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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公平交易法規範範疇包括事業之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以及限制轉售價格、杯葛、差別待遇、限制事業活動、仿冒、不實廣告、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多層次傳銷暨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等不公平競爭行

為，藉以達到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

與繁榮之立法目的；而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行政院應設置公平

交易委員會（以下稱本會），擬訂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以及依檢舉或職

權，就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危害公共利益之行為，加以調查處理等。 

在完備公平交易制度方面，為因應當前國內經濟社會需要及國際潮流

趨勢，本會參採主要競爭法國家經驗，積極研擬「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重點包括：放寬聯合行為管制規範，建立符合知識經濟發展之競爭法體

系，並擬引進國外調查新制「寬恕政策」，針對參與聯合壟斷行為之事業

主動向本會揭發並協助調查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行政責任；另擬採行對不

同違法行為類型、依不同處罰規定進行裁處之立法體例，以及就多層次傳

銷之管理單獨立法等。另持續研訂與修正各項市場競爭規範及案件處理原

則，包括針對事業結合申報作業、電器商品廣告、不動產廣告、瘦身美容、

收視率調查、銀行廣告及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等研訂競爭規範，而對流

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事業結合申報須知、卷宗閱覽辦法等行政規則加以

修正，以建立執法透明化與標準化，並提高本會案件處理績效。 

其次，在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方面，根據統計，截至 95 年底，本

會收辦案件總計2萬9,240件，已辦結者計 2萬8,820 件，結案率為 98.56

％，較去（94）年同期 98.49％，提高 0.07 個百分點；而事業因違反公平

交易法受本會處分案件累計有 2,648 件，罰鍰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9

億 1,819 萬元；其中，95年收辦案件計 1,438件，較上（94）年減少 396

件（減少 27.5％）；主動調查專案計 303件，較上（94）年增加 160件（增

加 111.9%％），居歷年之冠，占累計 986件的 30.7％；對違法事業計處分

175 件，罰鍰金額新台幣 2億 3,104 萬元。查處違法案件包括：砂石業者

與預拌混凝土業者非法聯合行為、餐盒公會不當調漲學校午餐收費標準、

坊間代辦貸款廣告或債務協商廣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桶裝瓦斯

業者聯合調漲桶裝瓦斯運裝費用並協調瓦斯行提高售價、教科書出版業者

針對贈送學生物品之品項相互討論並達成合意、遊艇公會透過共同排班之

協議約束會員出船班次及金融機構於借貸契約不當約定加速條款或要求

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等，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保障社會大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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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宣揚公平交易理念方面，本會秉持「宣導與管理並重」原則，

積極採多元化宣導管道。95年舉辦宣導活動計 80場次，相關議題涵括：

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有線電視、液化石油氣業、銀行業廣告、金融業、數

位內容產業、瘦身美容業、保險業、多層次傳銷、建築開發業、酒品業者

銷售行為、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結合申報、液化石油氣、3C商品量販

業者廣告、農產品市場交易等；亦邀集中華民國商業總會等 6 大工商團體

負責人進行業務座談，經由業界與政府間之雙向溝通，共同為建立完善的

公平交易制度而努力。另亦定期舉辦與公平交易法相關之各項研討會、座

談會、專題演講等活動，開放各界參加；同時，透過網際網路、廣播電台

廣告等大眾傳播媒體及設置服務中心提供諮詢管道，將本會重要施政與重

要處理案件，適時提供各界以增進民眾對公平交易法之認識。 

在推展國際合作交流方面，本會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國際競爭網絡（ICN）

等國際組織之競爭法活動或會議，推動多邊及雙邊交流合作；95年 2月我

國受邀參加 OECD「全球競爭論壇」，接受競爭法及政策同儕檢視，是繼南

非、俄羅斯後，第 3 個受邀進行「同儕檢視」的非會員國，可謂意義非凡，

此彰顯我國受重視之程度，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同年 6 月辦理

「OECD 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同儕檢視研討會」，邀請國內各相關單位出

席，以作為爾後各部會參與 OECD 活動之參考。另亦積極推動多邊及雙邊

交流合作，包括簽署台、紐、澳三邊與台、法雙邊競爭法合作協議及舉行

台法、台美、台紐、台日、台越、台蒙等雙邊競爭法會議，同時積極回饋

國際社會，提供泰國、越南、印尼及蒙古等國技術援助，獲致被援助國高

度肯定，提升我國在區域競爭法之領導地位。此外，舉辦「台灣 2006 競

爭法及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並以「競爭法/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角

色」為題，透過相關議題的研討與意見交流，集思廣益，期對各國競爭政

策發展方向形成共識，促成競爭法國際交流與整合。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有效推動並落實我國的公平交

易法與政策，本會的獨立機關運作機制健全與否，實係關鍵所在。公平交

易法明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另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

條例亦明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

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今後，本會將致力於健全獨立機關之運作機制，

亦摯盼社會各界共同支持公平交易法與政策之推動，為我國建立新經濟時

代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增進全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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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會組織與職掌 

第一節  組織體系 

 

一、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9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另依本

會組織條例第 2、3 條規定，本會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公平

交易所定事項，有指示、監督之責；而本會就主管事務，得請地方主管機

關協助辦理或委託其辦理之。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組織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81年 1月 27日正式成立，依據公平交易法，負責擬

訂公平交易政策、法規及審理公平交易相關案件之任務。 

本會組織大致可劃分為二個階層，一為委員會議，一為業務、行政單

位。委員會議採合議制，依據本會組織條例規定，本會置委員 9人，任期

3 年，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特任，綜理會務；1 人為副主任委員，襄助

主任委員處理會務，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其餘委員比照簡任第 13 職

等，由行政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

員總額二分之一。第 5屆委員於 93 年 2月 1日 (主任委員於 93 年 1月 27

日) 就任，任期至 96 年 1月 31 日 (主任委員至 1 月 26 日) 止。 

本會設有第一處、第二處、第三處、企劃處及法務處等 5 個業務單位，

以及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統計室及政風室等 5 個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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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交易委員會的組織特性 

(一)委員會之運作採合議制 

由於公平交易法係法理深奧之財經法規，為充分考量、融合各方意

見，使各類案件處理均能符合立法之要求，本會乃採合議制，且依據本

會組織條例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均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能行之。為行政院各委員

會中，極少數採合議制的委員會。 

(二)委員均為專任，任期 3年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11 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9 人，任期 3 年，

任滿得連任。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特任，綜理會務；1 人為副主任

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職務比照簡任第 14 職等；其餘委員

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均由行政院長提請  總統任命之，委員出

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委員須超黨派，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為確立本會委員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政黨活動影響之原則，本

會組織條例第 13 條明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

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四)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11 條第 2項規定：「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

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五)委員之任用，應具備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為期委員會之決議均能充分配合國內經濟發展及產業成長需

要，本會組織條例第 12 條規定，本會委員之任用，應具法律、經濟、

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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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歷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一覽表 

第一屆（81 年 2 月 1日 84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王志剛 81.01.27-84.01.26 廖義男 81.02.01-84.01.31 吳榮義 81.02.01-82.03.10

    王  弓 81.02.01-84.01.31

    呂榮海 81.02.01-84.01.31

    黃茂榮 81.02.01-84.01.31

    李伸一 81.02.01-84.01.31

    洪禮卿 81.02.01-84.01.31

    朱雲鵬 81.02.01-84.01.31

 

第二屆（84 年 2 月 1日 87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王志剛 84.01.27-85.06.09 賴源河 84.02.01-85.08.31 王  弓 84.02.01-85.07.22

趙揚清 85.06.10-87.01.26 蘇永欽 85.09.01-87.01.31 單  驥 85.09.01-87.01.31

    洪禮卿 84.02.01-87.01.31

    朱雲鵬 84.02.01-84.12.31

    鄭  優 84.02.01-87.01.31

    蔡英文 84.02.01-87.01.31

    許宗力 84.02.01-87.01.31

    呂芳慶 84.02.01-86.02.10

 

第三屆（87 年 2 月 1日 90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趙揚清 87.01.27-90.01.26 劉宗榮 87.02.01-90.01.31 鄭  優 87.02.01-90.01.31

    洪禮卿 87.02.01-90.01.31

    單  驥 87.02.01-89.08.31

    何之邁 87.02.01-90.01.31

    羅昌發 87.02.01-90.01.31

    施俊吉 87.02.01-90.01.31

    梁國源 87.02.01-9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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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90 年 2 月 1日 93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黃宗樂 90.01.27-93.01.26 鄭  優 90.02.01-91.07.04 何之邁 90.02.01-91.01.31

  陳紀元 91.08.05-93.01.31 柯  菊 91.02.01-93.01.31

    陳櫻琴 90.02.01-92.06.30

    陳志龍 90.02.01-93.01.31

    許志義 90.02.01-93.01.31

    劉連煜 90.02.01-93.01.31

    陳紀元 90.02.01-91.08.04

    李憲佐 91.09.19-93.01.31

    蔡讚雄 90.02.01-93.01.31

第五屆（93 年 2 月 1日 96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黃宗樂 93.01.27-96.01.26 陳紀元 93.02.01-94.01.18 余朝權 93.02.01-94.03.23

余朝權 96.01.27-96.01.31 余朝權 94.03.24-96.01.31 蔡讚雄 93.02.01-96.01.31

 （代理主任委員）   柯 菊 93.02.01-96.01.31

    張麗卿 93.02.01-96.01.31

    徐火明 93.02.01-94.05.01

    王文宇 93.02.01-96.01.31

    陳榮隆 93.02.01-96.01.31

    周雅淑 94.05.18-96.01.31

    黃美瑛 94.08.01-96.01.31

第六屆（96 年 2 月 1日 99 年 1 月 31 日）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    員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姓名 任期 

湯金全 96.02.01-99.01.31 余朝權 96.02.01-99.01.31 周雅淑 96.02.01-99.01.31

    黃美瑛 96.02.01-99.01.31

    林益裕 96.02.01-99.01.31

    陳志民 96.02.01-99.01.31

    謝易宏 96.02.01-99.01.31

    張懿云 96.02.01-99.01.31

    林欣吾 96.02.01-9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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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職掌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本會職掌包括： 

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 

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三、關於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處分事項。 

五、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 

    另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之規

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第 28 條規定：「公

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有關公平交易案件所為之處分，得

以委員會之名義行之。」至於委員會議及各業務行政單位之職掌如下： 

 

一、委員會議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14 條規定，本會委員會議職權包括： 

(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 

(二)關於公平交易行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 

(三)關於執行公平交易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四)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審議。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95 年本會計召開 54次委員會議（含 2次臨時委員會議），會議提案

計 600件，包括討論案 356 件，報告案 244 件；平均每次會議提案 11.11

件，討論案 6.59 件，報告案 4.52 件。其中 95 年審議之 356 件討論案，

按性質統計依序為檢舉案 167 件、依職權主動調查案 81 件、申請（報）

案 38 件、法規 41 件、請釋案 1件、專題研究 13 件及其他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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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及行政單位 

本會設 5處 5室，其職掌分別如下： 

(一)第一處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4條、第 5條規定及配合本會業務需要，掌

理下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及限制轉售價格、

妨礙公平競爭與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不公平

競爭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1.農、林、漁、牧、狩獵業。 

2.商業。 

3.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4.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5.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等。 

(二)第二處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4條、第 6條規定及配合本會業務需要，掌

理下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及限制轉售價格、

妨礙公平競爭與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不公平

競爭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1.礦產及土石採取業。 

2.製造業。 

3.水電燃氣業。 

4.營造業。 

5.製造業中其他不能歸類之行業。 

(三)第三處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4條、第 7條規定及配合本會業務需要，掌

理下列事項： 

1.關於仿冒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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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3.關於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4.關於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5.關於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四)企劃處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4條及第 8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研擬事項。 

2.關於應依公平交易法公告事項。 

3.關於公平交易業務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事項。 

4.關於國內外公平交易資料之蒐集及經濟分析事項。 

5.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企劃事項。 

(五)法務處 

依據本會組織條例第 4條及第 9條規定，掌理下列事項： 

1.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研擬修訂事項。 

2.關於公平交易法令之諮詢事項。 

3.關於公平交易法制問題之研究事項。 

4.關於罰鍰之執行事項。 

5.關於刑事違法案件移送事項。 

(六)秘書室 

掌理議事、文書、印信、出納、庶務、公共關係及不屬於各處、室事項。 

(七)人事室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八)會計室 

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 

(九)統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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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辦理統計事項及資訊系統的建立與維護事項。 

(十)政風室 

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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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源配置 

 

一、人力資源 

    本會法定員額列有 180 至 242 人，81 年度本會成立當年預算員額為

120人，83 年度起維持 188 人，88 年 7 月獲省府移撥 20人，預算員額增

為 208 人，92 年度配合政府精簡政策，預算員額減為 205 人，93 年度仍

維持 205 人，94 年度減為 204 人，95 年度維持為 204 人，95 年 12 月底現

職員額計 210（含職務代理則為 212）人。以下分別依學歷、年齡及專業

背景分配情形說明如下： 

(一)學歷 

    就本會人力之教育程度分配觀之，截至 95 年 12 月底，具研究所

以上學歷者占 36%，具大學學歷者占 51 %，專科占 10%，高中（職）

占 3%，就以上學歷分配觀之，具備大學以上學位之人數達 87%。 

(二)年齡 

    就本會人力之年齡分配觀之，截至 95 年 12 月底，本會人員之平

均年齡為 38.7歲，其中 29歲以下者占 6 %，30 歲至 39歲之間者占

41%為最多，40 歲至 49歲之間者占 35%，50 歲以上者占 18%。 

(三)專業背景 

    就本會人力之專業背景分配觀之，截至 95 年 12 月底，法律學系

者占 28%，經濟學系者占 17%，企管學系占 7﹪，會計學系占 5﹪，其

他（資訊、統計、公共行政等）占 43%，具有法律、經濟、會計或管

理等相關學識及經驗之多元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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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三年機關實際員額 

單位：人

年度 職員 約聘僱人員 警員 技工工友 合計 

93 205 7 1 27 240 

94 204 8 0 24 236 

95 204 8 0 23 235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雇人員包括駐外雇員。 

 

二、預算配置 

    本會依據公平交易年度施政計畫，按執法業務需要，審慎律定預算結

構，在行政院匡定額度內適當配賦各工作計劃所需經費，俾能支援達成施

政目標。95 年度預算 354,216千元，依工作性質分配及執行成果說明如下： 

(一)預算分配情形 

1.行政管理與支援業務：含人事費、一般行政、交通及運輸設備、其

他設備及第一預備金計 274,081千元，占總支出 77.38﹪。 

2.執行公平交易法重點業務：含限制競爭行為調查處理、不公平競爭

行為調查處理、法務及行政救濟業務、綜合企劃及宣導業務、政

策擬訂及國際交流業務、產業調查統計及資訊管理，計 80,135   

千元，占總支出 22.62﹪。 

(二)預算執行情形：95 年度預算「行政管理與支援業務」及「執行公平交

易法重點業務」執行率合計共為 99.69 ﹪，執行情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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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95 年工作重點 

第一節  擬訂公平交易政策 
 

一、中程（94-97 年度）施政計畫 

本會中程施政計畫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94 至

97 年度）編審作業注意事項」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作業手

冊」相關規定，衡酌國內、外經濟環境變遷趨勢及檢討本會現有計畫及資

源分配情形，秉持經費撙節原則，擬訂本會未來 4年發展優先課題，訂定

6 項策略績效目標（包括業務面向 4項，人力面向、經費面向各 1 項），據

以研擬 15 項計畫，並參考相關統計數據、年報、過去執行成果與數據，

擬定 19 項衡量指標。本會 4大策略績效目標如下：（衡量指標及相關計畫

內容如附錄 2）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二)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 

