間以電

子郵件向本會檢舉略以：欣泰石油氣工程行事先寄發「大

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及「欣泰石油氣瓦斯服務通知」至

民眾住處，再派員赴民眾家中登門拜訪，進入民眾住處以

測漏儀器檢查瓦斯開關後，向民眾表示瓦斯開關有漏氣需

更換瓦斯開關，並索取每個新臺幣(下同)1,900元至 2,900

元不等之費用，使民眾誤以為係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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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更換瓦斯安全器材。 

三、調查過程： 

(一)經查被處分人係於 108年 7月 17日設立獨資事業欣泰石

油氣工程行，並於 110 年 7月 1日辦理歇業。 

(二)依甲君等 6 位民眾檢舉內容及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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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人 

1 
被處分人製發瓦斯安全服務通知

單，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 

甲君、乙君、丙君 

丁君、戊君、己君 

2 
被處分人員工親臨民眾住處並使

用檢測儀器實施瓦斯安全檢查 

甲君、乙君、丙君 

丁君、戊君、己君 

3 

被處分人員工於安裝過程不斷強

調不更換瓦斯安全器材將有危險

之疑慮 

戊君、己君 

4 

民眾向被處分人要求退貨退費，

但被處分人置之不理或一再藉故

推延 

戊君 

(三)案關服務通知單之樣式有二，記載事項如次： 

1、            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       01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頻傳，現為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 月 日 11：00～18：30趨府實室內軟管線及開關

服務工作希望屆時賜予合作。雨天順延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本公

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片」。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 

貴用戶 

※本公司為提昇安全品質、己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斯壚

前、熱水器下方開關)瓦斯橡皮管脫落或著火、燒毀自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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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切斷瓦斯(超流量自動遮斷器)含超安全鐵製軟管。 

貴用戶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來電向

本公司申請換裝以保安全。 

服務專線：22801922 

[蓋上不易辨識之欣泰石油氣工程行篆體印鑑] 

2、            欣泰石油氣瓦斯服務通知 

敬啟者：       補檢          服務員編號：     10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毒事

件頻傳，現為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  月   日 11：00～18：30派員 趨府實施室內軟

管線及開關服務工作，希屆時賜予合作。大雨天順延 

※如貴 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本

公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片及編

號」。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損

失。 

貴用戶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現場維修更換器具，

一律現場收費辦理，造成不更敬請見諒！並祝閤家平

安。 

安檢服務專線：(02)2280-1922(11：00～18：30) 

※本公司為提昇安全品質、己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斯爐

前及熱水器下方開關  當瓦斯橡皮管脫落或著火、燒

毀即自動切斷瓦斯(超流量自動遮斷器)及抗氧化 PVC

鋼絲管。 

貴用戶 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請來電

向本公司申請換裝以保安全。(瓦斯本無害，不慎變成

災)。 

[蓋上不易辨識之欣泰石油氣工程行篆體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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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於 109年 8 月 28日、109 年 9 月 14日、110 年 4 月

8日、110年 4月 20日以雙掛號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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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調查函均已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均未到會

說明。 

(五)經本會以服務通知單上之電話聯絡被處分人，有自稱欣

泰石油氣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之蔡君到會說明或接受電話

訪查，蔡君陳述內容略以： 

1、營業狀況： 

(1)被處分人於 108 年 7 月設立欣泰石油氣工程行，共有 2

位實際負責人蔡○○(下稱蔡君)及陳○○(下稱陳君)

從事推銷瓦斯安全器材(即瓦斯遮斷閥)銷售業務，蔡君

及陳君每月都給付被處分人固定金額。 

(2)被處分人販售適用天然瓦斯之瓦斯遮斷閥有 2種，即全

自動保險開關(每組 2,900 元)及半自動保險開關瓦斯

遮斷閥(每組 1,900 元)。109 年 1 月到 10 月為止向上

游公司進貨瓦斯安全器材 3次，每次進貨 100組，合計

共 300組，○○○○○○○○，但必需加上其他開關配

件，始可成為可以使用的遮斷器，○○○○○○○○○

○○○○○○○○○○○○。 

(3)被處分人每天大約製發 60 份至 70 份服務通知，每月銷

售約 20組瓦斯安全器材。「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編

號 01 乃蔡君負責製發，編號 10 則是陳君負責製發，寄

發範圍為臺北市全區；另「欣泰石油氣瓦斯服務通知」

也是被處分人所製發，發送的地區是新北市土城區。事

前製發服務通知給消費者是被處分人的銷售模式，並不

一定就是違法銷售。 

2、銷售方式： 

(1)被處分人推銷產品前，都會製發服務通知事先寄給客戶，

再由銷售人員按門鈴實地拜訪客戶，過程中銷售人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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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穿著制服及佩戴識別證，並攜帶檢測工具。 

(2)由於服務通知單已表明「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

人員」，且署名為「欣泰石油氣工程行」，儘管為篆體，

不過「欣泰」二字容易辨認，所以推銷過程中客戶大都

知道其並非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區

瓦斯公司)或是該公司外包業者，故無不當推銷瓦斯安

全器材。 

(3)「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所載大台北區是指被處分人

的服務範圍遍及臺北市，並非指被處分人是大台北區瓦

斯公司或是該公司外包業者，另該通知內容亦表明被處

分人只是推廣瓦斯安全器材換裝服務，並非進行瓦斯安

全檢查。 

3、檢舉人申訴之個案中有部分民眾並未安裝瓦斯安全器材，

另有部分申購單所載更換原因為「開關老舊生鏽，建議同

意安裝」，可知被處分人只是建議，是否換裝完全由民眾

決定，被處分人並沒有不當推銷產品。且被處分人申購單

上印有電話，民眾於退貨期限內(15 天以內)都可以透過

電話辦理退貨，109 年為止辦理退貨件數不超過 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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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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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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數度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

規定踐行請其陳述意見之程序，被處分人均未到會。然本

案檢舉民眾已提供 2 式通知單，並具體敘述被處分人銷售

過程；而自稱欣泰石油氣工程行實際負責人並向本會說明

之陳述人蔡君，雖非登記負責人，惟對製發本案 2 式通知

單及相關銷售過程，均詳為說明，並與檢舉人所述事實相

符。是據民眾檢舉、蔡君陳述意見、通知單、認購單、蔡

君所著制服等相關證據，客觀上已明白足以確認本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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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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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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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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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四、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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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瓦斯安全服務

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工作制服等，冒充或攀附有信賴力

之他事業、團體或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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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點規定：「瓦斯

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之違反。」按一般民眾普遍對公用天然

氣事業具有較高之專業信任，基此，倘瓦斯安全器材業者

在銷售其產品時，利用民眾對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信賴感，

攀附使用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類似之公司名稱，廣為發

送內容足以使消費者誤認其為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進行瓦

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服務通知單，銷售人員穿戴之工作制服

及識別證，載有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名稱雷同之字樣，

卻未表明其目的實係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使民眾允其進入

民宅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更進而表示現有設備不安全，

而推銷產品，就其整個行銷過程，有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

之交易，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利，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

誤認之欺罔行為。 

五、本案被處分人整體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業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研析如下： 

(一)被處分人藉瓦斯安全服務通知單攀附有信賴力之當地公

用天然氣事業，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

符合「欺罔行為」要件： 

1、經查被處分人設立欣泰石油氣工程行，以銷售瓦斯安

全器材為業，銷售區域為臺北市及新北市，與供應臺

北市及新北市之公用天然氣事業(即大台北區瓦斯公

司及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泰石油氣公司)

分屬不同業務種類之事業。然查被處分人所印製之服

務通知單，抬頭載明「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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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石油氣瓦斯服務通知」，該等抬頭文字以粗黑放大字

體呈現，至被處分人所設商號之真實名稱「欣泰石油

氣工程行」卻以不易辨識之篆體印章呈現，在視覺作

用上易使民眾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產生聯想，此有

檢舉人提供之通知單及證詞可稽。如甲君表示：經詢

問為何無事先張貼公告，被處分人之員工遂交付「大

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1紙；乙君表示：按門鈴者稱事

先寄發「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便開門讓其入內檢

查瓦斯；戊君表示：收到欣泰石油氣瓦斯「補檢」服

務通知，陳姓人員於 110 年 3 月 20 日中午也自稱欣泰

石油氣公司前去安檢等。 

2、依天然氣事業法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公用天然氣事

業應定期檢查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管線，並記

載其結果……。」同條第 3 項本文規定：「非公用天然

氣事業不得從事第一項之檢查。」可知實施天然氣管

線安全檢查係屬公用天然氣事業權責。惟被處分人所

設商號之員工卻於上開區域實施瓦斯安全檢查，藉以

銷售其瓦斯安全器材，此有檢舉人之證詞可稽。如甲

君表示：允其入屋檢查，嗣後該員以儀器檢查瓦斯開

關向檢舉人表示總開關生鏽漏氣；乙君表示：來人身

穿制服，手持測漏器前往檢查瓦斯表總開關，測漏器

隨即發出聲響，該員稱瓦斯表總開關有漏氣情形；戊

君表示：陳員以偵測器測試後，即稱總開關瓦斯漏氣；

己君表示：檢測員手持設備在瓦斯開關處來回移動，

並稱瓦斯總開關老舊，有漏氣需更換等。另蔡君到會

陳述時亦自承其與陳君銷售時均身穿制服、佩戴識別

證及攜帶檢測工具按門鈴實地拜訪用戶，亦可證明其

確有親臨民眾住處以儀器實施瓦斯安全檢查，卻未事

先告知實為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亦未表明非當地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員工，甚或自稱係當地公用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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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企圖使民眾陷於錯誤交易。此亦有檢舉人之證

詞可稽，如甲君表示：被處分人員工至住處聲稱其為

大台北瓦斯，欲進行瓦斯設備檢查，使其誤信為大台

北區瓦斯公司之員工；乙君表示：詢問該員是否為大

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該員含混回答稱大台北區瓦斯

公司分很多區，無法一一替用戶檢查瓦斯，致乙君以

為其為該公司委託之瓦斯安檢業者；戊君表示：再三

向陳員確認其是否係欣泰石油氣公司的員工，陳員稱

其屬該公司工程部等。 

3、綜上，被處分人先於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

制服上以放大字體或單獨置上之方式特別陳明其事業

名稱為「欣泰」、「欣泰石油氣」或「天然瓦斯」等，

復於服務通知單上載明「補檢」、「派員趨府實施室內

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如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

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本公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

等實施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文字，實則被處分人並無

實施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權責，是合併觀察其整體印

象及效果，被處分人之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

作制服上文字，顯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以隱

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二)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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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本案檢舉人已有數人，蔡君亦陳述表示於推銷產品

前都會製發「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或「欣泰石油

氣瓦斯服務通知」寄給大臺北地區天然氣用戶，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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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每月銷售 20 組以上瓦斯安全器材，顯見其持續

對不特定多數人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是被處分人

行為當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藉瓦斯

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

然氣事業，以達到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目的，核其整體

行銷方式實屬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

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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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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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3號 

被處分人：環球百順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102973 

址    設：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 30 號 

代 表 人：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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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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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 105 年 6 月 1 日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銷

售食品及美容保養品等商品。本會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派員赴

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

為能力人顏君及方君為傳銷商，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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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分別於 109年 4月、5 月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顏

君及方君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前揭傳銷商之法定代理人

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書面

陳述表示，當時因不諳法令而漏未取得前揭傳銷商之法定

代理人同意書，嗣後於 109 年 12 月始取得該 2 份同意書，

至被處分人辯稱已事前取得顏君及方君之法定代理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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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之規範意旨，係

指傳銷事業應取得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

並隨書面參加契約留存，而非以口頭同意取代之，以資保

護限制行為能力人傳銷商之權益，惟查被處分人未能提出

前揭傳銷商加入當時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被處分人所辯

無礙其事後取得前揭傳銷商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之違法事

實。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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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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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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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 109 年 10 月 27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現場調查攜回

之會員申請書等相關資料。 

二、被處分人 109 年 12 月 18日陳述紀錄及 110年 1 月 15日陳

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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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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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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

繕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會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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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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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919591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3 段 130 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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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法國 Lytess】按

摩緊緻束腹翹臀束褲」商品，刊載「有效促進淋巴循環」、

「有效改善橘皮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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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媒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於 109年 8 月 7 日上網查悉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

「【法國 Lytess】按摩緊緻束腹翹臀束褲」商品（下稱案關

商品），刊載「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

等文字，疑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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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網路家

庭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係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所架設、

經營，並負責系統維護及管理。另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為有效管理商品等目的，已將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合併

於 PChome 24H 線上購物網站內。 

2.案關商品係供貨商第五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所提供，並由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

將案關商品資料上傳至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被處分人

網路家庭公司並未進行審閱。 

3.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時間為 103 年 4 月 21 日至 109 年 9 月

7 日，廣告刊登期間銷售數量共 13 件。 

4.據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表示，有關「有效促進淋巴循環」、

「有效改善橘皮組織」等文字，係 Lytess 台灣總代理安

奇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安奇公司）所提供，除此之外，並

無其他佐證資料可證案關商品廣告宣稱「有效促進淋巴循

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之功效屬實。  

5.消費者於案關商品銷售網頁下單後，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

司確認消費者完成付款，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通知被

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出貨予消費者，案關商品利潤分配係

據雙方約定，由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提供網路建議售價

及成本價格，案關商品倘有售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獲取案關商品網路售價與成本價格之價差。 

6.案關商品於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完成交易，發票銷貨營

業人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消費者或買

受人之直接交易付款對象亦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二）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為案關商品之經銷商，案關商品係

第五媒體公司直接向 Lytess 台灣總代理安奇公司進貨並

買斷，就本案與安奇公司間並無相關利潤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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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案關商品廣告刊載 「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

善橘皮組織」等文字，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說明如下： 

（1）所有廣告資料(如功效之敘述文字、圖檔)均由安奇公

司所提供，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依前開資料彙整製

作案關商品廣告，並上傳至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 

（2）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於 109 年 9 月初收到有關公平

交易委員會調查案關商品廣告涉有不實後，於 109 年

9月 7日以電子郵件請安奇公司提供相關醫學報告證

明「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效果

之檢測報告。 

（3）安奇公司於 109 年 9 月 7日以電子郵件表示「有效促

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等文字係屬舊文

案，而依照臺灣法規規定，非藥品不得宣稱「有效促

進血液循環」等用語，所以之前已請律師修正有關「有

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之廣告文字

並通知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但被處分人第五媒體

公司實際上是 109 年 9 月 7 日才知道這件事，並再行

請安奇公司提供相關醫學檢測報告，安奇公司於 109

年 9月 8日以電子郵件提供「Anti-Cellulite Capris 

Clinical Test」報告。 

（4）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係因信賴安奇公司所提供之資

料，故將相關用語直接製作為廣告上傳至 PChome 購

物中心網站，然除前開檢測報告外，被處分人第五媒

體公司並無其他可證案關商品具有「有效促進淋巴循

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效果之檢測報告或醫學證

明文件。  

3.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時間為 103 年 4 月 21 日至 109 年 9 月

7 日。廣告刊登期間銷售數量共 13 件。案關商品發票銷

貨營業人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三）安奇公司提出書面陳述，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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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奇公司原為案關商品之進口代理商，該產品已於 105

年停產，安奇公司亦於該年起停止進口案關商品，目前已

無存貨；法國 Lytess 廠商於 108 年 6 月 17 日表示已超

過 2 年未接獲任何商品訂單，並通知安奇公司雙方合作關

係至 108 年 10月底終止。 

2.安奇公司於 97 年與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簽訂契約，提

供案關商品於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所開設或經營之網

路商店販售，最後一次與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就

Lytess 產品之交易日期為 104 年 10 月 27日。 

3.安奇公司不知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於 PChome 購物中心

網站刊登銷售案關商品，案關商品廣告之刊登亦未經安奇

公司審核同意。 

4.安奇公司「Anti-Cellulite Capris Clinical Test」報

告係法國廠商誤傳，該報告相關檢測內容並非針對案關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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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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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為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之經營者，

依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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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線上訂購合作契約書」，並就

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 PChome 購

物中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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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係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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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公司，

是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以其經營之 PChome 購物中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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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本案廣告主。 

（二）案關商品廣告係供貨商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將案關商

品網頁內容、圖片及相關交易資訊製作後上傳 PChome 購

物中心網站，並以銷售自身之商品為目的刊登使用，並將

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而直接獲有利潤，故被處分人第五媒

體公司亦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於 103年 4

月 21 日至 109 年 9 月 7 日在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案

關商品並刊載「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

等文字，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經穿戴後，可有效達到促進

穿戴者身體淋巴循環以及改善肌膚橘皮組織之功效。雖被

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提供安奇公司之「Anti-Cellulite 

Capris Clinical Test」報告以資佐證案關商品廣告宣稱

之功效，惟經向安奇公司查證，前揭報告內容並非針對案

關商品，是就上開宣稱功效，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

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均無法提供相關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

依據證明，故案關商品廣告宣稱「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

效改善橘皮組織」等文字尚無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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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人第五媒體公司於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法國 Lytess】按摩緊緻束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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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臀束褲」商品，其廣告刊載「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

效改善橘皮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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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

人第五媒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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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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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5號 

被處分人：TOKIN Corporation 

址    設：日本國仙台市太白區郡山 6丁目 7 番 1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 段 555號 8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被處分人因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

禁制規定，處新臺幣 11億 4,522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94年4月起至102年12月止，與Matsuo Electric 

Co., Ltd.及 Vishay Polytech Co., Ltd.等鉭質電容器業

者藉共同參與會議，交換價格、數量、產能及對客戶之因

應等競爭敏感資訊，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足以影響我國

鉭質電容器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會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1257 次委員會

議決議通過，被處分人處新臺幣(下同)12 億 1,820 萬元罰

鍰。 

二、被處分人不服 104 年 12 月 16 日公處字第 104139 號處分書

及○○○○○○○○○○○○○○○○○○○○○○○○

○○○○○○○○○○○○○○（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

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50 號撤銷原

處分。本會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

字第 597 號判決認定本會就原處分實體部分之上訴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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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故廢棄原審判決關於撤銷原處分實體部分之判斷，並

自為判決（即原處分實體部分），駁回被處分人之訴；另本

會就原處分罰鍰部分之上訴則為無理由，故維持原審判決

關於撤銷原處分罰鍰部分之判斷。 

三、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7 號判決駁回關於撤銷原

處分罰鍰部分之理由，擇要略以：依行為時「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0條及第 14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

(下稱行為時重大案件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3 條及第 7 條

規定，應以被上訴人（即被處分人）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

作成原處分時，被上訴人上一會計年度即 103 年之營業收

入總額為計算基準，且不得將子公司之銷售金額納入計算。

惟上訴人（即本會）逕依被上訴人 102 年合併財務報表為

據，將其全球各地子公司銷售金額納入計算，自有違誤。 

四、案經被處分人重新提供資料及到會補充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之 103會計年度（103 年 4 月 1日至 104 年 3月

31 日）全球合併營收為日幣○億○萬元，個體（不含子

公司）營收為日幣○億○萬元。以上金額若以 103 年 4

月 1 日至 104年 3月 31 日臺灣銀行日幣對臺幣即期買入

和賣出平均收盤匯率 0.2842 計算，分別為○億○萬元及

○億○萬元。 

（二）被處分人請本會考量違法行為所生不當利益輕微或不存

在、其銷售鉭質電容器多屬代工銷售與境外銷售模式，

對我國市場供需無顯著影響、財務狀況不佳、呈現虧損

狀態、於本會調查前已主動停止違法行為、配合調查及

被處分人與國巨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後之國際競爭力等事

由，懇請本會酌減罰鍰金額。 

理   由 

一、被處分人從事聯合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或參與事

業之一於違法期間內銷售金額逾 1 億元、或違法所得利益

逾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所定罰鍰金額 2,5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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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限，因屬情節重大案件，得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7 號

判決認定原處分屬於情節重大案件，惟針對本會罰鍰計算

標準認定有誤而予以部分撤銷。 

二、按行為時重大案件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3條規定：「本法第

41 條第 2 項所稱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指中央主管

機關作成處分時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

第 4 條規定：「依本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

額度按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定之。」第 5條規定：「前條基

本數額，指違法行為於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

額之 30%。」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條之調整因素，包括加

重事由及減輕事由，主管機關得據以調整基本數額，以決

定罰鍰額度。」第 7 條規定：「第 4 條所定罰鍰額度不得超

過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 10%。」倘經本會認

定違法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情節重大案件，本會

得按其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決定裁處之罰鍰，且該罰鍰額

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 10%。 

三、本會重為審議罰鍰情形： 

（一）本案依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7 號判決意旨，

以本會作成原處分時，上一會計年度(即 103 年)被處分

人個體(不含子公司)之銷售金額作為罰鍰上限之計算基

礎。 

（二）被處分人銷售金額之幣值為「日幣」，本會裁處罰鍰之幣

值為「新臺幣」，其銷售金額即須由日幣換匯成新臺幣，

原處分爰依據中央銀行統計資訊網載 102 年度我國與主

要貿易對手通貨，以對美元及日幣之年平均匯率換算對

新臺幣之匯率為 0.30502 作為換匯基準，而本次重為罰

鍰處分係以 103 年度銷售金額之 10％作為罰鍰上限，故

以該年度中央銀行對美元及日幣之年平均匯率換算對新

臺幣之匯率為 0.28665作為換匯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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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屬違法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情節重大案件，

得按其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決定裁處之罰鍰，且該罰鍰

額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

10%。 

（四）在基本數額部分，被處分人違法期間(94年 4 月至 102年

12月)在臺銷售鉭質電容器之銷售金額為○億○萬○元，

基本數額為該金額之 30％，即○億○萬○元（○○○○

○元*30％）。 

（五）被處分人之罰鍰額度上限係以本會作成原處分時，上一

會計年度(即 103 年)被處分人個體(不含子公司)之銷售

金額日幣○億○萬元，以前揭匯率換算後為○億○萬○

元，罰鍰上限為該金額之 10%，即○億○萬○元（○○○

○元*0.28665*10%）。 

（六）本案依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計算後，於未逾

處分人上一會計年度(即 103 年)銷售金額 10％之罰鍰上

限前提下，再經綜合審酌本會作成原處分時違法行為影

響國內鉭質電容器市場之危害程度、市場地位；違法持

續期間；以往違法情狀、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資力、

營業規模、營業額、違法所得利益等前揭判決所肯認之

裁量事項，爰本次裁處新臺幣 11億 4,522 萬元罰鍰。至

被處分人主張其近年來財務狀況仍欠佳等事由，因屬原

處分作成後所生之營業實況，不應列入罰鍰裁量因素，

又被處分人因財務報表採日本會計年度，故主張匯率採

計期間以日本會計年度為據，然本案裁處罰鍰仍應以我

國會計年度據以計算匯率為準，併予敘明。 

四、 綜上結論：本案屬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第 2項「情

節重大」案件，爰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

定及行為時重大案件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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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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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6號 

被處分人：Matsuo Electric Co., Ltd. 

址    設：日本國大阪府豐中市千成町 3 丁目 5番 3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 段 555號 8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被處分人因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

禁制規定，處新臺幣 1,589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94 年 4 月起至 103 年 1 月止，與 TOKIN 

Corporation 及 Vishay Polytech Co., Ltd.等鉭質電容器

業者藉共同參與會議，交換價格、數量、產能及對客戶之

因應等競爭敏感資訊，達成限制競爭之合意，足以影響我

國鉭質電容器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會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1257 次委員

會議決議通過，被處分人處新臺幣(下同)2,430萬元罰鍰。 

二、被處分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05 年度訴字第 284 號撤銷原處分。本會不服，提起上

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8 號判決認定本會

就原處分實體部分之上訴為有理由，故廢棄原審判決關於

撤銷原處分實體部分之判斷，並自為判決（即原處分實體

部分），駁回被處分人之訴；另本會就原處分罰鍰部分之上

訴則為無理由，故維持原審判決關於撤銷原處分罰鍰部分

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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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8 號判決駁回關於撤銷原

處分罰鍰部分之理由，擇要：上訴人（即本會）認定被上

訴人（即被處分人）違法期間為 94年 4 月至 103年 1 月止，

卻以被上訴人 102 年售予臺灣的鉭質電容器銷售金額，乘

以違法期間 8 年 10 個月所得金額之 30%，採計作為罰鍰基

本數額，自有違誤。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調查期間，已陳報

該公司 94年至 103 年鉭質電容器在臺灣銷售金額。上訴人

主張因會計或稅務資料多有保存年限，故採用實際所能獲

得之最適當數據作為罰鍰之計算基礎，而高估罰鍰基本數

額，明顯不利於被上訴人，亦有裁量濫用之違法。 

四、案經被處分人重新提供資料及到會補充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 103 會計年度（103 年 4 月 1 日至 104 年 3 月 31

日）全球合併營收為日幣○億○萬○元，若以本會作成原

處分當時(104年12月16日)臺灣銀行公告匯率0.271換算，

即新臺幣○億○萬○元。另被處分人之子公司所產製之產

品係提供予被處分人，故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之

營業收入並無差異。 

(二)被處分人提出違法期間 94年 4 月至 103年 1 月在臺灣鉭質

電容器之實際銷售金額，為日幣○億○萬○元，乘以 30%

及本會 104 年 12 月 16 日作成原處分當時之臺灣銀行公告

日幣兌換臺幣之匯率 0.271，計算出基本數額為○萬○元。 

(三)被處分人請本會考量其市占率低、僅透過代理商銷售電容

器予我國事業，未積極經營我國市場、對我國市場影響甚

微、配合調查及該公司持續虧損、財務重大困難等情，請

本會予以審酌考量減輕罰鍰。 

理   由 

一、被處分人從事聯合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或參與事

業之一於違法期間內銷售金額逾 1 億元、或違法所得利益

逾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第 1項所定罰鍰金額 2,500萬

元上限，因屬情節重大案件，得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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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下罰鍰，業經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8 號

判決認定原處分屬於情節重大案件，惟針對本會罰鍰計算

標準認定有誤而予以部分撤銷。 

二、按行為時「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情節重大案

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稱行為時重大案件裁處罰鍰計

算辦法)第 3 條規定：「本法第 41條第 2項所稱事業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指中央主管機關作成處分時該事業上一

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第 4 條規定：「依本法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額度按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

定之。」第 5 條規定：「前條基本數額，指違法行為於違法

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 30%。」第 6 條第 1 項：

「第 4 條之調整因素，包括加重事由及減輕事由，主管機

關得據以調整基本數額，以決定罰鍰額度。」第 7條規定：

「第 4 條所定罰鍰額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上一會計年度

銷售金額之 10%。」倘經本會認定違法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

爭秩序之情節重大案件，本會得按其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

決定裁處之罰鍰，且該罰鍰額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 10%。 

三、本會重為審議罰鍰情形： 

(一)本案依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598 號判決意旨，應

以有利於被處分人之罰鍰計算方式及被處分人陳報在臺鉭

質電容器之實際銷售金額作為計算罰鍰基礎。 

(二)被處分人銷售金額之幣值為「日幣」，本會裁處罰鍰之幣值

為「新臺幣」，其銷售金額即須由日幣換匯成新臺幣，原處

分爰依據中央銀行統計資訊網載 102 年度我國與主要貿易

對手通貨，以對美元及日幣之年平均匯率換算對新臺幣之

匯率為 0.30502 作為換匯基準，而本次重為罰鍰處分係以

103 年度銷售金額之 10％作為罰鍰上限，故以該年度中央

銀行對美元及日幣之年平均匯率換算對新臺幣之匯率為

0.28665作為換匯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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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屬違法行為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之情節重大案件，

得按其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決定裁處之罰鍰，且該罰鍰額

度不得超過受處分事業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 10%。 

(四)被處分人之罰鍰額度上限係以本會作成原處分時，上一會

計年度（即 103 年）被處分人之銷售金額日幣○億○萬○

元，以前揭匯率換算後為○億○萬○元，罰鍰上限為該金

額之 10％，即○億○萬○元（日幣○元*0.28665*10％）。 

(五)被處分人之基本數額係以被處分人提出其違法期間 94 年 4

月至 103 年 1 月，在臺鉭質電容器之實際銷售金額為日幣

○億○萬○元計算。基本數額應為前揭金額之 30％，並以

前揭匯率換算後為○萬○元（日幣○元*30％*0.28665）。

又倘依被處分人違法期間之日幣銷售金額，以各年度匯率

換算成新臺幣銷售金額進行加總後所得之 30％，將高於前

揭基本數額，爰採 103 年匯率換算，即為對被處分人較為

有利之計算方式。 

(六)本案依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重為計算基本數額之前

提下，再經綜合審酌本會作成原處分時違法行為影響國內

鉭質電容器市場之危害程度、市場地位；違法持續期間；

以往違法情狀、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資力、營業規模、

營業額、違法所得利益等前揭判決所肯認之裁量事項，爰

本次裁處新臺幣 1,589 萬元罰鍰。至被處分人主張其近年

來財務狀況仍欠佳等事由，因屬原處分作成後所生之營業

實況，不應列入罰鍰裁量因素，又被處分人主張匯率應以

作成原處分當日為準，然本案係 103 年銷售金額之 10%為罰

鍰上限，故以 103 年匯率為準，併予敘明。 

四、綜上結論：本案屬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第 2 項「情節

重大」案件，爰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第 2項規定及

行為時重大案件裁處罰鍰計算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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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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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110001號 

申報人：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9430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207 號 28 樓   

代表人：徐○○   

地  址：同上   

代理人：○○○律師、○○○律師   

地  址：110055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 段 555號 8 樓   

 

申報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71579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2號 8 樓   

代表人：呂○○   

地  址：同上   

代理人：○○○律師、○○○律師   

地  址：110055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4 段 555號 8 樓   

 

申報事項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頻

段(即 3340MHz 至 3420MHz 頻率)進行頻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並

以行動寬頻用戶規模比例分攤頻譜標金、5G 無線網路設備資本

支出及網路維運等相關成本與費用為對價，取得該頻段等比例

之網路容量使用權，依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3 款及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規定，申報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頻

段進行頻率與網路共用，並分攤相關成本與費用，以取得該頻

段網路容量使用權，為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3 款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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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結合。本會不禁止參與結合事業於 3.5GHz頻段無線電頻率

(即 3340MHz 至 3420MHz 頻率)從事第五代行動通信(5G)頻率與

網路共用所必要之技術合作，以及因前開合作行為所生相關成

本及費用之共同分攤，惟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下列負擔： 

一、參與結合事業不得透過 3.5GHz 頻段頻率與網路共用、持有

股份或擔任董事等協議內容，就雙方之行動寬頻業務資費、

終端設備補貼、行銷活動、客戶與帳務資料管理等營運事

項為共同經營、委託經營、合作研商或交換資訊等行為。   

二、參與結合事業應於實際結合之日起 5 年內，於每年 7 月 1

日前，提供下列資料，送交本會備查：   

(一)監督小組組織圖、工作職掌分配及具體工作項目、小組 

成員名單及所屬公司部門，以及歷次會議紀錄(含與會

成 員名單及討論事項)。   

(二)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歷次股東會會議紀錄、歷次董事 

會會議紀錄。   

理    由   

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亞太)擬於 3.5GHz頻段進行頻率與網路共用，並以

分攤頻譜標金、5G 無線網路設備資本支出及網路維運等成

本與費用為對價，取得該頻段一定比例之網路容量使用權。

雙方復於共頻協議書約定遠傳認購亞太私募發行普通股 5

億股共新臺幣(下同)50億元(即取得亞太 11.58%股份)，亞

太於遠傳支付前開私募款項之日起開始支付前述成本與費

用，另遠傳亦規劃擬擔任亞太 1 席董事。據參與結合事業

補正資料及共頻協議書，亞太因有 50 億元資金需求，故將

本件頻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以及合作者需參與亞太私募 50

億元資金合併協議，並將 50 億元私募增資列為 本件頻率

及網路共用合作之前提條件之一，而屬本次共頻 共網合作

計畫之一部分，且雙方業就此訂定實施期程並對外發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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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訊息，爰此合作計畫屬具體可預見，核屬參與結合事業

未來主要營運計畫、轉投資概況，則該等合作內容對本案

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自應併予評估，合先敘明。   

二、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事業結

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

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參與結合事業擬於 3.5GHz頻段進行頻

率與網路共用，並分攤相關成本與費用，及分配該頻段之

網路容量使用權，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3 款所

規定之結合型態。又本案參與結合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及上

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須向本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

條所定除外適用情形，故依法應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復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規定，本會對事業結合之申報，如

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

關不得禁止其結合，另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三、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一)「行動寬頻服務市場」：遠傳與亞太均為電信法與電信

管理法之電信事業，主要業務係提供行動寬頻服務。依

「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之定義，「行動寬頻業務」

指經營者設置行動寬頻系統，提供寬頻行動通信服務之

業務。現階段第四代行動通信(4G)與 5G 均可提供行動

寬頻服務，且二者具替代性，可視為同一市場，故本案

產品市場應界定為「行動寬頻服務市場」。本案參與結

合事業經 營行動寬頻服務業務，範圍均為我國境內，

故地理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二)市場占有率：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行動 

寬頻業務用戶數統計資料，110 年 5 月國內行動寬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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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市場約 2,953萬用戶，依用戶數多寡排序為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1,063 萬戶(35.99%)、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大哥大 )715 萬

(24.22%)、遠傳 707 萬(23.94%)及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灣之星)262 萬(8.87%)與亞太 206 萬

(6.97%)。復依該會 109年行動寬頻服務(4G 與 5G)營業

收入資料，市場占有率依序為中華電信 38.44%、遠傳

25.94%、台灣大哥大 24.4%、台灣之星 6.61%與亞太 4.62%。

依前開數值計算市場集中度(HHI)，可知結合前國內行

動寬頻服務市場為高度集中市場，且二事業結合後之市

場力顯著增強。   

三、結合競爭分析   

(一)本案遠傳與亞太均經營國內行動寬頻業務，故係屬水平

結合型態，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第 9點規定，得考量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

進程度、抗衡力量、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等因素評估

本結合之限 制競爭效果。   

(二)單方效果：本案參與結合事業除 3.5GHz 頻段頻率與網

路共用之基礎網路層技術面合作部分，遠傳並將持有亞

太股份並擔任董事，雖二者間之競爭壓力降低，然結合

後仍須面臨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台灣之星的競爭壓

力，加上 消費者對價格變動敏感度高之情形，亦難認

有片面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   

(三)共同效果：    

１、國內電信目前屬三大二小業者提供服務之競爭結構，

其中亞太與台灣之星為國內行動寬頻服務市場價格

競爭 重要推手，其為爭取用戶通常推出較低資費方

案，致中 華電信、台灣大哥大與遠傳亦跟進價格競

爭，使整體市場資費費率下降，消費者均得以受益。   

２、依參與結合事業提供資料顯示，二事業於結合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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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費價格促銷頻率顯有差異，而得彼此互為競爭。

惟倘參與結合事業遠傳持有亞太股份並擔任董事，

則遠傳即有影響亞太之人事、業務經營之可能，倘

對亞太資費方案等經營行為進行干預，使得亞太不

再積極推出促銷方案或降低促銷強度，市場競爭程

度將會降低。本結合有促發共同效果形成之虞，可

能使國內電信事業的 4G與 5G費率最終趨於一致。   

(四)參進程度：按目前 5G 技術發展，3.5GHz 頻段之無線電

頻率為電信事業參進提供 5G 服務之必要關鍵資源，電

信事業必須取得通傳會核准獲配該頻段頻率，而未獲配

頻率之業者須與其他已獲配頻率之業者協議共用並經

通傳會核准，始得提供消費者 5G 服務，故潛在競爭者

參進提供 5G 服務之可能性及即時性極低，無從對可提

供 5G 服務之 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   

(五)抗衡力量：參與結合事業及其競爭事業為提升服務品質

必加速建置 5G 網路設備，而高度仰賴上游網路設備供

應商所提供的設備與服務，另可支援 5G 服務的手機多

屬世界級知名品牌，電信服務事業素習與之配合共同促

銷，故上游的網路設備供應商與手機製造商皆具相當的

談判力量可與之抗衡。惟就消費者層面觀之，國內資費

方案內容透明且資訊流通速度快，雖然消費者在行動電

話號碼可攜下，可轉換至其他電信事業獲得類似的服務，

惟消費者將承擔綁約期間之違約金，且承前所述，倘遠

傳得參與亞太業務、營運事項後，有促發共同效果形成

之虞，使國內電信事業各自之 4G 與 5G 費率趨於一致，

消費者在對於電信服務有高度需求之情況下，其號碼可

攜之對抗效果亦屬有限，未來將難有足夠的力量與之抗

衡。   

(六)其他影響限制競爭效果之因素：參酌歐盟電子通訊監理

機構(Body of European Regulators for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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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BEREC)於 2019 年 6 月發布「行動基

礎 設施共用共同立場」(Common Position on Mobile  

Infrastructure Sharing)文件，提及參與結合事業為

履 行共頻協議，必然需要溝通協調及分享部分資訊，

以合作推動網路佈建，且因該等事業須共同分擔共頻所

生成本與費用，而該等支出可能需要透過共頻協議獲利

填補，使該等事業交換訊息觸及彼此業務或營運的可能

性增加，提高雙方默示勾結(tacit collusion)之潛在

限制競爭疑慮。另遠傳取得亞太之股份及擔任董事，得

以藉由股東權及董事權之行使，對亞太之營運決策直接

或間接提出建議或藉由出席董事會傳遞營業決策訊息，

可能產生互不競爭之限制市場競爭效果。   

四、綜合評估：   

(一)本件 3.5GHz 頻段頻率與網路共用行為可減少參與結合

事業在網路建置可能遭遇之困難，並減少經營成本及重

複投資 5G 基礎建設造成的資源浪費，間接達成節能減

碳的目標；提升有限頻率資源之使用效能，促進資金與

維運 網路所需人力有效利用，刺激業者開發垂直應用

等創新業務。復結合後遠傳可透過亞太分攤相關成本與

費用，參進提供 5G 服務，並將節省的網路建置成本，

轉投入優 化網路與服務，增加服務內容多樣性及服務

品質，提升雙方競爭力與用戶滿意度。此外，參與結合

事業結合後 將增建基地臺數量，提升涵蓋率，加快國

內 5G 基礎建設 速度，同時促進後續垂直產業醫療、軍

事、交通、教育、物聯網等應用服務的推出，帶動整體

經濟發展，使我國 5G服務的發展與應用具國際競爭力。 

(二)惟本案頻率及網路共用之合作過程，參與結合事業有就

5G 技術合作、網路設置等 5G 業務相關營運事項交換訊

息等聯合行為或為共同經營之疑慮。且本案結合內容，

除前述頻率及網路共用外，尚包括遠傳投資亞太 5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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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取得該公司 11.58%股份、擔任 1席董事之合作事項。

本結合依上開限制競爭評估結果，雖未有顯著單方效果，

然因遠傳參與亞太經營將有誘因降低競爭壓力，亞太推

出促銷頻率或強度可能縮減，倘台灣之星無法持續發揮 

市場競爭的推力，未來國內電信事業的 4G 及 5G費率趨

於一致的可能性增加，而有減損國內行動寬頻服務市場

價格競爭之疑慮；潛在競爭者因電信管理法相關規範不

易即時參進市場，難對既有業者形成競爭壓力；消費者 

於國內電信事業的 4G 及 5G費率趨於一致時，將無足夠

的力量與之抗衡。本案結合後，參與結合事業間競爭程 

度將明顯降低，故仍應透過附加必要負擔，進一步消弭 

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不利益，以確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五、綜上論結，本結合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 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

必要。惟為進一步確保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負

擔如決定內容。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5     日   

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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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57號 

被處分人：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22210 

址    設：雲林縣麥寮鄉中興村台塑工業園區 1號之 1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379116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 67 號 

代 表 人：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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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網站刊登「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

及「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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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處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統一

精工公司)被檢舉於網站刊登「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

標準」及「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等語(下稱

案關廣告)，企圖表彰或影射不同供油體系加油站所販售油

品未達國家標準以上、未達歐規五期等差別比較結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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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業已引起一般或相

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 

二、本會查悉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競爭對手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於 109 年 4 月 1 日在網站發布新

聞稿陳稱，其所供應之油品品質早就超越國家標準且優於

歐盟規定，故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

公司於網站刊登之案關廣告，疑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規定。 

三、國內油品市場係屬寡占市場，現有中油公司及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等 2 家供油業者，依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