(四)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二、年度施政計畫 

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發展下，國內外經濟環境丕變，事業跨國併購日

益盛行，國內產業快速轉型，新興高科技產業崛起，管制產業市場開放，

事業型態與經營策略隨之轉變，市場競爭較以往更為多樣化且複雜化。如

何順應上述經濟環境改變而為競爭政策之調整，已成為本會的新挑戰與新

期許。本會將配合國家整體發展，研修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以建立符合

國際規範及時代需求的公平交易制度；加強查處事業不法行為，兼顧市場

競爭機制及產業蓬勃發展，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宣揚公平交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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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植競爭文化，以創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環境；積極擴大國際參與，提供

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以達成全球經濟的共榮共生。 

本會依據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會

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95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加強查處事業違法行為，有效管理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確保市

場公平競爭；強化相關機關分工合作，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充

實產業資訊體系及競爭政策資料庫，建立有效執法支援系統。 

（二）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 

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化；完備公平交易法規，符合國際規範

及時代需求；加強重點產業督導，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 

深入產業宣導競爭規範，促使產業知法守法；加強對特定對象宣

導，傳揚公平交易理念；舉辦公平交易法課程研習，深植市場競爭

精神。 

（四）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推動雙邊交流，進行雙邊諮商會議；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拓

展前瞻的國際交流合作；提供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舉辦國際

競爭法論壇，增進競爭法國際交流。 

 

三、年度重要計畫 

    本會 95 年度重要管制計畫，包括下列 15 項計畫： 

(一)查處事業限制競爭行為。  

(二)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積極執法。 

(三)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 

(四)查處事業不公平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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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頓不實廣告，維護交易秩序。 

(六)執行多層次傳銷事業重點督導計畫，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 

(七)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八)宣導公平交易法。 

(九)聯繫協調地方主管機關。 

(十)充實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資料。 

(十一)推動雙邊交流，進行雙邊諮商會議。 

(十二)舉辦國際競爭法論壇。 

(十三)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支援系統。 

(十四)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研究計畫。 

(十五)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建

立與研究」委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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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化」 
施政主軸計畫 

 

一、施政主軸內容 

本會每屆委員任期 3年，第 5屆委員於 93年 2月 1 日到任，主任委

員於翌日之履新記者會中即明確揭示：「第 5屆施政，本人鎖定一個目標：

『讓社會大眾感受到公平會做了不少事情』。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人

民是頭家，本會在性質上雖然無法像其他部會，容易顯現『政績』，不過

反壟斷、查處哄抬物價、取締虛偽不實廣告、查處老鼠會等，都與人民生

活息息相關，我們不但要讓民眾知道本會的存在，同時也要讓民眾感受到

本會確實做了不少事情。本人將指示本會企劃處在 4月底以前籌辦『本會

未來三年施政重點研討會』，邀集全體委員、主任秘書、參事、各處室主

管、各處副處長參加。」是為施政主軸規劃之由來。 

公平交易法之施行目的，不僅在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與廠商的權益，更

在創造一個自由公平、透明化及合理化的競爭環境。本會自成立迄今，一

方面積極執行公平交易法，經由違法個案的查處與行業導正，維護市場競

爭機制與秩序；同時透過法規的全面檢討與修正，推動政府部門解除管

制，並參與其他部會的法令制定與修正，排除妨礙競爭的法規，以完備公

平交易制度；另一方面秉持「宣導與管理並重」原則，透過政府部門、產

業界、學術界、消費大眾及傳播媒體，傳揚公平交易理念，不斷將競爭理

念納入各階層，建立我國的競爭文化。 

鑒於當前經濟核心的動向，在於創造自由公平、透明化、合理化及有

效率的市場競爭環境，並營造重視知識與創新的經濟體系。而隨著社會多

元化的發展，人民自主的意識抬頭，政府的角色與定位也須因應時代潮流

的趨勢自我調整。本會各單位爰參考歷年來各項施政方案，並衡酌當前的

經濟環境變遷及國際潮流趨勢，先研提未來 3年施政重點建議，於 93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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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由主任委員召集委員、主任秘書、各處處長、副處長及各室主任

召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3-95 年施政重點研討會」，達成共識，並

經提同年月 15 日第 649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同時將 93-95 年（第 5屆

委員任內）施政主軸定位為「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化」。希望達成

以下目標： 

� 透過法規的修訂與組織的調整，以提升執法品質。 

� 透過產業與行為的規範與管理，以維護交易秩序。 

� 透過競爭理念的倡議與宣揚，以落實競爭文化。 

� 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與交流，以共創區域經濟繁榮。  

嗣於執行過程中，因應社會脈動快速變遷及本會業務需要，亦彈性增

修各項實施計畫，由原訂 20項實施計畫增至 30項，如下表： 

 

本會 93-95「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化」施政主軸 

構    面 施    政    項    目 

一、有關法制及組織 (一)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法務處) 

(二)完成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法務處) 

(三)訂頒本會結合案件審查準則(第一處) 

(四)檢討本會組織業務分工調整(企劃處) 

二、有關產業及行為 (一)健全流通事業發展環境，建立市場交易秩序(第一處) 

(二)監控酒品市場開放後之競爭行為(第二處) 

(三)監控國內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後之競爭行為(第二

處) 

(四)規範查察不實廣告，維護交易秩序(第三處) 

(五)有效監管多層次傳銷，確保正當傳銷事業權益(第三

處) 

(六)積極查處水泥產業，有效遏止違法行為(第二處) 

三、有關宣導及協調 (一)賡續執行「協助事業建立自發性自律規範計畫」(法

務處) 

(二)舉辦不動產交易行為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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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施    政    項    目 

(三)舉辦四 C產業服務市場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一處) 

(四)舉辦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宣導活動(第一處)

(五)舉辦醫療保健產業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一處) 

(六)舉辦教科書市場規範宣導活動(第二處) 

(七)舉辦油品市場規範宣導活動(第二處) 

(八)舉辦鋼品相關產業規範宣導活動(第二處) 

(九)舉辦瓦斯安全器材市場規範宣導活動(第二處) 

(十)舉辦與工商團體座談暨宣導活動(企劃處) 

(十一)舉辦補習班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一處) 

(十二)舉辦電梯相關產業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二處) 

(十三)辦理銷售廣告重點督導計畫(第三處) 

(十四)舉辦薦證廣告之規範宣導活動(第三處) 

(十五)舉辦不動產業、瘦身美容業、銀行業廣告之規範宣

導活動(第三處) 

(十六)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及規範宣導活動(第三處)  

四、有關國際交流 (一)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拓展雙邊交流合作(企劃處) 

(二)整合國內資源，提供開發中國家競爭法技術援助(企

劃處) 

(三)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競爭委員會同儕檢視(企劃

處) 

(四)舉辦國際競爭法論壇(企劃處) 

 

二、施政主軸執行成果 

「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化」施政主軸專案計畫歷經 3年，

透過「法制及組織」、「產業及行為」、「宣導及協調」、「國際交流」四

大構面著手，於 95 年底圓滿完成。主要成效如下： 

（一）在「法制及組織」構面，著重於法規修訂與組織調整，先後草

擬完成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訂定結合

案件審查標準與結合分級審查制度，同時完成公平交易法註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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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系列，並確立未來組織調整規劃之初步方向，以提升公平交易

法執法品質，並塑造競爭文化根基。 

（二）在「產業及行為」構面，經由產業與行為的規範與管理，掌握

整體經濟環境與產業動態，同時建置各重點產業資料庫，研修

52 項產業規範說明與處理原則，主動查處油品、水泥、不實廣

告及多層次傳銷等輿論關注與民生所繫案件，維護交易秩序並保

障消費者利益，確實執行公平交易法，豐富競爭文化內涵。其中

處理水泥業者聯合壟斷案，榮獲英國「全球競爭評論」月刊 

(Global Competition Review) 評選為2005年最佳團隊(Team of 

the Year)，顯示本會同仁辦案專業能力已達國際水準。 

（三）在「宣導及協調」構面，積極倡議宣揚競爭理念，完成協助事

業建立自發性自律規範，與六大工商團體面對面溝通，舉辦不動

產交易、金融業、四 C產業、醫療保健產業及教科書銷售、多層

次傳銷等各重點行業之座談會、研討會及說明會，宣導廣告行為

相關規範，使各界更瞭解公平交易法，並充實企業競爭文化。 

（四）在「國際交流」構面，透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拓展雙邊國際

合作、提供開發中國家競爭法技術援助、接受 OECD競爭法及政

策同儕檢視，及舉辦國際競爭法論壇等計畫，樹立我國在區域競

爭法上的先驅地位，使國際社會瞭解我國整體競爭環境，提升國

際形象，使公平交易法之充實成長與國際潮流同步，拓展競爭文

化領域。 

綜上，本專案計畫之綜效，無論在強化公平交易，抑或落實競爭文化上，

在在均彰顯本會「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宏觀施政，並使民眾深切感受

到本會積極為民服務之公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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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修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 

 
一、擬具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公平交易法自 80年 2月 4 日制定，81 年 2月 4 日施行以來，歷經 3

次修正，為配合當前國內經濟社會需要爰據以全面檢討修正，擬具「公平

交易法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包括四大重點：一、調整限制競爭與不公平

競爭行為類型；二、罰則內容細緻化；三、配合政府組織再造；四、修正

限制閱覽卷宗的範圍。茲依次說明如下： 

（一）調整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類型 

為使本法規範結構更合理妥適，修正本法第二章章名為「限制競爭」

並酌作結構調整。「限制競爭」章的規範行為類型，除獨占、結合、

聯合行為之外，新增「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及限制競爭之虞行為」。

原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的規範行為類型，限縮為仿冒表徵或外國

著名商標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禁止營業

誹謗行為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以下為細部修正要點： 

1.提高獨占事業認定門檻 

衡酌我國經濟發展現況，並考量管制行政資源合理分配，提高認

定個別事業是否為獨占事業之門檻，為總銷售金額達新臺幣 20億

元以上。（修正條文第 7條） 

2.增訂無須申報之結合類型 

個別事業單獨轉投資成立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對市場結構並

無發生影響，爰明文規定此類結合案件無須申報。（修正條文第 11

條） 

3.調整聯合行為的規範制度 

（1）鑑於現代經濟活動的多樣性，事業常藉由例如智慧財產權的共

同取得等共同行為，以增加競爭力。為使此等有益於整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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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共利益的聯合行為得以合理化，特增訂聯合行為例外許可

的概括條款，使例外許可的規範更為合理。（修正條文第 14條） 

（2）為有效遏止不法聯合行為，節省調查成本，及時發現違法行為，

參酌國際競爭法的趨勢，並採納 OECD的建議，增訂寬恕條款。

亦即，聯合行為的參與事業主動向主管機關告密並協助調查

者，得減輕或免除行政責任。（修正條文第 39條） 

4.全面禁止限制轉售價格 

為充分非難限制轉售價格所具有的違法性，採「當然違法」原則，

明文禁止事業為限制轉售價格之行為。此外，為免疏漏，明定本條

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修正條文第 18 條） 

5.刪除妨害營業秘密的規定 

營業秘密法所規範營業秘密範圍及侵害行為類型較本法廣泛周

延，為免重複規定，刪除本法第 19條第 5款，使回歸營業秘密法

的規範。（修正條文第 19條） 

6.刪除與商品標示法重複之表示內容 

商品標示法明定事業經營者，於商品本身、內外包裝及說明書所為

之標示，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者得處罰鍰，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同法對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標示

商品之行銷行為，亦有明文規範。為免重複規定，刪除本法對商品

本身、內外包裝及說明書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表徵行為及

行銷行為之規範，以回歸商品標示法的規範。（修正條文第 21條） 

（一）罰則內容細緻化 

1.區別不同違法行為類型，課處不同行政責任 

多數國家的競爭法體例，區分不同違法行為類型，加以不同的違法

評價。參酌我國經濟發展情況，以及本法之規範目的，將現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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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條，依不同違法行為類型，分別立法；並依違法行為對市場交易

秩序的影響程度，提高罰鍰。（修正條文第 38 條至第 40條、第 42

條、第 43條） 

2.仿冒表徵或未經註冊的外國著名商標行為除罪化 

關於商標的保護，本法實基於商標法的補充地位。本法對於侵害商

標權的制裁規定，應與商標法相互調和。為免規範的重複，刪除仿

冒表徵或未經註冊的外國著名商標行為的刑罰規定。（修正條文第

35條） 

（三）配合政府組織再造 

1.修正主管機關名稱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修正本法主管機關名稱為「國家公平交易委員

會」。（修正條文第 5條、第 24條至第 26條及修正條文第 28 條） 

2.行政救濟程序 

配合本法主管機關定位為具有專業性及公信力之獨立機關，遂增訂

不服處分或決定之救濟程序，直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以減少行政

干預。（修正條文第 48 條） 

（四）修正限制閱覽卷宗的範圍 

現行法關於限制閱覽卷宗之範圍及適用情形規定，文字抽象且分類

略嫌簡略，為利實務運用並利遵循，爰依實務辦理案件所需，修正

限制閱覽卷宗的範圍。（修正條文第27條） 

 

二、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 

現行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其行為之管理，主要係依據公平交易法及其授

權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經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 81 年 2月 28日訂定發布，歷經 88年 6月、91 年 4月、92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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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 93年 12月 4次修正，為多層次傳銷事業管理之主要規範。現行規定

雖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多層次傳銷行為有監督與管理之權，惟因競爭

法主要在規範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與多層次傳銷行為之管制性質

有別，對於違法行為之裁處標準與衡量條件亦有不同，將之置於同一法規

範內，雖有其權宜之立法背景，然亦突顯我國多層次傳銷之管理法制未臻

成熟，難以達到有效管制與嚇阻不法多層次傳銷行為之立法目的。 

邇來多層次傳銷風潮方興未艾，時有不肖業者利用變質多層次傳銷橫

行詐騙，造成嚴重之社會問題，有必要進一步防範與查緝。從而，建構完

整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加強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與監督，實為當前

立法之必要課題。爰擬具「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計分 8 章 43條條文，

其要點如下： 

（一）本法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用詞定義。（草案第1條至第5條） 

（二）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變更及停止實施之公告。（草案第6條至第

8條） 

（三）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參加人之告知及說明義務。（草案第9條至第11條） 

（四）書面參加契約之締結及內容。（草案第12條及第13條） 

（五）參加人之違約事由及處理方式。（草案第14條） 

（六）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未成年參加人之要式規定。（草案第15條） 

（七）多層次傳銷事業財務資料之揭露義務。（草案第16條） 

（八）變質多層次傳銷行為之禁止及對參加人之禁止行為。（草案第17條

及第18條） 

（九）參加人解除與終止契約之法定條件，及因解除與終止契約而生之權

利義務。（草案第19條及第20條） 

（十）多層次傳銷事業不得請求因契約解除或終止所受損害賠償或違約

金，並不得阻撓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草案第21條及第22條） 

（十一）本法解除及終止契約專章於服務之情形準用之。（草案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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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主管機關之業務檢查、調查程序及與其他機關之業務配合。（草

案第24條至第28條） 

（十三）當事人或關係人閱覽資料或卷宗之範圍、程序及其授權依據。（草

案第29條） 

（十四）違反本法之損害賠償及其請求權時效。（草案第30條及第31條） 

（十五）違反本法之刑事處罰。（草案第32條及第33條） 

（十六）違反本法之行政處罰。（草案第34條至第39條） 

（十七）不服主管機關處分之行政救濟程序。（草案第40條） 

（十八）多層次傳銷事業於本法施行前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者，其適

用本法之過渡條款。（草案第41條） 

 

三、研訂案件審理原則 

為建立執法透明化與標準化，並導正市場交易秩序，本會根據歷年來

累積之辦案經驗，參酌國際間競爭法體例與執法實例，持續研訂與修正各

項市場競爭規範及案件處理原則，以因應產業需求，並提高案件處理績

效。95 年訂定、修正或廢止之行政規則包括： 

(一)訂定行政規則 

1.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器商品廣告之處理原則。 

3.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 

5.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收視率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 

6.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7.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則。 

(二)修正或廢止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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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2.修正「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流通事業收取附加費用案件之處理

原則」。 

3.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緩額度參考表及適用說明」。 

4.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業消費資訊透明化暨不當

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 

5.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建築投資業者對於不動產銷售廣告

中，擅自變更停車位大小、位置、設施，增加停車位，致與建管機關

核准施（竣）工圖不符，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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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構宣導溝通管道 
    

一、建立業務協調溝通管道 

（一）加強與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協調 

1.召開「航運服務市場與競爭政策」座談會、「研商貨運遞送服務市場

之競爭議題」，就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之調和，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交換法令競合之意見。 

2.與農委會、地方政府市場管理處、主要批發市場、警政機關建立「蔬

菜供需異常狀況聯絡人」機制。 

3.召開「鮮乳市況與公平交易法相關事宜」座談會，研商因應季節性

供需失衡之解決方式。 

4.參加行政院召開之「砂石供需專案小組」會議，共同解決國內砂石

市場供需失衡問題及缺料危機。 

5.邀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與銀行公會，召開

「協商『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及相關金融違規廣告案件查處之

合作機制會議」，建立「『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及金融違規廣告

查處機制」。 

6.召開「有關專利廣告及專利警告信函等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與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協商合作事宜會議」。 

7.舉辦「公平交易法執法機關業務諮詢協調會報」第 10 次會議，強化

與檢、警、調機關聯繫協調，交換執法經驗與法律意見，共同打擊

不法。 

（二）與地方機關建立垂直聯繫 

本會對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公平交易法所定事項，有指示、監

督之責，並得就主管事務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為明確劃分

本會與地方主管機關之業務權責，建立系統化的業務分工體系，

以順利執行公平交易法，本會爰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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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公平交易法業務實施要點」，明定本會得請

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之業務範圍。包括舉辦各項宣導說明會、

製作公平交易法公車車廂外廣告及廣播廣告等宣導活動，協助就

違法案件之蒐證或查證事項，提供產業或個別事業相關資料，協

助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普查事項，以及協助發送公平交易法宣導

資料等事宜。此外，為增進與各地方機關之業務協調聯繫及就公

平交易法相關問題進行研討，每年召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

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會議 2 次，檢討各項業務之辦理情形或

亟待協調、改進之事項。 

本會於 95 年 6月 12 日至 13 日及 10月 21 日至 22 日分別召

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第 26次及第

27 次會議，除由各地方主管機關提出辦理公平交易法業務概況報

告外，本會亦就各項重要施政措施提出報告，包括：(1)本會增訂

行政規則及行業警示，請各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案；(2)本會 94、

95 年度委請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全面性多層次傳銷普查情形案；(3)

本會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之各地方主管機關兼職人員

案；(4)本會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兼職費支領相關注意事

項等案。 

 

二、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一）舉辦公平交易法宣導說明會 

為使社會各界對於公平交易法的執行有正確的瞭解，本會積

極舉辦各式公平交易法宣導說明會，截至 95 年底止，由本會所主

辦或受邀參加的宣導說明會場次已達 1,660 餘場次。近 3 年辦理

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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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本會自行舉辦
委請地方主管

機關辦理 

其他受邀講授 

公平交易法 
總計 

93年 82 39 20 141 

94 年 62 24 19 105 

95 年 58 22 37 117 

 

（二）辦理產業規範宣導說明會 

由於各行各業之經營行為相當複雜，且多具有行業特性，本

會歷年來持續針對不同的產業與案件類型研訂交易規範與處理原

則，95 年涵括瓦斯安全器材、銀行業廣告、收視率調查、瘦身美

容、不動產廣告、電器商品廣告、結合申報等相關產業。為完整

傳達各項規範說明與處理原則之規範意旨，使受規範業者均能充

分瞭解並確實遵守法令，每年均密集舉辦相關規範的宣導說明

會，95 年議題涵括：同業公會聯合行為、有線電視、液化石油氣

業、銀行業廣告、金融業、數位內容產業、瘦身美容業、保險業、

多層次傳銷、建築開發業、酒品業者銷售行為、渡假村會員卡銷

售行為、結合申報、液化石油氣、3C 商品量販業者廣告、農產品

市場交易等，透過面對面溝通，提高執法透明度。 

（三）開辦公平交易法研習班 

本會自 83年 4月起定期開辦公平交易法研習班，邀請企業經

理人、法務主管、業務主管研習公平交易法，探討研究公平交易

法理論與實務，將公平交易法的規範本旨應用於實際交易行為，

成為優秀的公平交易法產業尖兵，帶動各行各業遵守公平交易

法。95 年分別於台北市、台中市各開辦 1 期，累計開辦 40期，結

業人數計 2,113人。 

（四）參訪民間企業 

為實地瞭解產業經營及市場競爭概況，95 年計規劃參訪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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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法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遠通電收股份有

限公司、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公司等，與業界進行雙向溝通，俾利本會執法之參

據。 

（五）舉辦工商團體負責人業務座談會 

為瞭解我國產業發展現況與經營環境，並廣納各界對本會施

政之建言，95 年 11月 16 日舉辦「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六大

工商團體負責人業務座談會」，邀集中華民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

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台灣區電電公會、中華民國中

小企業協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等工商團體負責人進行業務座

談，由本會主任委員報告業務概況、當前工作重點及未來努力方

向，並由各處處長就結合申報案件處理原則、聯合行為實務、不

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公平交易法修法重點說明、競爭理念倡議

與宣揚等相關議題作重點說明，期經由業界與政府間之雙向溝

通，以凝聚共識，共同建立完善的公平交易制度。 

（六）建立多元傳播宣導管道 

為深化公平交易理念及與外界保持良性互動溝通，定期舉辦

與公平交易法相關之各式研討會、座談會、專題演講等活動，開

放各界參加；同時，透過網際網路、廣播電台等大眾傳播媒體等

多元化傳播管道，將本會重要施政與重要處理案件，適時提供各

界對於公平交易法之認識。 

 （七）編印各類出版文宣 

為配合業務推展，本會持續編印公平交易法相關出版品，主

動分送各有關行政機關、工商團體及各大專院校等社會各界參

考，並歡迎一般民眾索取或訂閱，俾作為本會與民眾及業界雙向

溝通的重要媒介。95 年本會所編印發行之文宣資料如次：  

1.法規彙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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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及行政規則彙編 

(2)公平交易法行政裁判案例彙編（93 年上冊、下冊） 

(3)公平交易法修法沿革彙編（三）、（四） 

2.宣導系列 

(1)Cases and Materials on Fair Trade La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VOL8,2004）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工作成果報告–中華民國 94 年 

(3)94 年多層次傳銷案例彙集 

(4)94 年競爭中心專題演講彙編 

(5)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簡介 

(6)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品目錄簡介－95 年 

3.定期出版刊物 

(1)中華民國 94 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3)公平交易季刊 

(4)競爭政策通訊 

(5)Competition Policy Newsletter 

4.公平交易法論叢 

(1)第 13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中華民國 94 年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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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為民服務 

 

一、設立服務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為處理民眾反映及諮詢有關公平交易法事項，本會自成立以來，即設

置「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服務中心」及專線服務電話，由各業務處熟悉

公平交易法，且具服務熱忱之同仁，於每日上班時間輪值，提供各項服務，

包括：1.有關申請、申訴或陳情案件之代轉服務事項；2.有關公平交易法

令之解說服務事項；3.宣導資料之提供服務事項；4.其他相關服務事項。

95 年計處理 14,074件，較上（94）年減少 1,808件（11.38%）： 

單位：件 

年度 
反映事項 

受理 

申請事項 

解說 

公平交易法

解說 

宣導資料 

提供 
總計 

93 年 547 453 13, 696 843 15, 539 

94 年 480 412 14, 403 587 15, 882 

95 年 532 500 12,466 576 14,074 

 

二、設置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 

為提供國內外各界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諮詢、研究及訓練服

務，本會「競爭政策資料及研究中心」（下稱競爭中心）蒐集有關競爭政

策及競爭法圖書資料，推展各項學術性活動，並開放各界多加運用，以落

實公共資源共享之實益。服務項目包括閱覽、圖書借閱、網路查詢服務、

研究服務、訓練服務及其他相關服務等。 

(一)對外開放閱覽 

凡 18 歲以上民眾於開放時間內，均可在競爭中心閱覽各類圖書

資料，或使用各項資料庫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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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借閱 

競爭中心除完整收藏本會成立迄今所有出版品及各項重要業務

活動紀錄外，並蒐集來自國內外各地與競爭法及競爭政策相關之財

經、法律、企管、社會科學及產業等專業資料，95 年底已蒐集中外文

圖書 1萬 8千餘冊、中外文期刊 170餘種、中外文光碟資料庫查詢系

統 17餘種，以及中外文報紙 20餘種等專業資料，提供國內外各界有

興趣人士參考運用。 

(三)網路查詢服務 

競爭中心特別著重於建置電子資料庫，以提供各界人士有關競爭

政策資訊之遠端服務，無論是國內、國外、一般民眾或專業人士，均

可透過網際網路由中心讀取所需資料，包括： 

1.「APEC 競爭政策資料庫」：此資料庫內容包括 APEC 21 個會員體之

14 項競爭法制基本資料、APEC-OECD合作倡議相關活動資料及非 APEC

會員體之競爭法主管機關及相關國際組織與學術研究機構網站連結

等，提供國內外各界人士查詢。 

2.公平交易法令剪報資料庫：將本會自成立以來有關公平交易法或產業

訊息的剪報資料，全部以掃描方式建立電子檔，並轉置於全文檢索系

統中，提供各界人士查詢。 

3.圖書管理自動化系統：此套系統可提供一般讀者，在競爭中心或任何

地點透過網際網路得知競爭中心館藏情形。 

(四)研究服務 

1.舉辦學術研討會︰截至 95 年，競爭中心已舉辦 14屆「競爭政策與公

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4屆次大型競爭法及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

透過競爭法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深入研討，促進競爭法領域的研究風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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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舉辦「公平交易法重要案例研討會」：為強化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

的結合，爰邀請學術界、實務界、行政法院、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等各界代表，共同與本會同仁座談，選擇具指標性的重要案例做深入

研討截至 95 年底，計舉辦 6 場案例研討會。 

3.舉辦解除管制系列座談會：競爭中心以一個產業或市場為主題，邀請

各界代表針對市場開放競爭等問題舉辦座談會。95 年度分別以電信、

電力及石油產業，以及公平交易法修法後之執法原則為主題，辦理 4

場座談會。 

4.定期發行「競爭政策通訊」(中英文版)；收錄競爭中心演講內容摘要、

重要案件處理情形及各國執法機構的最新動態與發展，並分送國內各

界、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及國際組織參考。截至 95 年底，已發行至

第 10卷第 4 期。 

(五)訓練服務 

1.舉辦專題演講：每月定期邀請研究競爭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舉辦

專題演講，並免費開放各界人士聽講。截至 95 年底，計舉辦 181 場，

專題演講內容並均予以記錄整理。 

2.舉辦「公平交易法訓練營」：針對各大學院校學生規劃辦理 1日或半

日型態的訓練課程。截至 95 年底，計舉辦 37 場次，805位師生參加。 

三、設置本會南區服務中心 

為配合政府加強服務南部地區民眾之政策，增進南北地區均衡發展及

落實與地方政府業務之協調聯繫，適時掌握地區產業動態；並就近及時解

決民眾問題，促進公平交易法執法效能，本會爰於 88年 12月 27 日派員

進駐「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服務窗口，加強對南部地區民眾

的便民服務。 

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提供公平交易法之諮詢服務、支援調查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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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案件、辦理公平交易法研習班、大專院校公平交易法 1 日訓練營、

各產業政令宣導、製播公平交易法廣播節目等政令宣導及代收受處分事業

繳付之罰鍰支票。95 年主要執行成果及績效如下： 

（一）為民服務 

為民服務共計 3,117 項次，包括：1、公平交易法之解說 2,487

件，2、宣導資料之提供 432件，3、申請事項之解說 53 件，4、反

映案件之受理 145件。 

（二）協助調查 

支援調查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計 30 案，到場約談說明 22

場次，赴現場調查、蒐證拍照 14 場次。如「協助檢查傳銷公司業

務」、「協助調查民眾檢舉之不實廣告案」、「協助處理受處分事業強

制執行案」等。 

（三）辦理教育宣導活動 

辦理「公平交易法研習班」、「南部地區大專院校公平交易法訓

練營」及各產業宣導活動，對象涵括金融服務業、公益團體、學校

機關、各公司及民間團體等，總計宣導 40 餘場次，參加人數約計

6,500人。另配合參與消費者保護團體教育宣導及交易陷阱面面觀

宣導等活動，適時向各界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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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提升研究發展量能 

 

一、成立公平交易法研究會 

公平交易法自民國 81 年 2月 4 日施行以來，在各界的鼎力支持與本

會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無論在理論或實務方面，俱已累積相當程度之經

驗與成果。為提升辦案品質與傳承執法經驗，並深入探討公平交易政策與

案例，主任委員特於第 5屆委員任內成立公平交易法研究會，由委員提出

研究報告，全體委員、主任秘書、各處處長等相關人員共同參與討論，會

後由報告人整理研究報告內容，定稿後投稿公平交易季刊，俾供社會各界

參考。 

鑒於該研究會所發表之研究報告，係執筆委員集學術與實務之智慧，

亦為貫通公平交易法學術與行政領域的橋樑，每位執筆委員於研究過程中

均殫智竭力，就其研究主題旁徵博引、鞭辟入裡，如先精選公平交易法重

要案例作為研究重心，輔之各先進國家立法例為比較架構，復以嚴謹的研

究精神與紮實的論證基礎，提出獨到見解與中肯建議，不但為公平交易法

的內涵寫下新的註腳，亦提高本會同仁在研析案情方面的嶄新視界，對本

會執法與辦案實有莫大助益，爰彙輯成「公平交易法研究會彙編」，收錄 3

篇研究報告，分別為： 

（一）濫用獨占地位之判斷標準－法律概念或經濟觀點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之研究 

（三）同業公會為聯合行為主體之研究－兼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

字第 95012號及第 95013號處分書 

 

二、進行學術研究計畫 

為研訂符合時宜之公平交易政策與法規，並有效審理公平交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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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工作向為本會重要工作之一。除前述因應社會新興重大議題成立

專案研究小組外，每年均定期進行各項學術研究計畫。包括：(1)每年由各

業務單位人員，依本會業務實際需要，就法律、經濟、財政、管理、會計

等各領域涉及公平交易法業務議題，進行自行研究；(2)選定特定研究主

題，委託會外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廣納各界意見，集思廣益，並由本會委

員指導，就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深入研析，提升執法效能。95 年完成 2

項自行研究報告，2 項委託研究報告。 

(一)自行研究報告 

1.全球化、自由化時代競爭法制之發展 

2.聯合行為行為主體之研究  

(二)委託研究報告 

1.國內油品產業結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研究計畫 

2.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建立及研究 

 

三、舉辦學術研討會 

  為提升執法知能，同時促進理論與實務間之溝通與結合，本會舉辦各

項學術性研討活動，博採周諮，強化研究發展。95 年度舉辦之重要研討會

包括： 

(一)第 14 屆公平交易法與競爭政策學術研討會 

為建構競爭政策研究環境，吸引學術界人士投入競爭政策相關領

域之研究，本會於 95 年 11月 28 日舉辦第 14屆「公平交易法與競爭

政策學術研討會」，計有 8篇論文發表，參加人次達 3百多人，創歷年

該學術研討會之紀錄，社會各界反應良好。本次研討主題分別為： 

第 1 場：競爭法主管機關組織與多層次傳銷 

第 2 場：限制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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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場：產業競爭與公平交易法 