管理與分析系統」網站統計資料，109 年國內加油站業者銷

售中油公司油品約 8 成，銷售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油品

約 2 成左右，為釐清本案案情，故函請中油公司提出相關

說明。 

四、調查經過： 

（一）函請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

以: 

1、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 109年 3 月 31日前係以中油公

司為供油商，即係銷售中油公司供應之「95 無鉛汽油」

及「高級柴油」(下稱案關油品)，自 109 年 4 月 1 日起

設於臺灣本島之加油站已改由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

應汽、柴油等各類油品(含案關油品)，至其所屬澎湖加

油站，囿於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無法供應，仍銷售中

油公司供應之各類油品(含案關油品)。 

2、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自 108 年 6 月起開始與被處分人

統一精工公司洽談合作事宜時，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

除向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口頭簡要說明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下稱經濟部標檢局)於 100 至 106 年修訂公告中華

民國國家標準 CNS 1471車用柴油(下稱 CNS 1471國家標

準)之「密度 15oC」規定整個過程外，並提供被處分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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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石化公司當時發布之「台塑 95+無鉛汽油高效能『穩、

省、勁、淨』升級上市」之新聞稿、被處分人台塑石化

公司煉油事業部煉製檢驗處(下稱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檢驗處)108 年 6 月 14 日「95 無鉛汽油」品質試驗報

告、超級柴油產品文宣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檢驗處

出具之 108 年 6 月 8 日車用柴油品質試驗報告等資料，

故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依上開說明及資料於 109 年 3

月下旬製作完成案關廣告，並無花費任何費用。 

3、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至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研商履

約合作細節之際，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曾展示案關廣

告予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檢視，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對於案關廣告並無表達反對意見，被處分人統一精工

公司認為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審視案關廣告後並無意

見，即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將案關廣告刊登於速邁樂網

站   。另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 109 年 3月下旬曾提

供案關廣告圖檔予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依照合約雙

方有共同宣傳之義務，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便將案關

廣告自行刊登於其網站。 

4、案關廣告宣稱「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部分: 

（1）辛烷值乃測定汽油抗爆震能力之指標，辛烷值越

高     ，油品進入引擎後燃燒越完全，抗爆震程度即

越高     ，高壓縮比的引擎需要較高辛烷值之汽油，

以耐更高的壓力與溫度。 

（2）依經濟部標檢局公布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12614 車

用無鉛汽油(下稱 CNS 12614 國家標準)第 3 點種類規

定:「本品依研究法試驗所得之辛烷值，分成 92 以上

之各種無鉛汽油，上市油品必須標示其辛烷值(研究

法)，例如 92、95、98 等車用無鉛汽油……。」其辛

烷值之檢驗法係為 CNS 12011 車用燃油震爆性試驗法

(研究法)(下稱 CNS 12011檢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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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復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30 條規定:「加油站販售

之汽油顏色，規定如下:一、92無鉛汽油為藍色。二、

95 無鉛汽油為黃色。三、98 無鉛汽油為紅色。」依上

開規定車用無鉛汽油分為 92 無鉛汽油     、95 無鉛

汽油及 98無鉛汽油等 3種規格等級，各該油品標示之

92、95 及 98即為該油品之辛烷值最小值     。  

（4）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油」與中油公司

供應之「95 無鉛汽油」，均應符合 CNS 12614國家標準

之 95無鉛汽油品質規範，惟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於 107

年間曾發生 95 無鉛汽油之銅片腐蝕性不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即品質範圍未達等級 NO.1)之事件，

中油公司並因此公布理賠處理方式，被處分人統一精

工公司加油站於上開期間因銷售中油公司之「95 無鉛

汽油」，致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商譽造成嚴重影響，

然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油」上市迄今

未有不符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情事，故被處分人統

一精工公司基於零售通路商之立場，認同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95+汽油」之品質管控，並認為被處分人

台塑石化公司「95+汽油」係唯一始終維持符合國家標

準之品牌。 

（5）復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油」為註冊商

標之產品名稱，雖係定位為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 95

無鉛汽油，市售上歸類為「95 無鉛汽油」，由於被處分

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95+汽油」之辛烷值已達到○，

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辛烷值 95，且從未發生未

符合國家標準之紀錄，相較中油公司品質管控較佳，

故於案關廣告宣稱「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

以表徵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油」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辛烷值 95。 

5、案關廣告宣稱「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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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經濟部標檢局公布現行 CNS 1471國家標準有關「密

度 15oC」之檢驗法係為 CNS 12017 原油及液體石油產

品比重測定法(比重計法)、CNS 14474 液態油品密度及

比重測定法(數位式密度計法) (下稱 CNS 14474 檢驗

法)，品質範圍值應介於「820kg/m3 至 852kg/ m3」間。 

（2）歐洲標準化委員會自 1993年起就車用柴油品質規範發

布 EN590，歷經 1996 年、2001 年、2006 年及 2009 年

逐次修正，其中「密度 15oC」規定之最大值逐次降低，

至 2009年發布之 EN590，一般稱為「歐規五期」，其「密

度 15oC」規範值為「820kg/m3 至 845kg/ m3 」間。 

（3）經濟部標檢局於 100 年間公告之 CNS 1471 國家標準之

「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原係參照歐規五期

(EN590:2009)修訂為「820kg/m3至 845kg/ m3」，但因

中油公司所供應「超級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

圍值無法符合 CNS 1471國家標準而遭受裁罰，中油公

司進而向經濟部標檢局提案放寬 CNS 1471 國家標準之

車用柴油「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規定，嗣後經濟部

標檢局化學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員會於 103 年 4 月 29

日審查決議通過，同意第 1 階段 CNS 1471 國家標準之

車用柴油「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修訂為「820kg/m3

至 860kg/ m3」，並於 106 年 7 月 1 日後 CNS 1471國家

標準之車用柴油「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修訂為

「820kg/m3 至 852kg/ m3」，亦即放寬 CNS 1471 國家

標準之車用柴油「密度 15oC」品質範圍最大值之規定，

中油公司即依此制訂車用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

圍最大值為 852kg/ m3，確實不符合歐規五期之最大值

845kg/ m3。 

（4）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提供之試驗報告，其所供應「超

級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自 100 年迄今皆

符合歐規五期之規定，且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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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之台塑石油全新配方超級柴油之文宣資料，刊有「……

是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以上車輛最高等級柴油車輛

用油」等文字，復依中油公司於其網站刊載 106 年 6

月修訂車用柴油規範資料，其「密度 15oC」品質範圍

最大值為 852kg/ m3，故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案關

廣告刊載「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等文

字。 

6、案關廣告刊登期間自 10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3 日，於

109 年 4 月 14 日接獲本會調查函後即下架，嗣後修改之

案關廣告已移除「全台唯一」之字樣，變更為「95+汽油:

超越國家標準」及「超級柴油:符合歐規五期」等語。 

（二）函請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

以: 

1、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於 109年 3 月 31日將案關廣告刊

登於其網站前，確實有審核案關廣告之內容。 

2、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及「車用柴油」獲

公正單位之認證情形說明如下: 

（1）按石油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已訂定國家標準之石油

製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始得輸入或銷售。」次按商品

檢驗法第 13條規定:「標準檢驗局得認可指定試驗室，

辦理應施檢驗商品之試驗。前項指定試驗室應具備之

資格、要件、認可之申請程序、評鑑、認可證書之有

效期間、核（換）發、撤銷、廢止及相關管理事項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復按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

認可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經認證基金會證明已符

合第4條第1項規定並給予認證之試驗室申請認可者，

得簡化其申請認可及管理程序如下：……三、免依第 9

條申請延展。……。依前項規定取得指定試驗室認可

者，其認可於第 1 項之認證維持有效期間內為有效。

取得指定試驗室認可後，另行申請認證基金會證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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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認證者，得適用第 1 項第 3 款

及第 4款簡化程序，並準用前項規定。」 

（2）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所設立之檢驗處依上開規

定     ，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認證編

號為 1498，認證項目包含「汽油辛烷值」及「柴油密

度與比重」等項，且亦獲有經濟部標檢局頒給指定實

驗室之認可證書，試驗室認可編號為SL3-JA-C-00001，

認可登錄範圍檢驗項目包含「汽油辛烷值」及「柴油

密度」等，復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檢驗處取樣各批

「95+汽油」及「超級柴油」於銷售前，皆依國家標準

之檢測方法執行檢驗，並由經濟部標檢局核發監視查

驗之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 

3、有關「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部分: 

（1）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油」乃適用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 95 無鉛汽油，依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1 月至 4 月各批「95 無鉛汽油」之國內產製商

品查驗證明暨其檢驗處之品質試驗報告，依 CNS 12011

檢驗法檢驗「辛烷值」所得之結果均達到 95 以上。 

（2）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自104年起所提供95無鉛汽油，

已超越辛烷值最小值 95之國家標準可達○，故屬超越

國家標準，該公司為表徵所提供之「95+汽油」之辛烷

值可達○，已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辛烷值 95，

故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95+及圖」及「不可小覷

的能量台塑石化 95+及圖」商標    ，並於 106年間獲

該局核准以第 01824944 號及第 01824945 號商標註冊

證登記在案，由於據悉中油公司之「95 無鉛汽油」辛

烷值無法達到可超過或接近○之情事，且實際上未曾

以辛烷值超過或接近○予以宣稱，故中油公司之「95

無鉛汽油」只屬「符合」辛烷值 95最小值之國家標準，

並非辛烷值「超越」國家標準，尤其中油公司曾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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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發生「95 無鉛汽油」之「銅片腐蝕性」未達 CNS 

12614國家標準之油品品質停售回收情事，故被處分人

統一精工公司據此作案關廣告宣稱。 

4、有關「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部分: 

（1）查歐規五期之各項標準中，除柴油油品密度未經我國

CNS 1471 國家標準所採納外，其餘我國 CNS 1471國家

標準之項目原則上已符合歐規五期之相關標準，亦即

柴油油品密度以外之其他項目，只要符合現行 CNS 1471

國家標準，原則應可符合對應項目之歐規五期標準。

換言之，我國 CNS 1471國家標準之品質項目係參照歐

規五期訂定，依照歐盟與我國柴油規範比較一覽表所

載之各規範項目，現行 CNS 1471國家標準除「密度 15oC」

項目之品質範圍值與歐規五期規範值有所差異，以及

「冷濾點(CFPP)」標準因各國地理位置、氣候條件不

同，無從逕與比較，其餘如十六烷指數、多環芳香烴

含量、硫含量等項，皆與歐規五期所規範相符。 

（2）依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批「車用柴

油」之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被處分人檢驗處之品

質試驗報告，以 CNS 14474 檢驗法檢驗「密度 15oC」

所得之結果均符合歐規五期之規範值。 

（3）由於案關廣告當時，中油公司於其網站刊載 106 年版

車用柴油規範資料，其「密度 15oC」品質範圍最大值

為 852kg/m3，不符合歐規五期，足以證明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之超級柴油乃是全臺唯一符合歐規五期之

油品。 

5、案關廣告刊登期間自 109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6 日，被

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於 109年 4月 16日刪除其網站刊登

之案關廣告。 

（三）函請中油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1、中油公司共有桃園煉油廠及大林煉油廠，生產之油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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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相關規範化驗合格後，以油輪或管線運送至供油中心

發貨，桃園煉油廠主要供應廠內之罐裝場及石門供油中

心，再以油灌車分送至北部地區加油站，包含桃園市、

新竹縣市及新北市地區；大林煉油廠主要供應南部、中

部、東部地區及離島之供油中心，供油中心再以油罐車

分送至轄區內之加油站。 

2、中油公司煉製研究所燃料檢測實驗室(下稱中油公司煉製

所實驗室)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認證實驗室   ，

認證編號為 0386，認證之項目包含「汽油辛烷值」   、

「銅片腐蝕性」及「柴油密度」等，且該公司煉油廠亦

獲有經濟部標檢局核發監視查驗檢驗登記證，以及經濟

部能源局亦委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

定期赴中油公司之煉油廠、供油中心、加油站抽檢「95

無鉛汽油」及「超級柴油」油品品質，並出具分析化驗

報告。 

3、有關「95無鉛汽油」部分: 

（1）中油公司提出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

批「95 無鉛汽油」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其煉油廠

所出具檢驗報告，以 CNS 12011 檢驗法檢驗所得「辛

烷值」之結果均高於 95，即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

之辛烷值 95；另檢驗「銅片腐蝕性」結果亦符合 CNS 

12614國家標準。 

（2）中油公司復提出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研院於 109 年 4

月抽檢國內 3家加油站之分析化驗報告，依 CNS 12011

檢驗法檢驗「辛烷值」之分析化驗結果均高於 95，亦

即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之辛烷值 95；另檢驗「銅

片腐蝕性」結果亦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 

4、有關「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部分： 

（1）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自 94年 1 月 1 日起車用柴油含

硫量管制標準油 350ppm 降為 50ppm，中油公司於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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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起供應含硫量 50ppm以下之車用柴油     ，

故中油公司之車用柴油名稱已由「高級柴油」改為「超

級柴油」，其檢測方式及品項均依經濟部標檢局 CNS 

1471國家標準辦理。 

（2）中油公司於國內供應之「超級柴油」依現行規定須符

合 CNS 1471國家標準之規範，惟未被要求「超級柴油」

須符合歐規五期規範，且查 CNS 1471國家標準規範係

參照歐規五期訂定，除柴油油品密度外，其餘品質項

目大致與歐規五期規範相同。 

（3）依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批「車用柴

油」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其煉油廠之檢驗報

告     ，依 CNS 12017檢驗法檢驗「密度 15oC」所得

之結果均符合歐規五期規範值。 

（4）復依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研院於 109 年 4 月抽檢該公

司 3 家所屬加油站之分析化驗報告，依 CNS 14474 檢

驗法檢驗所得「密度 15oC」之結果亦符合歐規五期規

範值。 

5、中油公司自 107 年間發生「95 無鉛汽油」之「銅片腐蝕

性」未達 CNS 12614 國家標準事件後，已對產製油品出

廠化驗作業建立更為完善周全之精進措施，並進行更為

嚴格把關，故中油公司自上開事件後迄今未再發生類此

情事，此可據上述工研院於 109 年 4 月抽檢之「95 無鉛

汽油」分析化驗報告可證。另中油公司於網站公布之車

用柴油規範資料係依據 CNS 1471國家標準顯示管制標準

(包含密度數值)，並非該公司「超級柴油」實際所測之

數值。 

6、綜上，中油公司於案關廣告期間所供應「95 無鉛汽油」

之辛烷值高於 CNS 12614 國家標準，且「銅片腐蝕性」

亦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案關廣告宣稱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所產製「95+汽油」為「唯一」超越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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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違事實；另中油公司於案關廣告期間所供應「超級

柴油」之「密度 15oC」亦符合歐規五期規範，顯見案關

廣告宣稱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品

質為「唯一」符合歐規五期規範之情並非事實。 

（四）函請經濟部能源局提出專業意見，略以: 

1、有關「95無鉛汽油」部分: 

（1）CNS 12614國家標準之辛烷值區分為 92、95及 98 等 3

種等級，依石油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已訂定國家標準

之石油製品(汽油)，應符合國家標準始得輸入或銷售，

因此，中油公司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予加油

站之「95 無鉛汽油」及各加油站銷售之「95 無鉛汽油」

辛烷值不得低於 95，始符合 CNS 12614國家標準規定。 

（2）經濟部標檢局及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研院抽驗加油站

銷售之汽油，其品質項目倘不符合國家標準，經濟部

能源局則依石油管理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 

（3）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30 條規定，汽油區分為

92 無鉛汽油、95 無鉛汽油及 98 無鉛汽油，至於被處

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所稱「95+汽油」係產品廣告用詞。 

2、有關「柴油」部分: 

（1）CNS 1471 國家標準於 51 年 5 月 13 日公布，最近修訂

日期分別於 96 年 6 月 23 日、100 年 3 月 16 日及 103

年 6 月 10 日，依石油管理法第 29 條規定，已訂定國

家標準之石油製品(柴油)，應符合 CNS 1471國家標準

始得輸入或銷售，故中油公司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供應予加油站之「柴油」及各加油站銷售之「柴油」

應符合 CNS 1471國家標準。 

（2）經濟部標檢局及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工研院抽驗加油站

銷售之柴油品質，其品質項目不符合 CNS 1471 國家標

準，經濟部能源局則依石油管理法第 46條第 1項規定

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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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加油

站之經營以汽油、柴油、煤油及小包裝石油產品之供

售為主，加油站得販售柴油，至於業者所稱「超級柴

油」及「高級柴油」等油品種類，係產品廣告用

詞     。 

3、依商品檢驗法第 3 條、第 6 條及第 10條訂定之「應施檢

驗石油製品之相關檢驗規定，業將「車用無鉛汽油」、「車

用柴油」列為應實施檢驗項目，未符合檢驗規定者  ，

不得出廠或輸出入。 

（五）函請經濟部標檢局提出專業意見，略以: 

1、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是公正、客觀、獨立及符合國

際規範的第三者認證單位，提供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

求之自願性申請測試實驗室認證服務。測試實驗室可依

其權責機關向該會提出對應測試範圍與測試方法之認證

申請，而該會為依據國家標準規範「ISO/IEC 17025:2017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事項」與國家標準「CNS 

17025:2018 測試與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事項」，對實

驗室申請範圍之整體運作與技術能力予以評鑑並給予證

明其符合國家規範要求。中油公司煉製所實驗室(認證編

號 0386)、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檢驗處(認證編號:1498)

及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化學分析研究室(認證編

號:0215)，皆為該基金會 ISO/IEC 17025 以及 CNS17025

認證實驗室，且該等實驗室依據上開國家標準規範運

作。 

2、有關中油公司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 無鉛

汽油」及「車用柴油」取得經濟部標檢局核發印有監視

查驗之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係該局依「石油製品檢

驗作業程序」執行應施檢驗石油製品檢驗業務，其檢驗

方式為監視查驗並實施管理系統監視查驗方式辦理檢

驗   ，由管理系統認可登錄廠場自行檢驗符合後自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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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簽發查驗證明。採行管理系統監視查驗之生產廠場條

件，係其品質管理系統已取得該局或該局認可驗證機構

之登錄證書、辦妥監視查驗檢驗登記，且備置基本檢驗

設備者，於其登錄範圍內申請管理系統監視查驗，申請

人提出申請，經該局依「管理系統認可登錄廠場監視查

驗辦法」等規定，審查符合且經登記者，始得採行管理

系統監視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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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規定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

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之虞者。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本案廣告主： 

（一）查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向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購買

案關油品，且依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提供之廣告文案

資料製作案關廣告，刊登於其經營之速邁樂網站使用，

藉此招徠消費者購買案關油品並獲取利潤，故被處分人

統一精工公司為本案廣告主。 

（二）次查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與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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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履約合作細節時，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曾提供案關

廣告予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審視，被處分人台塑石化

公司就案關廣告內容並無提出反對意見，且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亦自承案關廣告刊登於自身網站前，確實有

審閱案關廣告之內容，顯示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將案

關廣告刊載於自身網站前，尚已知悉且審核案關廣告內

容，復查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為案關油品之提供者，

與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屬利益共享之合作銷售關係，

並藉由銷售案關油品獲有利益，故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亦為本案廣告主。 

三、依據經濟部標檢局公布之「石油製品檢驗作業程序」規定   ，

「車用無鉛汽油」及「車用柴油」為應施檢驗項目，「車用

無鉛汽油」檢驗需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車用柴油」

檢驗需符合 CNS 1471國家標準，並經查驗符合規定取得查

驗證明後方可銷售。復查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

油」及「超級柴油」，以及中油公司之「95無鉛汽油」及「超

級柴油」皆獲有經濟部標檢局核發之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

明，顯見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中油公司供應之上開油

品皆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四、有關案關廣告宣稱「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依據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就「95+汽油」提出經濟部標

檢局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其檢驗處之品質試驗報告，

載明石油製品名稱皆為「95無鉛汽油」，復據經濟部能源

局表示，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僅為產品

廣告用詞，故本案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95+汽

油」與中油公司供應之「95 無鉛汽油」均屬法規上明定

之「95 無鉛汽油」。 

（二）依經濟部能源局提供之意見，現行 CNS 12614 國家標準

針對「95無鉛汽油」規範其辛烷值不得低於 95，據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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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表示，因被

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辛烷值高達或接近○，

相較中油公司之辛烷值僅符合 CNS 12614國家標準(即辛

烷值 95)，且中油公司曾發生「銅片腐蝕性」未達 CNS 

12614國家標準之事件，故據此於案關廣告宣稱被處分人

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為唯一超越國家標準。 

（三）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網站

刊登「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予人印象為被

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所供應予統一精工公司銷售之「95+

汽油」係全臺唯一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準辛烷值 95 之

汽油，查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提供 109 年 1 月至 4 月

經濟部標檢局核發之「95+汽油」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

暨其檢驗處之品質試驗報告，其「95+汽油」於案關廣告

刊登期間依 CNS 12011 檢驗法檢驗之辛烷值達 95 以上，

超越 CNS 12614國家標準之辛烷值 95。 

（四）復查中油公司提供 109 年 3 月至 4 月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之「95 無鉛汽油」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該公司煉油

廠出具之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批「95 無鉛汽油」之檢驗

報告，以及工研院於 109 年 4 月取樣中油公司所屬加油

站之分析化驗報告，該公司之「95無鉛汽油」依 CNS 12011

檢驗法檢驗辛烷值皆達到 95 以上，另上述檢驗報告亦顯

示中油公司「95 無鉛汽油」之「銅片腐蝕性」結果均達

1a 等級，故中油公司於案關廣告刊登期間所供應「95 無

鉛汽油」辛烷值達到 95以上，亦超越 CNS 12614國家標

準之辛烷值 95，且其「銅片腐蝕性」同時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 

（五）綜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及中油公司

之「95 無鉛汽油」辛烷值，均已超越 CNS 12614 國家標

準之辛烷值 95，且中油公司之「95 無鉛汽油」關於「銅

片腐蝕性」亦符合 CNS 12614 國家標準，顯見國內「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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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鉛汽油」油品市場，並非僅有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

之「95+汽油」超越國家標準，且易使一般消費者聯想誤

認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95+汽油」較中油公司之「95

無鉛汽油」具有更高之品質，是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

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網站刊登「95+汽油:全台唯

一超越國家標準」之表示，核與事實不符      ，有引

起一般大眾對該公司供應之「95+汽油」品質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品質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五、有關案關廣告宣稱「超級柴油: 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

期」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一）查現行 CNS 1471國家標準規範之品質項目係參照歐規五

期規範項目訂定，據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表示，鑑於

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之「密度 15oC」

品質範圍值自 100 年迄今皆符合歐規五期之規範值，而

中油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圍

值曾發生未符合歐規五期之規範，始於案關廣告刊載「超

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等文字，是此，本節廣

告宣稱意涵係對於國內車用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

圍值是否符合歐規五期車用柴油之「密度 15oC」規範值

進行認定。 

（二）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於網站刊登「超級柴

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所供

應予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銷售之「超級柴油」係全臺

唯一符合歐規五期規定，查歐洲標準化委員會於 2009年

就車用柴油品質規範發布 EN590(歐規五期)之「密度 15oC」

規範值為「820kg/m3 至 845kg/ m3」，次查被處分人台塑

石化公司提供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批

「超級柴油」之國內產製商品查驗證明暨其檢驗處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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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試驗報告，其「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符合歐規五期

規範值；復查中油公司提供經濟部標檢局核發 109 年 3

月至 4 月各批「超級柴油」之國內產製產品查驗證明暨

該公司煉油廠出具之檢驗報告，以及工研院出具之 109

年 4 月取樣中油公司所屬加油站「車用柴油」之分析化

驗報告，其「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皆符合歐規五期車

用柴油之「密度 15oC」規範值，故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司及中油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

範圍值，於案關廣告刊載期間均符合歐規五期車用柴油

之「密度 15oC」規範值「820kg/m3 至 845kg/ m3」。 

（三）至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辯稱

係參考中油公司於其網站刊載 106 年版車用柴油規範資

料，其「密度 15oC」品質範圍最大值為 852kg/m3，而認

中油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不符合歐規五期一情，按

事業於廣告上以具體文字對商品或服務為表示或表徵，

諸如「唯一」、「首創」、「第一」或「最大」等宣稱者，

應有客觀數據予以佐證，查中油公司網站所載 106 年版

車用柴油規範資料與案關廣告刊載當時情形時點有所差

異，且據中油公司表示該資料係為 CNS 1471國家標準管

制規範(包含密度數值)，並非該公司之「超級柴油」實

際所測之數值，按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及被處分人台

塑石化公司為廣告主，於刊登案關廣告時當克盡查證與

真實表示之義務，自應引用並查證案關廣告當時之客觀

事證，據以佐證廣告刊載內容之真實性，是被處分人統

一精工公司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尚難據此卸責。 

（四）綜上，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中油公司供應之「超級

柴油」之「密度 15oC」品質範圍值均皆符合歐規五期「密

度 15oC」規範值「820kg/m3 至 845kg/ m3」，顯見國內「車

用柴油」油品市場，並非僅有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之

「超級柴油」符合歐規五期規定，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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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司於網站刊登案關廣告宣稱

「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之表示，核與事實

不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該公司供應之「超級柴油」品

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品

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六、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精工公

司於網站刊登「95+汽油: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及「超

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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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台塑石化公司及被處分人統一

精工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違法行為期間；營業額及違法

期間之銷售金額；初次違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配合

調查態度等因素，故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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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8號 

被處分人：源泉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500982 

址    設：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 44 鄰大同路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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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3M T22 檯上型

雙溫飲水機/觸控式冷熱雙溫飲水機(簡約白)」及「時尚黑

宮黛 GD-600 櫥下觸控雙溫飲水機搭載源泉三道 5 微米 PP+

樹脂軟水+腳架+QL3-4H2 淨水設備+漏斷」等 2 項商品，分

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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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源泉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

超級商城網站(簡稱奇摩超級商城)銷售「3M T22 檯上型雙

溫飲水機/觸控式冷熱雙溫飲水機(簡約白)」及「時尚黑宮

黛 GD-600 櫥下觸控雙溫飲水機搭載源泉三道 5 微米 PP+樹

脂軟水+腳架+QL3-4H2淨水設備+漏斷」等 2項商品(下稱案

關 2 項商品)，分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

能標章認證」等文字，惟經濟部能源局 109 年 10 月 28 日

來函表示，上開 2 款商品曾獲證之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

（均為至 108 年 8 月 31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

章驗證。前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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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5 日查獲違規刊登節能標章廣告並已改善完成，

109 年 10月 20日工研院再次稽查其網站，查獲同樣之違規

事項，被處分人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 2 項商品係被處分人分別將原廠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

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廠宮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案關

2 項商品之圖片、介紹上傳至奇摩超級商城平臺銷售，並刊

登於奇摩超級商城之「源泉淨水居家生活館」。 

(二)因被處分人不清楚案關 2項商品於 108年 10月間是否曾因

工研院稽查違規刊登節能標章商品而被香港商雅虎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架，以及被處分人又再將案關 2

項商品上架等情形，故無法提供再次上架之時間。本次廣

告應是不小心遺漏未刪之疏失，嗣接獲本會 109年 11 月 17

日調查書函後，已分別將「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

節能標章認證」等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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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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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按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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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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於奇摩超級商城以自己名義開設網路商店銷售

案關 2 項商品，並於交易流程中，除為該 2 項商品之供應

者，且自承案關 2 項商品廣告為被處分人所撰寫、編輯及

上傳於奇摩超級商城，其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

潤，爰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於奇摩超級商城銷售案關 2 項商品，分別刊載「取

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等文字，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查案關 2項商品於奇摩超級商城分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

「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等文字，予人上開 2 項商品獲

有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之印象。惟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

案關 2項商品曾核准獲得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間（至 108年

8 月 31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是以，案

關 2 項商品已非獲有節能標章之商品，被處分人於奇摩超級

商城刊載「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等

文字，已與事實不符，核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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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3M T22

檯上型雙溫飲水機/觸控式冷熱雙溫飲水機(簡約白)」及

「時尚黑宮黛 GD-600 櫥下觸控雙溫飲水機搭載源泉三道 5

微米 PP+樹脂軟水+腳架+QL3-4H2 淨水設備+漏斷」等 2 項

商品，分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能標章

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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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酌被處分人係再次被經濟部能源局查獲違規廣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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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期間銷售金額；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

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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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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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59號 

被處分人：淨園水設備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258121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仁德路 66 西 1 巷 8號   

代 表 人：馮○○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淨園] 3M T22 

檯上型飲水機/冷熱雙溫飲水機--即飲純淨 雙道過濾」商

品，刊載「取得節能標章」之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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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淨園水設備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

級商城網站(簡稱奇摩超級商城)銷售「[淨園] 3M T22 檯

上型飲水機/冷熱雙溫飲水機--即飲純淨 雙道過濾」商品

(下稱案關商品)，刊載「取得節能標章」之文字，惟經濟

部能源局 109 年 10 月 28 日來函表示，該商品曾獲證之節

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至 108 年 8 月 31 日）已逾期，且未

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前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

稱工研院)於 108年 10月 15日查獲違規刊登節能標章廣告

並已改善完成，109 年 10 月 20 日工研院再次稽查其網站，

查獲同樣之違規事項，被處分人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係被處分人將原廠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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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簡稱 3M公司)所提供案關商品之圖片、介紹上傳至

奇摩超級商城銷售，並刊登於奇摩超級商城之「淨園淨水

居家生活館」。 

(二)因被處分人不清楚案關商品於 108年 10月間是否曾因工研

院稽查違規刊登節能標章商品而被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簡稱雅虎公司)下架，以及被處分人又

再將案關商品上架等情形，故無法提供再次上架之時間，

嗣接獲本會 109 年 11 月 11 日調查書函後，即將「取得節

能標章」之文字刪除。 

(三)被處分人表示經詢問 3M 公司，該公司係於 109 年 3 月 12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已不適用，惟

該郵件係被歸類到被處分人電子信箱之垃圾郵件夾中，故

被處分人對於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已逾期並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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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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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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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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於奇摩超級商城以自己名義開設網路商店銷售

案關商品，並於交易流程中，除為該商品之供應者，且自

承案關商品廣告為被處分人所撰寫、編輯及上傳於奇摩超

級商城，其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爰被處分

人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被處分人於奇摩超級商城銷售案關商品，刊載「取得節能

標章」之文字，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查案關商品於奇摩超級商城刊載「取得節能標章」之文字，

予人該商品獲有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之印象，惟據經濟

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曾核准獲得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

間（至 108 年 8月 31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

驗證。是以，案關商品已非獲有節能標章之商品，被處分

人於奇摩超級商城刊載「取得節能標章」之文字，已與事

實不符，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雖主張並未注意案關商品曾因工研院稽查違規刊

登節能標章商品而被雅虎公司下架、未注意 3M 公司郵件通

知該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已逾期云云，惟被處分人既已自

承 3M公司之通知郵件係被歸類到被處分人電子信箱之垃圾

郵件夾中，是被處分人未詳加注意顯有管理疏失。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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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者，即應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

故被處分人上開所辯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責任。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淨

園] 3M T22 檯上型飲水機/冷熱雙溫飲水機--即飲純淨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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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過濾」商品，刊載「取得節能標章」之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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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係再次

被經濟部能源局查獲違規廣告；違法期間銷售金額；初次

違反公平交易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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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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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0號 

被處分人：玖建家電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39526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11 號 4樓 

代 表 人：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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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晶工牌型號 JD-5322B 溫熱型

開飲機商品，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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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經濟部能源局於 109 年 11月函移被處分人於樂天市場網站

銷售晶工牌型號 JD-5322B溫熱型開飲機（下稱案關商品），

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惟查案關商品節能標

章證書有效期限至 107 年 11 月 26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

得節能標章驗證，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自行製作及刊登至樂天市場

網站，消費者於該網站購買後，由被處分人直接出貨給

消費者，倘有退換貨事宜，亦由被處分人處理。 

（二）被處分人於 109 年 3月至同年 11月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

案關商品，仍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係因

原廠製造商雖曾於 107年 10月以報紙刊登案關商品節能

標章失效通知，惟迄 109 年 11月始個別向經銷商告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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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標章失效，致未能即時修正廣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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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 109 年 3月至同年 11 月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案

關商品，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予人印象為

案關商品獲有節能標章認證，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溫熱

型開飲機商品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效。惟據經濟部能源

局表示，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至 107年 11 月 26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且該局委託財團

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網路購物平台稽查作業，108 年 5

月曾查獲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獲節能標章驗證之違規事項，

經通知限期改善完成，109 年 11 月 9 日再次稽查，仍查獲

同樣違規情事。是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證書已屆期失效，被

處分人仍於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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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處分人雖稱係因原廠製造商僅於報紙刊登案關商品

節能標章失效通知，嗣後始個別向經銷商告知節能標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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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致未能及時修正案關商品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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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與

真實表示之義務，所稱難謂可採。復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3

月至同年 11 月刊登案關商品廣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約 8

個月，銷售案關商品共○件，總銷售金額約 ○ 元，且被

處分人銷售商品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已非第 1 次受罰。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

「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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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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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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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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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崴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24274  

址    設：新竹市東區經國路 1段 306號  

代 表 人：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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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rlpool惠而浦】16 公

斤快烘瓦斯型滾筒乾衣機 8TWGD5620HW」商品，宣稱「節能

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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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崴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 109 年 5 月 7 日至同年 9 月 14 日於東森購物網站

銷售「【Whirlpool 惠而浦】16 公斤快烘瓦斯型滾筒乾衣機

8TWGD5620HW」商品(下稱案關商品)，於網頁廣告宣稱「節

能標章」，惟於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查詢，並

無查得案關商品獲有「節能標章」認證，故涉有廣告不實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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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被處分人

東森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東森

購物網站為被處分人東森公司經營之網路平台，案關商品

係由被處分人錡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被處分人錡崴公司)

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雙方並簽署商品寄售契約書。案關

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錡崴公司自行製作並上傳於東森購

物網站，被處分人東森公司並未對案關商品廣告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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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廣告期間為 109 年 5 月 7日至 109 年 9

月 14 日，共銷售 3 台。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錡崴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

明，略以：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錡崴公司自行製作並

上傳刊載於東森購物網站，案關商品並無獲有「節能標章」，

係因被處分人錡崴公司於東森購物網站編輯案關商品資料

時，一時不察於「節能標章」欄位予以勾選，致廣告之規

格頁面載有前揭宣稱。 

(三)函請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專業意見，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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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並無「節能標章」

之申請獲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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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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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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東森購物網站係被處分人東森公司所經營，就整體商品交

易流程觀之，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東森購物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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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及退換貨等交易流程，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

象為案關網站之經營者，被處分人東森公司以出賣人地位

銷售案關商品而直接獲取利益，核為本案廣告主。 

(二)另被處分人錡崴公司於交易流程中，除為該等購物網站案

關商品之供應者，且自承於東森購物網站刊載案關商品廣

告，其將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與東森公司

屬利益共享之合作銷售關係，是被處分人錡崴公司亦為本

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取得「節能標

章」認證產品，代表該產品之能源效率約為市場前 2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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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之高能源效率產品，查被處分人東森公司及被處分人

錡崴公司自 109年 5月 7 日至同年 9月 14日於東森購物網

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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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之相仿規格乾衣機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效，惟據經濟

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並無「節能標章」之申請獲證紀

錄，且據被處分人錡崴公司自承案係因行政人員於東森購

物網站編輯案關商品資料時，誤於「節能標章」欄位勾選

所致，案關商品並無獲有「節能標章」認證，故案關商品

廣告宣稱「節能標章」與事實不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又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5 月至同年 9 月

刊載案關商品廣告持續約 4 個月，銷售案關商品 3 台，銷

售金額約 9 萬元，及被處分人錡崴公司係初次違反公平交

易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東森公司及被處分人錡崴公司於東森

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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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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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2號 

被處分人：臺北市私立及第文理短期補習班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 26 號 3 樓 

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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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使用競爭對手事業之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並在

關鍵字廣告標題將「立功」與「三元」併列呈現「立功─

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為榨取

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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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係經營升學、證照及公職類等考試之補習教育服務，

並自 93年即為「立功」商標之商標權人。檢舉人於 109年

12 月在 Google搜尋引擎網站輸入「立功」之關鍵字，其搜

尋結果頁面最上方列出「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

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等關鍵字廣告，點選該等廣告即

連 結 至 「 三 元 及 第 文 教 機 構 」 之 網 站 ( 網

址:https://www.3dollars.com.tw/)。檢舉人由系爭關鍵

字廣告併列之事業名稱為「三元補習班」、系爭關鍵字廣告

連結之「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網域名稱註冊者地址與

臺北市私立三元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三元補習班)營業地

址相同，推論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廣告主應為三元補習

班，故檢舉三元補習班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

榨取他事業努力之成果，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惟據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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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系爭關鍵字廣告實際上係由被處分人購買刊登，並

非由三元補習班購買刊登。至於檢舉人所稱網站之網域名

稱註冊者地址，係與被處分人之營業地址相同，與三元補

習班之營業地址並不相同。因系爭關鍵字廣告係由被處分

人單獨購買刊登，三元補習班並未參與廣告刊登決策，亦

未與被處分人分攤廣告費用，故本案行為主體應為被處分

人。 

二、案經檢舉人補充檢舉事由，略以： 

(一)檢舉人於嘉義、高雄及屏東等地設有實體教室。檢舉人與

被處分人、三元補習班課程類別重疊部分為醫護執照(主要

是護理師執照)。被處分人與三元補習班提供醫護執照課程

雖早於檢舉人，惟近年來檢舉人該類課程上課人數逐年增

加，被處分人及三元補習班為因應前述情形將其課程費用

往下調整，顯示檢舉人與被處分人、三元補習班在醫護執

照補習教育市場之競爭激烈。 

(二)檢舉人最早於 109 年 12 月 2 日發現在 Google 搜尋引擎輸

入「立功」關鍵字，置頂之搜尋結果顯示「立功─首選三

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等廣告。檢舉

人原本因為上述網路行銷投資增加曝光度，其 YouTube 官

方頻道有近 4,000名訂閱者，影片瀏覽次數最高達 4萬次，

所營網站訪客瀏覽次數多能維持每月 1,800 次。然而在被

處分人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後，109 年 12 月所營網站訪客

瀏覽次數下跌至 1,416次。 

三、案經被處分人陳述意見，略以： 

(一)被處分人所營業務包含學士後中西醫、衛生護理、研究所

公職、醫事檢驗師執照及驗光師執照等考試之補習教育服

務。被處分人多年前因業務需求自三元補習班分出，其分

工為三元補習班負責課程，被處分人負責行銷(包含刊登關

鍵字廣告)。被處分人雖負責經營並共同行銷被處分人、三

元補習班及嘉義、高雄、屏東等其他縣市共 18家補習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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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之網站，惟被處分人與前述 17 家補習班(名稱多為

「三元」或「三元及第」，統稱「三元」補習班)各自獨立

營運。「三元」補習班並未參與前述網站包含文案設計及網

路行銷等活動、無須為前述網站之維護付費予被處分人，

亦未因使用「三元及第」商標給付權利金或分配營業收入

予被處分人。 

(二)被處分人向聖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聖洋公司)購買並

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 

1、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立功」。 

2、連結之網址：https://www.3dollars.com.tw/。 

3、廣告刊登期間：109 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 

(三)被處分人為提供消費者同類科補習教育之資訊，爰依學生

之建議通知聖洋公司將檢舉人之事業名稱置於廣告群組內

之關鍵字字庫。被處分人在接獲本會書函(發文日期為 110

年 4 月 1 日)後隨即通知聖洋公司刪除廣告群組內「立功」

關鍵字。 

(四)被處分人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期間並未至 Google搜尋引擎

監視廣告呈現情形。聖洋公司並未告知被處分人系爭關鍵

字廣告「插入式」之呈現情形，亦未通知被處分人更動關

鍵字廣告之呈現方式。被處分人並未接獲消費者反映

Google 搜尋引擎呈現之關鍵字廣告載有「立功」之情形。 

(五)被處分人為提供消費者同類科補習教育之資訊，誤將檢舉

人之事業名稱列為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然而檢舉人

與被處分人實際開課地點分屬南北，並無影響交易秩序之

實。 

理   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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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條規定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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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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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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顯失

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

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亦屬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另本

會為使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範內容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

類型化，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

件之處理原則」，該處理原則第 7點第 2項第 2款第 1 目揭

載「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

稱為自身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

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

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

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類型。又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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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