(二)結合管制研討會 

93 年 4 月 11 日本會「未來三年施政重點研討會」決議通過研訂

「訂頒本會結合案件審查準則實施計畫」，於 95 年底前，研擬一套最

適於我國經濟體系及結合管制文化的實體審查或考量因素，以供本會

執法參考，期能降低執法結果之不確定性，減輕結合申報事業負擔，

進而塑造出更具效率的競爭環境。經彙整研析本會結合案例及執法實

務，並蒐集參考歐盟「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及「結合簡化程序通告」、

美國司法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發布之「水平結合指導原則」及「非水

平結合指導原則」、日本獨占法有關事業結合審理原則、南韓「結合審

核指導原則通知書」，及澳洲之「結合指導原則」等國外規範，同時於

94、95 年度陸續舉辦 3場研討會、2 場會內研討會及 1 場公聽會，經

彙整國內相關資料與學者專家意見，並綜合各場次研討會及公聽會所

獲意見，於 95 年 5月 19 日第 762次委員會議決議發布「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則」及「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作業，並下達「結合簡化作業程序」暨「結合簡化作業程序流程圖」。 

(三)產業研討會 

為適切掌握國內特定重要產業之市場發展情形，分別邀集產、官、

學界舉辦「保險與競爭研習營」、「不動產交易實務與競爭議題研習

營」、「農業產銷管理與公平交易法研習營」、「交通運輸產業與競爭議

題研習營」、「醫療服務產業與競爭議題研習營」等活動，對個別產業

深入研討，並與產、官、學各界保持良性互動溝通，妥善傳達公平交

易法的理念與內容。 

(四)法制研討會 

鑒於本會各處室修訂相關法規之數目繁多，包括各類法規命令、



 3-26 

解釋性原則、注意事項及作業要點等，會內同仁對法制專業知識之需

求日益增加，復為提升本會行政處分之維持率，爰於 95 年 11月 6 日

及 7 日舉辦乙場研討會，安排「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罰法」、「寬

恕政策」、「法制作業說明」等課程，藉以精進本會同仁辦理法制作業

品質，更藉此交換業務處與法務處處理案件心得，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五)重要案例研討會 

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餘年來，隨著國內外經濟、社會之改變，對於

事業違法行為之規範亦常有不同的思考及執法尺度，而所作的重要案

例，亦偶而引發各界不同之看法與論點，因此，本會乃定期就具有指

標性意義或各界見解較不一致的重要案例，邀請包括原處分機關承辦

單位、行政院訴願會、行政法院及學界、實務界等各界代表，作深入

的檢討與意見交換，95 年 5月 9 日賡續舉辦第 6 場「公平交易法重要

案例研討會」，研討主題為：「流通事業『相對優勢地位』的認定與標

準」，研討案例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向供貨

商不當收取附加費用，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等案，透過與會

者深入之研討，不僅有助於理論與實務之溝通與結合，並且能提升本

會執法之準確度。 

(六)辦案方法研討會 

為加強本會業務單位同仁對代表性個案之瞭解，增進處理案件之

知能及持續研究公平交易法理論，於 95 年 8月 21 至 22 日舉辦「本

會 95 年案件暨辦案方法研討會」，安排會內資深同仁擔任報告人，安

排「公平交易法之各種國際面向」、「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從

梅迪奇效應談起」、「公平交易法對於傳銷商辦理退出退貨之規定與實

例探討」、「調查技巧與方法」等 4 場專題講座，進行辦案實務之經驗

分享與心得交流，增進執法同仁之辦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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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智慧財產權權利之行使與公平交易法法規競合研習營 

公平交易法第 45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

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故判斷何者非屬智慧財產權正當

行使權利之行為，而應受公平交易法規範，向為本會執法重點。為使

會內辦案同仁對於目前最新修正智慧財產權之規範有所了解，暨其與

公平交易法競合之適用關係，本會於 95 年 7月 3 日至 4 日舉辦「智

慧財產權權利之行使與公平交易法法規競合研習營」，特別邀請智慧

財產局專利組李鎂組長等智慧財產權領域之專家，談論「專利權之保

護、專利授權實務」、「著作權之保護及著作權仲介團體與審議調解委

員會之介紹」、「商標權之保護與其他法律及國際條約之互動」、「公平

交易法最新修法動向與公平交易法有關表徵之保護兼論未來修法方

向」等議題，並於會後進行綜合座談相互交換意見。 

 

四、出版學術期刊 

為推動各界研習公平交易法，促進相關領堿之研究發展，公平交易季

刊自 81 年創刊以來，廣徵各界先進之研究創作，承蒙學術界、實務界、

相關專業研究單位及學者專家的支持與指正，使公平交易季刊不斷進步與

茁壯。由於公平交易季刊之出版過程，從邀稿、徵稿至審查作業，均依一

般學術論文出版程序處理，透過雙向匿名之審稿方式，提供審查意見供作

者修訂論文參考，故 95 年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繼

續收錄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資料庫名單，對公平交易

季刊頗具鼓勵作用，未來將再接再厲，精益求精，致力提昇出版品質。 

五、舉辦專題演講 

每月定期邀請研究競爭法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舉辦專題演講，截至

95 年底已舉辦 181 場次，專題演講內容並均予以記錄整理，目前已出版競

爭中心 86 至 94 年度之專題演講彙編。95 年度共計舉辦 1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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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專題演講一覽表 

日    期 演    講    人 講         題 

1月 17日 
鄭教授中人 

（世新大學法學院） 
著作權法與科技產業發展 

3月 21日 
吳主任嘉生 

（台北大學財經法學系） 
全球治理下之世界貿易組織 

3月 28日 
黃顧問國鐘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卡債之法律經濟分析 

4月 11日 
邱考試委員聰智 
（考試院） 

消費者保護法與民法思維的

轉向 

4月 20日 
薛院長琦 

（台灣金融研訓院） 
一個浴火鳳凰的故事 

5月 2日 
吳資政榮義 
（總統府） 

從台灣經濟前景看兩岸經貿

關係 

5月 30日 
張委員麗卿 
（公平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

度之研究 

7月 11日 
廖大法官義男 
（司法院） 

公平交易法的修法方向 

8月 29日 
張研究員靜貞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國內產業受進口傾銷損害認

定之經濟評估方法與案例分

析 

9月 26日 
李副教授禮仲 

（銘傳大學法律學院） 
金融業合併之競爭政策探討

－以美國與加拿大案例分析 

10月 17日 
邱教授俊榮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暨 
德明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 

產業組織理論、國際貿易與公

平交易法 

10月 24日 
盧副教授信昌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消費者轉換購買可能與廠商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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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推動國際交流合作 

 

一、接受 OECD 同儕檢視 

我國自 91 年 1月正式成為 OECD「競爭委員會」一般觀察員，此為我

國成為該組織專業委員會觀察員的首例。而 OECD 為促進各國政策及法規

的透明化，經常透過定期的「同儕檢視」對個別成員進行檢討。檢視過程

包括：受檢視國相關權責機關填答問卷、回復問題、OECD官員赴受檢視國

家訪詢產官學各界、OECD秘書處撰擬初評報告、邀請受檢視國競爭法/政

策主管機關於會議中進行報告及接受詢答、OECD 出版最終檢視報告並上網

公告等。93年間，OECD即邀請我國能於 95 年 2月「全球競爭論壇」（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中，接受該組織及來自 70 餘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對我國競爭法與競爭政策的同儕檢視，我國是繼南非及俄羅斯之後第三個

接受檢視的非會員國。自受邀後，本會即成立跨處室「OECD競爭政策同儕

檢視工作專案小組」，計已召開 18次工作幕僚會議與 4次專案小組會議，

期間除依限完成問卷答覆、辦理 OECD國家研究部 Michael Wise主任來台

訪視我國產官學界、配合 OECD 秘書處完成初評報告、邀請熟諳國際會議

運作之學者專家進行模擬問答等事項外，95 年 2月 9 日並由本會黃主任委

員宗樂親自率團赴法國巴黎 OECD 總部，在「全球競爭論壇」會議中接受

OECD對我國進行之同儕檢視。會議係由 OECD「競爭委員會」主席 Frederic 

Jenny 博士主持，本會於會中就我國競爭體制提出報告，並接受全球 70

餘國競爭主管機關之檢視與詢答。會議結束後 Jenny主席、主檢視國代表

及各國代表團均向本會道賀，並表示此次檢視是 OECD 近年來最成功的一

次。透過接受 OECD 之「同儕檢視」，我國可充分瞭解 OECD 會員國、相關

國際機構、競爭政策領域專家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的看法，有助於審視我

國競爭法的健全性及有效性，作為執行及研修競爭法規的參考。同時，藉

由 OECD 此一國際交流平台與各國進行對話，亦有助於國際間對我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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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政策的瞭解，提高我國能見度，拓展國際活動空間。此係我國首次在

該組織接受之同儕檢視，且由於我國已陸續成為 OECD其他委員會觀察員，

為分享經驗及深化同儕檢視之成果與效益， 95 年 6月本會爰舉辦「OECD

對我國競爭法與政策同儕檢視研討會」，邀請國內各相關單位出席，以作

為爾後各部會參與 OECD活動之參考。 

 

二、建立雙邊合作關係 

國際組織不僅是區域與國際合作的平台，也是國際規範制訂與主導的

中心。我國國際處境特殊，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有先天之困難。然而本會仍

積極參與 OECD、ICN、APEC 等國際組織會議，不僅有助於汲取競爭法最新

之專業智識，並與各國分享我國執法之經驗俾有助於建立我國與國際組織

之夥伴關係。同時，本會亦致力進行雙邊或多邊執法機關諮商會議，以強

化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互相瞭解與長期友好關係，計與德國「聯邦卡

特爾署」、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法國「競爭、消費及不正行為管制總

署」、歐盟「競爭總署」、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澳洲「國家競爭

委員會」、紐西蘭「商業委員會」、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印尼「商業

監督競爭委員會」等競爭法主管機關進行雙邊會談，均獲致豐碩成果。此

外，並積極邀請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國際組織競爭政策官員來台訪問，

包括瑞士「聯邦競爭委員會」主任委員 Walter Stoffel 先生、OECD「競

爭委員會」主席 Jenny 博士、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Bruno 

Lasserre先生、紐西蘭「商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Paula Rebstock 女士、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副署長 Gerald Masoudi 先生等人訪台，增進雙方

對話機會，為長期友好的合作關係奠定深厚而穩定的基礎。 

 

三、競爭法能力建構 

在自由化與全球化潮流下，提供技術協助開發中國家建立其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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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乃是目前全球各重要國際組織與競爭法主管機關間之重要課題。本會

將與我國有密切地緣或貿易關係之開發中國家，列為技術援助對象，包括

派員至泰國、越南講授競爭法訓練課程；同意印尼、蒙古之要求，提供必

要的技術援助，增進渠等執法能力，另並持續提供越南、泰國派員來台實

習考察機會，汲取我國成功經驗。本會積極回饋國際社會，對於開發中國

家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不僅提升我國在該等地區競爭法領域之實質領導

地位，同時也進一步強化我國對該等國家公平交易法領域之影響力，實具

深遠意義。另自 88年起，每年與 OECD合辦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目前已

為第 8年，95 年 9月以「競爭與消費者保護之交錯互動」為題，邀請印尼、

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蒙古、俄羅斯等競爭法主管機關 38 名

代表與會，參與人數為歷次會議之最，可見東南亞國家對此會議之重視。

會議討論議題包括制度安排、立法設計及競爭與消費者權利保護之具體個

案，會議結論深獲各與會國重視。藉由本計畫之實施，台灣不僅輸出有目

共睹的競爭政策執法經驗，同時也對國際社會作出重大的貢獻，爾後本會

仍將經由競爭法技術合作機會，深厚與國際競爭社會之合作基礎與互動機

制，以強化並落實公平交易法之執法，促進國家與人民之整體利益。 

 

四、舉辦國際競爭論壇 

國際競爭態勢瞬息萬變，競爭環境日趨多樣、複雜，又隨著經濟革新

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內社會經濟結構已產生重大變化，如何釐定競爭

政策與掌握競爭法的發展方向，不斷地考驗著我國及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的執法能力。為能有效防制各種跨國間的反競爭行為，確保國內自由競爭

環境，促使我國公平交易制度與當前經濟發展密切接軌，95 年 6月 20日

及 21 日舉辦「台灣 2006 競爭法及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並以「競爭法/

政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為題，邀請 15 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官員、

WTO、OECD、APEC 等 3 個國際組織代表，及國內外學者專家等 30 位貴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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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相關議題的研討與意見交流，集思廣益，期對各國競爭政策發展

方向形成共識，促成競爭法國際交流與整合。 

 

台灣 2006 競爭法及競爭政策國際研討會議程 

Conference Program 議程 

6 月 20 日 

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Prof. Dr. Dr. h.c. Jurgen, BasedowDirector,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Chairman, German Monopolies 
Commission 
德國馬普研究所所長兼德國獨占委員會主席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Market Regulation” 

各國競爭主管機關首長（代表）演講 

/ Speeches by Chairperson/Representatives of Foreign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演講人 / Presenters：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副署長 

Mr. Gerald Masoudi, Deputy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DAAG),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Antitrust Divis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Sound Competition Policy”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Ms. Paula Rebstock, Chair, Commerce Commission, New Zealand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Dr. Chao-Chuan Yu, Vice Chairman,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urrent State of Legal Enforcement by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第 1 場：競爭政策之國際趨勢 
【Panel I】：International Trend of Competition Policy 

主持人 / Moderator:  
德國卡特爾署副署長 
Dr. Peter Klocker,Vice President, German Federal Cartel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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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Program 議程 
 

論文發表人 / Presenters:  
1.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前署長 
Mr. R. Hewitt Pate  
Partner, Hunton & Williams, U.S.A.  
“International Trend of Competition Policy : Enforcement Trends 
Regarding Cartels,  
Single-Firm Conduc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澳大利亞競爭及消費者委員會委員 
Mr. John Martin  
Commissioner,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Competition Policy-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3.英國劍橋大學法商學院國際企管中心主任 
Dr. Christos N. Pitelis  
Direct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CIBAM)  
Judg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ritish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 Perspectives, Experience, Issues”  
 
4.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Dr. Chang-Fa Lo （羅昌發） 
Dean and Professor of Law,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NTU)  
Director, Asian Center for WTO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of 
NTU College of Law  
“The Trend of Including Competition Chapter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第 2 場：競爭與區域經濟之發展 
【Panel II】：Compet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主持人 / Moderator： 
南非競爭法庭委員 
Ms.Yasmin Carrim  
Member of Competition Tribunal, South Africa  
 
論文發表人 / Presenters:  
 
1. WTO 智慧財產部門顧問 

Dr. Pierre Arhel  
Counsel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visi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Dimensions of Competition Policy”  
 
2.法國競爭審議委員會國際事務官 

Prof. Francois Souty  
International Affair Officer, 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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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Program 議程 
 

3.德國卡特爾署副署長 
Dr. Peter Klocker  
Vice President, German Federal Cartel Office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Authority Networks in 
Europe”  
 
4.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競爭局助理局長 
Mr. Alden F. Abbott  
Associate Director for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ompetition Policy Toward Unilateral Conduct and Regional 
Economies”  
 
5.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 
Dr. Kuo-Yuan Liang （梁國源） 
President, Polaris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Competition Policy Harmonization: A Gradual Approach” 

 

6 月 21 日 

第 3 場：競爭法的技術援助與能力建構 

【Panel III】：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Competition 
Laws 

主持人/ Moderator： 
紐西蘭商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Ms. Paula Rebstock  
Chair, Commerce Commission, New Zealand  
 
論文發表人/ Presenters： 
1.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官房國際課課長（現任 APEC/CPDG 召集人） 
Mr. Toshiyuki Nanbu  
Direct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ivision,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PEC/CPDG Convener  
“Toward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echnical Assistance Activities; Need 
for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2.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Mr. Byungju Lee  
Commission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public of Korea 
 
3.OECD 競爭部門組長 
Mr. Bernard J. Phillips  
Head of Competition Divisi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OECD 



 3-35 

 
 

Conference Program 議程 
 

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Dr. Wen-Yeu Wang （王文宇） 
Commissioner,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ence of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第 4 場：競爭法的國際整合 

【Panel IV】：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Laws  
主持人/ Moderator：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Dr. Wen-Yeu Wang （王文宇） 
Commissioner,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論文發表人 / Presenters:  
 
1.義大利競爭委員會組織關係及研究處處長 
Mr. Alberto Heimler  
Director, Research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Competition Authority of 
Italy  
“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 Remedies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2.墨爾本大學澳紐政府學院院長 
Prof. Allan Fels, AO  
Dean of 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chool of Government, 
ANZSOG  
 
3.印尼企業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 
Dr. Syamsul Maarif  
Chairman, The Commission for the Supervisory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KPPU), Indonesia  
 
4.淡江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Dr. Andy C. M. Chen （陳志民）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Taiwan  
“Two Diverged Roads to the Common End: Standardizing Antitrust 
Through Prolife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of Law” 

 
第 5 場：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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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防制重要民生必需品人為操縱價格 
 

針對 95 年以來多項國內重要民生必需品價格上漲情形，本會除已掌

握相關市況外，為嚴防相關業者藉機聯合哄抬或人為操縱物價，影響市場

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益，於 95 年 5 月成立跨處室「防制重要民生必需品

人為操縱價格專案小組」，具體作為包括選定油品、砂糖、小麥、黃豆、

電力、瓦斯、交通運輸費率、農畜產品、砂石及學校營養午餐等項目進行

市況調查，並將視未來情況增列調查項目。經市況調查涉有人為操縱價格

之虞者，即主動立案調查，獲有具體違法事證者，即依公平交易法嚴加處

分。前開選定項目，倘經瞭解其價格波動係屬市場供需失調或成本因素所

影響者，即協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應處理，並隨時透過報章媒體適時發

布各項重要民生物資資訊，避免社會疑慮並消除民眾預期物價上漲心理。

95 年度查處情形說明如下： 

 

一、油品 

隨著石油管理法通過，經濟部能源局公告國內油品市場全面自由化，

國內油品供應即由過去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獨占，漸次有台塑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美商埃索石油公司先後加入競爭，其中美商埃索石油公司慘澹

經營不及 2 年即退出市場。目前國內僅有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2家油品供應商，亦即國內油品市場實處於雙占（duopoly）

市場，因此其價格調漲行為，廣受社會大眾及輿論各界所關注。本會基於

公平交易法主管機關立場，對於油品市場變動向來非常密切注意，並持續

依檢舉或依職權立案主動調查。 

針對中油及台塑石化二大供油商之調價行為，本會過去曾因其持續 20

次同步調整油價之聯合行為，經 93年 10 月 14 日第 675次委員會議決議處

分，各處650萬元罰鍰在案；95年 2月至5月之5次調價行為，經調查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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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 9月 28日第 777次委員會議決議，尚難認 2 家業者涉有聯合行為；

惟為促進價格機制之運作，於國際油品價格下跌時，該 2 家業者是否能適

切回應市場期待，俾保障消費者利益，決議去函警示 2 家業者，應自行參

酌本身營運條件決定油價調整及幅度。 

公平交易法對聯合壟斷或獨占力濫用等任何阻礙市場競爭機制發揮

之違法行為，均予以禁止。惟國內供油業者有顯著進入障礙，且因石油煉

製產業具有強烈的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的性質，導致高度集中化之市場結

構，使得市場可競爭性不足。因此，為求根本解決石油煉製產業之競爭問

題，尚有賴主管機關繼續推動油品自由化政策，以營造自由公平之競爭環

境。 

 

二、砂石 

95 年初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居高不下，鐵礦砂、鎳、鋁、鋅、銅、金

及農產品等大宗物資價格亦持續上揚，帶動國內油、電、瓦斯、能源、運

輸、鋼鐵、石化及建材等產業價格上漲，復受到先前中國公告自 95 年 5

月 1 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外在因素影響，國內砂石市場出現短期供需失

衡現象，本會在 4月中旬起即派員分赴北、中、南等各地瞭解砂石市況，

共計掌握一百多家砂石、預拌混凝土等業者相關資料。據調查瞭解，國內

砂石家數已由 93 年之一千多家，下降至目前僅存的四百多家，北部地區

尚有 70萬立方公尺、中部地區有 330萬立方公尺、南部地區有 250萬立

方公尺、東部地區則有 150萬立方公尺，總計全國尚有約 800萬立方公尺

之庫存量，應足敷國內一至二個月使用，而此次發生各地反映砂石供應不

足、出貨不正常，經進一步調查發現業者確有惡意囤積、拒絕交易，以哄

抬價格之情事，本會爰於同年 5月 7 日召開「防制重要民生必需品人為操

縱價格專案小組」緊急擴大會議，決議針對上開利用國內砂石市場短期供

需失衡之緊急情勢，而有影響交易秩序、危害公共利益及國計民生之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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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積、拒絕交易等情事，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以嚴懲。案經本會

95年 5月 11日第 757次委員會議及95年 5月 29日第 21次臨時委員會議

決議，先後處分中部及南部共 17 家違法砂石業者，共處 5,093萬元罰鍰。 

在本會先後處分違法砂石業者後，市場價格已呈穩定均衡狀態，並未

進一步上揚，顯示本會在防止黑道介入砂石市場已發揮嚇阻效果，已迅速

有效遏止相關違法行為。 

 

三、農畜產品 

受到循環性、季節性、天然災害等因素影響，可能導致農產品市場供

需失調，物價上漲，本會向來密切關注，並依「處理涉及公平交易法之民

生必需品異常漲價案件作業程序」，除呼籲業者不可有人為操縱壟斷行

為，並持續蒐集媒體報導、各相關網站交易行情、大臺北地區市場零售行

情資訊，及視情況需要實地訪查農產品產地與批發、零售市場，以有效掌

握市況。95 年 7月碧利斯颱風襲臺時，本會張委員麗卿及周委員雅淑即率

本會同仁至全國最大蔬果消費地批發市場－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及全國最大蔬菜產地批發市場－西螺農產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等重要市

場及產區，實地調查有無人為哄抬價格情事，並於當日發布新聞稿，消除

市場預期漲價心理。同時，95 年下半年蔬果盛產價格慘跌，本會爰擬定專

案查核計畫對國內近期與去年同期比較產銷價格變動較大，及近期輿情報

導中價格波動異常之蔬菜、水果及魚貨，進行產銷價格、市場價量情況、

交易制度及相關銷售通路之調查，查核結果尚無發現不肖業者涉及濫用市

場地位、共同合意哄抬價格或不當決定轉售價格等情事，惟為確保公平競

爭及維護交易秩序，將持續密切關注及隨時掌握市場動態，倘獲有具體個

案違法事證，即依法進行調查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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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營養午餐 

95 年 4月 21 日輿情報導台灣省餐盒食品商業公會聯合會邀集所屬會

員於 4 月 20 日在台中市衛生局召開「校園黑心食品危害與學生營養午餐

品質說明會」，並宣布將調漲學校午餐收費標準，國中、國小每位學生收

費將調漲 5元，高中學生則調漲 10 元時。由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本會即將該案納入「防制重要民生必

需品人為操縱價格專案小組」查察項目，依職權主動進行調查。經調查發

現，台灣省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確於 95 年 4月 20日在台中市衛

生局召開「校園黑心食品危害與學生營養午餐品質說明會」，建議從下學

年開始將學校午餐的收費標準予以調整，國小、國中部分調漲 5元，高中

部分調漲 10 元，並發送資料，記載「省公會聯合會理事長及中部各餐盒

食品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即將於近期調整各級學校午餐餐盒費用，由原

先 40 元調漲至 50 元……」等文字。 

案經本會 95 年 6月 1 日第 760 次委員會議決議台灣省餐盒食品商業

同業公會聯合會、台中縣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及台中市餐盒食品商業同

業公會邀集會員開會並宣布將調漲學校午餐收費標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除命涉案之聯合會、公會立即停止

該項違法行為外，併處台灣省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89萬元罰鍰、

台中縣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 40 萬元罰鍰、台中市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

會 30 萬元罰鍰，經本會嚴格執法，業有效遏止不法行為，維護營養午餐

市場交易秩序與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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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公平交易法規 

第一節  收辦案件 
 

   95 年收辦案件計 1,438 件，較上年同期減少 395 件(減 21.55%)。就案

件類別統計，其中檢舉案 1,307 件、申報結合案 80 件、請釋案 43 件、申

請聯合案 8 件。 

  累計至 95 年底各類收辦案件達 2 萬 9,240 件，其中檢舉案 2 萬 457

件、申請聯合案 142 件、申請或申報結合案 6,269 件（其中申報結合案 260

件）、請釋案 2,372 件；辦結案件 2 萬 8,818 件，平均結案率為 98.56％。（表

1-3） 

   

一、檢舉案 

95 年經處理結案之檢舉案計 1,303 件，其中作成違法處分 101 件(占

7.75％)，累計至 95 年底收辦檢舉案經處理結案計 2 萬 43 件，結案率為

97.98％。累計已結案件中作成處分並函送處分書者計 2,174 件；進行行業

警示（或導正）、函勸改善或請主管機關配合辦理等行政處置計 317 件；

不予處分者計 3,842 件；另經本會中止審理計 1 萬 2,265 件(占已辦結檢舉

案之 61.19％)，予以併案處理者計 1,445 件。（表 4） 

累計至 95年底中止審理案依類型統計，其中涉及他機關職掌計 4,681件(占

38.17％)，民事案件計 3,722 件(占 30.35％)，程序不符者計 3,632 件(占

29.61％)、涉及刑事案件計 230 件(占 1.88％)。 

 

二、申請及申報案 

95 年經處理結案之申報結合案計 76 件，其中 42 件為中止審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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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不禁止結合，1 件為併案，累計至 95 年底收辦經處理結案計 6,262

件（其中結合申報案 253 件），結案率 99.89％。另收辦申請聯合案 142

件，均已處理結案，結案率 100％。（表 5-7） 

 

三、請釋案 

95 年經處理結案之請釋案計 47 件，累計至 95 年底止收辦請釋案經

處理結案計 2,371件，結案率 99.96％。（表 5） 

 

四、已結案件結案天數 

95年辦結案件之平均結案天數為 97天。就各類案件統計，以檢舉案

104 天為最長，請釋案 19 天最短。累計至 95 年底止收辦案件之平均結案

天數為 83 天，就案件類別統計，以檢舉案 109 天最長，申請或申報結合

12天最短。（表 8） 

 

五、主動調查案件 

95 年本會依職權成立主動調查專（個）案計 304 件，較上年增加 161

件（增加 112.59%）。 

累計至 95 年底成立主動調查計 987 件，經處理完成 869 件，結案率

達 88.04％。按處理結果分析，其中作成處分 369 件（占 42.46％，計發出

處分書 474 件）、不處分 225 件（占 25.89％）、中止調查 171 件（占 19.68

％）、行政處置 67 件（占 7.71％）。（表 9） 

 

六、處分案 

95 年本會作成違法處分計 175 件，其中處分罰鍰案件 174 件（占

99.43%），罰鍰金額 2 億 3,104 萬元。累計至 95 年底處分案計 2,648 件，

其中處分罰鍰 1,275 件(占 48.15％)，罰鍰金額達 19 億 1,819 萬元。（表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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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辦暨辦結案件統計 

收  辦  案  件 累計辦結案件 項目別 
 
年別 件數 

與上年比較

(%) 
累計件數 件數 

結案率 
(%) 

81年至85年 9,603 - 9,603 8,893 92.61 
86年 2,277 1.92 11,880 11,348 95.52 
87年 2,444 7.33 14,324 13,869 96.82 
88年 2,757 12.81 17,081 16,544 96.86 
89年 2,697 -2.18 19,778 19,272 97.44 
90年 2,556 -5.23 22,334 21,884 97.99 
91年 1,387 -45.74 23,721 23,388 98.60 
92年 1,100 -20.69 24,821 24,544 98.88 
93年 1,148 4.36 25,969 25,643 98.74 
94年 1,833 59.67 27,802 27,382  98.49 
95年 1,438 -21.55 29,240 28,820 98.56 

 
 

表 2  收辦案件統計 
                                                  單位：件 

各   類  案  件 
項  別 總  計 

檢舉案 申請聯合案 申請(報)結合案 請釋案 
總  計 29,240 20,457 142 6,269 2,372 

81年至85年 9,603 7,185 46 1,156 1,216 
86年 2,277 1,480 23 561 213 
87年 2,444 1,335 13 863 233 
88年 2,757 1,522 7 1,064 164 
89年 2,697 1,372 12 1,187 126 
90年 2,556 1,381 4 1,089 82 
91年 1,387 1,186 8 132 61 
92年 1,100 999 12 50 39 
93年 1,148 1,058 2 33 55 
94年 1,833 1,632 7 54 140 
95年 1,438 1,307 8 80 43 

 



4-4 

表 3  收辦案件結案率統計            單位：%  

各類案件結案率 
項  別 

累計結案 
件數(件) 

結案率 
檢舉案 申請聯合案 申請(報)結合案 請釋案 

81年底 947 73.07 72.86 75.00 61.54 74.57 
82年底 2,383 83.23 81.11 85.71 96.80 90.34 
83年底 4,314 88.35 86.19 96.88 98.19 94.29 
84年底 6,666 90.46 88.34 94.12 98.42 95.75 
85年底 8,893 92.61 90.95 86.96 99.39 96.13 
86年底 11,348 95.52 94.60 84.06 98.19 98.46 
87年底 13,869 96.82 96.06 97.56 98.49 98.80 
88年底 16,544 96.86 95.98 98.88 98.41 99.18 
89年底 19,272 97.44 96.50 96.04 99.19 99.39 
90年底 21,884 97.99 97.00 98.10 99.83 99.51 
91年底 23,388 98.60 97.87 98.23 99.98 100.00 
92年底 24,544 98.88 98.34 100.00 99.98 99.86 
93年底 25,643 98.74 98.18 99.21 99.95 99.86 
94年底 27,382 98.49 97.86  98.51  99.95  99.79 
95年底 28,818 98.56 97.98   100.00 99.89 99.96 
註：結案率係指各年底之累計已結案件數/累計收辦案件數 

 
                                                    

表 4  檢舉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處    理    結    果 

項  別 總  計 
處 分 不處分 行政處置 中止審理 併案件數 

總計 20,044 2,174 3,841 318 12,265 1,446 
81年至85年 6,535 584 1,210 184 4,120 437 

86年 1,662 206 315 34 912 195 
87年 1,409 225 278 23 773 110 
88年 1,453 154 281 17 912 89 
89年 1,384 202 301 13 759 109 
90年 1,404 192 252 6 825 129 
91年 1,284 189 218 4 798 75 
92年 1,056 123 195 3 659 76 
93年 1,012 101 176 8 680 47 
94年 1,541  97  225  11 1114 94 
95年 1,304 101 390 15 713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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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申請聯合案、請釋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申請聯合 請釋案 
項  別 計 核准 駁回 部分

核准 
中止

審理 
計 解釋答詢 中止

審理 
併案 

總計 142 101 10 11 20 2371 1574 743 54 
81年至85年 40 26 7 2 5 1,169 809 320 40 

86年 18 11 - 1 6 238 148 86 4 
87年 22 18 - 4 - 235 156 76 3 
88年 8 4 2 - 2 169 108 60 1 
89年 9 6 1 2 - 129 89 39 1 
90年 6 3 - - 3 84 52 32 - 
91年 8 6 - - 2 71 45 24 2 
92年 14 12 - 2 - 36 28 7 1 
93年 1 1 - - - 55 40 14 1 
94年  6  5  - - 1  138  64 73 1 
95年 10 9 - - 1 47 35 12 - 

 