鍰……」。 

二、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站已成為事業

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無論是透過網站將產品或服務

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透過網站接受消費者訂購商品或服

務，抑或如同本案所涉及醫護執照補習教育直接透過網站

將課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網站之曝光率或到訪率，即代

表該事業與潛在客戶接觸乃至達成交易的機會。當網路使

用者欲尋找特定事業或商品之資訊時，除非已熟知該事業

之網域名稱或網址，否則必須藉助搜尋引擎輸入與所欲查

詢資訊相關之關鍵字，方能於漫無邊際之網際空間中過濾

出所需資訊，從而，搜尋引擎扮演帶領網路使用者通往事

業網站間之渠道，也因此衍生商業化之付費搜尋服務，亦

即關鍵字廣告。事業為增加其網站之到訪人數，而購買他

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

加自身網站被造訪之機會，固然可能稀釋他事業表徵所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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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經濟利益；然而，搜尋引擎之功能，原本就是為了提供

網路使用者與鍵入關鍵字「相關」(而非「相同」)之搜尋

結果而設計，當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輸入特定表徵作為

搜尋之關鍵字，其心裡所欲搜尋之目標，未必僅限於該表

徵所代表之事業，還可能包含與該表徵有類似特徵之所有

資訊。越豐富多元且具相關性之搜尋結果，越有利於網路

使用者取得更充分資訊，作為點選連結、瀏覽網站，或作

成交易決定之憑藉，而有助於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故

在審酌事業使用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

關鍵字廣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時，除考量行

為對他人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之侵害，同時還需考量是否

帶給網路使用者更充分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等之社

會利益。依照本會過去對於類似案例之見解，廣告主單純

購買他事業名稱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使用，尚未構成攀

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惟若廣告主所購買之關

鍵字廣告，其呈現之整體內容，有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兩

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或廣告主於廣告

內容使用爭議性之敘述文字，如：貶抑競爭對手、不當比

較、或對於競爭對手產品或服務之描述與現狀不符等情形，

因該類型關鍵字廣告，不只侵害他事業表徵所蘊含之經濟

利益，也無助消費者獲得更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本，

倘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三、檢舉人自 106 年起於 Google搜尋引擎投放關鍵字廣告，且

檢舉人申請「立功」商標並於 93 年 8 月 16 日註冊公告，

其專用期限至 113 年 8 月 15日，顯示檢舉人於系爭關鍵字

廣告刊登期間內(109年 10月 1日至 110年 3月 31日)保有

「立功」名稱之專屬權利，故檢舉人事業名稱「立功」，應

合致「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

利益」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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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四、被處分人因業務需求自三元補習班分出，其分工為三元補

習班負責課程，被處分人負責行銷。由於系爭關鍵字廣告

係由被處分人單獨購買刊登，並由被處分人選擇將「立功」

置於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系爭關鍵字廣告所連結之

「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係由被處分人單獨經營維護，

故應認被處分人為本案行為主體。 

五、經查被處分人於 109年 10月 1日至 110 年 3月 31 日期間，

於 Google搜尋引擎購買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被處分人於

系爭關鍵字廣告中，使用競爭對手檢舉人之事業名稱，作

為搜尋引擎匹配消費者鍵入文字與搜尋結果之關鍵字，當

消費者在 Google搜尋引擎鍵入「立功」之字串時，搜尋結

果即會帶出標題「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

首選三元補習班」之關鍵字廣告。點擊系爭關鍵字廣告，

即連結至由及第補習班經營維護之「三元及第文教機構」

網站，該網站首頁左上方標示「三元及第文教機構」，點選

上方「全國據點」即顯示包含「台北」在內共 18 個連結，

點選「台北」連結即顯示「3DOLLARS 三元及第【台北區】」

之網頁，其地址為及第補習班之登記地址。其他「全國據

點」連結則為其他「三元」補習班包含地理位置在內相關

資訊之網頁，顯示系爭關鍵字廣告連結網站之功能係共同

行銷及第補習班及其他「三元」補習班之課程內容。 

六、被處分人購買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呈現「立功─首選三

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等內容，易使

網路使用者產生檢舉人與被處分人經營維護之「三元及第

文教機構」網站所列載之補習班係屬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

之錯誤印象。倘消費者因混淆或在不知情之情況下，點擊

關鍵字廣告，即會被攔截並導向被處分人負責經營維護之

「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進而減少檢舉人接觸潛在客

戶之機會，並減損「立功」之事業名稱背後所蘊含之經濟

利益。是以，被處分人使用競爭對手檢舉人之事業名稱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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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關鍵字，並於關鍵字廣告標題將「立功」與「三元」併

列呈現「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

補習班」，係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使人誤認兩

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

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 

七、另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5 點揭載，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

量是否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

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本案所涉行為類型為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手段，已構成對市場效能競爭之壓抑或

妨礙，其不公平競爭性格明顯，若不加以匡正，將造成他

事業之仿效或跟進，恣意將他事業表徵應用於自身之關鍵

字廣告內容，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

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不僅違背商業競爭倫理，且嚴重威脅

以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作為核心之市場競爭秩序。另據

被處分人所提供之資料顯示，該補習班 109年 10月 1 日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期間購買之系爭關鍵字廣告被點擊總次數

共 231 次，足見確有原本欲搜尋檢舉人之消費者被導向被

處分人負責經營之網站，故被處分人於 Google搜尋引擎購

買系爭關鍵字廣告，顯已影響醫護執照補習教育市場之交

易秩序。 

八、至於被處分人指稱購買系爭補習班之目的係為提供消費者

同類科補習教育之資訊，且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實際開課地

點分屬南北，並無影響交易秩序之實，惟被處分人自承係

依學生之建議將檢舉人之事業名稱列為廣告群組內之關鍵

字字庫，其欲利用「立功」關鍵字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機

會之意圖顯而易見，且居住於南部縣市、原本欲搜尋「立

功」相關資訊之網路使用者，亦可能因系爭關鍵字廣告而

連結至「三元及第文教機構」網站，進而向該網站上所列

載之嘉義、高雄、屏東等其他縣市據點報名，故無法僅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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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與檢舉人實際開課地點分屬南北，即認不影響交

易秩序。 

九、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使用檢舉人事業名稱「立功」作為關

鍵字廣告，並在系爭廣告標題將「立功」與「三元」併列

呈現「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

習班」，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構成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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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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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3號 

被處分人：美商寶麗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742269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141 號 10 樓之 4   

代 表 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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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傳銷商之參加契約未包括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所定傳銷商得解除契約之猶豫期與

法律規定不符且較不利於傳銷商、未完整包括傳銷商解除

契約及終止契約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14條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87 年 10 月 15 日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

主要銷售商品為食品、美容保養品及清潔用品。   

二、本會於 110年 3 月 18日派員檢查被處分人傳銷業務，查悉

被處分人自 103年 1月 31日多層次傳銷管理法開始施行迄

本會檢查傳銷業務當日為止，所使用之參加契約內容僅載

列業已廢止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並無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相關法令；所載列傳銷商得解除契約之猶豫期僅 14 日；

未載列傳銷商持有商品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

不得要求退貨，亦未載列傳銷商品由第三人提供者，多層

次傳銷事業仍應負擔之退出退貨義務等，與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相關規定不符，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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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被處分人交付傳銷商之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款及第 3 款規定： 

（一）被處分人使用之事業手冊「台灣政策與程序」內容僅載

列業已廢止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未載列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及同法施行細則，其交付傳銷商之參加契約未包

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條第 1項第 3款所定應告知事

項，違反同法第 14 條第 1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使用之契約書「經銷商（或聯營商）申請及協

議書」第 6 點「若本人欲於本協定生效後十四(14)日內

解除本協議書」，所載傳銷商得解除契約之猶豫期僅 14

日，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規定猶豫期間係自訂約

日起算 30日不符，且較不利於傳銷商辦理退出退貨之權

利；被處分人使用之參加契約復未載列傳銷商持有商品

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亦未

載列傳銷商品由第三人提供者，多層次傳銷事業仍應負

擔之退出退貨義務。案關參加契約未完整包括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所定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

契約相關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同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 

二、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交付傳銷商之參加

契約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所定傳銷商得解除契約

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較不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

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第 1款及第 3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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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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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一、本會 110 年 3 月 18 日檢查被處分人傳銷業務資料。  

二、被處分人 110 年 6 月 27 日陳述意見書及 110 年 8 月 12 日

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0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前，應告知下列事項，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一、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額。二、傳

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四、

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

而生之權利義務。五、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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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第 14 條：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所定事項。二、傳銷商違約事由及

處理方式。三、第 20 條至第 22 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更有

利於傳銷商之約定。四、解除或終止契約係因傳銷商違反營

運規章或計畫、有第 15條第 1項特定違約事由或其他可歸責

於傳銷商之事由者，傳銷商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五、契約

如訂有參加期限者，其續約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第 20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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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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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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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第 2 項：傳銷商品係由第三人提供者，傳銷商依前 2

條規定行使解除權或終止權時，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依前 2 條

規定辦理退貨及買回，並負擔傳銷商因該交易契約解除或終

止所生之損害賠償或違約金。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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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

繕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會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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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64號 

被處分人：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833655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98 號 3樓至 8 樓 

代 表 人：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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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空氣清淨機 FA-T10AB」商品，刊

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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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經濟部能源局 109年 11月 2日函移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3M

空氣清淨機 FA-T10AB」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獲

得經濟部節能標章」文字，惟查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證書有

效期限至 108 年 11 月 6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

驗證，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自 102年 11 月 7日起生效，並分別於

104年及 106年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

審查通過而續約，最後有效期限為 108 年 11 月 6日，因

該商品經被處分人列為逐步停產商品，是未再繼續申請

節能標章。而案關商品廣告係被處分人於節能標章有效

期限內所製作、審閱，並刊載於被處分人網站。 因一時

未察未於節能標章有效期限屆至(即 108年 11月 6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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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文字，經工研院通知後已

於 109 年 3月 4日完成修正。 

（二）被處分人於收到本會調查函後即於 109 年 11 月 12 日修

正案關商品廣告，並查找其於 109 年 10 月 7日至 109 年

11 月 12日期間再次刊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文字之

發生原因，得知係因 109 年 10月 7 日系統自動更新時發

生錯誤，而存取舊有具節能標章用語廣告，非人為蓄意

或疏失所致，因案關商品為退場商品，係透過下游經銷

商及零售商之管道向消費者進行銷售，被處分人並無藉

此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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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10 月 7日至 109 年 11月 12 日在網站

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刊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文字，

予人印象該商品獲有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驗證，較其他

未獲節能標章之空氣清淨機商品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效。

惟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

限至 108年 11月 6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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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 109 年 2 月曾查獲案關商品廣告宣稱獲節能標章之違

規事項，經通知被處分人限期改善並確認改善完成，於 109

年 10 月再次稽查仍查獲相同違規事項。是案關商品節能標

章證書已屆期失效，被處分人仍於廣告刊載「獲得經濟部

節能標章」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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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處分人雖稱案關商品為退場商品，於廣告刊載「獲

得經濟部節能標章」文字，係因系統自動更新時發生錯誤

而非人為蓄意或疏失所致，並無藉此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

動機。惟事業依商品取得節能標章之實際狀況，調整修正

商品廣告之內容，客觀上並非不能，且事業為銷售商品所

為廣告本應善盡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務，所稱難謂可採。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3M空氣清淨機 FA-T10AB」

商品，廣告刊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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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

為期間；違法行為期間銷售額；事業營業額；初次違法且

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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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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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5號 

被處分人：葉○○即統管瓦斯工程行 

統一編號：○○○    31691084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 37 號 2 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

天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

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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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據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及臺北市政府函轉民眾反映略以，

業者利用蓋有被處分人印章之「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

推銷瓦斯安全器材，請本會調查釐清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經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莊稽徵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新北市三重戶政事務所查詢，取

得被處分人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資料、勞工保險資料、

商業登記及戶籍資料。被處分人為獨資商號，設立於 101

年 7 月 10日，自 108年後無營業稅申報資料，且未參加勞

工保險。 

(二)依被處分人之商業登記所在地址於 110 年 5 月 7 日以雙掛

號郵寄公製字第 1101360335號書函，請被處分人提出陳述

書及相關事證到會說明，已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未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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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定期日到會說明及提出資料。嗣經本會依被處分人瓦斯服

務通知單所列服務專線去電，詢問被處分人未到會說明之

原因及其營業現況，接電話者陳君表示其受被處分人委託

接聽電話，被處分人知道本會有請其到會說明或回復資料，

但因已被國稅局等機關調查，故不願到會或與本會承辦人

聯絡。 

(三)電訪檢舉民眾略以：被處分人張貼類同當地公用天然氣事

業「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名稱之通知單，相關人

員在約定時間穿著制服到達，民眾以為是大台北區瓦斯股

份有限公司服務人員而讓來人進入家中，該員進行安全檢

查後告知需進行更換設備並現金收費 2,900元。 

(四)被處分人散發之服務通知單內容如下： 

      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              服務員編號：02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頻傳，

現為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 月 日 11：00～18：30趨府實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

務安檢工作希望屆時賜予合作。雨天順延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本公司另約

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片及編號」。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 

貴用戶 

※本公司為提昇安全品質、已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斯壚前、熱

水器下方開關)瓦斯橡皮管脫落或著火、燒毀自即自動切斷瓦斯

(超流量自動遮斷器)含超安全鐵製軟管，現場一律收現，敬請

見諒。 

貴用戶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來電向本行申

請換裝以保安全。 

安檢服務專線：22775950 

[通知單空白處蓋有不易辨識之「統管瓦斯工程行」篆體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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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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依行政程序法第 39條規定

踐行請其陳述意見之程序，被處分人未到會。然本案已獲

有民眾提供之通知單照片，以及對被處分人銷售過程之具

體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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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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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違反

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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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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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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藉瓦斯安全服務

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工作制服等，冒充或攀附有信賴力

之他事業、團體或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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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點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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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民眾普遍對公用

天然氣事業具有較高之專業信任，基此，倘瓦斯安全器材

業者在銷售其產品時，利用民眾對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信賴

感，攀附使用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類似之公司名稱，廣

為發送內容足以使消費者誤認其為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進

行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服務通知單，或銷售人員穿著工作

制服或配載識別證至民眾住處，卻未表明其目的實係推銷

瓦斯安全器材，使民眾允其入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更進

而表示現有設備不安全，而推銷產品，就其整體行銷過程，

有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交易，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利，

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五、本案被處分人整體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業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一)被處分人藉瓦斯安全服務通知單攀附有信賴力之當地公用

天然氣事業，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符合

「欺罔行為」要件： 

1、經查被處分人以銷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與供應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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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用天然氣事業(即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分屬

不同業務種類之事業。然查被處分人所印製之服務通知

單，抬頭載明「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該等抬頭文字

以粗黑放大字體呈現，至被處分人之真實名稱「統管瓦

斯工程行」卻以不易辨識之篆體印章蓋在通知單空白處，

在視覺作用上已易使民眾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產生聯

想。 

2、被處分人銷售人員復穿著制服前往民眾住處，於未表明

其實屬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情況下，使民眾誤認其為公

用天然氣事業員工，而允其入內檢查。依天然氣事業法

第 48條第 1項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定期檢查家庭、

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管線，並記載其結果……。」同條

第 3 項本文規定：「非公用天然氣事業不得從事第 1 項之

檢查。」可知實施天然氣管線安全檢查係屬公用天然氣

事業權責，惟被處分人卻於上開區域實施瓦斯安全檢查，

藉以銷售其瓦斯安全器材。上述被處分人行為均有民眾

提供之通知單及證詞可稽。 

3、綜上，被處分人先於服務通知單上以放大字體印製「大

台北瓦斯服務通知」之標題，復於服務通知單上載明「派

員趨府實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安檢工作」、「安檢

服務專線」等實施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文字，實則被處

分人並無實施瓦斯管線安全檢查之權責，又被處分人員

工著制服到民眾住處，使民眾誤認係當地公用天然氣事

業服務人員而開門讓其入內檢查瓦斯，被處分人檢查後

表示需進行更換設備並收取費用，是合併觀察其整體印

象及效果，被處分人之銷售行為，顯有攀附當地公用天

然氣事業，以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

之欺罔行為。 

(二)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符合「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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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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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檢視被處分人散發之服務通知單照片，可知被處分

人製發之通知單內容已易使人與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產

生聯想而有混淆之虞，且其後確有民眾檢舉並具體敍述：

「以為是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服務人員，讓他進

入家中，進行瓦斯安全檢查」。由於被處分人製發通知單

藉以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潛

在消費者)，應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藉瓦斯

服務通知單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事業，以

達到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目的，核其整體行銷方式實屬

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且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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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

場地位；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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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6號                                                                                                  

被處分人：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26705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319號 5樓 

代 表 人：方○○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限制餐廳於被處分人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價格必

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

訂單，為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

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因近年來國內外送平臺蓬勃發展，本會為瞭解外送平臺業

者是否涉及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

為，而有損害餐廳及消費者利益之情形，爰依職權針對國

內多家外送平臺之商業經營行為展開調查。被處分人係經

營 foodpanda 外送平臺(下稱 foodpanda 平臺)，經由媒合

餐廳、消費者與外送員，提供餐飲商品之訂購、外送服務，

並以向餐廳收取抽成佣金及向消費者收取外送服務費作為

商業模式。本會於 108 年 10 月間對被處分人之合作餐廳進

行第 1 次問卷調查，後續並接獲有餐廳反映被處分人未經

餐廳同意即開通「顧客自取」功能，並強迫餐廳接受「顧

客自取」訂單問題，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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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價格限制部分：部分受訪餐廳表示被處分人限制餐廳

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

致，使餐廳無法針對不同平臺差別定價、無法針對特

定平臺之消費者降價促銷、無法針對不透過平臺訂餐

之消費者訂定不同價格、無法將平臺手續費反映在菜

單價格等影響。 

(二) 要求餐廳接受「顧客自取」訂單：被處分人未經餐廳

方面同意即預設開啟「顧客自取」功能，餐廳無法自

行單獨關閉「顧客自取」功能，強迫餐廳接受「顧客

自取」之訂單。 

二、 針對本會第 1次問卷調查及所接獲相關申訴案件所提及之

各項限制競爭疑慮，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意

旨略以： 

(一) 市場界定：被處分人認為本案相關市場應界定為「在

家用餐市場(eat at home)」或「遠端訂購市場」，不

適合將市場界定為餐飲外送平臺。理由係消費者可以

透過多種管道從餐廳訂購外賣餐點在家享用，而提供

外賣服務之餐廳通常會使用多種管道銷售，因此應將

各種提供在家用餐之方式或遠端訂購均納入市場範

圍。 

(二) 價格限制部分： 

１、 「2020.01 版 foodpanda 外送合作契約書」第肆條第

一項第 5 款規定：「如合作夥伴欲修改菜單內容或變

更餐點定價，應於相關資訊正式生效 7個工作天(含)

前通知 foodpanda。foodpanda 每年提供免費修改菜

單內容次數 2 次。如合作夥伴修改次數超過前述免

費額度，則合作夥伴應支付修訂費用每次新臺幣 500

元整，惟刪除菜單項目不在此限。如合作夥伴欲修

正地址或接單時間等不屬菜單內容之資訊，不須繳

交修訂費用。」被處分人表示餐廳端的系統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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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並未規劃餐廳可自行修改菜單價格，菜單價

格均須由被處分人以人工方式進行修改，被處分人

之人力難以負荷，故要求酌收處理費。被處分人自

108 年 10 月起，已規劃餐廳可於系統提交修改菜單

價格之需求，被處分人收到餐廳需求表單後，會審

查餐廳菜單價格是否上傳違法、色情圖片或販售菸

酒等法規禁售商品。另因餐廳已經可於系統提出修

改菜單價格之需求，故該條已無約定之必要，計畫

於 110年第 1季將予以刪除。 

２、 被處分人提供「2020.01 版 foodpanda 外送合作契約

書」第肆條第一項第 3款規定：「合作夥伴應保證於

foodpanda 平台上所刊登之餐點之定價均與自行販

售價格相同，不得有溢價情形發生，電話、網站、

行動裝置 App 及其他由合作夥伴管理之通路價格亦

同……」第肆條第四項第 1款規定：「如合作夥伴未

確實履行本契約任一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事，

foodpanda 有權對合作夥伴罰款、停權或終止本契

約……：c.合作夥伴於 foodpanda 平台上刊登之餐點

價格高於自行販售價格。」被處分人表示因店家在

合作期間承諾平臺上刊登之餐點售價與實體店內販

售相同，被處分人會給予「店內價」之標示，且截

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止，被處分人僅透過消費者申

訴得知餐廳有違反前開約定之情形，尚無其他稽查

機制，亦未曾追究餐廳責任。 

(三) 要求餐廳接受「顧客自取」訂單： 

１、 被處分人與合作餐廳簽訂之「foodpanda 外送合作契

約書」第柒條：「消費者選擇自行至合作夥伴餐廳取

餐時，合作夥伴應特別遵守下列規範：一、消費者

自行取餐時，合作夥伴應於雙方議定時間內履行出

餐承諾提供消費者取餐……二、如合作夥伴因故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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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法提供部份餐點品項，應自行於接單系統內設

定暫時關閉品項。如該餐點品項已永久停售，合作

夥伴應以書面方式通知 foodpanda 將該品項下架。

三、自取訂單違反下列規範時，應依本契約第肆條

第四項第 2 款之規定辦理：1.合作夥伴拒絕自取訂

單比例達該月合作夥伴自取訂單總數一定比例。2.

合作夥伴未於議定出餐時限內出餐比例達該月合作

夥伴自取訂單總數一定比例……」（即自取條款）。 

２、 自取條款係於 108 年 8 月增訂於「foodpanda 外送合

作契約書」，foodpanda 平臺系統亦同時新增「顧客

自取」功能，且預設為開啟狀態，餐廳無法自行關

閉。 

３、 foodpanda 平臺所有功能服務開通前，皆有透過電子

郵件通知餐廳並說明。「顧客自取」為 foodpanda平

臺系統更新優化後之新增功能，能為餐廳帶來更多

的訂單與營業額，與外送訂單的差別只在於外送員

取餐或消費者自行取餐，餐廳在所有備餐流程皆與

外送訂單無異，並不會造成餐廳額外出餐困擾。 

三、 由於近期受疫情衝擊，餐廳停止提供內用服務，外送平臺

成為餐廳除顧客外帶之外，最主要的銷售管道。為瞭解被

處分人對於合作餐廳之經營限制，及對外送平臺市場競爭

之影響，本會於 110 年 5 月至 6 月間針對被處分人之合作

餐廳再次實施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一) 價格限制部分：多數餐廳表示被處分人規定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須與店內實際價格相同，且

有餐廳補充表示「當初簽約時，業務強調主約中有保

障店家權利，可自行訂價……，但現行狀況是熊貓表

示依據附約不得由店家自行訂價」；「如要調漲，

foodpanda 強制必須配合平臺折扣優惠，而優惠金額店

家自行吸收」；「不行自由更改菜單價格，須要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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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一定會核准」。其他餐廳雖未表示被處分人限制餐

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須與店內實際價格相

同，惟補充說明：「須要經過繁瑣之流程」；「可更改，

但幾乎不會通過審核」；「提高須強制參與活動」；「名

義上可自行調整，但過程以各種方式進行審查駁回」。

多數餐廳表示須參加被處分人之行銷活動，始得取消

foodpanda 平臺之「店內價」標示，且有餐廳表示「要

取消店內價除配合活動外，實際亦會各種名義駁回申

請資格」。另有多家餐廳表示曾因在 foodpanda平臺刊

登之價格高於店內實際價格，遭到被處分人警告或罰

款。 

(二) 要求餐廳接受「顧客自取」訂單：多數餐廳表示無法

自行關閉「顧客自取」功能，有餐廳補充表示「無溝

通管道，還須有門路才有可能關閉」；「會用罐頭訊息

和一些申請程序上的刁難」。有餐廳具體指出，被處分

人以向餐廳收取抽成作為對消費者的促銷活動(例如

自取 79 折)，導致餐廳原本顧客改採 foodpanda 平臺

訂餐，形同餐廳被迫與自己競爭。 

四、 針對本會第 2 次問卷調查結果及本會所接獲餐廳申訴內容，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意旨略以： 

(一) 價格限制部分： 

１、 被處分人與餐廳合作所採行的合作模式，是由餐廳

自行選擇是否在外送平臺廣告上標示「店內價」，以

利消費者知悉外送餐飲的售價是否與在餐廳現場消

費之交易價格相同，從而提供標示「店內價」之餐

廳相關的網頁行銷優化措施。被處分人並未於任何

契約文件中載明「禁止加價條款」，或有任何限制價

格行為。 

２、 被處分人為敦促及鼓勵餐廳遵循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被處分人與餐廳合作前，均會告知餐廳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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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臺上販售之餐點與店內販售價格一致時，被處

分人將依照餐廳選擇給予「店內價」之標籤。 

３、 被處分人與餐廳簽署之外送合作契約書第伍條第一

項第 3 款約定：「餐廳應保證於 foodpanda 平臺上

所刊登之餐點廣告及資訊(包含但不限於圖片、價格)

絕無不實之情形，如因廣告不實或資訊錯誤以致侵

害消費者之權益，餐廳應全權負擔該不實或錯誤對 

foodpanda 及消費者所造成之損害，並承擔遭消費

者求償之責任……」。餐廳在取得「店內價」標籤時，

即負有向消費者提供與店內販售價格相同餐點義務，

故餐廳標示店內價，實際上卻販售高於店內價格商

品時，即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外送合作契約書，且

消費者若發現餐廳實際販售金額與店內價不一致後，

通常亦會連帶指摘外送平臺業者即被處分人，進而

造成被處分人商譽嚴重受損。因此，為踐行消費者

保護法相關法令維護消費者權益之義務，被處分人

接獲函文後即會聯繫餐廳確認事實，若認餐廳標示

確有不實，會移除該餐廳於平臺之「店內價」標籤，

以避免持續發生消費爭議。 

４、 若餐廳原先選擇以店內價於平臺販售外送餐飲商品，

則被處分人將於平臺上就該餐廳廣告標示「店內價」

標籤，將於餐廳提出菜單修改時，一併確認其是否

更改價格，以利即時檢視及確認是否應維持或移除

該餐廳於平臺上之「店內價」標籤，並非對於餐廳

商品價格進行任何限制。 

５、 餐廳違反平臺廣告之「店內價」標示導致消費爭議

經檢舉者，被處分人將依約取消其「店內價」標示，

並要求違約餐廳返還 foodpanda 平臺僅提供予標示

「店內價」餐廳免費刊登售價約 3,000 元之專屬曝

光版位，是該金額乃不當得利之依約返還，並非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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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約罰款。 

(二) 要求餐廳接受「顧客自取」訂單： 

１、 「顧客自取」為 foodpanda 平臺系統優化後之新增

功能，藉由增加消費者選擇取餐之方式，除為餐廳

帶來更多的訂單與營業額外，並增加消費者更多元

之消費模式，有利於提高消費者滿意度與效益。 

２、 「顧客自取」與外送訂單的差別，只在於外送員取

餐或消費者自行取餐，對於餐廳之備餐流程皆與外

送訂單無異，並不會造成額外出餐困擾。再者，對

餐廳而言，原本習慣至該餐廳內用、外帶之消費者

應不會特別使用 foodpanda 平臺服務後再行外帶。 

３、 「顧客自取」功能雖被預設為開啟，惟餐廳得透過

並調整提供服務時間、時段，如將「顧客自取」開

放時間調整至凌晨時段，達到實際上關閉顧客自取

功能之效果。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款規定「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

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

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20 條第 5 款所稱限制，指搭售、獨家交

易、地域、顧客或使用之限制及其他限制事業活動之情形。」

施行細則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限制是否不正當而有限制

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

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履行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

等加以判斷。」另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

關對於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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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產業背景： 

(一) 餐飲外送平臺的蓬勃發展，歸功於網路科技及行動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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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普及化，經由線上平臺串連餐廳、消費者及(或)

外送員，使消費者能夠透過行動裝置 App或瀏覽網站，

在短時間內搜尋數以萬計的餐廳、瀏覽菜單及價格、

檢視其他消費者對餐廳的評價、執行訂餐等動作，節

省搜尋成本及往返餐廳的時間成本。對餐廳而言，加

入外送平臺可以解決送餐人力缺口，並擴張市場範圍

或開發新顧客。對外送員而言，透過平臺與外送勞務

需求方進行媒合，使得兼職的外送員得以更有效率的

利用零碎的工時賺取報酬。由於外送平臺模式為消費

者、餐廳及外送員創造顯著的經濟價值，故以「餐飲

科技」(Restaurant Tech)之姿迅速崛起，大幅改變餐

飲市場的競爭地貌。 

(二) 據財經雜誌報導，受到疫情帶動餐飲外送需求，109 年

第 1 季及第 2 季臺灣外送平臺產業規模達新臺幣 21.7

億元及 34 億元，相較 108 年同期成長率高達 326%及

276%，109年全年臺灣外送平臺產值突破新臺幣 100 億

元之規模。外送平臺滲透率(外送平臺在整體餐飲產業

中的占比)由 108年初 0.24%上升至 109年 4月 2.79%。

在 109 年單季消費金額突破 30 億元，消費筆數超過

1,500萬筆。 

(三) 目前國內外送平臺業者之背景，大致可區分為：１、

跨國外送平臺業者轉投資之 foodpanda(母公司為德國

Delivery Hero)及 UberEats(母公司為美國 Uber 

Technologies)；２、本土新創業者成立之 Foodomo、

Cutaway、有無外送等；３、電商平臺多角化經營之蝦

皮美食外送。從 108 年至 110 年的期間內，有數家位

居領導地位之跨國外送平臺退出臺灣市場 (如

honestbee、Deliveroo)，亦有數家本土競爭者加入外

送平臺市場(foodomo、Cutaway)，但無論合作餐廳家

數或消費者會員數，均遠不及 foodpanda 平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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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UberEats平臺之現有營運規模。 

(四) 近期受疫情影響，餐飲業更加依賴外送平臺。據經濟

部統計處發布之統計簡訊表示：「餐飲業者自去年疫情

爆發以來，即陸續開啟外帶餐盒、冷凍餐食宅配或與

外送平台合作等服務。今年隨著疫期升溫、順應防疫

居家的消費需求，餐飲業者提供外送或宅配服務之家

數占比由109年 4月之 57%提高至 110年 5月之 64.8%，

其中餐館業由 65%提高至 68.5%，飲料店業由 57.5%提

高至 69.2%……就營業額表現觀察，有提供外送或宅配

服務之業者，營業額減幅明顯低於無外送或宅配服務

者，顯示透過外送或宅配服務，有助於減緩衝擊。」 

三、 相關市場界定： 

(一) 應界定為「平臺市場」抑或「服務市場」之問題： 

１、 外送平臺扮演餐廳與消費者之中介者角色，是典型

的「雙邊平臺」(若再考慮外送員與其他參與者之關

係，則外送平臺屬於「多邊平臺」)。「雙邊平臺」

與傳統供應鏈兩者在經濟特性上的差異，在於「雙

邊平臺」的兩端間具有「跨平臺的外部性」

(cross-platform externality)，或稱「間接網路

效應」(indirect network effect)，亦即平臺對其

中一端使用者的價值，會隨著另一端使用者數量而

增加，並形成「正向回饋」(positive feedback)。 

２、 以外送平臺而言，當外送平臺招募較多餐廳加入平

臺，將會吸引較多消費者下載該外送平臺的 App、造

訪外送平臺的網站，並透過該外送平臺訂餐，更多

消費者加入平臺可就會吸引更多餐廳加入，而形成

正向回饋。由於平臺兩端使用者對平臺的需求，除

了受平臺本身提供服務及價格影響，也受平臺另一

端使用者對平臺需求的影響，因此在市場界定上，

必須考慮平臺兩端使用者需求之互動關係，而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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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傳統單邊市場的界定方式。 

３、 由於外送平臺具有「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

之特質，故在進行相關市場界定前，須先決定應否

界定 2個市場(亦即分別界定提供給消費者的「線上

點餐服務」及提供給餐廳的「線上接單服務」等 2

個相互依存的市場)，抑或只界定 1個外送平臺市場，

將面向消費者的服務與面向餐廳的服務，視為構成

平臺功能的必要元素。依照經濟理論及反托拉斯法

實務，當平臺兩端的使用者經由平臺進行直接、同

時的交易時，此時平臺係屬於「交易平臺」

(transaction platforms，例如連結消費者與特約

商店的信用卡系統；至於「非交易平台」的適例，

如仰賴廣告支持的新聞媒體)，即可將平臺界定為 1

個市場，無須針對平臺兩端分別界定市場。 

４、 如同前述，外送平臺扮演餐廳與消費者之中介者角

色，消費者透過外送平臺選擇餐廳、下單訂購餐點、

訂單傳送至餐廳、餐廳出餐經由外送平臺之外送員

送達消費者指定處所，外送平臺在此過程中提供媒

合消費者與餐廳進行直接、同時交易之功能，係屬

於「交易型平臺」類型，因此可採「平臺市場」之

界定方式，不須分別針對平臺的兩端分別界定市

場。 

(二) 產品市場： 

１、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上，

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

組合。產品市場界定之步驟，係從案關事業所提供

與受調查行為相關之產品或服務開始，逐步將與該

產品或服務具有合理替代性之產品或服務加入原本

暫定市場範圍內，直到市場外的產品或服務，無法

對市場內的產品或服務形成競爭壓力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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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依照前述市場界定之步驟，本案起始之產品市場為

由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外送平臺服務。由於除

foodpanda 平臺之外，包含 UberEats、Foodomo、

Cutaway、有無外送、蝦皮美食外送等亦提供功能、

特性、用途類似之外送平臺服務，故應劃入同一產

品市場。 

３、 被處分人表示除了外送平臺之外，消費者可以透過

多種管道向餐廳訂購外賣餐點後，外送或外帶至餐

廳以外之地點食用。例如消費者可利用餐廳本身的

網站或電話訂餐，由餐廳外送至消費者指定處所，

或由消費者到店取餐，消費者亦可親自到餐廳點餐

外帶。被處分人主張本案產品市場應該涵蓋所有能

達成在家享用餐飲之替代選項，故應界定為「在家

用餐」(eat at home)市場，或至少應該包含以電話

或餐廳本身網站訂餐的方式，亦即界定為「遠端訂

餐」市場。 

４、 被處分人所列舉之各種替代選項中，與外送平臺功

能最接近之型態，應屬消費者透過餐廳網站或以電

話訂餐，再由餐廳送餐至消費者指定處所。惟無論

對於消費者或餐廳而言，此選項與透過外送平臺訂

餐間，尚不具合理替代性，理由如下：(1)從消費者

的角度，消費者透過餐廳網站或電話訂餐，只能選

擇單一料理種類、單一餐廳所供應之餐點，但消費

者若透過外送平臺之 App 或網站訂餐，則可選擇不

同的料理種類、不同的餐廳所供應之餐點，兩者提

供選擇範圍有明顯差異。(2)許多餐廳對外送服務都

有最低訂購數量之限制，訂購數量低於外送門檻的

消費者無法使用餐廳提供之外送服務。(3)對餐廳而

言，維持外送服務須負擔固定成本(外送車輛、外送

員工薪資)，須達相當營運規模才符合成本效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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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送平臺提供外送餐點，即可克服未達經濟規

模之問題。(4)許多本身提供網路訂餐及外送服務的

連鎖餐廳業者，也都加入外送平臺(例如麥當勞、必

勝客、達美樂)，顯示餐廳本身的網路訂餐及外送服

務，與外送平臺兩者間係屬互補關係，而非替代關

係。 

５、 至於被處分人所舉消費者透過餐廳的網站或電話訂

餐再到店取餐，或親自到餐廳訂餐外帶，與外送平

臺亦不具合理替代性，理由如下：(1)消費者若透過

外送平臺訂餐須負擔外送服務費，而消費者寧可選

擇外送平臺而非親自到店取餐，正是因為消費者偏

好不須出門之消費型態(此點於疫情期間更為明顯)。

(2)即使被處分人推出之「顧客自取」功能，與消費

者透過餐廳網站或電話訂餐再到店取餐之間有替代

可能性，但其僅是外送平臺提供週邊服務，並非外

送平臺服務之核心。(3)即便認為消費者至餐廳內用、

外帶或透過餐廳網站或電話訂餐再到店取餐，與透

過外送平臺訂餐之間存有替代可能性，但此一潛在

競爭關係亦因被處分人限制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

刊登之價格必須與店內價格相同而無法發揮作用

(詳如後述)。 

６、 綜上理由，本案產品市場應界定為「餐飲外送平臺」

市場。 

(三) 地理市場： 

１、 地理市場係指就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交易

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

域範圍。地理市場界定的步驟與產品市場類似，從

案關事業與受調查行為相關之地理範圍開始，逐步

將交易相對人可選擇或轉換交易對象之地理區域加

入原本暫定市場範圍內，直到市場範圍外的廠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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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市場內的競爭者形成競爭壓力為止。 

２、 被處分人提供外送平臺服務範圍涵蓋臺灣各縣市，

其主要競爭對手 UberEats提供服務範圍大致與被處

分人相同，至於其他新進外送平臺服務涵蓋範圍則

集中於人口密度較高及店家分布較集中的都會地區。

儘管外送服務具有空間上的侷限性，而且因各家外

送平臺之服務覆蓋範圍不同，被處分人在不同區域

面臨競爭壓力，但本案地理市場應無須細分至區域

或縣市，理由如下：(1) 被處分人向消費者收取的

外送服務費，並未依照不同的區域或縣市採行差別

費率。(2) 被處分人所推出的免運費優惠主要為全

國性之促銷活動。(3) 被處分人製播的廣告為全國

性廣告。 

３、 綜上理由，本案地理市場應界定為全國。 

四、 市場地位： 

(一) 市場占有率：foodpanda 平臺與 UberEats 平臺號稱外

送平臺之雙雄，被處分人甚至自稱「全台最大美食外

送平台」。foodpanda 平臺之市場占有率或滲透率可以

從以下各面向觀察： 

評估基礎   

109 年全年營業收入 市占率 逾○成 

109 年全年訂單數 市占率 逾○成 

110 年(上半年)信用卡

簽單金額 

市占率 逾○成 

110 年(上半年)信用卡

簽單筆數 

市占率 逾○成 

合作餐廳數 

截至 110 年 6月底止 

滲透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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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數 

截至 109 年 8月底止 

滲透率 ○○% 

註：110年信用卡資料計算至 110年 6月。 

(二) 網路效應：由於外送平臺具有「雙邊市場」及「間接

網路效應」性質，當外送平臺招募較多餐廳加入平臺，

將會吸引較多消費者下載該外送平臺的 App、造訪外送

平臺的網站，並透過該外送平臺訂餐，更多消費者加

入平臺可就會吸引更多餐廳加入，形成正向回饋，甚

至導致市場傾覆(market tipping)成為獨占或寡占之

傾向。foodpanda平臺在消費者端擁有達○萬名會員數，

foodpanda 平臺在餐廳端擁有○萬餘家的餐廳，透過外

送平臺兩端的間接網路效應，進一步增強規模經濟帶

來之競爭優勢。 

(三) 市場進入障礙：潛在競爭者欲加入外送平臺市場，除

須克服開發平臺系統、籌組外送車隊或取得外送能量、

建立品牌知名度等之挑戰，還會面臨「雙邊市場」所

特有的「蛋雞悖論」(chicken-or-egg paradox)問題，

亦即沒有消費者願意使用合作餐廳數家數很少的外送

平臺，也沒有餐廳願意加入會員人數很少的外送平臺。

新進競爭者如何同時吸引消費者及餐廳加入其外送平

臺，是立足市場需面臨的主要參進障礙。 

(四)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在本案相關市場擁有達○成以上

的市場占有率，在消費者端及餐廳端均擁有龐大的客

戶群，具有間接網路效應帶來之競爭優勢。加上近期

受疫情衝擊，餐廳停止提供內用服務，外送平臺成為

餐廳除顧客外帶之外，最主要的銷售管道，故被處分

人具有相當市場力量，洵堪認定。 

五、 限制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與實際店內價格一

致： 

(一) 被處分人限制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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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與餐廳自行販售之價格(亦即「店內價」，指消費者

內用、外帶或其他由餐廳管理之管道購買餐點之價格)