表 6  結合案辦結統計—按處理結果分 

單位：件 

年月別 
計 核准 不禁止結合 駁回 禁止

結合 
中止

審理 
併案 

總計 6,262 5,904 139 3 1 189 26 
申請結合案 6,009 5,904 - 3 - 77 25 
81年至85年 1,149 1,137 -  - 7 5 

86年 537 535 -  - 1 1 
87年 855 843 -  - 9 3 
88年 1,045 1,032 -  - 9 4 
89年 1,206 1,177 - 3 - 18 8 
90年 1,118 1,087 - - - 29 2 

91年1至2月 99 93 - - - 4 2 
結合申報案 253  139 - 1 112 1 

91年2至12月 42  24 - 1 17 - 
92年 50  31 - - 19 - 
93年 31  17 - - 14 - 
94年 54  34 - - 20 - 
95年 76  33 - -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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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核准或不禁止結合案件統計—按結合型態分 
                                                   單位：件 

    結合案-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型態分 
年月別 結合件數 

第1款 第2款 第3款 第4款 第5款 
總計 6,043 111 270 148 36 5,562 

81年至85年 1,137 18 46 12 7 1,056 
86年 535 5 11 10 5 506 
87年 843 3 23 16 15 791 
88年 1,032 6 14 14 - 998 
89年 1,177 26 16 59 1 1,081 
90年 1,087 23 59 24 2 997 
91年 117 6 23 2 - 93 
92年 31 9 18 4 1 5 
93年 17 3 12 2 - 4 
94年 34  6 23 4 3 12 
95年 33 6 25 1 2 19 

 

          表 8  收辦案件平均結案天數        單位：天/件 
 

  總    計   檢    舉    案 申請聯合案 

年別  
涉 法 
案 件 

中止
審理
案件 

 

處分 
不 
處 
分 

行 
政 
處 
置 

 
准或
部分
核准 

駁 
申請或申
報結合案 

請釋
案 

85 107 153 54 134 292 235 194 70 104 - 13 61 
86 100 135 51 135 257 233 239 76 77 - 12 50 
87 78 90 54 124 218 194 347 143 144 - 11 35 
88 58 74 32 96 234 194 182 54 35 49 10 31 
89 65 80 31 116 273 184 219 52 56 29 11 37 
90 69 88 34 117 295 193 339 336 180 - 9 39 
91 105 202 32 119 292 236 379 120 124 - 13 37 
92 102 216 25 109 294 221 239 65 65 - 26 20 
93 86 201 24 92 306 190 179 113 113 - 24 17 
94 80 207 26 88 342 207 196 95 82 - 24 13 
95 97 182 24 104 322 157 289 96 98 - 23 19 

累計至 
95年 

83 122 39 109 269 199 200 103 100 76 12 50 

註：公平交易法於 91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結合申報許可制改為申報異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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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主動調查案件統計 

單位：件 
處分結果 

 處分 

年月別及
承辦處別 

成立專
（個）
案數 

完 成 專
（個）案
數 

專（個）
案件數 

處分書
件數 

不處分 行政
處置 

中止
調查  

其他  

總  計 987 869 369 474 225 67 171 37 
81 年至 85 年 134 122 70 114 14 21 17 - 

86 年 26 31 22 27 2 2 5 - 
87 年 38 34 28 28 1 3 2 - 
88 年 30 27 14 16 5 - 8 - 
89 年 38 36 18 24 7 3 8 - 
90 年 37 30 19 20 8 2 1 - 
91 年 41 42 29 29 5 6 2 - 
92 年 95 76 33 64 9 8 26 - 
93 年 101 84 34 34 16 8 26 - 
94 年 143 128 44 44 27 10 41 6 
95 年 304 259 58 74 131 4 35 31 

 

 

表 10  處分罰鍰案件統計 
處分案件 處分罰鍰案件 

項 別 件數 家數 件數 家數 
罰鍰金額 

(新台幣百萬元) 
總  計 2,648 3,848 1,275 1,837 1,91.82 

81 年至 85 年 698 913 88 95 26.20 
86 年 233 280 32 35 10.35 
87 年 253 291 54 54 16.22 
88 年 170 271 55 79 49.37 
89 年 226 564 142 283 156.56 
90 年 212 358 159 267 289.08 
91 年 218 302 181 242 253.75 
92 年 187 260 135 196 469.65 
93 年 135 160 115 139 70.72 
94 年 141 222 140 221 345.25 
95 年 175 227 174 226 2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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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處分案件統計－按違法行為別分 
單位：件 

 

年別 處分 
件數 

限制競
爭行為 獨占行為 

(第 10條) 
結合行為 
(第 11 條) 

聯合行為 
(第 14條) 

限制轉售
價格行為 
(第 18條) 

妨礙公平 
競爭行為 
(第 19條) 

81年至 
85年 698 86 - 8 16 20 48 

86 年 233 22 - 2 10 2 8 
87 年 253 21 - 4 8 2 8 
88 年 170 26 - 8 11 - 7 
89 年 226 34 2 2 21 1 8 
90 年 212 18 1 1 14 - 3 
91 年 218 17 4 1 9 1 3 
92 年 187 23 - 1 10 2 10 
93 年 135 13 - 4 5 - 4 
94 年 141 15 1 - 10 2 2 
95 年 175 19 - 3 9 3 4 

 

年別 
不公平 
競爭 
行為 

仿冒他人商

品或服務表

徵行為 
(第 20 條) 

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廣

告行為 
（第21條） 

損害他人

營業信譽

行為 
(第22條) 

欺罔或顯

失公平行

為 
(第 24條) 

非法多層次
傳銷行為 

（第23條、第23
條之1至之4） 

其他 
（第 41 條後段、

第 43 條） 

81年至 
85年 541 5 383 - 167 51 29 

86 年 183 2 109 3 74 20 13 
87 年 192 7 101 1 85 27 23 
88 年 128 - 71 1 60 15 3 
89 年 170 5 79 1 87 24 1 
90 年 154 5 51 - 102 35 6 
91 年 145 1 60 - 85 55 1 
92 年 133 2 46 - 88 31 5 
93 年 82 2 48 1 32 38 4 
94 年 84 2 62 - 26 39 3 
95 年 139 - 95 2 47 18 - 
說明：因部分案件違法行為達二種以上，故各違法行為處分件數加總超過處分總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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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獨占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謂事業在特定市場上處於無

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二以上事業，實際

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對外之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

獨占。」而經濟學上的獨占事業是指某市場上唯一的買方或賣方，但公平

交易法上所稱之獨占尚包括二家以上，不為價格競爭且其全體對外關係亦

具壓倒性地位，可排除其他競爭者之能力的事業，其範圍較經濟學所稱之

獨占為廣。 

公平交易法對獨占事業的規範，基本上並不禁止獨占事業的存在，而

是禁止獨占事業有濫用市場地位，妨礙公平競爭之行為。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規定，獨占事業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 

(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二、獨占事業的認定標準 

(一)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5 條所稱獨占，

應審酌之事項包括： 

1.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 

2.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特定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 

3.事業影響特定市場價格之能力。 

4.他事業進入特定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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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二)另為顧及國內經濟發展，避免過度限制對市場競爭影響不大之新興事

業或中小企業之經營活動，經衡量我國目前之產業結構後，另於公平

交易法第 5 條之 1訂定門檻條件，規定未達下述標準時，不列入獨占

事業之認定範圍： 

1.一事業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二分之一。 

2.二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三分之二。 

3.三事業全體在特定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惟若事業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但其個別事業在該特定市場占有

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未達新臺幣 10 億元

者，亦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定範圍。 

(三)另若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進入特定市場，受法令、

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雖

有前述不列入認定範圍之情形，本會仍得認定其為獨占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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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合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的「結合」不單指合併，依公平交易法第 6 條對結合之定

義，事業結合包括下面幾種型態： 

(一)與他事業合併者。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 

(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公平交易法修正前，對事業結合之規範，係採「原則自由，例外申請

許可」的執法立場，藉以避免事業因結合而導致減損競爭效率，或產生限

制競爭的不利益。為順應我國經濟發展趨勢與國際潮流，並落實「經濟發

展諮詢委員會議」共識，本會爰於 91 年 2月 6日修正公平交易法對於事

業結合的規範，由「事前申請許可制」改為「事前申報異議制」。應於事

前申報的情形包括：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

公告之金額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金融機構事業與非金融機構事業分別公告銷售金

額。本會於 91 年 2月 25日公告，參與結合事業如為金融機構事業，其上

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 億元 (如為非金融機構事業，其上

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 億元)，且與其結合事業其上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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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新臺幣 10 億元，於結合前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報。 

 

二、鬆綁結合管制法規 

為順應產業結構調整集我國現階段經濟環境的需求，降低執法之不確

定性與減輕結合申報事業負擔，本會進行結合管制之法規鬆綁及流程簡化

作業。具體成果包括： 

（一）95 年 7月 6日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

理原則」 

1.建立最適台灣經濟體系、結合管制文化之審查標準 

我國係小型開放經濟體，國內市場規模較小，且面對著激烈的國

際競爭，爰放寬對於未顯著影響市場競爭之結合審查標準，以鼓勵並

加速事業進行有益整體產業之結合，增進國際競爭力。 

2.揭示結合申報案件准駁之具體考量因素 

本處理原則具體揭示「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等

准駁基準之內涵，供事業預先明瞭執法基準，俾其知所行止，並強化

執法明確性及可預測性。 

3.說明本會市場界定原則及市場占有率計算基準 

市場占有率愈高之事業結合，因可能產生寡占市場、提高價格等

影響，而愈難為本會認可。故揭示市場占有率之計算基準，有利事業

知所行止並提高執法可預測性。 

4.明定本會對水平結合、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之審理標準 

事業與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結合（水平結合）、與具有上下游關

係之事業結合（垂直結合）、或與不具水平競爭關係或上下游關係者

結合（多角化結合），其本質不同，對於產業競爭及公共利益之影響

均有所不同，於本處理原則中明定各種結合類型之審理標準，俾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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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所行止並提高執法可預測性。 

5.訂定結合分級審查制度 

(1)不具限制競爭疑慮案件以簡化程序處理 

認定事業結合原則上具有降低生產成本、獲取技術、及提升競

爭力等效果，故倘結合案件經評估對產業競爭及公共利益不具顯著

負面影響，即依簡化作業程序儘速通過，以加速事業結合時效。 

(2)集中審理重大影響產業競爭或公共利益案件 

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5 條之 1 規定之獨占認定標準，作為具有顯

著限制競爭疑慮之結合類型，集中行政資源嚴謹審理，以有效維護

產業公平競爭環境、公共利益及消費者權益。 

6.減輕申報事業負擔 

95 年研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結合申報案件之處理原

則」時，曾對國內事業進行大規模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1)相關事業滿意度：事業對於本會建立結合分級審查制度，共有 87.5

﹪受訪者認為非常恰當或恰當。 

(2)結合簡化作業程序對於減少事業申報人力及成本支出之幫助程

度，共有 80﹪受訪者認為非常有幫助或有幫助。 

（二）95 年 7月 6日修正「事業結合申報須知」 

針對簡化作業程序案件，簡化申報書表應備內容，以減輕事業

蒐集「商品產銷數據資料」及「市場結構資料」之沈重負擔。 

（三）95 年 7月 6日下達「結合簡化作業程序」暨流程圖 

針對簡化作業程序案件變更內部行政作業流程，並免除上網公

開徵詢各界意見、提陳委員會議審議決定異議與否等程序，對外縮

短審查期間使事業獲得時效利益，對內減少承辦單位人力及成本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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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遠東百貨公司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遠東百貨公司及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均從事百貨業，渠等於 90

年之銷售金額分別約 169億 2,748萬元及 260億 5,559萬元。遠東百貨公

司於 91 年 9 月透過該公司本身及百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從屬事業，以

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信託帳戶參與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之控制

事業太平洋流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該公司

持有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超過半數之股份）之現金增資，共計持有太平洋

流通投資公司 54.45%股份。 

案查「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係公平交易法

第 6條第 1項第 5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

款規定，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超過本會所公告

之金額（非金融機構事業銷售金額超過 100億元，且與其結合之事業銷售

金額超過 10億元），應於結合前提出申報。遠東百貨公司及其從屬事業於

91年間，經由參與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之現金增資，持有太平洋流通投資

公司 54.45%股份，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亦持有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超過半

數之股份，遠東百貨公司及其從屬事業對於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之持股比

例，及太平洋流通投資公司對於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之持股比例，皆已超

過被持有之公司過半數股份，達到所謂「持有控制」或「法律控制」之程

度，故遠東百貨公司經由過半數表決權之行使，即完全控制太平洋流通投

資公司之股東會及董事會，並間接控制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之業務經營及

人事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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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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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等情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命遠東百貨公司補行申報或為必要之改正，並依公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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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40條規定，處罰鍰 102萬元。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亞公司）擬持有或取得弘開

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弘開公司）92.88%股份，核屬公平交易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款及第 5款之結合型態，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1款及第 2款結合之申報門檻，爰依法應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 

現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播送有線電視頻道表所列頻道之市場範圍，並

不含以其他傳輸方式傳送節目訊號供系統業者接收或消費者自行接收收

視之頻道，而係僅以衛星節目中繼業務(含代理)所傳輸之頻道為計算基

礎，是本案特定市場界定為「衛星節目中繼業務傳輸服務業」，結合後參

與結合事業於該項業務之市場占有率合計約達 63%。目前取得衛星固定通

信業務或衛星節目中繼業務特許執照而可提供衛星節目中繼業務服務之

業者，除實際從事衛星節目中繼業務之台亞公司、弘開公司、侑瑋公司及

中華電信公司外，尚有 9 家取得合格執照之業者得隨時進入市場參與競

爭，台亞公司與弘開公司在本市場僅有 2 家競爭對手，雖可能有潛在競爭

者出現，然仍屬高度集中之市場結構。 

台亞公司與弘開公司於衛星轉頻器租賃市場，與衛星公司之談判地位

仍處劣勢；對下游設備供應商而言，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天線設備之舖陳數

量，不因本結合改變，故無影響。另對上游頻道業者而言，雖減少一個可

選擇之工程服務提供者，但仍有侑瑋公司、中華電信公司等業者可供選

擇，倘參與結合之事業任意提高衛星中繼服務價格或降低服務品質，頻道

業者將轉向其同業競爭者購買服務，參與結合之事業仍受同業競爭者之牽

制。另頻道業者尚得透過除衛星電路以外之載具來傳輸其節目內容，且某

些頻道已成集團性經營更具談判優勢。對下游接收節目訊號之系統業者而

言，節目播送通路實係由頻道業者與系統業者自行達成協議，衛星中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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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僅受頻道業者之委任，提供開啟或關閉該系統業者接收節目訊號之管理

服務而已，故 2 家公司結合對於上下游產業，尚無實質影響。又電信法課

以電信業者有提供服務之義務，且本結合案參與結合之事業於與頻道業者

之合約中，均明定有斷訊補償之責任條款，故對消費者收視權益保障，不

因本案而有改變。 

本案結合後，不僅得整併參與結合事業雙方資源，提供客戶（頻道供

應業者）更有效率更高品質之服務，有效增加經濟規模，強化競爭力，而

可與大型綜合電信業者競爭，對電信市場整體競爭力有正面助益，並得因

成本降低而有餘力發展衛星通信及節目訊號中繼相關加值電信服務。另本

案結合後將可調整參與結合事業營運策略，發展海外衛星電視業務，有助

於提昇台灣媒體事業之競爭力，對整體經濟之利益應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需要。惟為避免

台亞公司利用本結合進行限制競爭、濫用市場地位等情形，及確保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

負擔：台亞公司不得利用因結合而取得之市場地位，為限制交易相對人不

得與特定事業交易之行為，或為不當價格決定、維持或變更，或有妨礙他

事業公平競爭或其他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 

 

95年結合行為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鼎太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控制重聚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業

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

法第 6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

態樣，並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未事先向本

會提出申報。 

處以罰鍰 

/300,000 元 

2 白氏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重聚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業

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

法俾 6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

態樣，並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項第

處以罰鍰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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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未事先向本