相同，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不得高於「店

內價」。此有被處分人提供餐廳簽署之「2020.01 版

foodpanda外送合作契約書」第肆條第一項第 3款記載：

「合作夥伴應保證於 foodpanda 平台上所刊登之餐點

之定價均與自行販售價格相同，不得有溢價情形發生，

電話、網站、行動裝置 App 及其他由合作夥伴管理之

通路價格亦同……」第肆條第四項第 1款記載：「如合

作夥伴未確實履行本契約任一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下

列情事，foodpanda 有權對合作夥伴罰款、停權或終止

本契約……：c.合作夥伴於 foodpanda 平台上刊登之

餐點價格高於自行販售價格」可證。 

(二) 被處分人表示「2021.02版 foodpanda外送合作契約書」

已將前述平臺刊登價格與「店內價」相同之條款刪除，

允許餐廳自行選擇是否在 foodpanda 平臺標示「店內

價」，以利消費者知悉外送餐飲的售價是否與在餐廳現

場消費之交易價格相同，並提供標示「店內價」餐廳

網頁行銷優化措施，並於「2021.02 版 foodpanda外送

合作契約書」第伍條第一項第 3款約定：「合作夥伴應

保證於 foodpanda平台上所刊登之餐點廣告及資訊(包

含但不限於圖片、價格)絕無不實之情形，如因廣告不

實或資訊錯誤以致侵害消費者之權益，合作夥伴應全

權負擔該不實或錯誤對 foodpanda 及消費者所造成之

損害，並承擔遭消費者求償之責任。如因合作夥伴餐

點廣告及公告資訊不實或錯誤，造成 foodpanda 受主

管機關裁罰或消費者申訴求償，合作夥伴應賠償

foodpanda 為繳納罰鍰或弭平爭議所受之損害……」及

第伍條第五項第 1 款：「如合作夥伴為確實履行本契約

任一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情事，foodpanda 有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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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罰款、停權或終止本契約……c.廣告及資訊

(包含但不限於圖片、價格)不實……」約束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標示「店內價」，但該「店內價」與餐

廳提供消費者內用、外帶之價格不同之情形。 

(三) 據本會 110 年 5 月至 6 月問卷調查結果，多數餐廳表

示被處分人規定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上刊登之價格

必須與店內價相同，且有餐廳補充表示「當初簽約時，

業務強調主約中有保障店家權利，可自行訂價……，

但現行狀況是熊貓表示依據附約不得由店家自行訂

價」；「如要調漲，foodpanda強制必須配合平臺折扣優

惠，而優惠金額店家自行吸收」；「不行自由更改菜單

價格，須要送審，還不一定會核准」。其他受訪餐廳表

示被處分人雖允許調整平臺之刊登價格，但「須要經

過繁瑣之流程」；「可更改，但幾乎不會通過審核」；「提

高須強制參與活動」；「名義上可自行調整，但過程以

各種方式進行審查駁回」。針對餐廳能否取消

foodpanda 平臺「店內價」標籤，多數受訪餐廳表示須

參加被處分人之行銷活動，始得取消「店內價」標籤，

且有餐廳表示「要取消店內價除配合活動外，實際亦

會各種名義駁回申請資格」。另外，本會亦接獲反映指

稱被處分人限制餐廳變更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

格，並舉出被處分人所傳送之訊息佐證，訊息內容記

載「您欲修改金額與提供菜單價格不符，平台價格需

與店內實際販售價格一致，請提供店內實體菜單價目

表照片(已更改價格後、非手寫更改的版本)。提醒您，

若欲以【非店內價】上架，請透過 foodpanda 商家平

台-【推廣我的餐廳】，點選 PandaPromo參加行銷活動。」 

(四) 本案綜合前述事證研判，被處分人雖然在現行契約上

已無限制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必須與餐

廳提供消費者內用、外帶之價格相同之條款，但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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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並未真正給予餐廳自由決定在 foodpanda 平臺刊

登之價格，是否與餐廳提供消費者內用、外帶之價格

相同。理由如下：１、有許多餐廳簽署契約是「2021.02

版 foodpanda 外送合作契約書」之前版本，載有平臺

刊登價格與「店內價」相同條款；２、餐廳無法單方

面自由變更 foodpanda 平臺之刊登價格，必須經由被

處分人審核才能變更 foodpanda平臺之刊登價格；３、

餐廳無法單方面自由取消「店內價」標籤，必須經由

被處分人審核才能取消「店內價」標籤；４、有餐廳

表示加入 foodpanda平臺時已表明平臺刊登價格與「店

內價」不相同，但被處分人仍以餐廳「於平台販售價

格與實際現場販售價格不符，且未符合平台非店內價

政策」為由加以處罰。５、當有餐廳希望變更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時，被處分人要求餐廳提供店

內實體價目表照片以供驗證是否已同步調整；如餐廳

倘欲以「非店內價」刊登，必須先參加被處分人之行

銷活動，名義上提高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實際

上透過促銷維持與店內實際價格之連動。 

(五) 被處分人限制餐廳於平臺刊登之價格與店內價相同，

已產生限制競爭效果： 

１、 被處分人要求餐廳於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店內價」

相 同 ， 係 屬 「 最 惠 客 戶 條 款 」

(most-favored-customer clause ; MFCC)或「價格

等同性條款」(price parity clause)類型之一。廣

義的最惠客戶條款係指事業要求其交易相對人就銷

售產品予該事業的價格，不得高於交易相對人銷售

予其他事業的價格。在平臺經濟場景中，由於平臺

角色是提供雙邊客戶群的中介者，與傳統上下游垂

直供應鏈情形不同，因此在平臺經濟較常見的最惠

客戶限制形式是「跨平臺價格等同性協議」(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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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parity agreements; APPA) 。但被處分

人僅要求餐廳在平臺刊登的價格，必須與餐廳自己

銷售的價格(即「店內價」)相同，並未要必須與餐

廳在其他平臺上刊登的價格相同，係屬於「狹義最

惠客戶條款」(narrow MFCC)。儘管被處分人要求餐

廳於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店內價」相同，是屬於

「狹義最惠客戶條款」，但該等價格限制仍可能產生

以下的限制競爭效果：１、限制直接銷售管道與平

臺銷售管道間之競爭；２、未使用平臺的消費者必

須與使用平臺的消費者共同分攤平臺成本；３、賦

予平臺更強的定價能力；４、產生類似「跨平臺價

格等同性協議」之效果。 

２、 最惠客戶限制雖並未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8條

明文例示之範圍，但因簽署最惠客戶條款，拘束承

諾一方與第三人間價格或交易條件之決定(故為限

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且因最惠客戶條款使不

同事業間之成本或價格產生連動性，因此可能影響

原本應獨立、分散之商業決策機制，進而產生限制

競爭效果，故亦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5 款所規

範之垂直交易限制類型。以本案而言，被處分人要

求餐廳於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

將產生以下的限制競爭效果：１、餐廳無法針對內

用 (含顧客自行外帶、餐廳自行外送 )或透過

foodpanda 平臺訂餐的顧客訂定不同的價格，無法依

照餐廳自身經營策略進行選擇性的促銷。２、餐廳

無法將不同銷售管道之成本差異(例如外送平臺所

收取之抽成佣金)反映在 foodpanda平臺之刊登價格，

導致未使用 foodpanda 平臺外送服務的消費者必須

與使用 foodpanda 平臺訂餐之消費者消費同價，形

同共同分攤被處分人的抽成佣金，造成價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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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由於被處分人向餐廳收取之抽成佣金，透過餐

點價格平均分散給所有餐廳消費者承擔，被處分人

較無須擔心若調漲抽成佣金會使消費者轉向內用或

外帶，因為內用或外帶價格也不會比較低，因此有

較大的誘因及能力調漲抽成佣金。４、餐廳內用或

外帶等直接銷售管道之價格，通常為各種銷售管道

中的「地板價」(price floor)，被處分人要求餐廳

於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店內價」相同，也間接保

證餐廳在其他外送平臺刊登之價格，不低於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產生類似「跨平臺價格

等同性協議」的效果，即使其他外送平臺收取較低

的抽成佣金，餐廳也不會降低在該外送平臺上的售

價，其他外送平臺也無法透過收取較低的抽成比例

而獲得較多的訂單(因為對消費者而言，不會享受到

低抽成反映在餐點價格的好處，則消費者最理性的

選擇，是繼續使用餐廳數比較多的外送平臺，享受

網路效應的好處 )，間接削弱其他外送平臺與

foodpanda 競爭的誘因及能力。 

(六) 被處分人表示其約束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

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係為確保餐廳遵循消費者保護

法第 22條企業經營者廣告真實義務之規定，避免餐廳

在 foodpanda平臺標示「店內價」，卻與實際店內價格

不一致，而有不實廣告嫌疑或引發消費爭議。然而被

處分人前述內容，尚難認屬合理事由，原因如下：１、

該措 施重點是被處 分人不允許餐 廳自由調整

foodpanda 平臺刊登之價格，或訂定與餐廳提供消費者

內用、外帶不相同之價格，而非餐廳在 foodpanda 平

臺標示「店內價」卻與實際店內價格不一致之問題。

２、倘若餐廳能隨時自由移除 foodpanda 平臺「店內

價」標籤，餐廳經營者明知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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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店內價不一致，卻不移除 foodpanda 平臺「店

內價」標籤，被處分人知悉後要求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否則即移除

「店內價」標籤，或可認屬督促餐廳確保廣告真實性

之行為；然而實情為餐廳欲取消「店內價」標籤必須

經過被處分人審核，餐廳無法隨時自由取消「店內價」

標籤，被處分人得以用督促餐廳確保廣告真實性作為

理由，限制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實

際店內價格一致。另被處分人要求餐廳倘欲以「非店

內價」刊登，必須先參加被處分人之行銷活動。倘若

被處分人之目的係為確保餐廳遵守廣告真實義務，則

應允許餐廳取消「店內價」標籤並以「非店內價」刊

登，而不是提高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再給予折

扣，製造降價促銷之假象，反而有違廣告真實原則，

足見被處分人所持理由並不可採。 

(七) 被處分人約束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與實際

店內價格一致，限制餐廳無法針對內用、外帶、餐廳

外送或透過 foodpanda 平臺訂餐的顧客訂定不同的價

格，導致未使用 foodpanda 平臺外送服務的消費者與

使用 foodpanda 平臺外送服務的消費者消費同價，使

被處分人更有誘因及能力提高向餐廳收取之抽成佣金，

而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且缺乏促進競爭之合理事

由。 

六、 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 

(一) foodpanda 平臺於 108 年 8月開啟「顧客自取」功能，

該功能提供消費者可透過 foodpanda 平臺訂餐後至餐

廳取餐，該功能係預設為開啟狀態，餐廳無法自行關

閉。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幾乎全部受訪餐廳均表示

被處分人強制餐廳開啟「顧客自取」服務。 

(二) 據被處分人提供餐廳簽署之「2020.01 版 foodpanda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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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合作契約書」第柒條記載：「消費者選擇自行至合作

夥伴餐廳取餐時，合作夥伴應特別遵守下列規範：一、

消費者自行取餐時，合作夥伴應於雙方議定時間內履

行出餐承諾提供消費者取餐。……二、如合作夥伴因

故暫時無法提供部份餐點品項，應自行於接單系統內

設定暫時關閉品項。如該餐點品項已永久停售，合作

夥伴應以書面方式通知 foodpanda將該品項下架。三、

自取訂單違反下列規範時，應依本契約第肆條第四項

第 2 款之規定辦理：1.合作夥伴拒絕自取訂單比例達

該月合作夥伴自取訂單總數一定比例。2.合作夥伴未

於議定出餐時限內出餐比例達該月合作夥伴自取訂單

總數一定比例。……」依照前述契約條款，餐廳不得

拒絕「顧客自取」訂單，若拒絕「顧客自取」訂單達

一定比例，被處分人得依約處罰餐廳。 

(三) 被處分人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已產

生限制競爭效果：被處分人於外送服務之市場占有率

達○成以上，會員及餐廳之滲透率亦分別達○成及○

成以上，透過外送平臺兩端的間接網路效應，進一步

增強規模經濟帶來之競爭優勢，而具有一定之市場力。

被處分人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將使

餐廳面臨被迫與自己競爭之局面。因透過「顧客自取」

訂餐之消費者，多屬餐廳原本的顧客，餐廳接受「顧

客自取」訂單不僅未拓展市場或開發新顧客，還須額

外支付被處分人抽成佣金。被處分人將收取自餐廳之

抽成佣金用來補貼鼓勵消費者使用「顧客自取」(例如

「自取 79 折」)，將導致餐廳原本之顧客，改透過

foodpanda 平臺「顧客自取」方式訂餐，且使被處分人

能獲取更多抽成佣金，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果。 

(四) 被處分人表示「顧客自取」功能雖為系統預設開啟，

惟餐廳得透過調整提供服務時間(例如將「顧客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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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時間調整至凌晨時段)，達到實際上關閉「顧客自

取」功能之效果。惟被處分人前述內容難謂合理，系

統提供「關閉」選項並非客觀上所不能且非重大困難

之設定；再者，要求餐廳將「顧客自取」開放時間調

整至未營業的時段，以達實際關閉「顧客自取」功能

之效果，等同要求餐廳在 foodpanda 平臺刊登誤導性

資訊、違反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義務。倘若被處分人

確實重視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資訊之真實性，

應該要提供餐廳單獨關閉「顧客自取」之選項，而非

讓餐廳透過調整「顧客自取」開放時間以達實際關閉

「顧客自取」之目的。 

(五) 被處分人預設開啟「顧客自取」功能、不允許餐廳單

獨關閉「顧客自取」功能，且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

客自取」訂單，使餐廳面臨被迫與自己競爭之局面，

導致餐廳原本之顧客改透過 foodpanda 平臺「顧客自

取」方式訂餐，並使被處分人能獲取更多抽成佣金，

而具有限制競爭效果，且缺乏促進競爭之合理事由。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在本案相關市場擁有相當市場力量，

被處分人挾市場力量限制餐廳於 foodpanda 平臺刊登價格

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

訂單，構成「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

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5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市場地位顯著、所為

違法行為係屬垂直交易限制類型、行為持續期間均在 1年

以上且存續中、配合調查態度普通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0 條前段規定令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就被處分人限制餐

廳於 foodpanda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實際店內價格一致部

分處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被處分人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

客自取」訂單之行為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共計處新臺

幣 2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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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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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7號                                                                                                  

被處分人：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13690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57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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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 購物網、PChome24h 購物、YAHOO 奇摩購

物中心、486團購網、公司網站、PChome商店街(ARC-FLASH

光觸媒)、Yahoo 奇摩拍賣(ARC-FLASH 光觸媒 除醛專家)、

Yahoo奇摩超級商城(ARC-FLASH光觸媒)、蝦皮購物(賣家：

arc_flash)、Rakuten樂天市場(ARC-FLASH光觸媒)等網站

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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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

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

證」、「ARC-FLASH 光觸媒 取得以下認證：通過工研院、中

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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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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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於 momo 購物網、PChome24h 購物、YAHOO 奇

摩購物中心、486 團購網、公司網站、PChome 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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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FLASH光觸媒)、Yahoo奇摩拍賣(ARC-FLASH光觸媒 除

醛專家)、Yahoo 奇摩超級商城(ARC-FLASH 光觸媒)、蝦皮

購物(賣家：arc_flash)、Rakuten 樂天市場(ARC-FLASH光

觸媒)等網站(下稱案關網站)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

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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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

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

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ARC-FLASH 光觸媒 取得

以下認證：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等，

與事實不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二、本案涉及商品眾多，包括「ARC-FLASH光觸媒光嫩白潔膚巾」、

「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織品添加劑」、「ARC-FLASH 碳

敏光觸媒+奈米銀簡易型噴罐」、「ARC-FLASH 光觸媒汽車除

醛保養蠟」等 109 項(完整商品清單如附表)，以下統稱為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  

三、調查經過： 

(一)經函請被處分人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及到會

後補充說明，略以： 

  1、「ARC-FLASH光觸媒」相關產品於 momo購物網、PChome 24h

購物、Yahoo 奇摩購物中心及 486 團購網等通路之廣告皆

為被處分人製作、刊登，其中刊登時間 momo購物網為 106

年 4 月至 109 年 5 月 15 日、PChome24h 購物為 106 年 6

月至 109 年 7 月 27 日、Yahoo 奇摩購物中心為 106 年 4

月至 109 年 7 月 24 日、486 團購網為 107 年 6 月至 109

年 7 月 23 日。被處分人與該等通路之合作關係為被處分

人製作廣告，再提交通路商審核通過後刊登，與通路商間

利潤分配，係通路商賺取進價與售價間之差額。  

  2、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PChome 商店街(ARC-FLASH 光觸媒)、

Yahoo奇摩拍賣(ARC-FLASH 光觸媒 除醛專家)、Yahoo奇

摩超級商城(ARC-FLASH 光觸媒)、蝦皮購物(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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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_flash)、Rakuten 樂天市場(ARC-FLASH 光觸媒)等網

站所指「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之廣告皆為被處分

人製作及刊登，其中被處分人公司網站廣告期間為 108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PChome 商店街廣告期間為 106 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Yahoo 奇摩拍賣廣告期間為 107 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Yahoo 奇摩超級商城廣告期間為 108

年 9 月至 109 年 10 月；蝦皮購物廣告期間為 106 年 9 月

至 109 年 10 月；Rakuten 樂天市場廣告期間為 107 年 6

月至 109 年 10 月，被處分人已經將具爭議性廣告內容移

除。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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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曾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

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單位檢測，且具一定功效。

其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 (報告號

碼:90305005617)；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96 年 11 月間就

「Photocatalyst brick」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

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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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號

碼：91CT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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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 告 號 碼

PX/2004/B002102)。前揭報告係針對「ARC-FLASH光觸媒」

此原料或施用於特定商品所具功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報告均放置

於被處分人公司網站供消費者查閱。  

  4、「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

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所指的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販售的商品，「ARC-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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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觸媒」曾送工研院、中科院、SGS 等單位檢測，其中工

研院試驗報告係 96年 11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

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

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SGS試驗報告係 95

年 1 月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檢測 RoHS 指

標之重金屬(報告號碼 CE/2005/C8259A)。上述內容並非

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因各檢測之項

目不同，其中所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被處分人曾就相關

商品送該等機構檢測廢氣分解能力； SGS 報告為

「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所

以被處分人宣稱對人體無害。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 5 單位

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1、工研院： 

  (1)案關報告係 96 年提供「光觸媒石磚」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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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報告僅係工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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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且

報告無涉「ARC-FLASH 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

有害之檢測，更不得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

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驗證」。  

  2、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1)報告為依據委託單位申請之「ARC-FLASH 光觸媒風巢式

濾網」，執行「臭味去除測試」結果所製發，所列檢測項

目「甲苯、醋酸」皆為異味(臭味)物質。 

  (2)EU RoHS 測試報告，RoHS 測試是針對輸歐電子電機產品

中禁限用物質進行管制，檢測項目為鉛、鎘、汞、六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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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多溴聯苯、多溴聯苯醚，測試數據未檢出，係指該

商品測試數據符合歐洲 RoHS法規 6項禁限用物質上限之

規定，即該商品上述重金屬含量低於方法偵測極限值。 

  (3)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及是否符合所列

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與否之判斷，

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質之測試結

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 

  3、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 

   (1)91CT286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Arc-Flash

光觸媒」樣品參照 JISZ2801:2000 方法試驗，將試驗菌

株接種在樣品上，以特定波長照射 24 小時後測其菌數，

結果在波長 543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

氧西林抗性菌株之殺菌率為 98.94%，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97.74%，對大腸桿菌為98.56%，對綠膿桿菌為98.93%；

在波長 365 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氧西

林抗性菌株、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菌之

殺菌率皆為 99.99%。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經

ARC-FLASH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非市售包裝)」

樣品參照 CNS15380 方法試驗，檢測結果樣品經紫外光

352 nm 照射 24 小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活性值

為 3.5，光照射後效果為 2.7。抗菌活性值大於 2即表示

具有抗菌效能。 

(3)報告分析結果係對委託者所送驗之樣品負責，無法代表

「ARC-FLASH 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報告所載事項僅

作參考資料。 

  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1)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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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該公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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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樣品進行乙酸丁酯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

實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速率達 0.1791/min 及

0.1672/min。 

(2)報告僅針對送樣之「ARC-FLASH 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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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提供之樣品

進行乙酸丁酯與甲醛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實

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及甲醛速率達 0.3634/min 及

0.2482/min。 

(3)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

該等報告中已載明「本性能測試報告僅對送測樣品負責，

不作其他證明」字樣。報告內容並未敘述關於任何與人

體或生物相關之事項，故無法由該等報告內容得知

「ARC-FLASH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對人體之影響。 

  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檢測報告品名為「ARC-FLASH光觸媒塗料」，試驗方法係

依 CNS 10757「塗料一般檢驗法（有關塗膜之物理、化

學抗性之試驗法）」第 12 節規定，試驗項目為「耐洗淨

性(往返 2000次)」，試驗結果為「符合」。 

(2)「耐洗淨性(往返 2000次)」試驗之意義，係表示試樣經

肥皂水溶液洗刷 2000 次試驗後可否完好的繼續附著於

基材上，是評估塗料髒污後以肥皂水溶液洗刷後，仍保

有塗料外觀的耐洗淨塗刷能力。 

(3)該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

目負責」，故報告品名「ARC-FLASH 光觸媒塗料」之樣品

僅符合測試 CNS 10757 第 12 節規定，與廣告清單所列其

他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為不同屬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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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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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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處分人於 momo 購物網、PChome24h 購物、YAHOO 奇摩購

物中心、486團購網之交易流程中，除為案關商品之供貨者，

且案關商品廣告為被處分人製作，並將商品資訊及相關素

材上傳至前揭銷售平台，其將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

有利潤，與該等平台屬利益共享之合作銷售關係，故被處

分人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 

(二)被處分人另於公司網站、PChome商店街(ARC-FLASH光觸媒)、

Yahoo奇摩拍賣(ARC-FLASH 光觸媒 除醛專家)、Yahoo奇摩

超級商城(ARC-FLASH 光觸媒)、蝦皮購物(賣家：arc_flash)、

Rakuten 樂天市場 (ARC-FLASH 光觸媒 )等網站  銷售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廣告皆為被處分人審核、

製作、刊登及販售，被處分人為消費者認知之交易對象，

是被處分人為該等網站廣告之廣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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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案關網站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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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

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

科院、SGS……驗證」、「ARC-FLASH光觸媒 取得以下認證：

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等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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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或

「ARC-FLASH光觸媒 取得以下認證：通過工研院、中科院、

SGS……驗證……」予消費者之印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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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機構驗證，商品品質較未通過驗證更具保障。依被處

分人提供之試驗報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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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中

科院 2 份試驗報告分別係就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

加工之人造花材」、「ARC-FLASH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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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檢驗報告

係就「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經檢

視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該等報告係就

「ARC-FLASH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人造花材等特定商

品，特定檢測項目「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本質廢氣(乙酸丁酯)處理檢測」所為之測試報告，是前

述報告係依送檢樣本所為試驗數據之呈現，尚與「通過」

驗證分屬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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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復依中科院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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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

證。是被處分人提供之報告無法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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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機構驗證，卻於銷售「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之

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性檢驗機構驗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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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關廣告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

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予消費

者之印象為所銷售商品取得所列工研院、中科院、SGS 等單

位認證對人體無害。依被處分人表示，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廣告銷售的商品，廣告欲表

達並非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其中所

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被處分人曾就相關商品送該等機構

檢測廢氣分解能力；而 SGS報告為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等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

而宣稱對人體無害。惟依工研院、中科院專業意見，所提

報告無涉「ARC-FLASH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有害

之檢測，不得據以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

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驗證」。復

依 SGS 專業意見，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

及是否符合所列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

與否之判斷，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

質之測試結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是被處

分人提供之報告未足資證明所銷售商品取得工研院、中科

院、SGS 等單位認證對人體無害，卻於銷售「ARC-FLASH 光

觸媒」相關商品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

性檢驗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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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案關網站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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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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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

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

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ARC-FLASH 光觸媒 取得

以下認證：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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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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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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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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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home24h 購物銷售「ARC-FLASH 光觸媒+遠紅

外線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

「ARC-FLASH 光觸媒+負離子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

度 200ml)」、「ARC-FLASH 光觸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x5 罐)」、「ARC-FLASH 光觸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等 5項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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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

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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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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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萬元罰鍰。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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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緣被處分人 106年 6月至 109年 7月 27日於 PChome24h 購

物銷售「ARC-FLASH 光觸媒+遠紅外線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

(10%高濃度 200ml)」、「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複合材料

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ARC-FLASH光觸媒+負離

子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ARC-FLASH

光觸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x5 罐)」、「ARC-FLASH

光觸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等 5 項商品（下稱

「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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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

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

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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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補充陳述，

略以： 

1、有關刊載於其購物網站之「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

廣告由供貨商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天公

司)自行製作、撰擬、提供及刊載至被處分人 PChome24h

購物網站，被處分人未參與廣告製作、審核及刊登，故

無法事先得知立天公司將傳輸、上載之內容，亦無從審

核。供貨商稱廣告文案闡述內容確實做過檢驗。 

2、案關廣告係供貨商立天公司上載於 PChome24h 購物網站

平台後，消費者可於線上選購，消費者完成付款流程後，

由被處分人委託之物流廠商寄送商品，消費者交易及付

款對象均為被處分人，若有商品瑕疵或需更換、退款亦

由被處分人受理。  

(二)經函請立天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及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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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補充說明，略以： 

1、「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於 PChome24h 購物網站之

廣告為該公司製作、刊登，刊登時間 106 年 6 月至 109

年 7 月 27 日，「ARC-FLASH 光觸媒+遠紅外線複合材料簡

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銷售 199 件；「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

銷售 960 件；「ARC-FLASH光觸媒+負離子複合材料簡易型

噴罐(10%高濃度 200ml)」銷售 191 件；「ARC-FLASH 光觸

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x5 罐)」銷售 369 件；

「ARC-FLASH 光觸媒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銷

售 1129件。立天公司與通路之合作關係為立天公司製作

廣告，再提交通路商審核通過後刊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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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曾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

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且具一定功效。

其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 (報告號

碼:90305005617)；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96 年 11 月間就

「Photocatalyst brick」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

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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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號碼：91CT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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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號碼 PX/2004/B002102)。前揭報告係針對「ARC-FLASH

光觸媒」此原料或施用於特定商品所具功效送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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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均放置於立天公司網站供消費者查閱。 

3、「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

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 驗證……」所指的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販售的商品，「ARC-FLASH

光觸媒」曾送工研院、中科院、SGS 等單位檢測，其中工

研院試驗報告係 96年 11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

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

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SGS 試驗報告係

95 年 1 月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檢測 RoHS

指標之重金屬(報告號碼 CE/2005/C8259A)。上述內容並

非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因各檢測

之項目不同，其中所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立天公司曾

就相關商品送該等機構檢測廢氣分解能力；SGS 報告為

「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

所以宣稱對人體無害。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 5 單位提

供專業意見，略以： 

 1、工研院： 

(1)案關報告係 96 年提供「光觸媒石磚」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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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報告僅係工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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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且

報告無涉「ARC-FLASH 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

有害之檢測，更不得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

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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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1)報告為依據委託單位申請之「ARC-FLASH 光觸媒風巢式

濾網」，執行「臭味去除測試」結果所製發，所列檢測項

目「甲苯、醋酸」皆為異味(臭味)物質。 

(2)EU RoHS 測試報告，RoHS 測試是針對輸歐電子電機產品

中禁限用物質進行管制，檢測項目為鉛、鎘、汞、六價

鉻、多溴聯苯、多溴聯苯醚，測試數據未檢出，係指該

商品測試數據符合歐洲RoHS法規6項禁限用物質上限之

規定，即該商品上述重金屬含量低於方法偵測極限值。 

(3)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及是否符合所列

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與否之判斷，

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質之測試結

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 

3、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Arc-Flash

光觸媒」樣品參照 JISZ2801:2000 方法試驗，將試驗菌

株接種在樣品上，以特定波長照射 24 小時後測其菌數，

結果在波長 543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

氧西林抗性菌株之殺菌率為 98.94%，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 97.74%，對大腸桿菌為 98.56%，對綠膿桿菌為 98.93%；

在波長 365 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氧西

林抗性菌株、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菌之

殺菌率皆為 99.99%。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非市售包裝)」

樣品參照 CNS15380 方法試驗，檢測結果樣品經紫外光

352 nm 照射 24 小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活性值

為 3.5，光照射後效果為 2.7。抗菌活性值大於 2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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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菌效能。 

(3)報告分析結果係對委託者所送驗之樣品負責，無法代表

「ARC-FLASH 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報告所載事項僅

作參考資料。 

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1)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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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立天公司

提供之樣品進行乙酸丁酯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

證實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速率達 0.1791/min 及

0.1672/min。 

(2)報告僅針對送樣之「ARC-FLASH 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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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提供之樣品

進行乙酸丁酯與甲醛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實

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及甲醛速率達 0.3634/min 及

0.2482/min。 

(3)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

該等報告中已載明「本性能測試報告僅對送測樣品負責，

不作其他證明」字樣。報告內容並未敘述關於任何與人

體或生物相關之事項，故無法由該等報告內容得知

「ARC-FLASH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對人體之影響。 

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檢測報告品名為「ARC-FLASH光觸媒塗料」，試驗方法係

依 CNS 10757「塗料一般檢驗法（有關塗膜之物理、化

學抗性之試驗法）」第 12 節規定，試驗項目為「耐洗淨

性(往返 2000次)」，試驗結果為「符合」。 

(2)「耐洗淨性(往返 2000次)」試驗之意義，係表示試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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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水溶液洗刷 2000 次試驗後可否完好的繼續附著於

基材上，是評估塗料髒污後以肥皂水溶液洗刷後，仍保

有塗料外觀的耐洗淨塗刷能力。 

(3)該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

目負責」，故報告品名「ARC-FLASH 光觸媒塗料」之樣品

僅符合測試 CNS 10757 第 12 節規定，與廣告清單所列其

他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為不同屬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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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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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PChome24h 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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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人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以其經營

之 PChome24h 購物刊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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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認定其為案關商品

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 PChome24h 購物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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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

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

中科院、SGS……驗證……」等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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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予

消費者之印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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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商品

品質較未通過驗證更具保障。依提供之試驗報告，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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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中科院 2 份試驗報告分別係就送

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材」、「ARC-FLASH

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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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檢驗報告係就「ARC-FLASH光觸媒蜂巢

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

驗項目，該等報告係就「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

品、人造花材等特定商品，特定檢測項目「光觸媒空氣淨

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本質廢氣(乙酸丁酯)處理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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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之測試報告，是前述報告係依送檢樣本所為試驗數據

之呈現，尚與「通過」驗證分屬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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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復依中科院專業意見，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

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是本案所提供之報告無法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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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卻於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

正性檢驗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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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案關廣告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

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予消

費者之印象為所銷售商品取得所列工研院、中科院、SGS等

單位認證對人體無害。依立天公司表示，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廣告銷售的商品，廣告欲表

達並非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其中所

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立天公司曾就相關商品送該等機構

檢測廢氣分解能力；而 SGS報告為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等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

而宣稱對人體無害。惟依工研院、中科院專業意見，所提

報告無涉「ARC-FLASH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有害

之檢測，不得據以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

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驗證」。復

依 SGS 專業意見，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

及是否符合所列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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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之判斷，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

質之測試結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是本案

提供之報告未足資證明所銷售商品取得工研院、中科院、

SGS等單位認證對人體無害，卻於銷售「ARC-FLASH光觸媒」

相關商品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性檢驗

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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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home24h購物銷售「ARC-FLASH 光觸媒」

相關商品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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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

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

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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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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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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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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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洗衣添加

劑(25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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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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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6 年 4 月至 109 年 5 月 15 日於 momo 購物

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洗衣添加劑(250g)」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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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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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補充陳述，

略以：有關刊載於其購物網站之「ARC-FLASH 光觸媒洗衣添

加劑」商品廣告非被處分人製作，係供貨商立天應用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天公司)透過供應商管理平台處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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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廣告等資料上刊、修正、移除之流程，以專屬及動態密

碼編輯、製作廣告文案，被處分人未參與案關廣告審核及

製作，除提供案關商品銷售頁面供消費者訂購，處理消費

者訂單、金流端、售後服務聯繫等工作，雙方約定於被處

分人收到消費者帳款及開立發票予消費者，扣除服務費用

再給付立天公司。 

(二)經函請立天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及到會

後補充說明，略以： 

1、「ARC-FLASH 光觸媒洗衣添加劑」於 momo 購物網之廣告

為該公司製作、刊登，刊登時間 106 年 4 月至 109 年 5

月 15 日，共銷售 177 件。立天公司與通路之合作關係為

立天公司製作廣告，再提交通路商審核通過後刊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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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曾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

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單位檢測，且具一定功

效。其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

就「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報告號

碼:90305005617)；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96 年 11 月間就

「Photocatalyst brick」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

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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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號碼：91CT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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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號碼 PX/2004/B002102)。前揭報告係針對

「ARC-FLASH 光觸媒」此原料或施用於特定商品所具功

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單位檢測，報告均放置於立天公司網站供消費者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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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 5 單位提

供專業意見，略以： 

1、工研院： 

(1)案關報告係 96 年提供「光觸媒石磚」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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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報告僅係工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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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 

2、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1)報告為依據委託單位申請之「ARC-FLASH 光觸媒風巢式

濾網」，執行「臭味去除測試」結果所製發，所列檢測項

目「甲苯、醋酸」皆為異味(臭味)物質。 

(2)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及是否符合所列

法規之要求所製作。 

3、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Arc-Flash

光觸媒」樣品參照 JISZ2801:2000 方法試驗，將試驗菌

株接種在樣品上，以特定波長照射 24 小時後測其菌數，

結果在波長 543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

氧西林抗性菌株之殺菌率為 98.94%，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 97.74%，對大腸桿菌為 98.56%，對綠膿桿菌為 98.93%；

在波長 365 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氧西

林抗性菌株、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菌之

殺菌率皆為 99.99%。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非市售包裝)」

樣品參照 CNS15380 方法試驗，檢測結果樣品經紫外光

352 nm 照射 24 小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活性值

為 3.5，光照射後效果為 2.7。抗菌活性值大於 2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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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菌效能。 

(3)報告分析結果係對委託者所送驗之樣品負責，無法代表

「ARC-FLASH 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報告所載事項僅

作參考資料。 

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1)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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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立天公司

提供之樣品進行乙酸丁酯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

證實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速率達 0.1791/min 及

0.1672/min。 

(2)報告僅針對送樣之「ARC-FLASH 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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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提供之樣品

進行乙酸丁酯與甲醛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實

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及甲醛速率達 0.3634/min 及

0.2482/min。 

(3)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

該等報告中已載明「本性能測試報告僅對送測樣品負責，

不作其他證明」字樣。 

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檢測報告品名為「ARC-FLASH光觸媒塗料」，試驗方法係

依 CNS 10757「塗料一般檢驗法（有關塗膜之物理、化

學抗性之試驗法）」第 12 節規定，試驗項目為「耐洗淨

性(往返 2000次)」，試驗結果為「符合」。 

(2)「耐洗淨性(往返 2000次)」試驗之意義，係表示試樣經

肥皂水溶液洗刷 2000 次試驗後可否完好的繼續附著於

基材上，是評估塗料髒污後以肥皂水溶液洗刷後，仍保

有塗料外觀的耐洗淨塗刷能力。 

(3)該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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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負責」，故報告品名「ARC-FLASH 光觸媒塗料」之樣品

僅符合測試 CNS 10757 第 12 節規定，與廣告清單所列其

他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為不同屬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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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經營

之 momo購物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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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以其經營之

momo購物網刊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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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認定其為案關商品廣告之

廣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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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 momo購物網銷售「ARC-FLASH光觸媒洗衣添加劑(2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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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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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予

消費者之印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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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商品

品質較未通過驗證更具保障。 

(二)依提供之試驗報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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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中科

院 2 份試驗報告分別係就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

工之人造花材」、「ARC-FLASH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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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檢驗報告係

就「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

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該等報告係就

「ARC-FLASH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人造花材等特定商

品，特定檢測項目「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本質廢氣(乙酸丁酯)處理檢測」所為之測試報告，是前

述報告係依送檢樣本所為試驗數據之呈現，尚與「通過」

驗證分屬二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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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復依中科院專業意見，報告僅

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是本案提

供之報告無法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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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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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銷售「ARC-FLASH 光觸媒洗衣添加劑(250g)」之廣告做前

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性檢驗機構驗證影響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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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o 購物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洗

衣添加劑(25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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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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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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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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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0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7240313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66 號 14樓     

代 表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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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寵

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250ml)」商品，宣稱「ARC-FLASH 光

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

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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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 106 年 4月至 109 年 7 月 24 日於 YAHOO 奇摩

購物中心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

(250ml)」商品，宣稱「ARC-FLASH 光觸媒……效能通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

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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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之經營者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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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書面補充陳述，略以： 

1、被處分人為網路商品銷售平台，有關刊載於其購物網站

之「ARC-FLASH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商品相關

說明文字皆為供貨商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立天公司)自行製作並提案予被處分人，經被處分人就其

價格同意後由供貨商自行透過後台上傳相關資訊，被處

分人未參與案關商品於網頁內容或任何行銷文宣之製

作。 

2、案關廣告宣稱「ARC-FLASH 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

機構驗證」之依據來源是供貨商提供之相關試驗報告。

商品刊登期間 106 年 4 月 10日至 109 年 7 月 24 日。 

(二)經函請立天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及到會

後補充說明，略以： 

1、「ARC-FLASH 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於 YAHOO 奇

摩購物中心之廣告為該公司製作、刊登，刊登時間 106

年 4 月至 109 年 7 月 24 日，共銷售 107件。立天公司與

通路之合作關係為立天公司製作廣告，再提交通路商審

核通過後刊登。 

2、「ARC-FLASH 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

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驗證」係

指「ARC-FLASH光觸媒」原料曾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

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 等單位檢測，且具一定功效。

其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 (報告號

碼:90305005617)；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96 年 11 月間就

「Photocatalyst brick」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

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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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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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書號碼：91CT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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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號碼 PX/2004/B002102)。前揭報告係針對「ARC-FLASH

光觸媒」此原料或施用於特定商品所具功效送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

報告均放置於立天公司網站供消費者查閱。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 5 單位提

供專業意見，略以： 

1、工研院： 

(1)案關報告係 96 年提供「光觸媒石磚」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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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報告僅係工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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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 

2、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1)報告為依據委託單位申請之「ARC-FLASH光觸媒風巢式濾

網」，執行「臭味去除測試」結果所製發，所列檢測項目

「甲苯、醋酸」皆為異味(臭味)物質。 

(2)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及是否符合所列

法規之要求所製作。 

3、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Arc-Flash

光觸媒」樣品參照 JISZ2801:2000 方法試驗，將試驗菌

株接種在樣品上，以特定波長照射 24 小時後測其菌數，

結果在波長 543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

氧西林抗性菌株之殺菌率為 98.94%，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 97.74%，對大腸桿菌為 98.56%，對綠膿桿菌為 98.93%；

在波長 365 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氧西

林抗性菌株、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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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率皆為 99.99%。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非市售包裝)」

樣品參照 CNS15380方法試驗，檢測結果樣品經紫外光 352 

nm照射24小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活性值為3.5，

光照射後效果為 2.7。抗菌活性值大於 2即表示具有抗菌

效能。 

(3)報告分析結果係對委託者所送驗之樣品負責，無法代表

「ARC-FLASH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報告所載事項僅作

參考資料。 

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1)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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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立天公司

提供之樣品進行乙酸丁酯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

證實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速率達 0.1791/min 及

0.1672/min。 

(2)報告僅針對送樣之「ARC-FLASH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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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提供之樣品進行乙

酸丁酯與甲醛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實其樣品

針對分解乙酸丁酯及甲醛速率達 0.3634/min 及

0.2482/min。 

(3)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

該等報告中已載明「本性能測試報告僅對送測樣品負責，

不作其他證明」字樣。 

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檢測報告品名為「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方法係

依 CNS 10757「塗料一般檢驗法（有關塗膜之物理、化學

抗性之試驗法）」第 12 節規定，試驗項目為「耐洗淨性(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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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2000次)」，試驗結果為「符合」。 

(2)「耐洗淨性(往返 2000次)」試驗之意義，係表示試樣經

肥皂水溶液洗刷 2000次試驗後可否完好的繼續附著於基

材上，是評估塗料髒污後以肥皂水溶液洗刷後，仍保有

塗料外觀的耐洗淨塗刷能力。 

(3)該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

目負責」，故報告品名「ARC-FLASH 光觸媒塗料」之樣品

僅符合測試 CNS 10757第 12節規定，與廣告清單所列其

他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為不同屬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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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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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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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以其經

營之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刊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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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認定其為案

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   

三、有關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ARC-FLASH光觸媒寵物專用

瞬效芳香噴液(250ml)」商品，宣稱「ARC-FLASH光觸媒……

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

SGS……等公正機構驗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案關廣告宣稱「ARC-FLASH 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

驗證」予消費者之印象為「ARC-FLASH光觸媒」效能通過經

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

構驗證，商品品質較未通過驗證更具保障。 

(二)依提供之試驗報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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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中科

院 2 份試驗報告分別係就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

工之人造花材」、「ARC-FLASH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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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檢驗報告係

就「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

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驗項目，該等報告係就

「ARC-FLASH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品、人造花材等特定商

品，特定檢測項目「光觸媒空氣淨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

「本質廢氣(乙酸丁酯)處理檢測」所為之測試報告，是前

述報告係依送檢樣本所為試驗數據之呈現，尚與「通過」

驗證分屬二事。 

(三)另依工研院專業意見，所提通過工研院檢驗之報告僅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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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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復依中科院專業意見，報告僅

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是本案所

提供之報告無法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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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

卻於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

(250ml)」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性檢驗

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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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ARC-FLASH光

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 (250ml)」商品，宣稱

「ARC-FLASH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

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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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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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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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1號                                                                                                  

被處分人：包昇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123157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13巷 6弄 21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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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團購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噴

罐(10%高濃度)2 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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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

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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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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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緣被處分人 107 年 7月至 109 年 7 月 23 日於 486團購網

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噴罐(10%高濃度)2 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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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

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

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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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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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函請 486團購網之經營者包昇數位文化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及書面補充陳述，略以： 

1、有關刊載於其購物網站之「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噴

罐(10%高濃度)2 入組」商品廣告為供貨商立天應用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天公司)自行刊登、製作，被處分

人與廠商合作模式為廠商自行製作廣告，上架販售及出

貨。被處分人除提供平台另負責金流及開發票給消費

者。 

2、廠商上架需提供商品相關資料，經確認提供資料與商品

相符才准上架販賣。商品上架銷售期間為 107 年 7 月至

109 年 7月。 

(二)經函請立天公司就案關事項提出陳述書、到會說明及到會

後補充說明，略以： 

1、有關刊載於 486 團購網之「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噴

罐(10%高濃度)2 入組」商品廣告為該公司製作、刊登，

刊登時間 107 年 7 月至 109 年 7 月，銷售 373 件。立天

公司與通路之合作關係為立天公司製作廣告，再提交通

路商審核通過後刊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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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曾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

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且具一定功效。

其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報告係 95 年 10 月間就

「 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耐洗淨性 (報告號

碼:90305005617)；工研院試驗報告係 96 年 11 月間就

「Photocatalyst brick」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

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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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號碼：91CT286)；SGS 檢驗報告係 9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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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報

告號碼 PX/2004/B002102)。前揭報告係針對「ARC-FLASH

光觸媒」此原料或施用於特定商品所具功效送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食工所、SGS等單位檢測，

報告均放置於立天公司網站供消費者查閱。 

3、「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

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 驗證……」所指的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販售的商品，「ARC-FLASH

光觸媒」曾送工研院、中科院、SGS 等單位檢測，其中工

研院試驗報告係 96年 11月間就「Photocatalyst brick」

試驗氮氧化物(報告號碼：6F55RN1000-021R)；中科院試

驗報告係試驗本質廢氣處理能力量測；SGS 試驗報告係

95 年 1 月就「ARC-FLASH 光觸媒蜂巢式濾網」檢測 RoHS

指標之重金屬(報告號碼 CE/2005/C8259A)。上述內容並

非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因各檢測

之項目不同，其中所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立天公司曾

就相關商品送該等機構檢測廢氣分解能力；SGS 報告為

「ARC-FLASH光觸媒蜂巢式濾網」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

所以宣稱對人體無害。 

(三)經函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等 5 單位提

供專業意見，略以： 

1、工研院： 

(1)案關報告係 96 年提供「光觸媒石磚」樣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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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報告僅係工研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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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工研院驗證，且報

告無涉「ARC-FLASH 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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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檢測，更不得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

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驗證」。 

2、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 SGS)： 

(1)報告為依據委託單位申請之「ARC-FLASH光觸媒風巢式濾

網」，執行「臭味去除測試」結果所製發，所列檢測項目

「甲苯、醋酸」皆為異味(臭味)物質。 

(2)EU RoHS 測試報告，RoHS 測試是針對輸歐電子電機產品

中禁限用物質進行管制，檢測項目為鉛、鎘、汞、六價

鉻、多溴聯苯、多溴聯苯醚，測試數據未檢出，係指該

商品測試數據符合歐洲 RoHS法規 6項禁限用物質上限之

規定，即該商品上述重金屬含量低於方法偵測極限值。 

(3)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及是否符合所列

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與否之判斷，

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質之測試結

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 

3、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即食工所)： 

(1)91CT286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Arc-Flash

光觸媒」樣品參照 JISZ2801:2000 方法試驗，將試驗菌

株接種在樣品上，以特定波長照射 24 小時後測其菌數，

結果在波長 543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

氧西林抗性菌株之殺菌率為 98.94%，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為 97.74%，對大腸桿菌為 98.56%，對綠膿桿菌為 98.93%；

在波長 365 nm 照射下，樣品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甲氧西

林抗性菌株、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及綠膿桿菌之

殺菌率皆為 99.99%。 

(2)2013CT351 委託試驗報告係說明該批次送驗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表面處理之透明塑膠板(非市售包裝)」

樣品參照 CNS15380方法試驗，檢測結果樣品經紫外光 352 

nm照射24小時，對金黃色葡萄球菌之抗菌活性值為3.5，

光照射後效果為 2.7。抗菌活性值大於 2即表示具有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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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3)報告分析結果係對委託者所送驗之樣品負責，無法代表

「ARC-FLASH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報告所載事項，僅

作參考資料。 

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即中科院)： 

(1)報告僅針對送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

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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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立天公司

提供之樣品進行乙酸丁酯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

證實其樣品針對分解乙酸丁酯速率達 0.1791/min 及

0.1672/min。 

(2)報告僅針對送樣之「ARC-FLASH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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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測試報告係說明以提供之樣品進行乙

酸丁酯與甲醛之光觸媒分解速率試驗，結果證實其樣品

針對分解乙酸丁酯及甲醛速率達 0.3634/min 及

0.2482/min。 

(3)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

該等報告中已載明「本性能測試報告僅對送測樣品負責，

不作其他證明」字樣。報告內容並未敘述關於任何與人

體或生物相關之事項，故無法由該等報告內容得知

「ARC-FLASH光觸媒」或其相關產品對人體之影響。 

5、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檢測報告品名為「ARC-FLASH 光觸媒塗料」，試驗方法係

依 CNS 10757「塗料一般檢驗法（有關塗膜之物理、化學

抗性之試驗法）」第 12 節規定，試驗項目為「耐洗淨性(往

返 2000次)」，試驗結果為「符合」。 

(2)「耐洗淨性(往返 2000次)」試驗之意義，係表示試樣經

肥皂水溶液洗刷 2000次試驗後可否完好的繼續附著於基

材上，是評估塗料髒污後以肥皂水溶液洗刷後，仍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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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料外觀的耐洗淨塗刷能力。 

(3)該試驗報告載明「本報告之試驗結果僅對樣品之測試項

目負責」，故報告品名「ARC-FLASH 光觸媒塗料」之樣品

僅符合測試 CNS 10757第 12節規定，與廣告清單所列其

他 ARC-FLASH光觸媒相關商品為不同屬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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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經營

之 486 團購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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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是被處分人以其經營之 486

團購網刊載、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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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銷售商品之利潤，自得認定其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

主。 

三、有關 486 團購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奈米銀噴罐(10%

高濃度)2 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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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

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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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予

消費者之印象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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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商品

品質較未通過驗證更具保障。依提供之試驗報告，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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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中科院 2 份試驗報告分別係就送

樣之「經 ARC-FLASH 光觸媒加工之人造花材」、「ARC-FLASH

光觸媒油漆添加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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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檢驗報告係就「ARC-FLASH光觸媒蜂巢

式濾網」臭味去除測試。經檢視前揭報告之送測產品及檢

驗項目，該等報告係就「ARC-FLASH 光觸媒」施用於石磚樣

品、人造花材等特定商品，特定檢測項目「光觸媒空氣淨

化效能測試(氮氧化物)」、「本質廢氣(乙酸丁酯)處理檢測」

所為之測試報告，係依送檢樣本所為試驗數據之呈現，尚

與「通過」驗證分屬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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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復依中科院專業意見，報告僅代表相關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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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呈現，並不具有任何驗證。是本案所提供之報告無法證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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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公正機構驗證，卻於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

正性檢驗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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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關廣告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

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證」予消費

者之印象為所銷售商品取得所列工研院、中科院、SGS 等單

位認證對人體無害。依立天公司表示，本產品係指

「ARC-FLASH光觸媒」而非針對廣告銷售的商品，廣告欲表

達並非指所列認證單位的檢測報告均對人體無害，其中所

提工研院、中科院係指立天公司曾就相關商品送該等機構

檢測廢氣分解能力；而 SGS報告為一溴聯苯等物質未檢出，

由於一溴聯苯等為對人體有害物質，測試結果為未檢出，

而宣稱對人體無害。惟依工研院、中科院專業意見，所提

報告無涉「ARC-FLASH光觸媒」暨相關商品對人體是否有害

之檢測，不得據以宣稱「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

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驗證」。復

依 SGS 專業意見，報告內容係就測試方法之測試數據結果

及是否符合所列法規之要求所製作，並未涉及對人體有害

與否之判斷，且對人體有害物質眾多，無法以少數有害物

質之測試結果(含量)驗證該商品是否對人體有害。是本案

提供之報告未足資證明所銷售商品取得工研院、中科院、

SGS等單位認證對人體無害，卻於銷售「ARC-FLASH光觸媒」

相關商品之廣告做前揭宣稱，因廣告所描述具公正性檢驗

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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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團購網銷售「ARC-FLASH 光觸媒+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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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銀噴罐(10%高濃度)2 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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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

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中科院、SGS……驗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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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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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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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2號                                           

被處分人：庭侑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62509  

址    設：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育賢路 2 之 1 號 1 樓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黃○○ 

統一編號：○○○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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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大双璽」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圖」

將原用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及於「一樓全區

配置圖」將店 7 側邊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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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庭侑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 

    處黃○○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庭侑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 107年 11月至 109

年 9 月間銷售「四德大双璽」建案(下稱案關建案)，於「店

面平面配置圖」將 2 樓至 4 樓後方空間規劃為臥室    、

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及於「一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 側邊

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惟據臺中市政府提供平面竣工圖

及專業意見，案關建案每戶透天店面 2 樓至 4 樓後方空間

核定為陽台，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未辦理變更設計；復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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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邊空地屬依法所留設之法定空地，被處分人庭侑公司亦

無申請變更設計紀錄，疑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1、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庭侑公司獨立出資興建，基地坐

落於臺中市霧峰區北柳南段 64地號等 15筆，於 107 年 5

月 10日取得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 107中都建字第

01092 號建造執照，嗣於 107 年 11 月、108 年 6 月分別

取得該局第 1次及第 2次變更設計許可，後續於 109 年 2

月 25日取得該局核發 109中都使字第 00378號使用執照，

於 109 年 6月至 12 月完工交屋。 

2、被處分人庭侑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107 年 3月 11 日至 

107年 9月 10日期間委託被處分人黃○○(下稱被處分人

黃君)銷售，雙方簽有業務銷售合約書，惟合約終止時因

案關建案店面尚未售出，且尚未完成店面變更設計，被

處分人黃君在未與被處分人庭侑公司續約條件下，雙方

以口頭約定繼續依上開合約內容執行代銷業務，嗣後，

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 109年 9月 29日向電信公司申請停

用銷售中心服務專線，並終止將銷售專線轉接至被處分

人黃君手機，故被處分人黃君實際退出案關建案銷售之

時點為 109年 9月 29 日。 

3、被處分人黃君依上開合約書第 6 條約定，依銷售成交價

之一定比例獲取銷售利潤，不同戶別及樓層皆訂有不同

之底價，銷售倘有溢價(成交價扣除底價)，被處分人黃

君可再獲得額外銷售利潤。 

4、阜毫廣告群策企劃社(下稱阜毫廣告社)係透過被處分人

黃君介紹，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提供案關建案之「店 2~店

7 平面配置圖」、「一樓全區配置圖」、被處分人庭侑公司

以往建築實績及案關建案店面圖示等資料予被處分人黃

君，由被處分人黃君及阜豪廣告社依上開資料及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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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黃君自行蒐集之資料製作及設計成案關建案「店 2~店

7 平面配置圖」及廣告圖冊，該等資料經被處分人庭侑公

司審核後出資印製。  

5、案關建案於 107 年 5 月 10日取得臺中市政府核發之建造

執照包含透天店面 5 樓建築物，每戶 2樓至 5樓共 10 間

臥室，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 107年 11 月 6日取得臺中市

政府核准第 1 次變更設計，變更為 4 樓建築物共 7 間臥

室，且 2 樓至 4 樓後方左側原為「衛浴」空間變更設計

為「陽台」，5 樓原為「臥室」、「衛浴」等室內空間變更

設計為「屋頂平台」。 

6、案關建案「店 2~店 7 平面配置圖」及廣告圖冊於 107 年

5 月 10 日開始置於接待中心並由被處分人黃君向看屋者

解說案關建案，未對外散發，案關建案於 107 年 11 月 6

日核准第 1 次變更設計後，被處分人黃君則依被處分人

庭侑公司提供核准之第 1 次變更設計之圖說將「店 2~店

7 平面配置圖」修正為「店面平面配置圖」，並與廣告圖

冊作為向看屋者解說案關建案之依據。 

7、案關建案依法需留設 40%之法定空地，廣告圖冊所載之「一

樓全區配置圖」店 7側邊空地係屬依法留設之法定空地，

被處分人庭侑公司將該法定空地分割成 3 筆獨立地號，

分別為臺中市霧峰區北柳南段 64-10、64-11 及 64-13 等

地號，並銷售予特定買方作為停車空間使用，該法定空

地並未向建管單位申請變更設計。 

8、案關建案計有 23 戶華廈及 6戶透天店面，案關建案廣告

使用期間係自 107 年 5 月 10日至 109 年 9 月 29 月止。 

（二）函請被處分人黃君提出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被處分人黃君從事房地產業務約 5 年，以銷售建案為主。 

2、被處分人黃君曾參與 2 至 3 次被處分人庭侑公司及阜毫

廣告社就案關建案廣告之製作及設計所召開之會議，案

關建案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提供予阜毫廣告社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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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設計，由被處分人庭侑公司確認後統包予廠商印製，

被處分人黃君就印製後之案關建案廣告進行審核，案關

建案銷售前，被處分人黃君即已知悉案關建案之廣告內

容。 

3、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合約期間曾針對案關建案進行變更

設計，其店面建坪從 105 坪(2 至 4 樓+頂樓 10間套房) 

   ，修改為單戶售坪 87.11 坪(2、3 樓+頂樓 7 間套房) ，

被處分人庭侑公司並依上開變更設計將「店 2~店 7 平面

配置圖」修正為「店面平面配置圖」後提供予被處分人

黃君銷售案關建案。 

4、案關建案結構體完成後，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撤除案關建

案接待中心，並於案關建案 1 樓另設銷售中心，但因工

地結構體未完工，且使用執照未取得，銷售中心無水可

用，且環境簡陋、潮濕及有漏水之情形，被處分人黃君

無法於該銷售中心繼續銷售案關建案，故於 108 年 4 月

自該銷售中心退出。 

5、銷售期間因逢連續下雨期間，工地結構體環境潮溼，導

致廣告圖冊受潮無法翻閱，現場許多文書都回收銷毀，

被處分人庭侑公司也沒有再印製廣告，但被處分人黃君

仍以提供予本會之廣告圖冊及「店面平面配置圖」向看

屋者介紹案關建案。 

（三）函請臺中市政府提出專業意見，略以: 

1、案關建案領有 109 年中都使字第 00378 號使用執照(107

中都建字第 01092 號建造執照)，該執照並無竣工併案辦

理變更設計資料。 

2、案關建案陽台倘增設衛浴空間，申請人應委託建築師辦

理變更設計，無辦理變更設計者則涉及違章建築之情

事。 

3、案關建案廣告之「一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 側邊空地標

示「停車空間」為臺中市霧峰區北柳南段 64-10、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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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及 64-13 等 3 筆地號土地，經查為使用執照竣工核准圖

說之法定空地，倘前開地號有擅自劃設變更停車位情事，

涉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項規定，復該法定空地查無申

請變更設計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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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庭侑公司及被處分人黃君俱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投資興建，並與被處

分人黃君簽訂業務銷售合約書委託其銷售，足認被處分

人庭侑公司除出資興建該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

之意思，提供案關建案所需素材，委由被處分人黃君製

作案關建案廣告並銷售建案，因而直接獲有銷售利潤，

是被處分人庭侑公司自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次查被處分人黃君係以銷售房地產建案為常業，屬公平

交易法第 2條第 3 款所稱之「事業」，被處分人黃君參與

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及製作，並就印製後之案關建案廣

告進行審核，是黃君於案關建案銷售前即已知悉案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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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廣告內容，復查被處分人黃君自承係依庭侑公司提

供「店面平面配置圖」及廣告圖冊向看屋者銷售案關建

案，依雙方簽訂之合約書，被處分人黃君以各戶成交價

一定之比例獲取銷售利潤，倘成交價高於底價，其可另

獲取溢價利潤，是被處分人黃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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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庭

侑公司請領不同比例之報酬，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有關案關建案「店面平面配置圖」將 2 樓至 4 樓後方陽台

空間規劃為臥室、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庭侑公司表示案關建案「店 2~店 7 平面配置

圖」將 2 樓至 5 樓後陽台左側標示衛浴空間，係依臺中

市政府於 107 年 5 月 10 日所核發 107 中都建字第 01092

號建造執照使用空間繪製，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 107 年

11 月 6 日辦理第 1 次變更設計，內容包括將 5 樓建築物

變更設計為 4樓建築物，2樓至 5樓後陽台左側標示「衛

浴」空間變更設計為 2樓至 4樓「陽台」空間，5樓臥室、

衛浴空間變更設計為屋頂平台，是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

107 年 11月後即依上開變更設計之圖說將「店 2~店 7 平

面配置圖」修正為「店面平面配置圖」，被處分人黃君並

依據修正後之配置圖向看屋者解說案關建案店面格局配

置，合先敘明。 

（二）次查案關建案「店面平面配置圖」2 樓至 4樓後方標示為

臥室、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廣告予人印象係該室內空

間係可合法使用，惟據臺中市政府提供案關建案 109 中

都使字第 00378 號使用執照暨每戶店面 1 樓至 5 樓竣工

平面圖所示，案關建案「店面平面配置圖」2樓至 4 樓後

方空間核准用途為「陽台」，且依臺中市政府專業意見，

該建案倘將「陽台」空間作為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應辦

理變更設計，未辦理變更設計者則涉及違章建築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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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於案關建案竣工並無併案辦理變

更設計資料。 

（三）綜上，案關建案「店面平面配置圖」所示 2 樓至 4 樓後

方空間將竣工圖上核定為「陽台」用途規劃為臥室、衛

浴等室內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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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案關建案「一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 側邊空地作為停

車空間使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查案關建案「一樓全區配置圖」店 7 側邊空地繪有 3 輛

汽車停放，廣告予人印象為案關建案店 7 側邊空地可合

法作為停車空間使用。  

（二）據臺中市政府表示，店 7 側邊空地為臺中市霧峰區北柳

南段 64-10、64-11 及 64-13 等 3筆地號土地，為 109 年

中都使字第 00378 號使用執照之法定空地，倘前開地號

有擅自劃設變更停車位情事，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且查被處分人庭侑公司未曾就該法定空地向臺

中市政府辦理變更設計作為停車空間使用。另被處分人

庭侑公司亦自承將上述法定空地之 3 筆地號土地銷售予

買方作為停車空間，故該廣告將使人誤認店 7 側邊之法

定空地可合法作為停車空間使用，其廣告之表示與事實

不符，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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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庭侑公司與被處分人黃君銷售「四德

大双璽」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圖」將 2 樓至 4 樓後方

「陽台」空間規劃為臥室、衛浴等室內空間使用；於「一

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 側邊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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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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庭侑公司

與被處分人黃君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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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及違法行為期間銷售額；初次違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

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如處分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7    日 

被處分人庭侑有限公司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

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被處分人黃○○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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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3號 

被處分人：徐○○即千禾企業社 

統一編號：○○○○○○○○○○ 38859657 

址    設：臺中市南區福順里美村路 2 段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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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 7 位民眾反映內容彙整略以：午時水淨水器廠商告知

獲中市值新臺幣(下同)28,800元之淨水器獎項，付清 2,880

元後即取得該獎品，民眾認為廠商高估商品價格誘騙中獎，

或以摸彩活動行商品推銷之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因民眾未提供涉案廠商名稱，依其所附「產品保固書」所

載臺北、新竹、臺中等 3 地營業地址，於經濟部商業司「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查詢，獲悉銷售廠商為被處

分人、○○淨水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及○○企業社。 

(二)經函詢被處分人、○○公司及○○企業社提出書面及到會

說明，擇要如下： 

１、被處分人：營業項目為櫥櫃批發、未分類其他家用器具

用品銷售等，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摸彩活動均由被

處分人所舉辦，午時水總代理商即被處分人，與上禾公

司和豐宜企業社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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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２、○○公司：該公司負責淨水器門市銷售、協助安裝、維

修等後續服務。「午時水」商標權人為千禾淨水企業社

陳君，○○公司、○○企業社及被處分人等 3家事業原

皆由陳君經營，2年前被處分人及○○企業社轉登記其

長子徐君經營，因 3 家事業原一同經營，故網站與保固

書共用。 

３、○○企業社：該事業以門市銷售、叫修與服務原有客戶

為主，沒有辦活動，只有內勤和服務人員，沒有業務人

員。 

４、被處分人案關「填問卷送彩券雙重回饋活動」(下稱摸

彩活動)之辦理情形： 

（1）108 年辦理 1 場摸彩活動，109 年原洽談 10 場摸彩活

動，因效果不佳取消 6場，其原因為店家無意願配合發

放摸彩券、店家係外帶性質致消費者無法填摸彩券、店

家工讀生不發放摸彩券及疫情影響等，店家僅提供場地，

無分配相關利潤。 

（2）108年至 109年辦理摸彩活動宣傳及摸彩券內容均相同，

分二重活動，第一重為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

飲機一台」，即抽獎 30 名中獎者得以體驗價 2,880元優

惠取得案關淨水器。被處分人均為實際抽獎，實際上同

意付費安裝淨水器之消費者共 73 人；第二重則以摸彩

方式，在店家現場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提供 3C 家電

或禮券等。 

（3）案關淨水器為向○○○○股份有限公司所購買，每臺

進貨成本為○○○元或○○○元，濾心之進貨成本為 1

組 3 道○○○元，售價 1組 3 道○○○元，案關淨水器

需要 6道濾心。中獎通知及安裝淨水器時均會告知中獎

者關於淨水器安裝價格，及第 1道至第 3 道濾心建議每

半年更換。 

（4）108 年度進貨及銷售各 20 臺案關淨水器，該年度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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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以摸彩活動銷售 18臺淨水器。109 年度進貨 55 臺

案關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 55臺。 

（5）摸彩活動獎項為被處分人購買，部分則為使用過往剩

餘之獎品，亦有上禾公司及千右企業社將其所買的獎品

轉提供給被處分人使用，每次摸彩活動所有獎項均完全

送出才結束活動。 

（6）提供淨水器發票共 11張，摸彩活動所銷售案關淨水器

發票共 9 張，另 109 年有 2 張發票是直接由業務人員推

銷，並非消費者因摸彩活動而加價購買。 

（7）被處分人舉辦摸彩活動只是單純促銷活動，有告知消

費者中獎的產品及安裝費用等，如果消費者安裝淨水器

後想退貨，被處分人亦同意消費者退貨，並未涉及不當

招攬顧客、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三)依民眾反映及被處分人提供之案關 11家合作店家函請填寫

問卷，接獲 8家店回復，略以：2家表示未與午時水總代理

商辦理摸彩活動，其餘 6 家表示午時水總代理商以海報告

知消費者摸彩活動辦法和獎項內容，民眾多為消費後取得

活動抽獎券，除淨水器外相關獎品包含液晶電視、開飲機、

烘碗機、電子鍋、拖把、立扇及吹風機等，未留存摸彩活

動抽獎券及領取獎品時拍照等紀錄。 

(四)經問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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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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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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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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自承 108 年至 109 年間摸彩活動之宣傳及摸彩

券內容大同小異。摸彩活動彩券載明「第一重：廠商贊助

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一台】。市價：28,800元，限量

30 名」、「第二重 3C 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

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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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雖陳稱獎品均有實際送出，惟查其除自購摸彩活

動獎品外，多有利用他事業購買之獎品，且無法提供其贈

送之佐證資料。復查被處分人與合作店家簽訂「贊助專案

企劃書」，對摸彩活動 3C 家電各項獎品訂定贈送之限制條

件，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之數量決定 3C家電各項

獎品送出情形，然查上開約定並未揭露於摸彩券，亦未使

參加活動之民眾知悉，造成民眾相對於被處分人處於資訊

不對等之地位。 

五、又被處分人自陳 108 年及 109 年因辦理摸彩活動而販售案

關淨水器各有 18 位及 55 位中獎人。又據本會問卷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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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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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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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被處分人卻宣稱其售價 28,800 元，不無令中獎人

對該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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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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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4號                                                                                                  

被處分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6255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2樓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林○○律師 

           林○○律師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00 號 11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後，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結合前

已有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

幕贊助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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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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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民眾王君以電子郵件詢問，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結合後，

要求原供貨「頂好 Wellcome」超市之供應商，再支付新店

開幕贊助之相關疑義，因所述情事或涉有不當收取附加費

用之行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虞，本會爰主動

立案調查。 

二、案於調查過程，復有民眾楊君、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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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會等 11 家公會聯名、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以

及中華民國食品流通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先後向

本會提出反映。內容略以，被處分人未先告知供應商其展

店計畫，突襲性展店並據此要求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非

供應商預期並同意之附加費用，且每一門市分別計算，金

額甚高。而被處分人與惠康公司結合，惠康公司所有權利

義務應由被處分人繼受並承擔。原惠康公司之供應商與惠

康公司已訂有買賣契約且持續交易，被處分人應承受契約

之權利義務，故被處分人展店，本質屬繼續履行惠康公司

與原供應商之契約，並無實質增加原供應商之交易量或金

額，爰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三、調查經過： 

(一)函請台灣糖菓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等 11家公會及台北市

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１、過往被處分人與供應商簽有簡便形式之合作契約，如契

約內容無特殊變動，依慣例雙方年底前會以前一年度的

協議展延至下一年度適用。事件發生之初，被處分人即

是使用舊約所議定之附加費用金額，要求供應商支付

196 家新店開幕贊助金。 

２、被處分人併購惠康公司，已成為國內僅次於全聯的第 2

大超市通路，且統一集團持有被處分人 40％股份，因

此供應商更擔心，統一集團旗下之便利商店通路，未來

也會對供應商產生箝制效果，對供應商而言，各個通路

都很重要，不可能放棄。 

３、被處分人縱然提供制式草約予供應商，供應商本得就草

約內容進行評估，決定是否接受。但被處分人與惠康公

司結合後，議價能力提高，中小型供應商對其依賴相對

提高，年度合約倘無法完成議約，商品將遭下架停售，

供應商基於期待維持既有業務關係之壓力下，雖深感新

店開幕贊助金之收取，對商品銷售恐無助益，或超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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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獲得之利益，也僅能勉強接受。   

４、大部分供應商同時有供貨被處分人與惠康公司，而衍生

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爭議。被處分人於結合後，將「頂

好 Wellcome」超市轉換為「Market 便利購」，對供應商

而言僅是延續供貨，如依照契約支付 196家新店開幕贊

助金，將來供貨量是一樣的，難以評估對於商品銷售是

否有利，被處分人不應單方決定以新店開幕標準向供應

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１、被處分人於109年底之供應商有○家(以統一編號統計，

且有實際交易者)，其中○家僅供應被處分人，未供應

惠康公司、○家同時有供應被處分人及惠康公司。109

年銷售金額為○億元，其完全子公司惠康公司為○億

元。 

２、被處分人收取本次「Market 便利購」新店開幕／重新

開幕贊助金(以下均稱新店開幕贊助金)，係依據被處分

人與供應商現行有效之全國性合約(即供應契約)第 14

條「新店開幕／重新開幕特別條件」，向 109 年有約定

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收取。而被處分人與供應商

109 年度供應契約中，有約定新店開幕贊助金者為○

家。 

３、全國性合約第 14 條之「新店開幕／重新開幕」係屬合

約條款中之同一項目開幕贊助金，第 14.9條另明定「本

條之規定適用於外部成長(例如併購、加盟)所取得之分

店及加盟店」。所謂「新店開幕」係指被處分人自行展

店或因併購而來之新門市開幕，需新作或更新內部裝潢

及陳列；「重新開幕」則指被處分人已開幕門市，因特

定原因(例如：颱風造成門市嚴重毀損等)需停止營業或

歇業，進行評估是否續行營業，如經評估可續行營業，

但需就內部裝潢陳列進行重大調整、裝修之情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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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店開幕／重新開幕」均可能包含資訊等系統的重建或大

幅更新，二者須投入之成本差不多。且新店開幕贊助金，

一定是有新店開幕或重新開幕的事實發生，才會收取。

縱然契約上有約定該費用收取之金額，但當年度如果並

無新店或重新開幕，被處分人也不會收取。 

４、被處分人與供應商現階段尚在協議 110 年度供應契約，

大多數供應商尚未完成簽訂。依一般實務，當年度契約

通常要到當年度第 2 季才會完成。而 109年度供應契約

雖有效期間僅限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惟商品供應關

係為持續性的交易關係，雖與供應商未完成議約，貨架

也不能空置，故供應契約第 17.11 條特別約定：「於本

合約有效期間屆滿後，雙方如尚未簽署新年度書面約定

時，雙方同意按本合約之約定進行交易並計算相關各項

扣款項目費用。俟雙方另行簽署新年度書面約定後，就

新年度書面約定有效期間內所發生之各項扣款，雙方同

意改按新年度書面約定之約定方式以為計算，並互為找

補。」 

５、被處分人目前僅於 110 年 2月向供應商收取南港舊莊店

及台北敦化北店等 2 家「Market 便利購」門市之新店

開幕贊助金，並無如媒體報導均扣款新臺幣(下同)4 萬

元，及 3千家供應商、196家店，金額恐高達 294億元

之情事。又被處分人評估供應商的整體貢獻度，會比較

相同類型商品供應商之狀況，並考量前端的商品毛利率，

以及後端的退傭或附加費用之合計值。如供應商對於商

品毛利率願意給予被處分人較高比例，而在附加費用部

分，願給予的費用較低，被處分人亦可以接受，故各供

應商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之高低，不能僅以絕對值觀

察。 

６、對於與供應商事前協議及事後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過

程，就此附加費用相關事項之協商經過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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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被處分人與供應商商議年度供應契約之流程： 

甲、供應商人員與被處分人相關採購單位約定時間討論

隔年年度採購計畫。 

乙、被處分人提供制式草約予供應商審閱、修訂及協商。 

丙、如雙方對於協商後草約內容均無異議，則開始進行

契約簽約流程。 

丁、雙方各自將契約歸檔備查。 

(２)被處分人之供應商多以長期合作為主，對於所有供應

商於洽談時，原則上雙方如無特別要求，會依據前一

年度商業條件(包含新店開幕贊助金)進行協商，並無

強制性，由供應商依其意願進行協商，部分供應商就

會選擇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且由簽約作業流程可知，

被處分人提供草約給供應商後，供應商可就草約內容

(包括是否同意給付新店開幕贊助金)進行評估，決定

是否接受。簽約前供應商均可與被處分人協商支付附

加費用之項目及金額，被處分人並不會亦無能力強迫

供應商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 

(３)供應商與被處分人協商年度合約條件時，因個別供應

商所同意條件不盡相同，如供應商對於沿用前一年度

合約之草約內容有修改，會放入補充協議書。而補充

協議書約定各項新店開幕贊助金之數額，亦顯示有修

改或拒絕之情形。 

７、109 年 6月被處分人併購惠康公司一事公開之後，有供

應商反映對於契約中新店開幕贊助金須另議等意見。被

處分人依據供應契約約定及向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

的原則，收取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新店開幕贊助

金。並非向 109年度供應契約中約定新店開幕贊助金之

供應商，全數均收取前開二門市新店開幕贊助金，並提

供相關資料（據被處分人所提供資料，依 110 年 4 月

23 日前所統計，支付一定金額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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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計○家，其中○家供應商為 109年度供應契約所約定、

其餘○家供應商為 109年未約定而係協商後同意）。 

８、對於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符合與銷售商品間之直接

關連性之說明： 

(１)惠康公司原「頂好 Wellcome」超市面臨激烈競爭，且

財務狀況不佳，並無意再更新或改造。被處分人併購

惠康公司後投入大量財力及人力，使「頂好 Wellcome」

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開幕，不僅僅是避

免銷售疲軟造成關店之可能，更使得舊有惠康公司門

市得以強化競爭力，供應商得以拓展銷售、觸及更多

消費者。 

(２)如有新開幕門市，對供應商而言，將增加新銷售據點，

以吸引消費者、增加供貨量，與促進商品販售有直接

關係。此次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約有半數

於 108年及 109年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並無銷售；

而若是門市重新開幕，內部需先參考門市之位置、過

往銷售類型、品項、金額、消費型態等銷售資料，及

由各相關人員配合該門市既有硬體條件等重新規劃，

為各種軟、硬體設施改裝，重新安排商品擺設，使門

市系統、設備、裝潢均經更新並大幅優化，期能產生

更佳之消費體驗，從而吸引更多消費者入內消費，促

進各供應商商品之銷售。 

(３)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於 110 年 2 月重新開幕，

108 年 1月至 109 年 12 月之月平均銷售金額，與重新

開幕後 110 年 2 月及 3 月之月平均銷售金額，成長率

分別達○％及○％。若以同期 2 月及 3 月相比較，亦

為成長。 

(４)被處分人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家供應商，或該等

供應商剔除 110 年之新供應商，整體而言該等供應商

於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開幕以來，不論以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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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開幕當月銷售金額或 110 年 2 月至 4 月之月平

均銷售金額，與 108 年及 109 年全年月平均之銷售金

額相較，均有所成長。考量 2 月至 4 月屬零售業傳統

銷售淡季，相較於 109 年時因新冠肺炎疫情刺激民生

物資銷售金額成長，更顯「Market 便利購」南港舊莊

店及台北敦化北店於 110 年 2 月對供應商增加銷售機

會，並無欠缺直接關連性之情事。 

９、對於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符合比例性之說明： 

(１)被處分人與各供應商間之供應契約及商業洽談，均遵

循合理商業慣例，雙方同意後始簽署契約，讓供應商

依據其個別差異有充分自由選擇。不同供應商所選擇

的附加費用，其項目或金額、比例有所差異，係反映

出供應商本身的商業選擇(例如是否接受低單價或低

附加費用、高單價或高附加費用)、產品特性(例如批

發式商品通常會較零售式具有特色或差異化商品產生

較低的銷售毛利率)。被處分人亦給予供應商依其商業

策略選擇之自由，而未要求供應商之附加費用均相

同。 

(２)供應商均可選擇是否支付附加費用、其項目(包含新店

開幕贊助金)及金額，被處分人並不會亦無能力強迫供

應商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各供應商依據其與被處分

人歷年來供應的方式與金額，於每年度供應契約所同

意支付之新店開幕贊助金數額不一，自數千元至數萬

元不等，被處分人於議約過程並未壓抑供應商之選擇

自由，使其能充分考量其商業需求，約定合理之新店

開幕贊助金，此即比例原則之體現。 

(３)被處分人請求供應商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均係據當

時有效之供應契約(含補充協議書)。簽約前供應商既

可與被處分人自由協商支付附加費用之項目及金額，

其自係充分考量新店開幕或重新開幕對其所能帶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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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大於該新店開幕贊助金之金額，自無要求供應商

負擔之金額，已超過供應商可直接獲得利益之情形。 

三、為進一步瞭解案關供應商意見，爰依被處分人所提供統計

至 110 年 4月 23日止，本次支付一定金額新店開幕贊助金

的○家供應商名單，進行問卷調查。回復問卷中，於被處

分人與惠康公司結合前即已有供貨予被處分人與惠康公司

之供應商，有多數(過半)表示並不同意本次被處分人收取

新店開幕贊助金。 

四、調查所得相關事實如下： 

(一)被處分人係依 109 年度有與其簽訂供應契約，並約定同意

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

於 109 年 12 月底，被處分人所有門市之供應商共計○家，

其中 109 年度與被處分人簽約並同意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

之供應商為○家。 

(二)被處分人依據供應契約約定及向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的

原則，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被處分人統計至 110 年 4

月 23 日，於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 2 家門市實際收取

一定金額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計有○家。 

(三)前開○家供應商，於其中被處分人依 109 年度供應契約約

定而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者有○家，另 109 年度供應契約

並無約定，而係經協商後同意而收取者有○家。 

(四)經向前開○家供應商，就家福公司因新店開幕/重新開幕

(即全國性合約第 14 條，不含全國性合約第 15條之改裝情

形)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進行問卷調查，家福公司與惠

康公司結合前即已有供貨予家福公司與惠康公司之供應商，

有多數(過半)表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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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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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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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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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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即為「顯失

公平」行為類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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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事業乃供應商將產製商品向消費者直接陳列推廣行銷

之重要通路，雙方具有上、下游之垂直交易關係，且實務

上通常為長久、繼續性之交易模式。而通路之營運，流通

事業自有其利潤之期盼與設定，並依此目標與各供應商協

議，依各供應商市場地位、銷售情狀等各種交易情狀，而

有不同協議結果，此本屬私法自治範疇，為市場機能之展

現。惟倘流通事業不採此種議定利潤方式，而係將利潤分

散在附加費用中，亦非法所不許。 

三、流通事業向供應商收取附加費用之項目繁複、用途不一，

部分附加費用具有使賣場有限的貨架空間更具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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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流通事業展店或更新之經營風險，或使流通事業更有

舉辦促銷活動動機等正面功能。因此，流通事業向供應商

收取附加費用，未必損害市場競爭秩序，然而這不代表流

通事業可毫無限制向供應商收取附加費用，蓋因附加費用

依其名目意義各有其成就條件，自應事前揭露相關資訊，

且其設定條件應與供應商產品銷售有關聯，而非可恣意為

之，或繫於流通事業一方片面之解釋。 

四、是倘流通事業濫用其市場力量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於向

供應商請求負擔附加費用時，未事先與供應商就附加費用

之項目、用途、金額（或計算標準）、促進商品販售計畫及

違約處理方式等事項進行協商，並訂立書面契約；或雖有

訂立契約，但實際執行上所收取之附加費用與商品銷售間

不具「直接關連性」或「比例性」原則，或未符合一般商

業合理之交易習慣等等。就個別供應商而言，除將增加供

應商營業成本、剝奪供應商應得之合理利潤，有違公平交

易精神外，復就整體觀之，因流通事業諸多國內供應商多

屬中小型企業，亦恐將斲傷供應商之事業營運，對整體經

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損及健全市場交易秩序，故該等不

當收取附加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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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流通事業是否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並非以該事業是

否具有絕對之營業規模及市場占有率，為唯一判斷因素。

對於市場占有率不高之流通事業，倘供應商之營運必須「不

可偏離或無可取代地依賴」該流通事業，則該流通事業即

具有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又依賴性之有無，以供應商是否

具有所謂「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為判斷依據，可

整體衡量：市場上供應商之其他交易對象之有無及數量；

可供供應商轉換交易對象間之替代性；以及供應商與該流

通事業間之交易情形及依賴程度，並評估轉換至其他具替

代性交易對象之效益後，是否具有轉換的可期待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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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處分人對於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大多數供應商具有相