會提出申報。 

3 遠東百貨股份
有限公司 

間接控制太平洋崇光百貨公司之業

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應申報結合而

未申報。 

處以罰鍰 

/1,020,000 元 

 

95年事業申報不禁止結合案件一覽表 

 申   報   內   容 

1 NVIDIA Corporation以其子公司 NVIDIA BVI與宇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以 NVIDIA BVI為存續公司，宇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消滅公司。 

2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以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 

3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廣輝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以友達光電股

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 

4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尚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結合，以明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 

5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普立爾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以鴻海精密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 

6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與志合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合併，以精英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為存續公司。 

7 廣達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鼎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7.83％之股份。 

8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聯通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權。 

9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一

以上股份，且與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經營石化原料業務。 

10 台亞衛星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弘開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2.88%股

份，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1 Macquarie Media International Linited公司透過間接投資，取得南

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北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信和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超過三分之

一，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2 Hagenvoorde Beheer B.V.透過間接投資，取得吉元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超過三分之一，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 

13 Seagate Technology透過其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MD Sub收購Max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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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報   內   容 

Corporation之全數股份，結合後 MD Sub併入 Maxtor Corporation，

以 Maxtor Corporation為存續公司。 

14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以股份轉換方式收購中央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15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藉由股份轉換使敦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其

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16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取得振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權。 

17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權

三分之一以上，且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8 Aveng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取得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份，且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19 Carlyle Unicorn Holdings Limited 取得東森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過 67％之控制股權，從而取得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台

北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文山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唐城陽明山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竹振道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新頻道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等 12家事業之人事任免及事業經營控制權。 

20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是方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70％之股權，且直

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21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持有福聚股份有限公司 36.02％股

權，且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22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智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超過三分之一

股權。 

23 美商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取得加拿大商 ATI Technologies 

Inc.之股份超過三分之一，並得以直接或間接控制該公司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 

24 聯華氣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三福氣體股份有限公司各出資 50％共同

設立新公司。 

25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與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持有統一百華股

份有限公司 70％及 30％股份，且共同經營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之百

貨零售業務；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透過持股及董事兼充而直接控制

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及人事任免。 

26 特力股份有限公司擬與東隆五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經評

估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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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報   內   容 

1項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27 富洋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透過其 100﹪持股子公司台固線上股份

有限公司與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經評估對整體經

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

不禁止其結合。 

28 網絡數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擬與百視達國際有限公司結合申報案，經

評估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

規定，不禁止其結合。 

29 光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與力信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力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提出結合申請案，經本會 95

年 12 月 28 日第 790 次委員會議決議，因渠等之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不禁止

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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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聯合行為 
 

一、前言 

依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聯合行為，是指事業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

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

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另依該條第 2 項規定，所稱聯合行為以事業在同一

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為限。聯合行為之作用並不在組織形式上減少競爭主體，而在於經由合

作，於實質的運作上限制各競爭主體本來可以採取的競爭手段，從而削弱

市場的競爭機能。 

聯合行為將限制市場競爭，妨礙價格調整功能，危害消費者權益，故

公平交易法對聯合行為採較嚴格之原則禁止規定。但聯合行為態樣甚多，

對市場影響效果亦不同，如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並不宜完全否

定其功效而予以禁制，因此，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乃設有例外許可規定，

下列情形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並經本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一)為降低成本、改良品質或增進效率，而統一商品規格或型式者，一般

稱為「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 

(二)為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本或增進效率，而共同研究開發商品

或市場者，一般稱為「合理化之聯合」。 

(三)為促進事業合理經營，而分別作專業發展者，一般稱為「專業化聯合」。 

(四)為確保或促進輸出，而專就國外市場之競爭予以約定者，一般稱為「輸

出之聯合」。 

(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就國外商品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一般稱為「輸

入之聯合」。 

(六)經濟不景氣期間，商品市場價格低於平均生產成本，致該行業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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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繼續維持或生產過剩，為有計畫適應需求而限制產銷數量、設備

或價格之共同行為者，一般稱為「不景氣聯合」。 

(七)為增進中小企業之經營效率，或加強其競爭能力所為之共同行為者，

一般稱為「中小企業之聯合行為」。 

 

二、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一)處分案 

◎歐凱瓦斯分裝廠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本案緣於台中縣、市政府及多位民眾反映，台中地區瓦斯聯合漲價，

每桶漲價 50 元至 100 元，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影響消費者權益，爰請

本會查處。 

案經調查，台中地區因下游瓦斯行競爭激烈，多年來分裝場之運裝費

用一直維持在每公斤 0.3 元，因此自 92 年起台中地區分裝場即曾嘗試商

議調漲運裝費用未果，直至 94年 10 月份缺氣風波，該等分裝場於 10 月

中旬在綠園聚會時乃初步達成共識，並於 10 月 23日起由分裝場至各鄉鎮

（如新社、神岡、霧峰、大雅、潭子、太平等）邀集瓦斯行說明調漲運裝

費用及桶裝瓦斯售價，協調瓦斯行不要再殺價競爭，再於 10 月 26 日左右

再邀集分裝場及瓦斯行同業於綠園研議前述事項，致使台中縣各鄉鎮桶裝

瓦斯能於 94年 11 月起 20公斤家庭用每桶調漲為 580元，營業用則漲為

550元，而上游之運裝費用也得以順利調漲每公斤 1.5元左右。 

本案受影響之特定市場為台中地區桶裝瓦斯運裝服務市場，豐原、今

元由、歐凱、中信、台中、大立、巨洲、台統、大場興、北誼興業通霄廠、

平生、中港區及馬旺等 13 家事業均有銷售至此區域，於家用液化石油氣

垂直銷售體系同屬「分裝場」階層，雖部分事業尚有跨足上游經銷商或下

游瓦斯行，然均立於同一水平競爭關係，合致公平交易法規範之事業主體

要件。歐凱、豐原、今元由、中信、台中、巨洲、大立、平生及北誼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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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廠等分裝場，於調查階段皆坦承前述集會之時間、地點及內容。台統雖

未調漲運裝費用、中港區只供氣給股東瓦斯行業者，然在同一競爭市場

上，事業一般均會趁同業漲價之際，爭取並擴大客源，而台統在其他同業

漲價之際，相對運裝費用較為便宜，卻仍無新進瓦斯行客戶，顯係在遵循

互不搶客戶之決議，另中港區亦無新進瓦斯行客戶，況且與台統及中港區

有交易關係之瓦斯行亦均有配合同業調漲售價，是台統與中港區顯有參與

意思聯絡之合意行為，且渠等之營業行為亦已影響相關市場之競爭；又馬

旺雖否認出席聚會參與聯合漲價，惟查豐原、中信、台統、平生等俱證稱

會議中曾討論補足馬旺氣源問題，另巨洲、平生及中港區更證稱馬旺曾參

與會議，再證諸馬旺亦於同時期調漲運裝費用，故馬旺應論屬參與聯合行

為之主體。 

歐凱瓦斯分裝廠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分裝場聯合調漲運裝費用及協

調瓦斯行提高售價，互不搶客戶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台

中地區桶裝瓦斯運裝市場之市場功能，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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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條前段規定，13 家分裝場各處新臺

幣 20 萬元至 50 萬元罰鍰，共處新臺幣 501 萬元之罰鍰。 

 

◎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劃分交

易對象案 

本案緣本會接獲民眾檢舉，其居住之臺北市松山區國宅「松山新城」

乙標（下稱「松山華城」）第 12區，因大樓新建完工，尚無有線電視系統，

是以大樓管理委員會向「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頻

道公司）請求收視服務，然金頻道公司服務人員卻回覆，大樓屬於區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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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德公司）之經營範圍，

不便再另行舖設其網路系統為由，拒絕松山華城大樓管理委員會之收視請

求。民眾對於金頻道公司以社區已有長德公司系統為由拒絕收視之請求，

強烈質疑 2 家事業間似藉由劃分交易相對人之方式，致使收視戶在無選擇

之情形下，屈就 2 家有線電視業者之安排，如此 2 家事業不但可減少網路

鋪設成本，收視價格亦可維持一定水準，渠等私下協議劃分交易相對人，

互不為價格競爭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案經調查，本案產品市場為「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

直接視、聽」之「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地理市場方面則為行政院新聞局

所劃分之經營區「臺北市中山區」（服務範圍包括臺北市中山、大同、松

山等行政區）；市場參與者為金頻道公司與長德公司。市場占有率依照前

述市場界定及行政院新聞局公布之「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訂戶數統計

表」，93 年 6、9、12月底止，金頻道公司之收視戶數分別為 64,423、65,209、

65,792 戶，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 50.56%、50.63%、50.46%；長德公司收

視戶數分別為 62,976、63,570、64583戶，市場占有率則為 49.43%、49.36%、

49.53%，二者差距介於 0.93%至 1.27%之間。 

有關 2大系統業者（MSO）所屬之有線電視系統，其中「臺北市內湖

區」、「臺北市大安區」已因違法結合而被本會處分，該二事件顯有內湖區

之經營區歸東森集團、大安區之經營區歸和信集團之協議，2 大 MSO 集

團間研商調整 2 區有線電視包括行政、人事、客服及業務等作業早於 91

年 6月即已開始。是以，93 年 5月 17日本會接獲匿名檢舉指稱東森集團

與和信集團互換經營區不為競爭乙節，仍屬可信，惟因匿名檢舉，無法進

一步查證具體違法行為。本案臺北市中山區之經營區早期於播送系統時期

即被本會查獲有聯合行為之情事，如今再被檢舉劃分交易對象、互不為價

格競爭，顯示播送系統時期之聯合行為已造成雙方競爭事業達到互蒙其利

之共識，2 家具競爭關係之事業嗣後即處於非競爭狀態。此可由收視戶數

之差距可知，至 93 年 12月底止，金頻道公司之收視戶數為 65,792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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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公司收視戶數為 64,583戶，2 者差距僅為 1,209戶，相較國內其他現有

2 家同區競爭之有線電視經營區，其差距數相當微小。 

金頻道公司總經理曾於 90 年 3月 2日、91 年 6月 28日及 92 年 6月

30日分別以個人身分、台磊公司代表人身分及東森媒體科技公司代表人身

分擔任長德公司之董事。經對照 2 家公司歷年來財務狀況，顯示出早期播

送系統時期因市場混沌，業者競相降價爭取收視戶，以利高價轉讓，是以，

業者之會計報表均呈現虧損情形，但 90 年起 2 家競爭事業均又出現盈餘

現象，尤其長德公司 90 年至 93 年每股盈餘均超過 1 元以上，此等現象經

對照 2 家事業之股權結構資料，即可發現 90 年 2月 19日起東森集團即透

過多名員工取得長德公司 25%股權並擔任該公司之董事，90 年 7月 31日

和信集團亦透過關係企業中國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取得金頻道公司 1.86%股

權，此種交叉持股及擔任競爭事業董事之情事，即係造成雙方非處於競爭

狀態之主要因素。 

金頻道公司與長德公司屬於寡占市場同一水平競爭關係之 2 事業，於

90 年起相互交叉持股，並同意由競爭對手之總經理擔任公司董事職務，相

互間不以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共同劃分

交易對象，侷限臺北市「松山華城」國宅戶收視選擇權，足以影響行政院

新聞局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之市場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由於有線電視市場參進門檻高，金頻道公司與長德公司居於

寡占市場地位，經審酌其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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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

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情狀後，爰依同法

第 41 條前段規定各處新臺幣 600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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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地區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共同調漲預拌混凝土價格案 

本案緣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傳真函，嘉義縣預拌混凝土業者聯

合哄抬預拌混凝土單價，由 93 年 11月前之每立方公尺 1,700 元於 1 個月

內上漲至每立方公尺 2,200 元，漲幅近 30%，形成壟斷。另民眾於 94 年 8

月 2日反映嘉義縣 PC水泥混凝土狂抬高價，每立方公尺預拌混凝土調高

200 元至 300 元，本會遂派員訪查下游營造業者、土木包工業者以瞭解嘉

義地區預拌混凝土市場供需相關情形。 

案經調查，本案所涉為嘉義地區之預拌混凝土市場：預拌混凝土係由

砂石、水泥及水配合而成之簡單加工產品，具技術單純、產品同質性高、

無法庫存（攪和、初凝到澆置，時間短暫，否則凝固後即不能使用）等特

性，各廠間之產品有完全替代之特性，同業競爭激烈，且預拌混凝土銷售

市場範圍以運距約 1小時為限，而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業者及其下游業者

因交易習慣及幅員關係，習以嘉義境界為限作交易，爰以嘉義地區為一預

拌混凝土市場。據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業者概估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每月

平均供貨量約 20 萬立方公尺計，本案參與聯合行為之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

者：福楹、亞東、台泥、泉豐、國產、鳳勝、嘉義（環球）、掌石（旭峰）、

任建、弘晟、宏益達等，概估其預拌混凝土產量合計約 17 萬立方公尺計

算，是本案所涉預拌混凝土業者之市場占有率已逾 85%，其聯合行為已足

以影響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供需之市場功能。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之 3000磅混凝土平均售價，自 93 年初以來皆呈

現上揚情形，且自 93 年 10月至 94 年 1月間在成本無明顯上揚情形下，

預拌混凝土售價每立方公尺調漲約 150 至 200 元間〔例如台泥 93 年 10月

與高翌簽訂之合約，3000磅每立方公尺為 1,610 元（未稅），94 年 1月與

三本簽訂法國森居新建工程，3000 磅每立方公尺為 1,730 元（未稅）；宏

益達於 93 年 10、11月新案 3000磅每立方公尺售價約 1,700 元，12月新

案售價約 1,850 元（含稅）或以上（實際成交價為 1,800 元）；泉豐於 93

年 5月以前 2000磅每立方公尺約 1,200 元， 6月調漲為 1,300 元，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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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漲為 1,400 元，11月調漲為 1,500 元，12月未調漲(以上皆未稅)。國產

93 年 8月 2000磅每立方公尺報價約 1,300 元，10月調漲為 1,400 元，11

月調漲為 1,500 元，12月調漲為 1,600 元。掌石 93 年以來，2000磅混凝

土每立方公尺報價為 1,100 元至 1,300 元間， 93 年 6 至 10月調漲為 1,400

元，11 月調漲為 1,500 元，12 月調漲為 1,600 元，以上皆含稅，94 年 1

月為 1,600 元係未稅價。嘉義於 93 年 6月與高翌，工地位於太保之合約，

3000磅每立方公尺為 1,550 元，含稅；93 年 12月與森輝，工地位於太保

之合約，3000磅每立方公尺為 1,720 元。鳳勝於 93 年 4月與集揚，工地

位於新港西庄之合約，3000磅每立方公尺為 1,480 元，94 年 1月供料鹿草

鄉公所之工地，3000 磅每立方公尺為 1,750 元〕，且多次調漲後，並至少

維持至 94 年 10月（例如弘晟 94 年 2月至 4月與展茂營造簽訂之合約，

工地位於梅山鄉倒孔山圳北—半天等工程，3000 磅每立方公尺為 1,750

元，含稅。福楹 94 年 4月與和泰之梅山嘉 152線道路排水改善工程，2000

磅每立方公尺含稅單價為 1,580 元、3000 磅每立方公尺含稅單價為 1,780

元。任建於 94 年 11月 3000磅混凝土之售價及報價每立方公尺約在 1,800

至 1,900 元間），其價格之調漲在外觀上極具一致性。 

查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固有聲稱因工廠產能、位置、區域之不同，

業者間鮮有調料情形，惟依本會調查結果，確有互相調料之情事。例如有

業者稱，向同業調料不外乎攪拌機故障、砂石缺料、停電或出貨不及、工

地太遠等因素，惟查攪拌機故障通常可立即排除，砂石與水泥缺料，亦可

預先因應安排進料，另停電或出貨不及等因素，本就涉及出貨流程管理，

尚毋須透過相互調料手段達成，至於工地太遠之個案，因運費成本因素，

本無競爭優勢，可事先不接單，若透過調料途徑，雖可減少運費成本，惟

經由彼此事先協議約定之相互調料價格，將使利潤減少，或毫無利潤而

言，而有違經濟理性，其意圖殊為可議。例如台泥、國產、弘晟等 3 家業

者之調料價格係協調後之統一價格，94 年 10月之 3000磅混凝土調料價格

每立方公尺為 1,650 元，不論由何廠出料，價格均一。另 94 年 7 月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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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梅山鄉 8號道路第 3 期拓寬工程原應由掌石出料，惟掌石因為運距成