對市場優勢地位： 

(一)經查被處分人 108 年及 109 年之銷售金額，各約為○億元

及○億元，呈現年成長之銷售趨勢。且查 108 年及 109 年

全國量販超市之銷售金額為○億元及○億元，是以被處分

人108年及109年於量販超市之市占率分別為○％及○％，

僅次於全聯、好市多，為國內第 3 大之量販超市業者。又

倘加計完全子公司之惠康公司 109 年銷售金額○億元，被

處分人與惠康公司於全國量販超市市場之市占率可達○

％。 

(二)被處分人 109 年於我國經營之零售式量販店約為○多家，

為我國門市數量最多且分布最廣之量販通路業者。又因應

近年消費型態改變，被處分人早已發展超市通路，擁有量

販店、超市雙型態通路，且透過持續展店、併購等經營策

略，迄至 109 年 12 月底與惠康公司結合後，整體經營量販

店與超市門市已達○多家。且除實體門市外，被處分人亦

利用廣泛分布的門市、完善物流配送系統，推動線上購物

業務。故從供應商進入被處分人供貨體系，商品可有效觸

及各地消費者，對於商品銷售顯有助益觀之，實不容忽視

與被處分人交易之重要性 。 

(三)被處分人以 109 年度供應契約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之

供應商為○家，雖然當中不乏大型製造商或知名品牌商，

惟大多數業者僅為中小型供應商，與被處分人之事業規模

顯有差距。另據被處分人所述及提供資料，其與供應商多

係長期性之交易關係，且供應商供貨予被處分人之金額，

有多達數百萬元至數億元不等，占各該供應商年度總銷售

金額之比例甚高，被處分人為各該供應商主要甚至最大之

交易對象。是該等供應商倘欲與被處分人斷絕交易，實難

期待於相當時間內得以開發其他量販超市業者填補與被處

分人相當之交易金額；亦難認可於現存既有交易關係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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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量販超市業者中，增加有如與被處分人交易之相當交易

金額，以彌補損失，故整體衡量供應商轉換新交易對象之

可選擇性，以及主觀上觸發其轉換新交易對象之期待可能

性均甚微，而有與被處分人繼續維持交易關係之必要性，

對被處分人具有依賴性。 

(四)綜上，從被處分人之經營現況、市場地位，以及被收取本

次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與被處分人間之交易情形，被

處分人對於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大多數供應商具有相對

市場優勢地位。 

七、被處分人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

超市，向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應商，收

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為顯失公平行為： 

(一)本案產生爭議之新店開幕贊助金，據被處分人表示，係根

據與供應商所簽定之 109 年度供應契約第 14 條「新店開幕

／重新開幕特別條件」約定，向該供應商收取 110 年被處

分人與惠康公司結合後，於同年 2 月間完成「Market 便利

購」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開幕之新店開幕贊助金。 

(二)又供應契約第 14.9條約定，該等條件適用於被處分人外部

成長，例如併購、加盟等所取得之分店及加盟店。另第 17

條亦有特別約定，如契約有效期間屆滿後，如尚未簽署新

年度書面約定時，雙方同意按該合約之約定進行交易並計

算相關各項扣款項目費用。待簽訂新年度書面約定後，再

互為找補。 

(三)雖據被處分人說明，新店開幕與重新開幕之意涵有所不同，

但在被處分人所使用相關契約文件中，係將二者列為同一

項目之開幕贊助金，未加以區別，且無清楚揭示二者意涵。

而供應合約第 14.9 條亦僅略謂本條亦適用於外部成長(例

如併購、加盟)所取得門市之情形，並未清楚表示究屬新店

開幕或重新開幕之適用情形。惟被處分人表示係依供應合

約第 14條約定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是不論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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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係主張新店開幕或重新開幕，該收取標準並無顯著差

異，此從被處分人陳稱，不論新店開幕或重新開幕，被處

分人投入成本差異不多，亦可為證。故本案產生爭議之新

店開幕贊助金，即為被處分人依供應契約第 14條「新店開

幕／重新開幕特別條件」約定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情

形。 

(四)再者，被處分人原兼採量販及超市流通體系，因通路規模

不同，並非所有供應商之商品均在 2 通路流通，同理，因

併購而來之所謂擴張門市，本已有被處分人通路供應商在

此販售，對其而言，並非完全新拓點，此類附加費用收取

之合理性，應考量對於供應商帶來商品銷售之實質效益。

而此從問卷調查結果，有相當比例之供應商並不認同被處

分人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亦增強本次收取新店開幕

贊助金合理性爭議之存在。 

(五)據被處分人依 109 年度供應契約已實際收取本次新店開幕

贊助金之供應商計○家觀察，其中○家供應商僅供貨予被

處分人，未供貨予惠康公司，故原「頂好 Wellcome」超市

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對該等供應商為全新供貨

門市，業績提昇之效益較大。而另○家供應商，於 109 年

被處分人與惠康公司結合前，已同時供貨予被處分人與惠

康公司「頂好 Wellcome」超市，對於該等供應商，被處分

人進行門市相關軟硬體更新、裝潢、商品陳列規劃，雖難

謂對業績提昇無所助益，惟實難與一般新店開幕之情形相

比擬。是被處分人向原已在惠康公司「頂好 Wellcome」超

市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對相關供應商顯

失公平。 

(六)至被處分人主張新店開幕贊助金之商業條件、以及依前一

年度供應契約約定收取附加費用，均係經與供應商雙方協

商後始收取，並提出部分供應商有重新協商之請求等節，

均難採為被處分人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非為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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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為之理由： 

１、被處分人雖稱相關商業條件(包含新店開幕贊助金)，均

係經雙方協商並須得供應商同意，故有供應商會選擇支

付新店開幕贊助金。惟如前述，大多數供應商因對於被

處分人所經營之量販超市通路具依賴性，故為維持與被

處分人供應關係之前提下，縱然供應商支付之附加費用

對其業績提昇之效益有限，亦礙難拒絕。且據被處分人

所述，評估供應商的整體貢獻度，會比較相同類型商品

供應商之狀況，並考量商品毛利率及退傭或附加費用的

合計值，故供應商縱然不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亦可能

須提供被處分人較低進貨價格或支付其他附加費用，以

維持與被處分人供應關係。是此等供應商縱然同意支付

新店開幕贊助金，亦難謂供應商係認同新店開幕贊助金

對其業績提昇具有相對應之效益。 

２、又被處分人以供應契約第 17 條有特別約定，新年度尚

未簽署書面約定時，可按先前合約之約定進行交易並計

算相關各項扣款項目費用，而認以 109年度供應契約收

取 110年新店開幕贊助金，乃係經協商而為之。此種契

約沿用之作法，於延續性之交易關係雖有其必要，惟供

應商於簽訂 109年度供應契約時，對於新店開幕贊助金

數額之決定，僅得以被處分人現有經營量販超市之型態

及數量、過往開幕門市之數量等資訊、經驗進行評估，

故其合理性僅在條件相當之情形下，始可完全比照。據

被處分人於該結合申報案表示，108 年度被處分人國內

銷售金額約○億元，量販業務占○%，超市業務僅占○%。

且被處分人近幾年每一年度新店開幕或重新開幕之量

販或超市門市，亦僅數十來家甚至僅個位數增加，相對

於被處分人本次在短短數月間，因結合「頂好 Wellcome」

超市而使開幕門市多達○家，且均為超市門市、部分供

應商在原門市已有供貨，無論在開幕數量、門市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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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銷售之效益等，評估此一附加費用金額的重要因

素，均非供應商於簽訂 109 年度供應契約時所能預期。

故在 110 年契約所面臨情境與過往截然不同時，被處分

人稱以係經 109 年條款延續協商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

助金，實難認屬公允。 

３、被處分人雖另提出數家供應商對於被處分人與惠康公司

結合後之門市開幕，提出重新協商相關附加費用之請求，

但此僅代表少數供應商有提出就此次結合另為協議此

附加費用收取金額之情事，無法證明被處分人與相關供

應商均已進行協商始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亦無法

證明被收取該項附加費用之供應商，並無非懍於被處分

人市場地位而不得不然的非樂之捐。 

(七)綜上，被處分人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原已在惠康公司「頂好 Wellcome」超市

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對相關供應商顯失

公平。 

八、被處分人向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應商，

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一)被處分人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

超市，向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應商，收

取新店開幕贊助金，核屬濫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不當收取

附加費用之顯失公平行為，已如前述。被處分人過於轉嫁

其投入門市軟硬體更新成本及經營風險予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眾多供應商，使雙方垂直供銷體系

公平合作之交易關係失衡，損及市場正當合理之交易秩序。

另一方面供應商因支付之附加費用增加，可能將反映至商

品品質或零售價格，影響廣大消費者之權益。 

(二)況被處分人在與惠康公司結合後，原欲對 109 年度供應契

約簽定同意支付新店開幕贊助金之供應商，收取案關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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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據此作法，將被收取贊助金之供應商家數，最多可

達○家，為數眾多。而每一供應商，亦將於本年(110 年)

單一年度，因結合後改裝開幕之門市有○家，而負擔 196

次新店開幕贊助金金額可觀。雖迄本會調查階段，被處分

人於南港舊莊店及台北敦化北店 2 家門市，以 109 年度供

應契約實際收取案關爭議附加費用之供應商僅○家，然被

處分人倘依原計畫對 109 年度供應契約已簽定同意支付新

店開幕贊助金，且結合前業已同時供貨與被處分人及惠康

公司之供應商，均一致對待，收取案關爭議費用，則該影

響層面鉅大。 

(三)再者，被處分人收取本次新店開幕贊助金，引發台灣糖菓

餅乾麵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臺

灣區飲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米穀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冰冷凍冷藏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清潔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紙工業

同業公會、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進出口商業

同業公會，以及中華民國食品流通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等 13 個公會提出反映，前開公會之會員達上千家事業，

被處分人之潛在交易相對人眾多，被處分人此次影響交易

秩序層面深遠。 

(四)基此，被處分人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

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之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程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九、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就「頂好 Wellcome」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原已在「頂好 Wellcome」超市供貨之供

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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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違法行為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所得利益、營業額、市占率、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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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為期間、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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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5號                                                                                                  

被處分人：Agoda Company Pte. Ltd. 

址    設：30 Cecil Street, 19-08 Prudential Tower, 

          Singapore 04971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8 號 15 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並在

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四方通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事業

名稱及被處分人之網站網址，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

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

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四方通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四方通行公司)提

出檢舉略以，檢舉人多次在 Google 搜尋引擎輸入「四方通

行」、「四方通行旅遊網」及「四方通行旅行社」，在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輸入「四方通行」等關鍵字，其搜尋結果會

優先列出 Agoda網站之廣告，點擊後即連結至 Agoda網站，

攔截欲搜尋四方通行公司網站之使用者，故認被處分人使

用四方通行公司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係榨取四方通

行公司努力之成果，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二、案經四方通行公司到會說明略以： 

(一)四方通行公司經營網路訂房平臺，會員人數超過 80 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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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通行公司早期行銷公司品牌之方式是透過廣告交換(2

種或 2種以上的廣告媒介互為對方發布廣告但不產生費用)

及異業合作，目前僅在公司官網發布會員優惠活動訊息，

及利用 Facebook免費商業工具刊登旅遊行程促銷活動的廣

告。 

(二)四方通行公司最早於 103年 9月 17日因消費者反映獲悉被

處分人使用四方通行公司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情事： 

1、消費者在 Bing及 Yahoo奇摩等搜尋引擎輸入「四方通行」、

「四方通行訂房」、「四方通行訂房中心」及「easytravel」

等字串，搜尋結果顯示之關鍵字廣告竟連結至 Agoda 網站。

四方通行公司認為前述情事屬違反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

規定之行為，故於 103 年 9 月 22 日發函通知新加坡商雅

高達國際有限公司台灣辦事處(現為台灣雅高達國際有限

公司)。 

2、被處分人(負責營運 Agoda 網站)回復四方通行公司上述

通知之存證信函： 

(1)被處分人並不知悉「四方通行」、「四方通行訂房」、「四

方通行訂房中心」及「easytravel」等字串與四方通行

公司之商標有關。 

(2)被處分人刊登之關鍵字廣告皆註明提供服務者為「Agoda」

或「Agoda.com」，故消費者應能清楚辨明前述廣告並非

連結至四方通行公司之網站。 

(3)被處分人接獲四方通行公司上述通知後，即停止使用「四

方通行」、「四方通行訂房」、「四方通行訂房中心」及

「easytravel」等字串作為關鍵字廣告。 

(三)四方通行公司嗣於 110 年 1 月 19 日在 Google 及 Yahoo 奇

摩等搜尋引擎輸入「四方通行」等字串時，發現搜尋結果

會優先列出系爭 Agoda 網站廣告。亦有民眾向檢舉人反映

前述被處分人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之情事。 

(四)據四方通行公司之瞭解，消費者無法記憶四方通行公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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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名稱，因此須經由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後連結至該公司

官網，該公司官網一半以上之網路流量係經由搜尋引擎連

結即可證明。尚未熟悉四方通行公司之消費者若在搜尋結

果看到系爭關鍵字廣告，可能會誤認四方通行公司為被處

分人之一部分，然而 2 家事業間並無任何合作關係且各自

獨立營運。 

三、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略以： 

(一)Agoda網站為提供全球超過 200萬間旅遊住宿業者之線上訂

房平臺。被處分人直接向愛爾蘭商 Google Ireland Ltd.

及美商 Microsoft Online Inc.購買並刊登系爭關鍵字廣

告： 

1、被處分人使用 Google Ads 及 Microsoft Advertising

常態競投及動態關鍵字插入等功能。 

2、廣告標題：「(關鍵字)─線上訂房」及「(關鍵字)─晚鳥

一樣享優惠」。 

3、廣告群組：「一般旅遊」及「旅館」。 

4、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四方通行」及「四方  通行」。 

5、上述廣告連結網站網址為 www.agoda.com。 

6、上述廣告刊登期間：106 年至 110 年 3 月 17日。 

(二 )「四方通行」是被處分人自行開發之自我學習機器

(self-learning machine)依消費者到訪 Agoda網站使用特

定搜尋字詞數量推薦之關鍵字，故被處分人將該關鍵字置

於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被處分人並透過應用程式介

面將前述自我學習機器與關鍵字廣告帳戶連結，使該自我

學習機器得依其每日產生推薦字詞之結果，未經人工審查、

無數量限制自動購買關鍵字廣告。 

(三)被處分人針對前述廣告群組內所有關鍵字皆購買「購買關

鍵字+關鍵字插入」之套裝服務，其最初目的是由於被處分

人所競標之關鍵字多為地點或景點名稱，以「台中  酒店」

關鍵字為例，前述套裝服務可在廣告標題顯示「台中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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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訂房─Agoda 提供台中市住宿服務……」。被處分人原不

完全知悉「關鍵字插入」功能廣告呈現情形，惟後續從搜

尋引擎說明得知相關資訊。 

(四) 被處分人購買上述套裝服務並未排除事業名稱之關鍵字，

是因為被處分人瞭解入口網站或搜尋引擎之商標政策，不

允許廣告主購買已向其登記商標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並

使用插入服務，因「四方通行」商標權人並未向入口網站

或搜尋引擎登記，因此被處分人得以將「四方通行」及

「Agoda」並列呈現在關鍵字廣告標題。 

(五)被處分人在 103 年接獲四方通行公司之通知後，即將「四

方通行」加入關鍵字之「排除列表」，該「排除列表」之來

源係依據其他事業或商標權人之申訴將相關字詞由人工加

入，惟「排除列表」在 106 年自我學習機器進行系統升級

時因未備份而遺失，故被處分人依自我學習機器之推薦自

106 年起購買「四方通行」作為關鍵字廣告，並非刻意違背

被處分人 103年回復四方通行公司存證信函內容中關於「將

停止使用『四方通行』相關字詞」之聲明。被處分人在知

悉本會之調查後，隨即暫時停止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刊登。 

(六)被處分人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期間並無專人負責監視關鍵

字廣告呈現情形，自 106 年起並未接獲四方通行公司通知

表示反對系爭關鍵字廣告之行為，亦未接獲消費者反映系

爭關鍵字廣告載有「四方通行」之情形。 

(七)另被處分人自我學習機器若加入自動排除事業名稱或商標

等字詞之管理措施，將因購買關鍵字數量及語言等因素使

被處分人需支付極大成本，且與購買關鍵字廣告所得之經

濟利益相較不成比例，以 109 年因系爭關鍵字廣告成立訂

單之比例僅為○%即可證明。 

(八)被處分人認為搜尋引擎提供消費者與輸入關鍵字「相關」

而非「相同」之搜尋結果。被處分人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

係為提供消費者更充分之資訊、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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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關鍵字廣告均有「廣告」之標示，並與其他搜尋結果有

所區隔，以利消費者辨識。同時消費者理解關鍵字廣告顯

示之依據為「目前輸入的搜尋字詞」、「Google 對你目前概

略位置所做的推測」或廣告主包含名稱及地區等資訊，因

此消費者能清楚瞭解輸入關鍵字顯示之搜尋結果為廣告，

並自行決定是否瀏覽廣告連結之網頁。 

(九)被處分人相較於四方通行公司僅經營國內住宿資訊查詢及

線上訂房等服務，顯具有更高之知名度，且 Agoda 網站之

設計及內容與四方通行公司網站比較，具有一定之識別度，

故系爭關鍵字廣告並不會使消費者誤以為被處分人與四方

通行公司之網站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另消費者選擇

特定線上訂房平臺，是因為消費者經比較價格及促銷活動

後，認為該網站提供性價比最高之服務，而非直接選擇第 1

個瀏覽之網站，尚難謂四方通行公司因系爭關鍵字廣告受

有損害。 

理   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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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條規定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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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顯失

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

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亦屬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另本

會為使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範內容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

類型化，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

件之處理原則」，該處理原則第 7點第 2項第 2款第 1 目揭

載「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

稱為自身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

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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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

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類型。又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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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

鍰……」。 

二、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站已成為事業

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無論是透過網站將產品或服務

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透過網站接受消費者訂購商品或服

務，抑或如同本案所涉及線上訂房平臺直接透過網站將服

務提供給消費者，網站之曝光率或到訪率，即代表該事業

與潛在客戶接觸乃至達成交易的機會。當網路使用者欲尋

找特定事業或商品之資訊時，除非已熟知該事業之網域名

稱或網址，否則必須藉助搜尋引擎輸入與所欲查詢資訊相

關之關鍵字，方能於漫無邊際之網際空間中過濾出所需資

訊，從而，搜尋引擎扮演帶領網路使用者通往事業網站間

之渠道，也因此衍生商業化之付費搜尋服務，亦即關鍵字

廣告。事業為增加其網站之到訪人數，而購買他事業之名

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加自身網

站被造訪之機會，固然可能稀釋他事業表徵所蘊含經濟利

益；然而，搜尋引擎之功能，原本就是為了提供網路使用

者與鍵入關鍵字「相關」(而非「相同」)之搜尋結果而設

計，當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輸入特定表徵作為搜尋之關

鍵字，其心裡所欲搜尋之目標，未必僅限於該表徵所代表

之事業，還可能包含與該表徵有類似特徵之所有資訊。越

豐富多元且具相關性之搜尋結果，越有利於網路使用者取

得更充分資訊，作為點選連結、瀏覽網站，或作成交易決

定之憑藉，而有助於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故在審酌事

業使用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

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時，除考量行為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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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之侵害，同時還需考量是否帶給網路

使用者更充分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等之社會利益。

依照本會過去對於類似案例之見解，廣告主單純購買他事

業名稱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使用，尚未構成攀附他人商

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惟若廣告主所購買之關鍵字廣告，

其呈現之整體內容，有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

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或廣告主於廣告內容使用爭

議性之敘述文字，如：貶抑競爭對手、不當比較、或對於

競爭對手產品或服務之描述與現狀不符等情形，因該類型

之關鍵字廣告，不只侵害他事業表徵所蘊含之經濟利益，

也無助消費者獲得更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本，倘足

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三、四方通行公司雖僅以廣告交換、異業合作、舉辦會員優惠

活動及利用 Facebook免費商業工具刊登廣告等低費用之方

式推廣行銷該公司業務，惟四方通行公司申請「四方通行」

商標於 100 年 9 月 1 日註冊公告，其專用期限至 110 年 8

月 31 日，該公司並於 110 年 3 月 1 日申請延展，顯示四方

通行公司於系爭關鍵字廣告刊登期間內(106 年至 110 年 3

月 17 日)擁有「四方通行」商標權。另四方通行公司於 107

年推出「Hotels participate in EasyTravel」共享經濟

平臺，整合合作飯店之商品並透過前述平臺銷售，顯示四

方通行公司為推廣其訂房服務仍持續投入心力，並未囿於

既有業務範圍而停止開發新的合作對象。被處分人雖辯稱

相較於四方通行公司僅經營國內住宿資訊查詢及線上訂房

等服務，被處分人顯具有更高之知名度，然而被處分人亦

自承「四方通行網站於我國訂房網站之市場力量亦不容小

覷」，同時該公司自我學習機器亦依消費者到訪 Agoda 網站

緣於使用特定搜尋字詞之數量，推薦「四方通行」作為關

鍵字廣告，故四方通行公司事業名稱「四方通行」，應合致

「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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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件。 

四、經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至 110 年 3 月 17日期間，透過愛爾

蘭商 Google Ireland Ltd.及美商 Microsoft Online Inc.

購買並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被處分人於系爭關鍵字廣告

中，使用競爭對手四方通行公司之事業名稱，作為搜尋引

擎匹配消費者鍵入文字與搜尋結果之關鍵字，當消費者在

Google 及 Yahoo 奇摩等搜尋引擎鍵入「四方通行」等字串

時，搜尋結果即會帶出系爭關鍵字廣告。被處分人於關鍵

字廣告標題呈現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標題上方或下方併

列「www.agoda.com/住宿/訂房折扣」之連結。系爭關鍵字

廣告呈現之整體內容，易使網路使用者以為四方通行公司

與競爭對手被處分人係屬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倘消費者

因混淆或在不知情之情況下，點擊關鍵字廣告，即會被攔

截並導向被處分人之線上訂房平臺，進而減少競爭者四方

通行公司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並減損「四方通行」之事

業名稱背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是以，被處分人使用競爭

對手四方通行公司之事業名稱購買關鍵字，並於關鍵字廣

告標題單獨呈現競爭對手事業名稱，係利用他人努力推展

自己商品或服務，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

為。 

五、另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5 點揭載，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

量是否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

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本案所涉行為類型為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手段，已構成對市場效能競爭之壓抑或

妨礙，其不公平競爭性格明顯，若不加以制裁，將造成他

事業之仿效或跟進，恣意將他事業表徵應用於自身之關鍵

字廣告內容，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

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不僅違背商業競爭倫理，且嚴重威脅

以價格、品質等效能競爭作為核心之市場競爭秩序。又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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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所提供之資料顯示，該公司 106 年至 110 年 3 月

17 日期間購買之系爭關鍵字廣告各年度被點擊總次數分別

達○○○○次、○○○○次、○○○○次、○○○○次及

○○○○次，足見確有原本欲搜尋四方通行公司之消費者

被導向被處分人之線上訂房平臺。即使被處分人所稱相較

於四方通行公司，Agoda具有更高之知名度屬實，則更不應

挾其優勢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以壓抑或妨礙市場效能競爭，

故被處分人於 Google及 Yahoo奇摩等搜尋引擎購買系爭關

鍵字廣告，並於關鍵字廣告標題呈現競爭對手事業名稱之

行為，顯已影響線上訂房平臺市場之交易秩序。 

六、至於被處分人指稱購買「購買關鍵字+關鍵字插入」之套裝

服務並未排除事業名稱之關鍵字，是因為被處分人瞭解入

口網站或搜尋引擎之商標政策，不允許廣告主購買已向其

登記商標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並使用插入服務，因「四

方通行」商標權人並未向入口網站或搜尋引擎登記，而使

被處分人得以將「四方通行」及「Agoda」並列呈現在關鍵

字廣告標題，惟購買刊登關鍵字廣告的事業本應查核所購

買之關鍵字廣告是否為他事業之名稱、商標，並注意其呈

現之整體內容，是否會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本身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與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

或關係企業。況且被處分人曾在 103 年接獲四方通行公司

發函，並回復將停止使用「四方通行」等字串作為關鍵字

廣告，被處分人自有更高注意責任，卻未善盡注意關鍵字

廣告呈現情形，又在 106 年起再次使用並致錯誤之呈現，

被處分人所辯為卸責之詞尚無足採。 

七、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使用四方通行公司事業名稱「四方通

行」作為關鍵字廣告，並在系爭廣告標題併列四方通行公

司事業名稱及被處分人網站網址，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之顯失公平行為，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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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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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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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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䅞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740604      

址    設：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大德街 68 號 1樓    

代 表 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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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平台刊載「橘之屋-微

纖維廚用吸水墊」，宣稱「產地:台灣」及台灣製造，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處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處璟䅞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民眾於 110 年 6 月以電子郵件檢舉，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於經營

之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銷售「橘之屋-微纖維廚用

吸水墊」(下稱案關商品)，刊載「產地:台灣」及台灣製造，

惟商品標示「產地 中國」，涉及廣告不實。 

二、通知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意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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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案關商品之供貨廠商為被處分人璟䅞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璟䅞公司)，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

璟䅞公司簽訂有「PChome Online網路家庭線上訂購合作

合約書」。 

（二）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經營之「PChome Online 24h 購

物」為電子商務交易平台，案關廣告由被處分人璟䅞公

司自行製作、撰擬、提供及上載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未參與案關廣告之

製作及審閱。 

（三）案關商品之售價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璟

䅞公司進行洽商後決定。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就案關

商品之利潤為網路銷售價格與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提供成

本價的差價。 

（四）消費者購買商品交易及付款對象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

司，並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開立發票予消費者，以

及負擔其後商品退貨退款、商品瑕疵退換貨等責任。 

（五）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因未就案關商品廣告內容進行審

閱，無法對案關商品廣告所載「產地:台灣」及台灣製造

之真實性表示意見。 

三、通知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意見，略以： 

（一）案關商品廣告由被處分人璟䅞公司製作及上載於「PChome 

Online 24h購物」，商品售價由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提出，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可提出修改建議，消費者購買案

關商品交易及付款對象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二）案關商品自 105 年 3 月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

銷售迄今，商品原為台灣製，嗣改向中國廠商採購， 108

年 1 月以後案關商品均為中國製，惟因疏忽未更新案關

商品廣告之產地表示，並已於 110 年 7 月修正。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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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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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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璟䅞公司併為本案廣告

主： 

（一）查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所經營之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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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付費等交易流程，發票開立及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亦

為網站經營者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且案關商品之價

格係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洽商

決定，或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提出商品價格後，被處分人

網路家庭公司提出修改建議，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利

用其所經營 PChome Online 24h購物平台刊載廣告及銷

售案關商品，並就商品銷售獲取銷售價格與供貨成本間

之價差利潤，是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為本案之廣告

主。 

（二）另查被處分人璟䅞公司與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訂有線

上訂購合作合約書，被處分人璟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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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hom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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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 購物平台，且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是

被處分人璟䅞公司亦併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查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人璟䅞公司自 105 年 3

月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銷售案關商品，商品原

為臺灣製，於 108 年 1 月改為中國製迄今，惟案關商品廣

告於 108 年 1 月至 110 年 7 月期間，仍宣稱「產地:台灣」

及台灣製造，此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人璟䅞

公司所自承，並有網頁資料可稽。按商品之製造地為影響

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之參考因素，上開宣稱核有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情事，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四、被處分人因疏忽漏未更新案關商品廣告，其違法行為動機

惡性輕微，違法廣告刊登期間自 108年 1月至 110年 7 月，

違法期間 31 個月，共銷售 ○○○ 件，總銷售金額 ○○

○○○元。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被處分人璟䅞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刊載「橘之屋-微纖維廚用吸

水墊」，宣稱「產地:台灣」及台灣製造，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製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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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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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7號                                           

被處分人：明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12091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12 號 

代 表 人：李○○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 BenQ 網站銷售「BenQ 牌型號 C32-300 顯示器」

商品，刊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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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經濟部能源局 109 年 11 月 2日函，略以：該局委託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下稱工研院）執行網路銷售平台稽查

作業，查悉 BenQ 網站銷售「BenQ 牌型號 C32-300 顯示器」

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

文字，惟查該商品節能標章證書（編號 107356）有效期限

為 107 年 5 月 28 日至 109 年 5 月 27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

取得節能標章驗證，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明基電通公司）提出書面

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案關商品係明基電通公司研發設計後委託海外代工廠商

製造，由明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負責

臺灣之銷售及文宣事宜。明基電通公司係將案關商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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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予被處分人，案關商品於 BenQ網站之銷售利潤完全屬

於被處分人，與明基電通公司無涉。 

2.BenQ 網站(https://www.BenQ.com/zh-tw/index.html)

為於臺灣銷售 BenQ 品牌產品（含案關商品）之網站，其

經營及管理者為被處分人，被處分人並負責 BenQ網站之

維護。 

3.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負責製作、審閱，並刊載在

BenQ 網站，明基電通公司並未介入案關商品廣告之製

作。 

4.案關商品節能標章之有效期間為 107年 5月 28日至 109

年 5 月 27日。被處分人基於該節能標章證書而於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1 月 9 日在 BenQ 網站刊登案關商

品廣告。 

5.明基電通公司前於 109 年 8 月間收到工研院通知案關商

品廣告誤用「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即轉知被處分人

將前開廣告文字下架，並收到該院確認移除之通知。後

續於 109年 11月 9日接獲本會調查函才知悉案關商品銷

售網頁仍載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即請被

處分人刪除前開涉有廣告不實之文字。 

6.另經向被處分人確認，案關商品於 BenQ網站完成交易，

係由被處分人開立發票予消費者(即買受人)，發票所載

之銷貨營業人為「明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消費者之付

款對象亦為被處分人。 

（二）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1.案關商品係明基電通公司研發設計後委託海外代工廠商

製造，由被處分人負責臺灣之銷售及文宣事宜。明基電

通公司係將案關商品賣斷予被處分人，案關商品於 BenQ

網站之銷售利潤完全屬於被處分人。 

2.BenQ 網站(https://www.BenQ.com/zh-tw/index.html)

為於臺灣銷售 BenQ 品牌產品（含案關商品）之網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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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及管理者為被處分人，被處分人並負責 BenQ網站之

維護。 

3.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負責製作、審閱，並刊載在

BenQ 網站，明基電通公司並未介入案關商品廣告之製

作。 

4.案關商品節能標章之有效期間為 107年 5月 28日至 109

年 5 月 27日，被處分人基於該節能標章證書，考量該商

品可協助消費者適當節省電費，而於 107 年 6 月 1 日起

於 BenQ網站刊登案關商品廣告，並使用「榮獲國家節能

標章殊榮」文字。 

5.明基電通公司前於 109 年 8 月間收到工研院通知案關商

品廣告誤用節能標章，即轉知被處分人將前開廣告文字

刪除，當日被處分人僅將節能標章圖示移除完畢，而因

內部作業流程及系統設計等因素漏未移除「榮獲國家節

能標章殊榮」文字，後續經工研院於 109 年 8 月 11 日確

認移除完畢。上述情形被處分人經確認於 109 年 8 月 11

日後並未重新上傳節能標章圖示及「榮獲國家節能標章

殊榮」文字至案關商品之銷售網頁，故認定「榮獲國家

節能標章殊榮」文字係 109年 8月 10 日第 1 次執行移除

動作時所遺漏之部分。 

6.被處分人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再次接獲明基電通公司通

知，「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仍刊載於案關商品銷

售網頁上，被處分人即於當日刪除前開涉有廣告不實之

文字。 

7.案關商品於 BenQ 網站完成交易，係由被處分人開立發票

予消費者(即買受人)，發票所載之銷貨營業人為「明基

亞太股份有限公司」，消費者之付款對象亦為被處分人。 

（三）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專業意見表示，工研院於 109 年 8 月

11 日確認案關商品廣告完成改善情形，包含已移除節能

標章圖樣以及「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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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

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第 2 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

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

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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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為 BenQ網站之經營及管理者，案關商品廣告係

由被處分人製作並上傳該網站，且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

之，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 Ben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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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

處分人以其經營之 Ben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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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於 BenQ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榮獲國家節能

標章殊榮」文字，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於 BenQ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榮獲國家

節能標章殊榮」文字，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獲有經濟部

能源局之節能標章驗證，應較其他未獲節能標章之相仿

規格顯示器，更具減少能源消耗之效用。 

（二）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

限至 109 年 5 月 27 日，已逾期且未重新取得節能標章驗

證，是案關商品已非獲有節能標章之商品，被處分人仍

於廣告刊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已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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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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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關被處分人陳稱於 109 年 8 月 10日漏未移除案關商

品廣告之「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惟依經濟部

能源局查證結果，被處分人確實已於該日移除上開文字，

所稱難謂可採。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 BenQ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刊載

「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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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不當利

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係再次被經濟部能

源局查獲違規廣告；違法期間銷售金額；事業營業額；初

次違法且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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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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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8號                                                                                                  

被處分人：秒賣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145760 

址    設：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塗城路 541巷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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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 貓砂盆智能伴侶(除臭

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 50%超長

續航」、「內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超大電量 滿電續航

～8 天」、「4000mAh 大容量鋰電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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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 貓砂盆智

能伴侶(除臭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

加量 50%超長續航」、「內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 超大

電量 滿電續航～8 天」、「4000mAh大容量鋰電池」，惟實際

收為一代產品且電池電量僅 2,600mAh，是被處分人涉有廣

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並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好物快寵網站係由被處分人於 105 年以 B2C 模式設立

經營之網路平台，以貓、狗食品及相關生活、清潔用品為

主要銷售商品類別。 

(二)案關廣告係於 110年 5月 26日由被處分人刊登於好物快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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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於 7月初經消費者提醒實際收到的商品為一代產品，

與廣告所載二代產品不符，7月中收到調查函後即將廣告提

及二代產品及電池電量 4,000mAh相關宣稱圖文撤除。 

(三)案關商品係由被處分人向中國大陸廠商進貨，並自行下載

廠商於淘寶網站所刊登之廣告，被處分人將簡體版中文廣

告圖片轉換成繁體版中文後，刊登於好物快寵網站，因被

處分人僅進貨商品並未重新審視廣告內容及商品功能即刊

登，導致銷售之產品與廣告刊登不符。 

 (四)被處分人僅銷售案關商品一代產品，並無進口二代產品銷

售，惟被處分人下載文案時未予確認案關商品究為一代或

二代，而誤用二代產品文案，對於二代產品相關功能亦無

法確實知悉。 

(五)案關商品於廣告刊登期間銷售單價新臺幣(下同)690 元、銷

售數量○個、總銷售金額為○元。本案被處分人因一時疏

忽誤植文案，尚非刻意欺騙消費者，經被處分人積極與消

費者協商，消費者並無向被處分人申請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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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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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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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本案廣告主：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自行下載廠商於淘寶

網站所刊登之廣告，並經編輯圖文轉換成繁體中文後，刊

登於其經營之好物快寵網站，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為

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於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 貓砂盆智能伴侶(除臭

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 50%超長

續航」、「內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超大電量 滿電續航

～8 天」、「4000mAh 大容量鋰電池」等，予人印象為案關商

品為二代產品，且就電池電量升級加大，按電池容量(單位：

mAh/毫安培小時)是指電池存儲電量的大小，一般來說電池

容量愈多的電池，商品續航力愈長，因此，電池容量是消

費者在購買充電商品時考量的因素之一。復就商品推陳出

新之特性，新一代產品係就前一代產品之功能或瑕疵予以

更新、改善，故通常二代產品之品質優於一代產品。 

四、查被處分人自承實際未向廠商進口銷售二代產品，並給付

消費者之商品為電池容量 2,600mAh 的前一代產品，未如廣

告所宣稱鋰電池加量 50%、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 超大

電量。惟被處分人卻於廣告宣稱「二代」產品及電池容量

等內容，與實際給付情形不符，藉由案關廣告宣稱內容招

徠交易相對人，足以影響消費者做成交易決定。故案關廣

告就商品品質之宣稱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引

起消費者錯誤認知而做成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五、至被處分人陳稱案關廣告係因人員疏忽誤植廣告文案，並

非刻意欺騙消費者，且已就本案與消費者積極協商部分，

按被處分人既為本案廣告主，自應負行政法上責任，並應

盡廣告真實表示及正確性之義務，尚難以一時疏忽或誤植

文案或已與消費者協商而推諉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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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被處分人於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貓砂盆智能伴侶

(除臭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 50%

超長續航」、「內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超大電量 滿電

續航～8天」、「4000mAh 大容量鋰電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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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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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9號 

被處分人：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406559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899 號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366005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 段 338號 

代 表 人：歐○○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中航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6510597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 段 15 號 9樓 

代 表 人：朱○○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高鳳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9330146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草衙 2路 3 號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398474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1 段 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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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余○○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9014517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 段 275號 

代 表 人：林○○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台基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901897 

址    設：基隆市中山區中山 4路 28 號 

代 表 人：莊○○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098301 

址    設：基隆市七堵區八德里八德路 3 之 1號 

代 表 人：張○○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亞太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230623 

址    設：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 2 號 

代 表 人：黃○○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長春貨櫃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0655979 

址    設：基隆市七堵區明德 3路 9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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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國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146610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2 段 240 號 9樓之 3 

代 表 人：張○○、陳○○、黃○○(清算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環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9227119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 段 585號 

代 表 人：李○○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友聯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9043587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 5 之 1 號 

代 表 人：蔡○○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中央貨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375444 

址    設：新北市瑞芳區楓子瀨路 36 號 

代 表 人：洪○○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弘貿貨櫃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383606 

址    設：新北市瑞芳區楓子瀨路 12 號 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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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方○○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臺陽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448299   

址    設：台北市中正區紹興北街 5 號 3 樓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三鴻國際貨櫃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983209 

址    設：新竹縣湖口鄉文化路 160 號 

代 表 人：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隆儲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792205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 段 201號 

代 表 人：游○○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欣隆倉儲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98725 

址    設：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 580 號 

代 表 人：游○○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027874 

址    設：新北市八里區訊塘里 7 鄰廈竹圍 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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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人：張○○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聯興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753954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137 號 11 樓 

代 表 人：洪○○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共同決定於 103 年 7 月間聯合恢復收取 3 噸以

下 CFS 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為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足以影響貨櫃集散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 

二、處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630萬元罰鍰。 

處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300萬元罰鍰。 

處中航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0萬元罰鍰。 

處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95 萬元罰鍰。 

處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15 萬元罰鍰。 

處台基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10 萬元罰鍰。 

處長春貨櫃儲運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80 萬元罰鍰。 

處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70 萬元罰鍰。 

處亞太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60 萬元罰鍰。 

處國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75 萬元罰鍰。 

處環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65 萬元罰鍰。 

處中央貨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25 萬元罰鍰。 

處高鳳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弘貿貨櫃倉儲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各新臺幣 90 萬元罰鍰。 

處臺陽儲運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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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大三鴻國際貨櫃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處友聯儲運股份有限公司、新隆儲運股份有限公司、欣隆

倉儲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聯興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等共同決定於 103 年 7 月間聯合恢復收取 3 噸以

下 CFS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下稱 3噸以下 CFS出

口機械使用費或系爭費用)，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足以影響貨櫃集散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會 105 年 4 月 22 日以公處字第

105034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令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

並分別處被處分人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

儲運)新臺幣(下同)1,725 萬元罰鍰；處東亞運輸倉儲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東亞)1,300萬元罰鍰；處中航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 1,000 萬元罰鍰(下稱中航)；處高鳳國際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高鳳)440萬元罰鍰；處貿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貿聯)395 萬元罰鍰；處中國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國貨櫃)315 萬元罰鍰；處台基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基)、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貿易)

各 310 萬元罰鍰；處亞太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

太)295 萬元罰鍰；處長春貨櫃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

春)280 萬元罰鍰；處國成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

成)195 萬元罰鍰；處環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環球)185

萬元罰鍰；處友聯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聯)170 萬元罰

鍰；處中央貨櫃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央)135 萬元罰鍰；

處弘貿貨櫃倉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弘貿)90 萬元罰鍰；

處臺陽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陽)60 萬元罰鍰；處大三

鴻國際貨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三鴻)15 萬元罰鍰；處新

隆儲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隆儲運)、欣隆倉儲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欣隆倉儲)、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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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台北港)、聯興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原處分時的名

稱為「聯興國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興)各 10 萬元

罰鍰。 

二、長榮儲運等 13 家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判決本會勝訴，長榮儲運、友聯、高鳳、中華貿

易、弘貿、台基、東亞、長春、亞太等 9 家被處分人再提

起上訴，原判決經最高行政法院廢棄並發回更審，再經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訴更一字第 41 號、第 42 號、第

46 號、第 47號、第 48 號、第 53號、第 54 號、第 64 號及

第 65號等判決(下稱更一審判決)撤銷本會原處分關於 9家

原告部分之理由，主要係針對本案「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

能」與「罰鍰裁量」部分，而就聯合行為之 4 要件已肯定

其中 3 者，包括支持本會原處分之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界

定；認定聯合行為主體 21家業者間確有聯合行為合意；聯

合行為內容為共同恢復收取系爭費用等。嗣本會依前開判

決針對長榮儲運等 9家被處分人辦理已收罰鍰之退還事宜，

並另為適法之處理。中國貨櫃、大三鴻、環球、中央及聯

興等 5 家被處分人於知悉前開更一審判決後，來函申請撤

銷本會原處分關於渠等部分，並退還罰鍰，本會經審酌原

處分係基於「21 家」貨櫃集散站經營者同一行為事實、相

同之罰鍰考量因素作為認定違法之處分，故依行政程序法

第 117條規定依職權撤銷原處分關於中國貨櫃等 12家被處

分人(含申請退回罰鍰之 5家被處分人及其他未提起行政訴

訟之 7家被處分人)之行政處分，辦理已收罰鍰之退還事宜，

並併同長榮儲運等 9 家被處分人另同為適法之處理。 

三、更一審判決撤銷本會原處分理由，略以： 

(一)有關「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部分：3噸以下 CFS出口機

械使用費僅屬貨櫃集散服務費用之一小部分，貨主選擇貨

櫃場係因航線、航期、停泊港口、當地法令規定等因素，

抑或是價格成本因素決定貨主之選擇；若係價格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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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貨主之選擇，則為滿足貨主出口貨物集散服務需求，

系爭費用占所有應繳費用比例、此部分營業額占 CFS 出口

總營業額比例，及在其他費用未變，而移動貨櫃場所增加

運費、時間、保險費、風險等成本下，是否仍具有足以影

響市場功能，原處分未詳予調查審究，遽認原告等 21 家業

者有違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似屬速斷，自有違

誤。 

(二)關於「罰鍰裁量」部分：在計算時應僅限於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3 噸以上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既非處

分之對象，不應作為裁罰金額之依據，原處分自有裁量濫

用之違法情事。 

四、原處分案經赴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下稱貨櫃儲運協

會)、基隆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基隆市報關公會)、貨

櫃儲運協會所屬 21家貨櫃場會員之營業處所實地調查或函

請到會說明及後續補充說明等，並彙整全國 31家貨櫃集散

站經營者之營業額、CFS出口運量，調查結果摘述如次： 

(一)早期交通部曾召集產官學界研討訂定營業費率表，決議由

貨櫃儲運協會先陳報予交通部核准後，再由各貨櫃場依前

開費率表之上下限 10%為彈性費率，各自陳報所屬港務局核

定後實施，而多數會員當時(83年)即有陳報含 3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之營業費率表予港務局，惟於本會 102 年

接獲檢舉進行調查迄 103 年 7 月前，21 家貨櫃儲運協會會

員均未依費率表收取系爭費用，後因許多貨櫃場面臨景氣

不佳、運量大減及各項成本支出增加等因素，而有虧損或

無法負荷情況，當時各貨櫃場即有私下討論要恢復收取系

爭費用，惟因恢復收取系爭費用，貨主可輕易轉與其他貨

櫃場交易，個別業者很難單獨恢復收取，故僅私下表達此

想法，而未正式討論。直至 102 年 12 月 10 日及 103 年 2

月 26 日貨櫃儲運協會召開第 13屆第 6、7 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時，21家貨櫃場會員(除貿聯係配合中航之經營決策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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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出席；欣隆倉儲及中航僅出席 102年 12月 10日會議；

友聯、聯興及中央僅出席 103 年 2 月 26 日會議外，餘均有

出席)利用會後餐敘聚會之方式及時間，進行意見溝通，討

論恢復收取 3噸以下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討論之時間及次

數不限前 2 次會後餐敘，惟主要決議時間為前 2 次餐敘)，

原本 103 年 2 月農曆過完年後即欲循臺中地區恢復收取之

模式由報關行代為向貨主收取，因此透過貨櫃儲運協會主

動聯繫基隆市報關公會多次協商收費模式，惟因報關、進

出口等公會反彈，未同意代收，故最後同業形成共識決定

從 103年 7月 1日或 7月初開始收取，並於 103年 4月底、

5 月初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之函文或公告提供予貨櫃儲運

協會，由該協會以(103)櫃協宇字第 029 號函，通知輪船、

船務代理、海運承攬運送業、託運人、報關、進出口及汽

車貨櫃貨運等相關公(協)會，表達『……本倉儲業者將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恢復收取「CFS 出口貨物進倉機械使用

費」……』並檢附各貨櫃場恢復收取之函文或公告予該等

公(協)會，俾利會員恢復收取。 

(二)各貨櫃場均訂於 103 年 7 月 1 日或 7 月初恢復收取，係因

部分會員討論後經考量資訊系統建置、公告期間等前置作

業所需時間，認為 103 年 7 月為較為可行的時間，因此形

成共識並由貨櫃儲運協會轉達其他會員知悉。前等行為事

實上已導致長榮儲運、新隆儲運、高鳳、臺陽、中國貨櫃、

國成、台北港、友聯、環球、長春、弘貿、聯興及中央等

13 家被處分人於 103 年 7 月 1 日恢復收取；中航及貿聯等

2 家被處分人於 7 月 3 日恢復收取；台基、中華貿易及亞太

等 3 家被處分人則於 7 月 7日恢復收取；被處分人東亞為 7

月 8 日、大三鴻為 7 月 10 日、欣隆儲運為 7 月 15 日恢復

收取。至於收費之方式，僅 1 家被處分人中央對 3 噸以下

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以每計費噸 50 元計收，其餘 20 家

被處分人則以每計費噸 55元計收。前述行為除了使過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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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取 3噸以下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之長榮儲運等 21家被

處分人，自 103 年 7 月起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外，且過去

未收取 3 噸以上之費用者(過去有收 3 噸以上者僅中航、貿

聯、臺陽、中國貨櫃、長榮儲運、長春、弘貿、聯興及中

央等 9家被處分人)，亦同時恢復收取。 

(三)多家被處分人對於系爭聯合行為已自承表示，因市場競爭

激烈，單一業者單獨恢復收取系爭費用，易使貨主轉與其

他貨櫃場交易，個別業者很難單獨恢復收取，最後各業者

才於貨櫃儲運協會召開之會議，利用餐敘時間討論恢復收

取系爭費用。從 21 家被處分人透過貨櫃儲運協會討論聯合

恢復收取系爭費用之事件發展過程，除了有多位檢舉人檢

舉外，同時有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下稱台北市進出

口公會)等 5 個公(協)會、聯合會聯名向貨櫃儲運協會及貨

櫃場表達抗議，過程中有貨主曾表示從貨櫃場公告收費

(103 年 4 月、5 月間)到實際收費(103 年 7 月起)期間曾多

次與貨櫃場協商，希望不要收取系爭費用，惟各貨櫃場不

理會貨主訴求仍一致恢復收費，已使貨主沒有向船舶運送

業者表達希望轉換至其他未收取系爭費用之貨櫃場進行交

易之實益。另亦有貨主表示，貨櫃場已對未繳交系爭費用

之出口商下令封殺、拒絕收貨，抑或要求司機繳交系爭費

用才可卸貨，甚至以不安排裝櫃出口做抵制。另為順利恢

復收取，貨櫃儲運協會亦曾多次與基隆市報關公會協商希

望由報關行代收系爭費用遭拒，基隆市報關公會並向貨櫃

儲運協會所屬貨櫃場會員聲明，貨櫃場欲收取之系爭費用，

收取過程中不得將報關業牽連入內，或以阻撓進倉、通關

為手段，逼迫貨主就範，進而轉向報關業者代為解決該項

費用之繳交與收取。 

(四)此外，21 家被處分人共同合意於 103 年 7 月聯合恢復收取

系爭費用後，因下游交易相對人反彈，產業主管機關交通

部航港局(下稱航港局)為協調處理系爭聯合行為所衍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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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合理性爭議，發函邀集貨櫃儲運協會等 16個上下游相

關公(協)會、聯合會於 103年 9月 18 日召開「研商貨櫃集

散站營運費率之 CFS 出口貨物進倉機械使用費收取相關事

宜會議」，對下游業者說明系爭費用是否有重複收費疑義及

討論費率表是否遵循航業法規定之備查程序問題。 

(五)另依航港局函文所示，全國經營貨櫃集散站業務之業者計

有 31 家，而參與聯合行為之貨櫃儲運協會會員 21 家，占

全國業者之 6 成以上，倘以全國貨櫃集散站營業額及 CFS

出口運量計算市場占有率，前等 21 家被處分人占全國營業

額及運量之 8成以上。 

五、案經依更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理由續行調查： 

(一)赴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及臺灣省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下稱臺灣省進出口聯合會)實地調查，調查結果彙整如

下： 

1、21家被處分人聯合恢復收取 3噸以下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

已影響貨主出口成本： 

(1)台北市進出口公會係為服務有進出口需求之廠商，提供專

業經貿服務所設，會員家數逾 6,000 家，遍及北部及臺灣

各縣市之廠商。臺灣省進出口聯合會則由臺灣 19個縣市的

進出口公會組成，前等公會會員生產之產品行銷至全球。 

(2)對貨主而言，從貨物出廠至裝船出口所產生之費用總和即

是貨主之出口成本。因此，出口成本係由眾多收費項目組

成，且依交易對象之不同，包括「海運業者」收取之海運

費、貨櫃場作業費(THC)、吊櫃費、各項附加費等；「保險

公司」收取之保險費；「報關業者」收取之報關費等；「貨

櫃場」收取之貨物倉租、貨櫃場租、裝拆櫃費、貨櫃裝卸

費、3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等；「貨運業者」收取之

貨運費；「海關」收取之各項費用等。前等出口成本視貿易

條件、商品種類及交易性質而定，非每次出口均會發生各

項費用，例如以 FOB(Free on Board)為貿易條件時，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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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貨物交到出口港船舶上責任即告解除，此後費用與風險

均由買方負擔，出口費用不含運費及保險費；若以 CIF(Cost 

Insurance and Freight)條件交易時，賣方負責洽訂船舶、

裝船並預付目的地港海上運費及洽購海上保險並支付保費，

則出口費用需包括運費及保險費。 

(3)貨櫃場向貨主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僅是眾多

出口收費項目之一，占比不高，但具體比例須視各貨主出

口成本而定，對貨量小、出口頻繁的中小企業而言，占比

較高且影響較大。惟不論占比高低，系爭費用之恢復收取，

均已使貨主出口成本有所增加。另以出口運作實務而言，

出口眾多收費項目個別占出口成本之比例同樣不高，畢竟

出口成本係由眾多收費項目組成，若將每一出口收費項目

拆開比較，各項目占出口成本之比例皆是不高，或僅是一

小部分，但卻不能因此解釋個別或單一收費項目之調漲，

對貨主即是沒有影響或得以直接忽略其影響。又貨主是長

期有出口貿易需求之業者，個別收費項目之調漲，除了額

外增加原本所無須支付之成本外，更是對未來每批貨物進

行收取，其影響範圍所及是長期出口成本之增加，長期對

貨主之影響更大。 

2、21家被處分人恢復收取 3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與

貨主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相對人進行交易或轉換是否與系

爭費用之收取有關： 

(1)一般而言，貨主出口作業可採不同供應商提供貨物出廠至

裝船出口各項服務，例如報關行提供報關業務、貨運業者

執行送貨任務、海運業者提供海運服務，再依各階段服務

支付相關費用；亦可委託整合前述服務之海運承攬運送業

或報關行(大型報關行亦有提供整合進出口服務)提供全程

服務。不同供應商之分段服務，若貨運業者調漲運費，可

透過比價轉換貨運業者，海運業者報價差異太大，亦可轉

換其他報價較低之海運業者等；而整合服務之業者若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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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亦可轉換至其他報價較低之業者，惟不論是分段服

務或整合服務，只要船期符合交貨需求，貨主會選擇整體

出口價格較為優惠、服務品質較為穩定、信用較良好，且

有長期合作關係之業者提供服務。 

(2)通常貨量較大的貨主選擇直接與船公司交易，貨量較小的

貨主或中小企業選擇透過海運承攬運送業或報關行提供出

口服務，在船公司與海運承攬運送業提供的運送條件差異

不大下，貨主安排貨物出口時，普遍較重視貨物運送「交

期」及「費用」之高低，一般都會洽詢多家船公司或海運

承攬運送業確認船期，並選擇「整體出口價格」較低之業

者簽訂貨物承攬運送契約，並將貨物送入船公司或海運承

攬運送業配合或指定之貨櫃場，進行收貨、理貨、併貨、

裝櫃至出口等服務。 

(3)在貨主洽詢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安排船期出口之報價

時，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即會將航線、航期、停泊港

口、當地法令規定等因素反映在最終報價之中，因此在整

個出口作業流程中，若有某一收費項目調漲，在經過航線、

船期均符合交貨需求之多方議價、比價後，會優先選擇「整

體出口價格」較低之業者出口。換言之，貨主交易選擇主

要是以「價格成本因素」決定，任一出口費用項目均為貨

主交易決定考量因素，單一費用變動自然會影響貨主選擇

或轉換其他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是故，以本次各貨櫃

場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對貨主即會造

成額外之成本負擔，此本身即會影響貨主選擇或轉換其他

交易相對人之交易決定。 

(4)又貨主是長期有貿易需求之業者，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

械使用費占出口成本比例不高，但長期仍會形成高額之出

口成本，貨主在作交易選擇時，亦會以是否仍會被多收取

系爭費用為思考，若能避免被收取，則會向海運業者要求

運送至其他未收取該項費用之貨櫃場，而此並不會額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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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運費、時間、保險費、風險等成本。倘海運業者不同意

更換至其他未收取該項費用之貨櫃場，貨主在後續交易中，

仍可透過選擇其他海運業者所配合之貨櫃場來避免該項費

用。但因 21家被處分人於 103 年 7 月起共同恢復收取系爭

費用後，對貨主而言不論航線及出口港為何，皆會被收取

系爭費用，因此最終並無轉換至其他貨櫃場之實益，自然

不須考量因轉換貨櫃場而增加之運費、時間、保險費、風

險等費用。 

(5)另對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而言，具有長期合作關係之

貨主，尤其是出口量較大之貨主，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

業為建立與客戶之密切關係，以爭取長期穩定之交易，通

常亦會樂於滿足客戶需求，當貨主為避免被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而選擇轉換到未收費之貨櫃場，會選

擇配合貨主之要求，以避免因其指定造成客戶額外成本之

增加。 

3、21家被處分人聯合恢復收取 3噸以下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

使貨主無選擇或轉換交易相對人之實益： 

(1)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及臺灣省進出口聯合會表示，21 家被處

分人於 103 年 7 月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

後，除了造成會員廠商額外增加出口成本外，亦有多數會

員反映系爭費用與海運業者收取每噸 380 元併櫃費有重覆

收費問題，另有會員反映 21 家被處分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聯合行為。渠等為對系爭行為表達抗議，曾去函貨櫃儲

運協會表達貨櫃場恢復收取系爭費用並不合理，嗣因前開

事件影響上中下游業者眾多，航港局於 103年 9月 18 日召

開「研商貨櫃集散站營運費率之 CFS 出口貨物進倉機械使

用費收取相關事宜會議」，以釐清貨櫃場收取系爭費用之合

理性。從前開事件之發展過程可知當時對貨主影響很大。 

(2)另如前述，貨主在系爭費用恢復收取後，貨主可透過選擇

其他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配合之未收費貨櫃場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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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費用之增加，而不會因航線、船期、停泊港口受影響，

亦不會額外增加運費、時間、保險費、風險等成本。然 103

年當時，貨櫃場告知要收取過去不須收取之 3 噸以下 CFS

機械使用費導致貨主必須支付該項費用，倘只有 1 家或少

數幾家貨櫃場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則

市場上尚有多家未恢復收取系爭費用之業者供選擇，貨主

尚可在比價後選擇未恢復收取該費用之業者，但若多數或

全部貨櫃場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則直接造成須支付該項

費用而無其他選擇可能。因此，本次 21家被處分人於 103

年 7 月聯合恢復收取系爭費用，真正對貨主造成之影響，

是讓整個市場沒有其他替代選擇之可能性，已影響全國各

地貨主選擇不同貨櫃場以避免被收取該項費用之可能，對

市場影響很大。 

(二)函請 21家被處分人提供系爭聯合行為違法期間(103年 7月

起至 105年 4月止，計 1年 10個月)逐月之區分 3噸以上、

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營業額。 

理    由 

一、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更一字第 41號、第 42號、

第 46 號、第 47 號、第 48 號、第 53 號、第 54 號、第 64

號及第 65號等判決撤銷本會原處分關於「是否足以影響市

場功能」與「罰鍰裁量」部分，而就原處分之市場界定、

21 家被處分人間就共同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

用費確有聯合行為合意業已肯定，並維持原處分關於前開

內容之認定。是本案僅依更一審判決撤銷本會原處分之「是

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與「罰鍰裁量」部分重為論析。 

二、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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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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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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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聯合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一)解釋上僅需事業所為之共同行為，在客觀上有影響市場供

需功能之危險為已足，非以市場供需功能實際受到影響為

必要，且與合意內容有無法律上拘束力，合意後有無實際

執行或事業是否因聯合行為獲得實際利益無涉，是聯合行

為所要求之限制競爭效果的程度，僅具危險性即足(參最高

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511 號判決)。 

(二)在自由市場之經濟體系下，價格機制係立於市場功能之核

心地位，經濟活動之參與者透過價格機制之指引，形成消

費、生產及交換之決策，並藉此過程達成資源有效率的分

配。而所有反競爭行為中，尤以價格聯合對市場功能之傷

害最大，該行為使市場價格脫離競爭市場下應有之水準，

經濟活動參與者因而無法接受到正確之價格訊號，而扭曲

市場之供給與需求功能，進而影響經濟資源之有效分配。

於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作下，各個參與市場競爭之事業，

應依照市場供需原理、依照市場機制所形成之價格，供給

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各該競爭事業應僅是市場機制運作

結果之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當是價格之製造或

控制者(Price maker)。倘事業透過聯合行為不受市場競爭

或其他競爭事業之制衡，而得自由、任意決定價格，則已

表徵市場競爭機制、供需功能已遭價格控制者之破壞，市

場競爭因而受到實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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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核心卡特爾行為(價格協議、限制產量、劃分市場、圍

標)，美國反托拉斯法法院極早即已發展出「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原則，而歐盟競爭法也有發展出類似美國法上

所謂「當然違法」之判準，將「價格卡特爾」歸類為「目

的性限制競爭協議」(即「以限制競爭為目的之協議」)態

樣，其行為本質即具有明顯限制競爭效果，無須嚴格界定

市場及證明其對市場造成的實際效果。本會針對聯合行為

是否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實務上向參採德

國法之「可察覺性」理論，分別就「量的標準」與「質的

標準」予以衡量、判斷。其中「質」之標準，係以聯合行

為之內容亦即事業所限制競爭之本質是否屬核心事項為斷，

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價格、數量、交易地區、對象)

之排除，被認為已具有影響市場功能之可能；「量」之標準，

主要係以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數目及聯合行為之市場占有

率為具體指標，據此判斷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是否具有可

支配市場之市場力及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參與聯合行為

之事業數目及市場占有率愈高，其行為可影響交易相對人

之範圍愈大，則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受影響程度愈高。 

(四)在「質」與「量」標準之權衡上，參諸現行歐盟及德國頒

布之微小不罰指令，認為水平協議參與者於相關市場占有

率總和未達 10％(過去為 5％)之「輕微卡特爾」，對市場影

響程度輕微而不介入，惟聯合訂價或分配市場則屬核心的

競爭限制，無微小不罰之適用；以及依本會 105 年 3 月 1

日公法字第 10515600941 號令「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

標準」：「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規定，參與聯合行為之事

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 10％者，推定不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

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

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係以參與聯合行為

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 10％者，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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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不罰之門檻，惟將限制價格、數量、交易對象、交易

地區等「惡性卡特爾(hard-core cartel)(即「質的標準」)

排除於微小不罰(「量的標準」)之標準外，明定聯合行為

屬惡性卡特爾者，則無聯合行為微小不罰規範之適用。此

即已揭示價格聯合行為本身對市場交易秩序已具限制競爭

效果，如同歐美競爭法以行為本身「質」的標準，即得認

屬「當然違法」，而排除「量」的標準之適用。而「量」的

標準，乃劃定相關市場後測定參與聯合行為事業總市場占

有率，作為判斷影響市場功能程度多寡之輔助方式，且毋

論影響程度為何，均無礙「價格聯合」對市場競爭機制、

供需功能所造成絕對限制之危害。 

(五)參諸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判字第 1733 號判決：「事業以

合意方式限定價格，形成『價格卡特爾』，當然減少競爭，

即屬當然違法，是不論上訴人係基於反應成本或改以其他

競爭方式，均應基於自身對市場之判斷，個別決定經營策

略，縱有合理調漲價格之原因與理由，亦不得違法為聯合

訂價行為，致損害市場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肇致不公

平之競爭」即已肯認「價格卡特爾」屬當然違法。且最高

行政法院 108年判字第 598號判決亦揭示：「關於『足以影

響市場功能』此要件之判斷，外國立法例或競爭法理論容

有不同，惟於具體個案之認定，不外乎採取市場占有率之

「量的標準」，以及限制競爭手段對競爭秩序妨礙程度之

「質的標準」，亦即，倘參與聯合行為事業之市場占有率在

一定比例以下者，原則上推定該聯合行為應不致足以影響

市場功能(此即「量的標準」或稱「微量原則」)；惟若聯

合行為內容涉及約定價格，區分市場、減少產能、限制交

易對象或聯合漲價等「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artel)，

因該等行為本質上對市場競爭具有高度危害性，則不論市

場占有率如何，即可視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此即「質的標

準」)。」亦已肯認「價格卡特爾」本質上對市場競爭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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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危害性，則不論市場占有率如何(即排除「量的標準」)，

即可視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另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

第 598 號判決尚揭示，因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各式經

濟活動及事業間合作態樣亦隨之日新月異，勢難針對各類

行為態樣一一規範，故立法者針對是否「足以影響市場供

需功能」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規範，交由本會依該違法

聯合行為之時空背景、市場情況、產業特性及個案實際情

形等而為解釋適用。 

三、本案聯合行為對「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 

(一)「貨櫃集散服務」特性及競爭情形：本案 21家被處分人均

屬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者，提供貨櫃集散服務。依貨櫃集散

站經營業管理規則第 2 條規定，貨櫃集散站業務為貨櫃貨

物之儲存、裝櫃、拆櫃、裝車、卸車及貨櫃貨物之集中、

分散，並得兼營進口、出口、轉口與保稅倉庫，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核准與貨櫃集散站有關之業務。貨櫃集散站經營

業者提供服務之交易相對人，依營業費率表收費項目之不

同，包括貨主、船舶運送業及海運承攬運送業等，營業規

模較大之貨櫃場，其貨主家數達 2,000至 4,000多家以上，

另船舶運送業及海運承攬運送業亦分別約有 160 家及 660

家，前等交易相對人眾多，遍及全國，故貨櫃集散站經營

業者提供服務之範圍為全國。復依一般貨櫃貨物出口作業

流程，貨主與船舶運送業或海運承攬運送業簽約，將貨物

送入船舶運送業或海運承攬運送業指定之貨櫃場，進行收

貨、理貨、併貨、裝櫃等服務，由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者提

供「整體貨櫃集散服務」，而貨主對於貨櫃集散服務之需求，

為貨物進站至出站之一站式貨櫃集散服務。案關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是出口貨物進倉使用堆高機搬運所產

生之費用，屬貨櫃集散站出口倉庫業務之一環。是本案 21

家被處分人就「貨櫃集散服務」於全國各地互為競爭，本

案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服務乃一站式貨櫃集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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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費之構成要素之一。 

(二)貨主與貨櫃場交易為出口運作流程必要環節：觀諸一般 CFS

出口業務之上下游交易關係及出口貨物需求特性，貨主出

口作業可採不同供應商提供貨物出廠至裝船出口各項服務，

亦可委託整合服務之船公司、海運承攬運送業或報關行提

供全程服務。通常貨量較大的貨主選擇直接與船公司交易，

貨量較小的貨主或中小企業選擇透過海運承攬運送業或報

關行提供出口服務。一般而言，貨主安排貨物出口時，普

遍較重視「交期」及「費用」之高低，一般都會洽詢多家

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確認船期，選擇整體出口成本較

低之業者簽訂貨物承攬運送契約，並將貨物送入船公司或

海運承攬運送業配合或指定之貨櫃場，進行收貨、理貨、

併貨、裝櫃至出口等服務。而船公司與各地區之貨櫃場大

多有簽定合作合約，以取得較優惠之價格、增加貨櫃集散

之彈性及擴大服務貨主之便利性。船公司在不影響服務品

質前提下，會依貨主之需求及偏好提供服務，若貨主有指

定貨櫃場，且為船公司有合作之貨櫃場，則會依貨主之指

定；若無指定，船公司會依服務品質較好之貨櫃場作為優

先選擇。因此，貨主與貨櫃場之交易關係，係透過貨櫃場

提供的「貨櫃集散服務」來滿足其貨物順利出口之需求。

前述交易關係，對有出口貨物需求之貨主來說，乃一般散

裝貨出口運作流程不可或缺之一部分，對貨主即具有依賴

該交易關係以完成順利出口之影響力。 

(三)系爭費用占出口成本比例雖不高，但仍有影響，且會影響

貨主之交易決定： 

1、如前所述，貨主安排貨物出口會洽詢多家船公司或海運承

攬運送業確認船期，並選擇「整體出口成本」較低之業者，

並將貨物送入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業配合或指定之貨櫃

場，進行收貨、理貨、併貨、裝櫃至出口等服務。而影響

貨主出口成本之因素眾多，單一收費項目之調漲或恢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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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取皆會增加出口成本，其中航線、航期、停泊港口、當地

法令規定等因素皆是在貨主與多家船公司或海運承攬運送

業洽詢船期及費用時，即已反映在最終之報價之中。因此，

貨主交易選擇主要係以「價格成本因素」決定，且任一費

用項目均為貨主交易決定考量因素，單一費用變動自然會

影響貨主之交易決定。且貨主是長期有貿易需求之業者，

貨主在作交易選擇時，亦會以是否仍會被多收取系爭費用

為考量，若能避免被收取，可向海運業者要求運送至其他

未收取該項費用之貨櫃場，或在後續交易中，透過選擇其

他海運業者所配合之貨櫃場來避免該項費用。 

2、依據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及臺灣省進出口聯合會之陳述意見，

21家被處分人聯合恢復收取3噸以下CFS出口機械使用費，

縱使占出口成本比例不高，但每一出口項目占出口成本比

例同樣不高，或僅是一小部分，惟不能因此解釋該費用之

調漲對貨主沒有影響或得以忽略其影響，且貨主是長期有

出口貿易需求之業者，個別收費項目之調漲，除了額外增

加原本所無須支付之成本外，更是對未來每批貨物進行收

取，其影響範圍所及是長期出口成本之增加，長期對貨主

之影響更大。貨主在洽詢船期、相關費用，以及在後續交

易中，原可透過選擇其他海運業者配合之貨櫃場來避免該

項出口成本之增加，但因21家被處分人一致於103年4月、

5 月間公告擬恢復系爭費用，並於 103 年 7 月後北部、中

部及南部地區之貨櫃場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致貨主無法

以轉換貨櫃場方式避免支付該費用。故對貨主而言，不論

航線及出口港為何，皆會被收取系爭費用，因此最終並無

轉換至其他貨櫃場之實益，自然不須考量因轉換貨櫃場而

增加之運費、時間、保險費及風險等費用。 

(四)聯合收取系爭費用對交易關係暨「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供

需功能之影響： 

1、揆諸過往 21家被處分人並無收取 3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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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費，依據多家被處分人於調查過程中表示，倘個別業者

或部分業者單獨恢復收取系爭費用，貨主可輕易轉與其他

貨櫃場交易，而由其他業者提供服務，顯示渠等對於非藉

此聯合行為不足以撼動市場機能已有充分認知。是以，本

案 21 家被處分人透過聯合行為達成共同恢復收取系爭費

用之合意，積極介入市場價格決定之行為，並透過貨主出

口貨物對貨櫃集散服務需求之不可或缺性，同時恢復收取

使貨主於交易選擇中無轉換實益，以達成其恢復收取之目

的，產生貨主無可選擇或轉換貨櫃場以避免支付系爭費用

之限制效果。此又參諸台北市進出口公會及臺灣省進出口

聯合會表示 21家被處分人恢復收取系爭費用後，貨主最終

並無轉換至其他貨櫃場之實益，及有貨主表示「本公司從

貨櫃場公告收費(103 年 4月、5月間)到實際收費期間(103

年 7 月起)多次跟貨櫃場協商，希望不要收取系爭費用，惟

貨櫃場在該期間一起恢復收費，且完全不理會貨主之訴求，

因此，各貨櫃場最後對本公司一律都是收取系爭費用，致

本公司無向船舶運送業者表達希望轉換至未收取系爭費用

之其他貨櫃場交易之實益」等陳述意見，可知該聯合行為

亦對全國貨主選擇貨櫃集散服務有所影響。 

2、復自 21家被處分人透過貨櫃儲運協會討論聯合恢復收取系

爭費用之事件發展過程可知，當時除了有多位檢舉人檢舉

外，亦同時造成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等 5 個公(協)會、聯合

會聯名向貨櫃儲運協會及其會員表達抗議，且基隆市報關

公會亦向貨櫃儲運協會所屬貨櫃場會員聲明，貨櫃場欲收

取之系爭費用，收取過程中不得將報關業牽連入內，或以

阻撓進倉、通關為手段，逼迫貨主就範，進而轉向報關業

者代為解決該項費用之繳交與收取。甚至航港局為解決系

爭聯合行為所衍生之收費合理性爭議，亦邀集貨櫃儲運協

會等 16個上下游相關公(協)會、聯合會召開「研商貨櫃集

散站營運費率之 CFS 出口貨物進倉機械使用費收取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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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會議」，以釐清貨櫃場收取系爭費用之合理性等，即可證

系爭聯合行為對市場上中下游業者造成劇烈影響，其影響

之層面相當大。  

3、又21家被處分人為系爭聯合行為過程中，為順利恢復收費，

欲以阻撓進倉、通關等手段，逼迫貨主繳費，此由基隆市

報關公會聲明內容可知。復有貨主來函指稱「現在貨櫃場

已對沒有繳機械使用費的出口商下封殺令.拒收貨.這已嚴

重影響出口商的權益」、「要求司機繳交機械(來文誤繕為

「卸」)使用費才可卸貨」、「貨櫃站揚言，如果出口人不繳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將不裝櫃出口做抵制」等，亦可證

系爭聯合行為恢復過程中，貨主確曾遭貨櫃場以不繳費用

不可卸貨、不安排裝櫃出口進行抵制。按貨主對貨櫃集散

服務之需求，如前所述，是貨物進站至出站之整體服務需

求，縱使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占所有出口費用比

例不高，惟依出口運作實務、當時市場情況及貨櫃集散服

務供需之特性，未繳交系爭費用之出口貨物，貨櫃場即不

進行卸貨、進倉、拖吊櫃，亦不安排裝櫃出口，則其影響

所及尚非僅為該項費用及其比例，而係後續所有之貨櫃集

散服務(例如貨物倉租、裝拆櫃、貨櫃檢查、驗關吊櫃、場

內拖車……等)均無法進行，嚴重影響貨主之出口業務，況

且尚有後續報關、裝船，乃至於交貨等作業，全數均受影

響，是系爭聯合行為已妨礙貨物集散各項服務之正常運作，

核已影響「整體貨櫃集散服務」之供需功能，洵堪認定。 

4、復依航港局來函資料所示，全國經營貨櫃集散站業務之業

者計有 31 家，本案參與聯合行為之貨櫃儲運協會會員 21

家已占全國業者之 6 成以上，倘以全國貨櫃集散站營業額

及 CFS出口運量計算市場占有率，前等 21 家業者亦占全國

營業額及運量之 8 成以上，不僅促使 21家被處分人於 103

年 7 月後，所有業者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甚至造成過去

未收取 3 噸以上之費用者，亦同時恢復收取，同時肇致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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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部、南部地區貨櫃場均恢復收取系爭費用，使全國

各地貨主在系爭聯合行為發生後，已無選擇或轉換無須繳

納系爭費用出口之結果。且此高達 6 成及 8 成以上之聯合

行為參與比例及市場力，所受影響之交易相對人眾多，對

「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影響程度之高，自不待

言。 

(五)綜上，本案在「質」的標準上，長榮儲運等 21 家被處分人

係相關市場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競爭者，本應透過較有利

之價格、品質、服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等爭取交易機會，由

各貨櫃場依據經營成本差異、所處競爭環境及自身之商業

判斷等，個別決定是否恢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

用費，然渠等為避免單獨恢復收取而流失客戶，利用貨櫃

儲運協會開會餐敘時間，進行意見溝通，討論同時恢復收

取該費用，形成會員間恢復收取之共識，並透過貨櫃儲運

協會之運作通知輪船、船務代理、海運承攬運送業、託運

人、報關、進出口、汽車貨櫃貨運等相關公(協)會，以達

各貨櫃場一致於 103 年 7 月恢復收取之目的，並藉此降低

任一家單獨恢復收費之競爭風險，其合意本質及目的，即

為干擾破壞貨櫃場間競爭機制之正常運作，而屬目的性限

制競爭協議，該行為已降低貨櫃集散服務市場內，貨櫃場

間以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可能，

嚴重扭曲市場功能。依美國、歐盟之司法實務、本會 105

年 3 月 1 日公法字第 10515600941 號令「聯合行為微小不

罰之認定標準」及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1733 號

判決、108 年判字第 598 號判決意旨，本案 21 家被處分人

以合意方式限定價格，形成典型之「價格卡特爾」，已經限

制價格之自由形成，並引起交易相對人之抗爭，嚴重影響

「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供需功能，而當然違法。另在「量」

的標準上，如前所述，此透過系爭聯合行為參與者高達 6

成之聯合行為參與比例及高達 8 成以上整體市場力量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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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受影響之交易相對人眾多，影響「貨櫃集散服務」

市場供需功能之程度重大，核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四、重為審議罰鍰情形： 

(一)按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

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

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

位。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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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依據更一審判決撤銷原處分關於「罰鍰裁量」之理由，係

認原處分在計算時應僅限於「3噸以下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

「3 噸以上 CFS出口機械使用費」既非處分之對象，不應做

為裁罰金額之依據。是本案重為審議罰鍰金額之裁量部分，

依據更一審判決意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及

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經函請 21 家被處分人提供與原處

分採計相同期間「103 年 7月起至 104 年 6月」之「3噸以

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以此重新計算 21 家被處分人之

「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並衡酌本會作成原處分時違法行

為對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之危害程度；事業之營業規模、經

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違法持續

期間；以往違法情狀、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被處分人等

應受責難程度及資力等前揭判決所肯認之裁量事項，重為

本案罰鍰金額之裁量如主文。 

五、綜上論述，本案依更一審判決意旨就「是否足以影響市場

功能」部分再予調查後，21 家被處分人共同決定於 103 年

7 月間聯合恢復收取 3噸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為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已確實足以影響貨櫃集散服務供需

之市場功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所稱聯合行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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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止

規定。復依更一審判決意旨就「罰鍰裁量」部分，以「3噸

以下 CFS 出口機械使用費」重新計算各業者之「因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並經綜合審酌本會作成原處分時違法行為對

貨櫃集散服務市場之危害程度；事業之營業規模、經營狀

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違法持續期間；

以往違法情狀、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被處分人等應受責

難程度及資力等前揭判決所肯認之裁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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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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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80號 

被處分人：赫里亞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6615680   

址    設：新北市泰山區新五路 1 段 137號   

代 表 人：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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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亞」品牌沙發，於赫里亞網站刊載「『赫

里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年的權威品牌」、「『赫里亞』

自品牌成立近30年來」、「『赫里亞』深耕沙發工藝近30年」、

「全台唯一通過檢測的沙發 泡棉、木材、布料、噴膠、

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瓦倫西亞分子布……全台唯一通

過 SGS 檢驗測試」、「通過 SGS 以『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

完全無塌陷損壞』的高耐壓認證」、「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

MDI 環保泡棉，取代傳統以 TDI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

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原料製程為虛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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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檢舉人檢舉莎登傢俱有限公司(簡稱莎登公司)及赫里

亞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銷售「赫里亞」品牌沙發，於

赫里亞網站刊載多項宣稱，涉有廣告不實： 

(一)「『赫里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年的權威品牌」、「『赫

里亞』自品牌成立近 30 年來」、「『赫里亞』深耕沙發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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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等文字，惟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

「Horia 赫里亞」係 105 年 1 月 13 日申請註冊，與廣告宣

稱 30 年不符。 

(二)「全台唯一通過檢測的沙發 泡棉、木材、布料、噴膠、

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並輔以 SGS 測試報告圖示及「瓦倫

西亞分子布……全台唯一通過 SGS 檢驗測試」等文字，惟

查市面上仍有數家事業之沙發或素材亦經過 SGS 檢測機關

之檢驗，並非唯一。 

(三)「通過 SGS 以『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完全無塌陷損壞』

的高耐壓認證」，惟赫里亞網站之「SGS檢測」頁面刊載 SGS

耐久測試報告，並非以 100公斤重壓為實驗方式。 

(四)「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 MDI 環保泡棉，取代傳統以 TDI 發

泡產生之有害氣體」之文字，未有相關科學客觀數據，意

圖貶低競爭對手，藉以吸引招徠消費者購買自身沙發。 

二、經函請莎登公司與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提出書面陳述，略

以： 

(一)莎登公司前身為創辦人胡○○於民國 80年建立之個人工作

室，從事沙發設計、訂製、維修及批發等業務，並於 93年

4 月設立莎登公司。103年為企業轉型之目的，獨立創設「赫

里亞」品牌，對外以莎登公司設計、製作、銷售「赫里亞」

品牌沙發，嗣後將「赫里亞」品牌獨立出來，被處分人於

106 年 6月取得公司設立登記，即承接從事「赫里亞」品牌

沙發之設計、研發及訂製等相關業務。 

(二)赫里亞網站係由莎登公司於 103 年委外製作，其刊載內容

係由當時任職於莎登公司胡○○(創辦人胡○○之子，現為

被處分人之代表人)於 103 年 11 月所撰寫、審閱及定稿，

並於 103 年底開始刊載至 109 年 12 月止(下稱舊赫里亞網

站)。109年 12月赫里亞網站全面改版(下稱新赫里亞網站)，

其網站係被處分人委外製作，刊載內容經被處分人提供、

審閱及定稿。舊赫里亞網站廣告期間為 103 年 12 月至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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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止，新赫里亞網站廣告期間為 109 年 12 月至 110

年 3 月 11日 

(三)有關「『赫里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 年的權威品牌」、

「『赫里亞』自品牌成立近 30 年來」、「『赫里亞』深耕沙發

工藝近 30年」等文字一節：前開宣稱係刊載於舊赫里亞網

站之「關於我們」網頁及新赫里亞網站之「關於赫里亞」

網頁。「赫里亞」品牌成立近 30 年等語係以家族成員投入

傢俱行業之經歷計算而來，即從被處分人之代表人胡○○

之父親於 80 年投入傢俱行業，至被處分人營業至今，此期

間近 30年。 

(四)有關「全台唯一通過檢測的沙發 泡棉、木材、布料、噴

膠、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等文字，並輔以 SGS 測試報告

圖示一節：前開宣稱係刊載於舊赫里亞網站之「官方公告」

網頁。莎登公司及被處分人所銷售沙發，其泡棉、木材、

布料、噴膠、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此有測試報告可稽。

又 104年 11月 26日刊登時，莎登公司是全臺唯一將泡棉、

木材、布料、噴膠、結構等 SGS 測試報告公布於網站之業

者，且當時於網路查詢，尚查無其他業者將測試報告刊登

於網站。 

(五)有關「瓦倫西亞分子布……全台唯一通過 SGS 檢驗測試」

等文字一節：前開宣稱係刊載於舊赫里亞網站之「素材介

紹」網頁及新赫里亞網站之「瓦倫西亞分子布」網頁。瓦

倫西亞分子布係供應商僅獨家供應予被處分人，並予自行

命名，其文意係指被處分人為全臺唯一取得瓦倫西亞分子

布之業者，並提供 SGS測試報告。 

(六)有關「通過 SGS 以『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完全無塌陷損

壞』的高耐壓認證」之文字一節：前開宣稱係刊載於舊赫

里亞網站之「技術與產品價值」網頁及新赫里亞網站之「技

術與產品價值」網頁。網頁所附之「SGS 檢測」頁面刊載

SGS 測試報告係於沙發座墊向下施壓 15公分，10 萬次之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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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方式，取得「沙發座墊無明顯之變形或任何結構上之損

壞」之結果，而其備註所載「量測時負載 1kg 之荷重於座

墊上」，其「1kg」之意係指測試機組之荷重盤重量為 1 公

斤，非指以 1 公斤之重量進行檢測。另下壓 15公分之測試

條件係實際以 100 公斤之成人坐在沙發上所量測出沙發座

墊下陷程度。 

(七)有關「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 MDI 環保泡棉，取代傳統以 TDI

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字一節：前開宣稱係刊載於舊

赫里亞網站之「SGS 檢測」網頁。所謂 TDI 為二異氰酸甲苯

（簡稱 TDI），MDI 為二異氰酸二苯甲烷（簡稱 MDI），均為

製作泡棉之原料，該原物料均含有甲苯結構，處於原物料

狀態時具有毒性，惟 TDI 泡棉之製作過程及製作成果，所

產生之有毒物質及對環境之危害均高於 MDI 泡棉，故為提

倡環保理念，方刊載上開文字。 

三、經函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SGS 公司)提供專

業意見，略以： 

(一)耐久測試報告之內容為客製化試驗，並非國家或國際標準

方法，報告內容係以試驗設備對座墊預壓 1 公斤荷重後下

壓 15 公分之距離作為測試的設定條件，共計 10 萬次，於

測試中及完成後，檢查外觀結構及座墊是否有變形情形，

該測試並非以 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 

(二)SGS 公司測試服務係就客戶送檢之樣品提供檢驗測試後出

具測試報告，並非認證。 

四、經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稱標檢局）提出專業意見，

略以：「沙發」及「沙發用泡棉」皆非屬該局公告應施檢驗

品目，該等商品尚無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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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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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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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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舊赫里亞網站由莎登公司於 103

年委外製作，其刊載內容係由當時任職於莎登公司胡○○

(創辦人胡○○之子，現為被處分人之代表人)所撰寫、審

閱及定稿，惟莎登公司已於 106 年 6 月將「赫里亞」品牌

沙發及舊赫里亞網站交由被處分人經營。且查被處分人於

106年 6月取得公司設立登記後，即概括承受莎登公司之「赫

里亞」品牌沙發之設計、製造、銷售及舊赫里亞網站所有

刊載內容，並持續使用，另 109年 12 月改版之新赫里亞網

站係被處分人委外製作、撰寫、審閱及定稿，是被處分人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有關「『赫里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 年的權威品牌」、

「『赫里亞』自品牌成立近 30 年來」、「『赫里亞』深耕沙發

工藝近 30年」等文字一節： 

(一)按社會通念對歷史悠久事業或品牌之商品或服務品質，具

有較正面之聯想，故事業或品牌存續期間之長短足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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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對人對其銷售商品或服務品質之合理判斷，並作成

交易決定，故事業於廣告上，倘有使一般或相關大眾對該

事業或品牌之存續期間產生誤認之虞者，即屬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上開廣告予人印象為赫里亞品牌或赫里亞為名之事業主體

成立至今已存續將近 30年，惟查「赫里亞」商標係 105年

9 月 16 日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准註冊，且據被處分人表

示，「赫里亞」品牌係為企業轉型之目的於 103 年所創設，

而事業主體即被處分人係於 106年 6 月 16日設立，故客觀

上赫里亞品牌或被處分人並無可能成立至今存續將近 30

年。 

(三)雖被處分人主張，上開廣告係指家族成員投入傢俱行業之

經歷加總計算而來，即從被處分人之代表人胡○○之父親

胡○○於 80 年投入傢俱行業，至被處分人營業至今加總近

30 年。惟其父投入傢俱行業係屬個人經歷，與品牌或法人

營業存續時間並不相同。況上開廣告所呈現意涵，應以一

般或相關大眾之普通認知為依據，而非以廣告主之主觀認

知為斷，故被處分人上開主張難謂可採。 

(四)綜上，上開廣告與實際情形不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

商品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有關「全台唯一通過檢測的沙發 泡棉、木材、布料、噴

膠、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等文字，並輔以 SGS 測試報告

圖示一節： 

(一)上開廣告予人印象為赫里亞品牌沙發為全臺唯一通過 SGS

檢測之沙發，且泡棉、木材、布料、噴膠、結構皆通過 SGS

安全認證，應較於市售同類商品具有更高之品質。惟檢舉

人表示於網路查詢，亦有其他事業於網站提供檢驗報告，

尚非僅有赫里亞品牌沙發。 

(二)據被處分人表示，於 104 年 11 月 26 日刊登前，於網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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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尚查無其他業者將檢驗報告刊登於網站，故莎登公司

是全臺唯一將泡棉、木材、布料、噴膠、結構等 SGS 測試

報告公布於網站之事業，惟其僅透過網路查詢是否有他事

業刊登，並未以其他方式對其他事業進行瞭解，姑不論 104

年時赫里亞品牌沙發是否為全臺唯一經過 SGS檢測，至 109

年廣告刊登期間，陸續有他事業將 SGS 測試報告公布於網

站，客觀上被處分人已非全臺唯一將 SGS 測試報告公布於

網站之事業。 

(三)又查上開廣告宣稱「泡棉、木材、布料、噴膠、結構皆通

過安全『認證』」一詞，據 SGS 公司表示，SGS 公司提供測

試服務係就客戶送檢之樣品提供檢驗測試，並出具測試報

告，並非「認證」。故依 SGS 公司之意見，該廣告宣稱通過

安全「認證」尚非妥適。 

(四)綜上，上開廣告與事實不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

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 

五、有關「瓦倫西亞分子布……全台唯一通過 SGS 檢驗測試」

等文字一節： 

(一)上開廣告予人印象為瓦倫西亞分子布為全臺唯一通過 SGS

檢測的布料，惟檢舉人表示於網路查詢，亦有其他事業於

網站提供沙發布料之檢驗報告，尚非僅有瓦倫西亞分子

布。 

(二)據被處分人表示，瓦倫西亞分子布係供應商僅獨家供應予

被處分人，並予自行命名，其文意係指被處分人為全臺唯

一取得瓦倫西亞分子布之業者，並提供 SGS 測試報告以資

為證。雖被處分人係為表彰瓦倫西亞分子布為被處分人獨

家取得之獨特性，惟查尚有他事業將其沙發布料之 SGS 測

試報告公布於網站，且上開宣稱之表達方式易使消費者產

生全臺灣僅有瓦倫西亞分子布通過 SGS 檢驗測試之錯誤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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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上開廣告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品質產生錯誤

認知或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六、有關「通過 SGS 以『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完全無塌陷損

壞』的高耐壓認證」之文字一節： 

(一)上開廣告予人印象為赫里亞品牌沙發係經過 SGS公司以 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之高耐壓測試。惟據 SGS 公司表示，該測

試方式為客製化試驗，係以試驗設備對座墊預壓 1 公斤荷

重後下壓 15 公分之距離作為測試的設定條件，共計 10 萬

次，於測試中及完成後，檢查外觀結構及座墊是否有變形

情形，該測試並非以 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 

(二)復經被處分人表示，上開測試方式係模擬以 100 公斤之成

人坐在沙發座墊上量測其下陷程度約 15公分，而於沙發座

墊向下施壓 15 公分，共 10 萬次，以取得「沙發座墊無明

顯之變形或任何結構上之損壞」之測試結果，係以間接方

式證明上開廣告宣稱 100 公斤重壓與 SGS 檢測報告下壓 15

公分之真實性。 

(三)雖標檢局表示沙發非公告應施檢驗品目，尚無國家標準，

惟沙發座墊結構之軟硬程度會影響其下陷程度，同樣 100

公斤成人乘坐，軟沙發下陷程度比硬沙發深，且查被處分

人銷售之沙發，其座墊結構均不相同，其軟硬程度導致乘

坐後下陷之深度亦不相同，因此下壓 15 公分之測試條件，

尚難等同於 100公斤重壓之測試條件。 

(四)綜上，上開廣告與事實不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

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 

七、有關「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 MDI 環保泡棉，取代傳統以 TDI

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字一節： 

(一)據被處分人表示，TDI 及 MDI 均為製作泡棉之原料，處於

原物料狀態時均具有毒性，惟 TDI 泡棉之製作過程及製作

成果上，所產生之有毒物質及對環境之危害均高於 MDI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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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為提倡環保理念，方刊載上開文字。惟查，被處分人

並未提供 TDI 泡棉於製造過程所產生之有毒物質及對環境

之危害均高於 MDI 泡棉之客觀事證。 

(二)經本會查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 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

制度網站刊載 TDI 與 MDI安全資料表，TDI標示內容之圖示

符號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及「健康危害」，而 MDI標示

內容之圖示符號則為「驚嘆號」及「健康危害」，兩者均載

有「此物質非常毒」之文字，就化學品危害分類，兩者均

屬使呼吸道過敏物質。次查勞動部訂定之「勞工作業場所

容許暴露標準」，TDI 與 MDI 均有訂定於空氣中有害物容許

濃度。又查該署 105 年 11月發布「異氰酸酯類引起職業性

氣喘認定參考指引」亦敘及「MDI雖然毒性較小，也可引起

氣喘及過敏性肺炎。似乎大部分異氰酸類皆有相似反應，

將引發似 TDI 性肺部傷害」。是依上開資料所示，MDI 於製

造過程時亦會產生有害氣體，然而該廣告之宣稱易使消費

者誤認為於製造過程中，原料 TDI 會產生有害氣體，而原

料 MDI 則不會產生有害氣體之對比聯結，進一步影響消費

者對 TDI 泡棉沙發之觀感。 

(三)縱被處分人表示 TDI 泡棉之製造過程所產生有毒氣體對環

境危害高於 MDI 泡棉，惟 TDI 及 MDI 於製造過程時均會產

生有害氣體，且需經工廠處理後才能排放，故對造成環境

危害程度大小尚繫於排放處理程序之良寙，尚難逕以製造

過程產生有害氣體較高即謂對環境危害程度較高，而該廣

告之宣稱有使人誤認 MDI於製造過程時不會產生有害氣體，

是以，被處分人陳稱 TDI 泡棉之製作過程及成果上，所產

生之有毒物質及對環境之危害均高於 MDI 泡棉，為提倡環

保理念方刊載等語難謂可採。 

(四)綜上，上開廣告並無客觀數據及實驗報告為基礎，有引起

一般大眾對案關商品原料製程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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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綜上論結，綜觀整體廣告，被處分人銷售「赫里亞」品牌

沙發，於赫里亞網站刊載「『赫里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 年的權威品牌」、「『赫里亞』自品牌成立近 30 年來」、「『赫

里亞』深耕沙發工藝近 30年」、「全台唯一通過檢測的沙發 

泡棉、木材、布料、噴膠、結構皆通過安全認證」、「瓦倫

西亞分子布……全台唯一通過 SGS 檢驗測試」、「通過 SGS

以『100 公斤重壓 10 萬次，完全無塌陷損壞』的高耐壓認

證」、「採用原料製成無毒的 MDI環保泡棉，取代傳統以 TDI

發泡產生之有害氣體」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及原料製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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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被處分人之違法行為持

續時間較長；違法期間銷售金額；初次違反且已停止案關

違法行為；配合調查態度良好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1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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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1號                                                                                                  

被處分人：酈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2547749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6號1樓 

代 表 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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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悅夢」製刊關鍵字廣

告，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A公司（下稱檢舉人)向本會檢舉略以：檢舉人於110

年2月間在Google搜尋引擎鍵入「悅夢」為關鍵字搜尋，廣

告區塊顯示有酈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之網

址，下方顯示「ModelQ悅夢防蟎抗菌床墊推薦-防蟎抗菌結

合多層複合減壓材質」為標題之關鍵字廣告連結，涉及濫

用其品牌註冊名稱，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 

二、 案經檢舉人到會補充說明略以： 

(一)檢舉人營業項目以銷售床墊為主，產品註冊商標為「悅夢

の床坊」，主要競爭同業包括「酈泰」、「眠豆腐」、「床的世

界」、「德泰彈簧床」、「老K床墊」等。 

(二)檢舉人於110年2月間因客戶詢問與被處分人是否有關係而

注意到該關鍵字廣告。被處分人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之行

為，對檢舉人已註冊品牌關鍵字搜尋流量造成影響，而有

不公平競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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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舉人透過自身網站介紹商品，吸引消費者至其實體門市

購買，且其網站在自然搜尋上有經過搜尋引擎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之完整設計及規劃，消費者搜尋「

床墊推薦」、「台灣床墊」及「床墊品牌」等字時，「悅夢床

墊」在自然搜尋排序均在前2頁，可稱是著名床墊網站。 

三、 案經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並到會陳述，略以： 

(一)被處分人銷售寢具類商品，主要競爭對手為「眠豆腐」、「

晚安耐特」等電商。「悅夢」因風格與銷售方式不同，故非

其競爭對手。被處分人主要是以門市銷售為主，並透過網

路廣告宣傳。 

(二)系爭關鍵字廣告為被處分人出資購買及刊登，廣告刊登期

間為110年2月2日至110年3月16日，期間所有關鍵字廣告總

共被點擊506次(關鍵字廣告花費共新臺幣(下同) ○○○

元)，其中因「悅夢」關鍵字點擊者僅有25次，廣告費用僅

○○○元，且轉換次數為0，代表消費者進入被處分人網站

後未交易即離開網頁，且未留下任何資料，消費者可能發

現不是檢舉人的網站就離開，不至於誤認。 

(三)除「悅夢」之外，被處分人也有購買國內大小床墊品牌競

品字作為關鍵字，其網站亦無任何與「悅夢」相關之介紹

，也沒有攀附的想法，主要因為商品與「悅夢」床墊大不

相同，客層也不同。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營業交易」者；所謂「交易秩序」係泛指一切商品或

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倘事業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

鍵字廣告，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

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形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即屬顯失

公平之行為類型，倘進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即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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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25條規定。又依同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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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臺幣5萬

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站已成為事業

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無論是透過網站將產品或服務

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透過網站接受消費者訂購商品或服

務，或如同本案所涉及床墊販賣係透過網站將床墊相關資

訊提供給消費者，以吸引潛在客戶至門市參觀選購，而網

站之曝光率或到訪率，即代表該事業與潛在客戶接觸乃至

達成交易的機會。當網路使用者欲尋找特定事業或商品之

資訊時，除非已熟知該事業之網域名稱或網址，否則必須

藉助搜尋引擎輸入與所欲查詢資訊相關之關鍵字，方能於

漫無邊際之網際空間中過濾出所需資訊。故搜尋引擎扮演

帶領網路使用者通往事業網站間之渠道，也因此衍生商業

化之付費搜尋服務，亦即關鍵字廣告。事業為增加其網站

之到訪人數，而購買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

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之機會，固然可

能稀釋他事業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然而，搜尋引擎之功

能，原本就是為了提供網路使用者與鍵入關鍵字「相關」(

而非「相同」)之搜尋結果而設計，越豐富多元且具相關性

之搜尋結果，越有利於網路使用者取得更充分資訊，作為

點選連結、瀏覽網站，或作成交易決定之憑藉，而有助於

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故在審酌事業使用他事業之名稱

、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是否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5條規定時，除考量行為對他人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

之侵害，同時還需考量是否帶給網路使用者更充分實用的

資訊、降低搜尋成本等之社會利益。惟若廣告主所購買之

關鍵字廣告，其呈現之整體內容，有使網路使用者誤以為

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因該類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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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廣告，不只侵害他事業表徵所蘊含之經濟利益，也無助

消費者獲得更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本，倘足以影響

市場交易秩序，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三、經查檢舉人設立時間為99年10月6日，並獲得商標權人授權

使用「悅夢の床坊」商標至專用期間屆滿為止，顯示檢舉

人於系爭關鍵字廣告刊登期間內(110年2月2日至110年3月

16日)獲得商標權人之授權，其事業名稱「悅夢」合致「已

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之

要件。 

四、被處分人提出Google關鍵字後臺管理資料，自承系爭關鍵

字廣告係被處分人出資購買並刊登，由其職員選擇將「悅

夢」置於廣告群組內之關鍵字字庫，而系爭關鍵字廣告所

連結之「寶麒麗泰睡眠系統 PERQUISS」網站亦由被處分人

經營維護，相關廣告效益達成後利益歸屬被處分人，故應

認被處分人為本案行為主體。 

五、復查被處分人於110年2月2日至110年3月16日期間，於

Google搜尋引擎購買刊登系爭關鍵字廣告，使用競爭對手

之事業名稱「悅夢」，作為搜尋引擎匹配消費者鍵入文字與

搜尋結果之關鍵字，當消費者在Google搜尋引擎鍵入「悅

夢」之字串時，呈現「ModelQ」、「悅夢」並列情形，並連

結「防蟎抗菌床墊推薦」之廣告文字，易使網路使用者認

為ModelQ為檢舉人的床墊品牌或副品牌，而為檢舉人所推

薦，誤認兩者係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倘消費者因混

淆或在不知情之情況下，點擊關鍵字廣告，即會被攔截並

導向被處分人負責經營維護之「寶麒麗泰睡眠系統

PERQUISS」網站，進而減少檢舉人接觸潛在客戶之機會，

並減損「悅夢」之事業名稱背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核屬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 

六、被處分人不當刊登關鍵字廣告行為，符合「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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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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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關鍵字點擊次數不多，且轉換次數

為0，代表消費者進入被處分人網站後未交易即離開網頁，

且未留下任何資料，消費者可能發現不是檢舉人的網站就

離開，不至於誤認等語。惟據被處分人所提供之資料顯示

，110年2月2日至110年3月16日期間系爭關鍵字廣告被點擊

總次數共25次，足見確有原本欲搜尋「悅夢」之消費者有

被導向被處分人經營之網站情形，減少檢舉人接觸潛在客

戶之機會，故被處分人於Google搜尋引擎刊登系爭關鍵字

廣告，已影響國內床墊市場之交易秩序。 

七、至於被處分人認因承辦人員不諳關鍵字廣告操作而有所疏

失，並非刻意榨取檢舉人之努力成果一節，衡酌被處分人

為系爭關鍵字廣告之出資人與關鍵字提供者，具有審核決

定權，更為該關鍵字廣告搜尋成果所衍生利益之最終歸屬

者，負有監督廣告文案之義務，自不得以該公司員工不熟

悉關鍵字廣告操作流程或疏於審核廣告內容為由而據以主

張免責。 

八、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使用競爭對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

告，搜尋結果造成其產品名稱「ModelQ」與競爭事業名稱

「悅夢」並列呈現「ModelQ悅夢防蟎抗菌床墊推薦-防蟎抗

菌結合多層複合減壓材質」等內容，搭配被處分人之網站

連結，整體觀察易有使人誤以為兩者屬同系列產品或有一

定關係之效果，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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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持續期間、事業規模、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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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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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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2號 

被處分人：仁發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73721 

址  設：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439 號 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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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發兩廳院」建案，提供資料供相關媒體

報導該建案「戶戶衛浴皆開窗」、「全部衛浴皆開窗」，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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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本會查悉某網友於網路論壇表示，渠預購之「仁發兩

廳院」建案主打戶戶開窗，然嗣後發現所購建物次衛沒開

窗，僅以玻璃磚代替，與廣告不符。本會嗣再接獲民眾反

映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交易網開箱文宣稱

「全部衛浴皆開窗」，另 107 年 9月 1 日蘋果日報報導亦宣

稱「仁發兩廳院 戶戶衛浴皆開窗」均涉有不實。 

二、本會嗣進行以下之查證程序： 

（一）派員前往坐落高雄市鳳山區之案關建案，查悉其 B6棟為

雙房雙衛浴格局，其中 1 間衛浴有開窗，另 1 間衛浴未

開窗，僅以玻璃磚方式採光。 

（二）請經營 591 房屋交易網之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 591

網站開箱文提出說明，獲復以：案關開箱文係被處分人

口頭委託 591 網站編輯專員撰寫，提供之平面圖所有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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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圖均畫有開窗，該公司所撰開箱文經被處分人現場人

員確認無誤後，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刊載。  

（三）請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就 107

年 9 月 1 日報導提出說明，獲復以：案關報導之標題係

由該公司地產中心記者採訪被處分人專案經理而來。  

三、按被處分人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以提供資料方式供

591 房屋交易網及蘋果日報報導該建案衛浴皆開窗，其內容

疑涉不實，爰主動立案調查。內政部嗣於 110 年 2 月 18日

函轉民眾就相同事由檢舉被處分人，亦併予調查。  

四、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投資興建「仁發兩廳院」建案，原始構想確為

戶戶衛浴皆有兼具通風與採光功能之窗戶，惟嗣後發覺

依原始設計，B6 棟有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9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安全梯與建築物任

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全梯之防火門外，不得小於 2

公尺。但開口面積在 1 平方公尺以內，並裝置具有半小

時以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不在此限。」之虞，

因而變更該建案戶型格局相同之 A6 棟與 B6 棟設計，將

其中一間衛浴改為不開窗，僅以玻璃磚採光，以之送審

取得建造執照。案關建案除 A6 棟與 B6 棟之外，其餘各

棟無論單雙衛浴，均有開窗。   

２、系爭 591 房屋交易網開箱文及蘋果日報報導係該等媒體

及平臺基於地產報導需求，主動採訪「仁發兩廳院」建

案產品銷售資訊，由被處分人現場銷售人員為記者解說

建案規劃並提供圖片給記者參考使用，然疑似漏未解釋

排除 B6棟的浴室僅有 1間開窗而另 1 間未開窗，未開窗

之浴室係以玻璃磚方式採光，可能造成記者撰稿有誤會。

被處分人嗣後察覺網頁報導內容有誤植，即立刻促請該

等媒體及平臺修正內容，並已於 109 年 7 月 1 日更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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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案關報導本質為媒體及平臺之地產專訪，實有別於

一般廣告刊登，報導內容之版權屬相關媒體及平臺所有，

被處分人並未審核及干涉報導內容。 

（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１、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97條第 1項第 2款第

2 目規定：「安全梯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距離，除至安

全梯之防火門外，不得小於 2 公尺。但開口面積在 1 平

方公尺以內，並裝置具有半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

設備者，不在此限。」及內政部營建署 100年 2月 15 日

營署建管字第 1000001383號函示（略以）：「…至同目之

『距離』應以戶外安全梯與建築物任一開口間之直線距

離量測。…」。  

２、有關「案關建案 A6 棟與 B6 棟衛浴標記位置倘開窗，是

否因距離安全梯小於 2公尺致違反上開建築法規規定。」

一節，經核對案關建案之三層平面圖，標記位置屬距離

安全梯小於 2 公尺範圍內之開口，倘開口面積在 1 平方

公尺以內，並裝置具有半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之防火設

備者，尚無違反上開技術規則及函示規定。   

３、有關「案關建案其他各棟衛浴是否亦有採玻璃磚透光之

設計規劃。」一節，經核對上開平面圖，除標記位置屬

採玻璃磚透光之開口，尚無其他衛浴空間採玻璃磚透光

之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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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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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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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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案關 591 房屋交易網開箱文係被處分人委託 591 網

站編輯專員撰寫，並經被處分人現場人員確認無誤後刊

載；蘋果日報報導之標題係由當時該公司地產中心記者

採訪被處分人專案經理而來，且該報導亦註明「資料來

源：仁發建築」。是被處分人以提供資料方式供上開媒體

及平臺以報導方式刊登具商業價值之訊息，係直接或間

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

為，應屬公平交易法第 21條所規範範疇。  

（三）按被處分人出資興建「仁發兩廳院」建案，本於銷售自

己商品之意思，提供與案關建案有關且具商業價值之訊

息予供 591 房屋交易網及蘋果日報報導，並藉由相關報

導推廣銷售案關建案，故被處分人核為本案廣告主。 

三、被處分人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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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 

（一）按建案銷售廣告對於建物內容之描述，影響交易相對人

作成是否購買該建案之決定甚鉅，為避免一般大眾受不

實廣告之誤導前往交易致權益受損，廣告所為之表示當

與事實相符，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違法之責任，合先

敘明。   

（二）查被處分人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以提供資料方式

供 591 房屋交易網登載開箱文宣稱該建案「全部衛浴皆

開窗」，以及供蘋果日報報導「仁發兩廳院 戶戶衛浴皆

開窗」，予人之印象係「仁發兩廳院」建案各戶之全部衛

浴皆可開窗。  

（三）案經本會調查及被處分人自承，「仁發兩廳院」建案之 A6

棟與B6棟採雙衛浴設計，其中1間衛浴僅以玻璃磚採光，

並未開窗，核與宣稱內容全部衛浴皆可開窗不符，係屬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雖被處分人主張案關 591

房屋交易網開箱文及蘋果日報報導本質為媒體及平臺之

地產專訪，有別於一般廣告刊登，惟案關報導資料來源，

據前開媒體表示確為被處分人所提供且經被處分人所屬

人員確認，相關「衛浴皆開窗」報導資料係具商業價值

之訊息，是該報導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範範疇，自

應受該法條之評價。  

（四）綜上，被處分人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提供資料供

相關媒體發布，對於案關建案內容之描述與事實之差距

已逾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

誤之認知或決定，係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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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提供資料

供相關媒體發布宣稱「戶戶衛浴皆開窗」、「全部衛浴皆開

窗」之報導，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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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本案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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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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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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3號 

被處分人：美商維善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58252101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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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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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 107 年 5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要銷

售美容保養品及食品。本會於 110 年 3 月 29日派員赴被處分人

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招募 2 位限制行為能力人

為傳銷商，均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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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109 年 2 月 18 日及同年 5 月 12 日招募 2 位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惟遲至 110 年 6 月 30 日及 109

年5月14日始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據被處分人到會自承係因人員疏失，惟依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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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保護限制行為能力人傳銷商

之權益，礙難以人員疏失為由而予以免責。是被處分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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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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項規定。 

二、綜上論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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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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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同法第 33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本會 110 年 3 月 29 日業務檢查紀錄。 

二、被處分人 110 年 7 月 7 日、8月 4 日陳述書及同年 10月 25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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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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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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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

繕具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經由本會向行政院提起訴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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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0084號                                           

被處分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6255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 號 2樓  

代 表 人：王○○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72052  

址    設：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二十一路 50 號   

代 表 人：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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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楓康蘆薈護手手套

(尺寸:M)」商品，廣告刊登「台灣製造」及「產地:台灣」，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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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家福公司)經營之家樂福

線上購物網站於 109 年 7月至 10月間銷售「楓康蘆薈護手

手套(尺寸:M)」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廣告所載案關商品

外包裝圖示刊有「台灣製造」文字，以及於商品資訊頁面

宣稱「產地:台灣」，惟民眾收到案關商品時，案關商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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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正面以貼紙遮蔽「台灣製造」之文字，且背面標示「產

地:中國」等語，疑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1、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係被處分人家福公司經營，案關商

品網頁之圖檔及文字係由案關商品供應商被處分人玉美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玉美公司)製作及設計

後提供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經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人員

檢視並確認該網頁圖示及文字無誤後，上傳於家樂福線

上購物網站系統。 

2、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於全臺共有○○間家樂福量販店及○

○間家樂福超市等賣場(下稱家樂福賣場)，消費者於家

樂福線上購物網站下單，經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依案關商

品之配送地址判斷後由鄰近賣場進行出貨，該賣場尚有

庫存，則透過宅配、消費者到店取貨及外送平台等服務

配送案關商品，消費者倘於選購案關商品時，遇該賣場

無案關商品，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會電話通知消費者，其

可於線上網站選擇「刪除缺貨品項」或是「取消整張訂

單」，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於作業期間內退款予消費者，又

案關商品發票係由被處分人家福公司開立予消費者，發

票所載之銷貨營業人為被處分人家福公司。 

3、被處分人家福公司對於案關商品所賺取之利潤除銷售價

格與成本價格之價差外，另依與被處分人玉美公司約定

之進貨合約條件收取一定比例為利潤。 

4、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係於 109 年 7 月 15 日開始供應「產地:

中國」之案關商品，家樂福各賣場係依其銷售量及庫存

量多寡自行向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下單訂購案關商品，經

查「產地:台灣」之案關商品截至 109 年 7 月 14 日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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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庫存，因各賣場庫存情形不一，其中家樂福新竹南大

店等○○間賣場，於 109 年 7月 15 日起迄至 10月 16 日

止未向被處分人玉美公司訂購「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

而僅銷售「產地:台灣」之案關商品，該商品下架後退回

少量商品，是於上述期間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係同時銷售

「產地:台灣」及「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 

5、案關商品廣告刊登期間自 106 年 10 月 16 日至 109 年 10

月 16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接獲本會函文通知後即於 109

年 10 月 17日將該廣告下架，迄今未再上架。 

（二）函請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1、案關商品首次於家樂福賣場上架時，被處分人玉美公司

需依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提供之 excel 表單填寫案關商品

之圖檔、商品國際條碼、商品名稱、開立發票之品名、

商品尺寸、進價及產地等資料，並以電子郵件傳送該資

料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採購人員，同時，被處分人玉美

公司亦將案關實體商品郵寄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以供

核對案關商品資料之正確性，圖檔及案關實體商品外包

裝皆刊有「台灣製造」及「產地:台灣」等文字。 

2、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刊登案關商品廣告，被處分人玉美

公司從未參與製作及設計，亦未審核案關商品廣告，被

處分人玉美公司對於刊登在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之案關

商品資訊皆無決定權，亦無從得知案關商品廣告刊載起

迄時間、銷售數量及金額，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係自被處

分人家福公司轉知本會函文後，方知悉案關商品廣告疑

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 

3、被處分人玉美公司獲取案關商品之利潤為銷售價格與成

本價格之價差。 

4、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於 99年至 108年間向國內廠商採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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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台灣」之案關商品，因該國內廠商無法繼續供貨，於

109 年 5 月間轉向另一業者採購「產地:中國」之案關商

品。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於 109 年 5 月底已事先告知被處

分人家福公司採購人員，臺灣製之案關商品庫存出貨完

畢後即提供中國大陸製之案關商品，被處分人家福公司

採購人員表示口頭告知即可，故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方未

以書面通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 

5、上架於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之案關商品條碼係以國際條碼

判讀，被處分人玉美公司為延續案關商品銷售，且避免

被處分人家福公司誤認「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為新商

品而另加收上架服務費，是「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仍

使用原國際條碼銷售，故無法個別提供不同產地商品數

量。 

6、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於 109年 7月 10 日供應最後 1 批「產

地:台灣」之案關商品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之後開始供

應第 1 批「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於 109 年 7 月 15

日至 10月 16日皆供應「產地:中國」之案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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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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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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家福公司及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俱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為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之經營者，

並以該事業名稱接受消費者訂貨、退/換貨、收款退款、

開立發票等相關事宜，就消費者觀點，其交易相對人為

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次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自承就被處

分人玉美公司提供之案關商品圖檔及文字進行審核後上

傳於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刊登及使用，並因銷售案關商

品而獲取銷售利潤，故被處分人家福公司為本案廣告

主。 

（二）復查被處分人玉美公司為案關商品之供應商，除提供案

關商品網頁圖檔及文字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刊載於家樂

福線上購物網站外，且被處分人玉美公司因廣告招徠銷

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而與被處分人家福公司具有利益

共享關係，故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亦為本案廣告主。 

三、有關案關商品廣告刊載「台灣製造」及「產地:台灣」，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於 109 年 7 月 15日至 10 月 16日在

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刊載「台灣製

造」及「產地:台灣」，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為我國製造，

惟民眾收到案關商品為中國大陸製商品。 

（二）次查被處分人玉美公司係自 109 年 7月 15日開始供應中

國大陸製之案關商品予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據被處分人

家福公司自承，於 109 年 7月 15日至 10月 16日因被處

分人玉美公司更改貨源，所銷售案關商品並非均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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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復比對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截至 109年 7月 14日「產

地:臺灣」案關商品之庫存量，及於 109 年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6日案關商品之銷售量，雖案關商品之產地有所不

同，皆採同一國際條碼銷售，惟據被處分人家福公司表

示僅有○○間賣場係單純銷售「產地:台灣」之案關商品，

且截至 109 年 10 月 16 日後僅剩餘少量商品退還予被處

分人玉美公司，顯見被處分人家福公司於上開期間銷售

臺灣製造及中國大陸製造之案關商品占銷售量比例分別

約為 4 成及 6 成，此有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之庫存表及銷

貨表可稽，是案關商品廣告刊載內容與實際銷售情形不

符，卻未充分且即時揭露「產地:台灣」商品業已售罄則

改供應「產地:中國」商品之情事，而有衍生消費者錯誤

認知與決定之虞，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四、至於被處分人玉美公司辯稱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刊登案關

商品廣告，其全然不知，且案關商品之產地變更前已先行

口頭告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云云，惟整體觀察該網頁之銷

售標的及內容，皆與被處分人玉美公司直接相關，況被處

分人玉美公司係案關商品圖檔及文字等資訊之提供者，被

處分人家福公司係依其資訊據以核對案關商品資料之真實

性，惟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於變更案關商品之產地後，卻未

審慎查察廣告所載案關商品之產地標示等相關文字已與事

實不符，並即時告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予以修正，自不得

以案關商品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家福公司刊載而不知情及事

前已口頭通知被處分人家福公司作為卸責之理由，亦難謂

已善盡注意及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義務。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家福公司與被處分人玉美公司於家樂

福線上網站銷售「楓康蘆薈護手手套(尺寸:M)」商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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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刊載「台灣製造」及「產地:台灣」與事實不符，核屬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製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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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36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家福公司與被處分人玉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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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期間；營業額及違法

行為期間銷售額；已停止案關違法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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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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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條】 

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 頻段進行頻

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之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第 11條】 

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 頻段進行頻

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之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第 13條】 

一、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擬於 3.5GHz 頻段進行頻

率與網路共用合作之結合案件決定書。 
36 

 

【第 15條】 

一、長榮國際儲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21家事業共同決定於 103年 7月間聯合恢

復收取 3 噸以下 CFS 出口貨物裝卸搬運使用機械費，為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足以影響貨櫃集散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規

定處分案。 

216 

 

【第 20條】 

一、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餐廳於該公司經營之外送平臺刊登價格必須與

實際店內價格一致，及限制餐廳不得拒絕「顧客自取」訂單，為以不正

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且有限制競

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7 

 

【第 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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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威國際傢俱有限公司、育藹聖傢俱開發有限公司銷售 ROBUSTA 諾貝斯

塔系列床墊於廣告宣稱「ROBUSTA諾貝斯塔名床 瑞士經典品牌」、「MADE IN 

SWISS」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 

二、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

購物中心網站銷售「【法國 Lytess】按摩緊緻束腹翹臀束褲」商品，刊載

「有效促進淋巴循環」、「有效改善橘皮組織」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

分案。 

20 

三、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刊登「95+汽油:

全台唯一超越國家標準」及「超級柴油:全台唯一符合歐規五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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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四、源泉淨化科技有限公司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3M T22 檯上型

雙溫飲水機/觸控式冷熱雙溫飲水機(簡約白)」及「時尚黑宮黛 GD-600

櫥下觸控雙溫飲水機搭載源泉三道 5微米 PP+樹脂軟水+腳架+QL3-4H2淨

水設備+漏斷」等 2項商品，分別刊載「取得節能標章」、「通過經濟部節

能標章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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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五、淨園水設備有限公司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淨園] 3M T22 檯

上型飲水機/冷熱雙溫飲水機--即飲純淨 雙道過濾」商品，刊載「取得

節能標章」之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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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六、玖建家電有限公司於樂天市場網站銷售晶工牌型號 JD-5322B溫熱型開飲

機商品，刊載「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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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錡崴股份有限公司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

「【Whirlpool惠而浦】16公斤快烘瓦斯型滾筒乾衣機 8TWGD5620HW」商

品，宣稱「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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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七、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銷售「3M 空氣清淨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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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10AB」商品，刊載「獲得經濟部節能標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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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銷售「ARC-FLASH 光觸媒」相關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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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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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九、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於 PChome24h 購物銷售「ARC-FLASH 光

觸媒+遠紅外線複合材料簡易型噴罐(10%高濃度 200ml)」等 5 項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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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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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130 

十、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momo購物網銷售「ARC-FLASH光觸媒洗衣

添加劑(25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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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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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處分案。 

140 

十一、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售

「ARC-FLASH 光觸媒寵物專用瞬效芳香噴液(250ml)」商品，宣稱

「ARC-FLASH光觸媒……效能通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工研院、中科院、

食工所……SGS……等公正機構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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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147 

十二、包昇數位文化有限公司於 486團購網銷售「ARC-FLASH光觸媒+奈米銀

噴罐(10%高濃度)2 入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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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正機構驗證」、

「本產品取得以下認證，對人體無害，請安心使用。……通過工研院、

中科院、SGS……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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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處分案。 

154 

十三、庭侑有限公司銷售「四德大双璽」建案，於「店面平面配置圖」將原用

途為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及於「一樓全區配置圖」將店 7側邊

法定空地作為停車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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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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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璟䅞企業有限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平台刊載「橘之屋-微纖維廚用吸水墊」，宣稱「產地:台灣」

及台灣製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03 

十五、明基亞太股份有限公司於 BenQ網站銷售「BenQ牌型號 C32-300 顯示器」

商品，刊載「榮獲國家節能標章殊榮」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07 

十六、秒賣數位行銷有限公司於好物快寵網站銷售「Uah貓砂盆智能伴侶(除

臭專用)」商品，廣告宣稱「二代」及「鋰電池加量 50%超長續航」、「內

置鋰電池容量升級 4000mAh超大電量 滿電續航～8天」、「4000mAh 大

容量鋰電池」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212 

十七、赫里亞有限公司銷售「赫里亞」品牌沙發，於赫里亞網站刊載「『赫里

亞』是立足台灣沙發業近 30 年的權威品牌」...等文字，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原料製程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42 

十八、仁發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仁發兩廳院」建案，提供資料供相

關媒體報導該建案「戶戶衛浴皆開窗」、「全部衛浴皆開窗」，對足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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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十九、家福股份有限公司、玉美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銷

售「楓康蘆薈護手手套(尺寸:M)」商品，廣告刊登「台灣製造」及「產

地:台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67 

 

【第 25條】 

一、侯○○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

然氣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7 

二、臺北市私立及第文理短期補習班使用競爭對手事業之名稱作為關鍵字廣

告，並在關鍵字廣告標題將「立功」與「三元」併列呈現「立功─首選三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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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補習班」、「考取立功─首選三元補習班」，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

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統管瓦斯工程行藉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工作制服等，攀附當地公用天然氣

事業，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91 

四、千禾企業社不當銷售淨水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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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五、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與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後，就「頂好 Wellcome」

超市更新為「Market 便利購」超市，向結合前已有在「頂好 Wellcome」

超市供貨之供應商，收取新店開幕贊助金，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176 

六、Agoda Company Pte. Ltd.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並

在關鍵字廣告標題併列四方通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事業名稱及被處

分人之網站網址，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處分案。 

193 

七、酈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悅夢」製刊關鍵字廣

告，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52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4條】 

一、美商寶麗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交付傳銷商之參加契約

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所定傳銷商得解除契約之猶豫期與法律規

定不符且較不利於傳銷商、未完整包括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相關

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84 

 

【第 16條】 

一、環球百順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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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案。 

17 

二、美商維善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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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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