本考量，改由宏益達出料，掌石出料不到幾十方，該調料價格 2000 磅每

立方公尺含稅為 1,500 元，因宏益達為被處分人出貨量最少者，掌石將其

出貨改由宏益達出貨，將可增加宏益達之出貨量，惟掌石利潤相對減少。

綜上，業者實係利用相互調料作為意思聯絡之方式之一，達到聯合調漲售

價之目的。 

本案 11 家預拌混凝土業者為意思聯絡，事實上導致嘉義地區預拌混

凝土價格共同調漲，為足以影響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市場供需之聯合行

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聯合行為之禁制規定。經審

酌其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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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

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各處臺灣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50 萬元罰鍰；處

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40 萬元罰鍰；處泉豐碎石廠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 362 萬元罰鍰；各處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混凝土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掌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任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弘晟

水泥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271 萬元罰鍰；各處福楹混凝土股份有限公

司、宏益達建材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184 萬元罰鍰。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教科書出版業者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於本會接獲來函檢舉，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下稱版協）

屈從少數既得利益教科書出版事業之秘密協議，行文各國民中小學謂業者

贈送測驗卷及作業簿之行為有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

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下稱本會教科書規範說明）之虞，涉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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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曲解法令圖利少數出版商之情事。 

按國民中小學教科書，早期係由教育部國立編譯館單獨發行，爰被稱

為「部編本」，自民國 85 年起，逐年開放民間出版業者編撰發行，因教

材須經教育部審定合格，故被稱為「審定本」，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實施後，除延續國民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審定外，自 91 學年度起國民中

學教科書亦全面開放為審定制，至此我國中小學教科書即全面開放採行審

定制，本案所涉之市場為國內「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市場參與者為

發行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之相關業者。 

經查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翰林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牛頓開發教科書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業者自 94

年底起，即多次利用聚會之機會，就停止贈送學生作業簿、測驗卷、業者

自律公約、保證金等事宜進行討論並作成會議結論，此觀諸版協教科書出

版委員會副主委兼執行秘書許君 94 年 12月 22日發送予業者之電子郵件

內容：「…以下是今日 12/22 第三次會議結論之摘要…1.停止贈送作業簿及

單張測驗卷，自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及 95 年 1月 19日

電子郵件內容：「…1/17 之會議除仁林代表有事未到場外，餘四家業者均

出席，茲將當日結論整理如下…1.再度確認，除銜接教材外，停止贈送學

生作業簿及單張測驗卷，自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足證 4

家業者就停止贈送學生作業簿及測驗卷已有決議並作成會議結論。 

經本會派員實地參加多場教科書評選說明會，4 家業者之業務代表確

均於說明會中向各校教師表示自 95 學年度起將不再贈送學生作業簿及測

驗卷，部分業務代表尚說明業者間訂有協議，並簽署 3,000 萬元保證金等

情。再依本會派員赴數國民小學訪查結果，多數學校表示 94 學年度以前，

業者多會提供作業簿及測驗卷供學生使用，惟 95 學年度起所有業者均表

示將不再提供。 

4 家業者自 94 年底起，多次利用同業聚會之機會，針對贈送學生之品

項相互討論，並宣稱將自 95 學年度起停止贈送學生作業簿及測驗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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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已足以影響國內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本文之禁制規定。經審酌 4 家業者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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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後，爰依

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 653 萬元罰

鍰；處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 423 萬元罰鍰；處翰林出版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 228 萬元罰鍰；處牛頓開發教科書股份有限公司新台

幣 142 萬元罰鍰。 

 

(二)許可案 

◎仁寶、華碩以及廣達電腦等 3家事業申請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規格

聯合行為許可案 

本案緣於仁寶電腦、華碩電腦及廣達電腦等筆記型電腦製造商擬以開

發規格方式，重新劃分及定義筆記型電腦之組成部分，即共同開發筆記型

電腦基座（即 D tray）之規格，包含基座本身各零組件間之共同機械、電

子與軟體介面，以及基座本身零組件與筆記型電腦其他部分（即附有 LCD

液晶螢幕掀蓋及附屬結構）之介面，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

為，爰依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款規定向本會申請許可，許可期限

至 98 年 4月 19日止。 

本案申請人等擬制定筆記型電腦標準規格行為，基於可降低成本、改

良品質、增進效率、增進消費者利益以及對我國資訊產業之發展具有正面

意義等理由，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為消弭本聯合行為許可後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疑慮，並

確保本聯合行為所帶來之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本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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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對申請人附加條件及負擔： 

1.因實施本聯合行為所產生之標準化規格，應於共同研發及標準化規格

訂定完成後 3個月內，以公開之方式，揭露全部之標準化規格，並依

參與標準規格開發個人之實際認知，揭露為符合標準規格之必要性專

利權，並公開揭示，所有同意遵循授權條件之第三人，均可下載、重

製及傳送標準規格，標準規格更新時亦同。前述專利權，申請人等得

不進行專利檢索，惟仍應於相關授權契約內明定未揭露符合標準規格

之必要性專利權的具體協商機制及司法途徑以外之解決方案。 

2.因實施本聯合行為所產生之標準化規格，相關業者倘生產相關產品及

零組件，須先取得本聯合行為申請人對規格之著作權授權，或須先取

得本聯合行為申請人以本聯合行為標的為對象，且其授權係為符合標

準規格所必要之專利權授權，其授權行為及契約規定，應依下列事項

辦理： 

(1)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授權。 

(2)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被授權人有關技術上如何符合標準規格

之合理問題，營業秘密除外。 

(3)相關智慧財產權應容許個別專利或著作權人進行單獨授權。 

(4)專利或著作權之授權倘為有償，其實施費用應以合理且不歧視之

條件為之。 

(5)專利或著作權之授權倘為有償，其實施費用之計算標準，應與專

利或著作權相關聯，且專利或著作權人對實施費用之檢核，應僅

限於與該專利或著作權實施後所生產之產品有關的生產及銷售資

料。 

(6)其他授權行為及契約規定，不得有違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相關規定情事。 

3.本聯合行為所研發之標準化規格倘於未來更新或修訂，申請人不得無

正當理由拒絕我國他事業以合理條件加入或退出本聯合行為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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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研發及開發標準規格。且本聯合行為申請人應於本聯合行為獲准

後，適切地提供他事業表達對標準化規格相關意見之機會。 

4.本聯合行為申請人等不得藉由本聯合行為所進行的共同研發及訂定

標準規格，導致僅特定廠商得供應或提供利用於標準規格的相關零組

件。 

5.申請人等應自行決定標準化規格筆記型電腦之價格及交易條件，不得

透過本聯合行為許可，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標

準化規格筆記型電腦及其零組件之價格、數量、銷售區域及其他交易

條件。 

6.本會對申請人等擬以開發規格之方式，重新劃分及定義筆記型電腦之

組成部分行為，於日後因經濟情況變更時，不排除撤銷許可或變更許

可內容。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核備。 

 

◎遠東航空、復興航空、華信航空及立榮航空等 4家事業申請台北─高雄

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聯合行為許可案 

本案緣於遠東航空、復興航空、華信航空及立榮航空擬針對台北－高

雄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凡旅客持 4 家航空公司中任一家之

「台北－高雄航線」之有效機票，不須經原開票航空公司背書轉讓，即可

同時選擇搭乘遠東航空、復興航空、華信航空或立榮航空之台北－高雄航

線班機，屬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

第 1 項但書第 1款規定向本會申請許可，許可期限至 97 年 10月 31日止。 

本案申請人於「台北－高雄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基於縮

短旅客候機時間、提高載客率、降低飛航成本以及促進航空資源的有效運

用，進而健全國內民航運輸發展環境等理由，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而對於參進障礙、價格僵固、提供創新服務之誘因、上下游市場及消

費者利益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尚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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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消弭本聯合行為許可後未來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

不利益，並確保本聯合行為所帶來之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爰依公平交易

法第 15 條規定，附加附款： 

1.申請人等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他申請人要求退出或重新簽訂「機票

免背書轉讓協議書」中「拆帳金額」之協議。 

2.申請人等於台北－高雄航線除發行並銷售「免背書轉讓」機票外，應

發行並銷售具有市場競爭機制及價格優惠之「不可背書轉讓」機票。 

3.申請人等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他事業依合理條件參與本聯合行為。 

4.申請人等應自行決定台北－高雄航線航空運輸服務之價格及其交易

條件，不得透過本聯合行為許可，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台北－高雄航線航空運輸服務之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 

5.申請人等於本聯合行為許可期間，在「台北－高雄航線」若因而實施

減班不得逾申請時已核定班次之 20%。 

6.申請人等應每半年將「台北－高雄航線」之協議拆帳金額、雙方實際

拆帳攤銷淨額、提供座位數、載客人數、載客率、票面價格、平均銷

售單價、總銷售金額、可轉讓機票及不可轉讓機票之銷售比例等交易

資料送本會備查。 

 

◎飛馬輪船、眾益輪船、東信輪船及競強輪船等 4家事業申請東港─小琉

球航線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許可案 

本案緣於飛馬輪船、眾益輪船、東信輪船及競強輪船擬針對東港－小

琉球航線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核屬公平交易

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款規

定向本會申請許可，許可期限至 98 年 7月 1日止。 

本案申請人於「東港－小琉球航線」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同一

票證等聯合行為，基於縮短旅客等候時間、降低營運成本、提昇服務品質、

減少時間成本以及增加消費者選擇等理由，加以航政主管機關交通部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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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之正面意見，應認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而對於參進障礙、上

下游市場及消費者權益等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益尚不顯著。 

為消弭本聯合行為許可後可能產生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不利

益之疑慮，並確保本聯合行為所帶來之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爰依公平交

易法第 15 條規定附加附款： 

1.申請人等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他事業依合理條件加入或退出本聯

合行為。 

2.申請人等不得透過本聯合行為許可，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共同決定東港－小琉球航線船舶運輸服務之價格及其他交易條

件。 

3.申請人等於本聯合行為許可期間，在東港－小琉球航線若因而實施減

班，不得逾申請時已獲核定班次 16班之 10%。 

 

95年聯合行為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豐原液化煤氣

分裝場、北誼興

業股份有限公

司、平生液化煤

氣分裝場股份

有限公司、馬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港區股份

有限公司、今元

由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歐凱瓦

斯分裝廠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

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液化

煤氣分裝場股 

合意為共同調高運裝費用及協調桶

裝瓦斯分銷商調漲售價、互不搶客

戶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嚴

重影響台中地區桶裝瓦斯運裝市場

之市場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豐原液化煤氣分裝場
/500,000 元 
北誼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元 
平生液化煤氣分裝場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0 元 
馬 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00,000 元 
中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元 
今元由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430,000 元 
歐凱瓦斯分裝廠股份有
限公司 
/430,000 元 
中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 元 
台中液化煤氣分裝場股
份有限公司 
/430,000 元 
大立液化石油氣分裝場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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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份有限公司、大

立液化石油氣

分裝場股份有

限公司、巨洲實

業股份有限公

司、台統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大

場興股份有限

公司 

/430,000 元 
巨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30,000 元 
台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元 
大場興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元 

2 台中市液化氣

體燃料商業同

業公會 

以集會方式，聯合調漲桶裝瓦斯價

格，嚴重影響台中市桶裝瓦斯市場

之市場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3 金頻道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長德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  

共同劃分交易對象，足以影響行政

院新聞局劃分之台北市中山區有線

電視市場競爭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00 元 

長德有線電視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0 元 

4 台灣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福楹

混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福楹混

凝土股份有限

公司、宏益達建

材企業有限公

司、國產實業建

設股份有限公

司、亞東預拌混

凝土股份有限

公司、泉豐碎石

廠股份有限公

司、鳳勝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嘉

義混凝土工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掌石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任

建企業股份有

為意思聯絡，事實上導致嘉義地區

預拌混凝土價格共同調漲，為足以

影響嘉義地區預拌混凝土市場供需

之聯合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0 元 
福楹混凝土股份有限公
司/1,840,000 元 
宏益達建材企業有限公
司/1,840,000 元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5,500,000 元 
亞東預拌混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4,400,000 元 
泉豐碎石廠股份有限公
司/3,620,000 元 
鳳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710,000 元 
嘉義混凝土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2,710,000 元 
掌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10,000 元 
任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710,000 元 
弘晟水泥製品股份有限
公司/2,7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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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限公司、弘晟水

泥製品股份有

限公司 

5 台灣省餐盒食
品商業同業公

會聯合會、台中

縣餐盒食品商

業同業公會、台

中市餐盒食品

商業同業公會 

邀集會員開會並宣布將調漲學校午

餐收費標準，影響台中市、台中縣

學校午餐市場之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台灣省餐盒食品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
/890,000 元 
台中縣餐盒食品商業同
業公會/400,000 元 
台中市餐盒食品商業同
業公會/300,000 元 

6 國光汽車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屏

東汽車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

汽車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中南汽

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 

透過協商方式，採行統一票價，共

同減少班次及優惠票折扣之行為，

為足以影響高雄至墾丁間大眾運輸

服務市場供需功能之聯合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1,140,000 元 
屏東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920,000 元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920,000 元 
中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570,000 元 

7 飛馬輪船股份
有限公司、眾益

輪船股份有限

公司、東信輪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競強輪船股

份有限公司、觀

光輪船股份有

限公司 

5 家民營交通船公司透過協議方

式，約定航運服務之班次，共同分

配營業利潤，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足以影響東港與小琉球間

海運服務市場之供需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飛馬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元 
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元 
東信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元 
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元 
觀光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元 

8 康軒文教事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南一書局企

業股份有限公

司、翰林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

司、牛頓開發教

科書股份有限

公司 

 

利用同業聚會之機會，針對贈送學

生物品之品項相互討論，並宣稱自

95學年度起停止贈送學生作業簿及

測驗卷，已構成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足以限制競爭並影響國內

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市場功能。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6,530,000 元 
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4,230,000 元 
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280,000 元 
牛頓開發教科書股份有
限公司/1,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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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9 南投縣渡船遊
艇同業公會 

以共同協議方式，約束會員出船班

次，分配營業收入，互不為競爭行

為，限制消費者自由選擇搭乘之權

利，為足以影響日月潭水域遊艇載

客服務市場供需功能之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南投縣渡船遊艇同業公

會/510,000 元 

 

95年事業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案件一覽表 

申 請 項 目 

1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原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退出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 
2 臺灣區大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代表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事業

申請延展合船採購大麥許可期限。 
3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廣達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擬以開發規格方式，重新劃分及定義筆記型電腦之組成部

分，即共同開發筆記型電腦基座（即 D tray）之規格，包含基座本身各

零組件間之共同機械、電子與軟體介面，以及基座本身零組件與筆記

型電腦其他部分（即附有 LCD液晶螢幕掀蓋及附屬結構）之介面，屬

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

書第 1款規定申請許可。 
4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代表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之申請人增列

中日飼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准予備查。 
5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船採購玉米許可期限。 

6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共同採購合船進口黃豆之聯合行為主

體增列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准予備查。 
7 嘉新食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等20家事業申請延展共同採購合船進口黃

豆聯合行為許可期限。 
8 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8家事業申請延展共同採購合船進口小麥聯

合行為許可期限。 
9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與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擬針對「台北－

台南航線」實施「票證免背書轉讓」行為，凡旅客持遠東航空公司、

復興航空公司之「台北－台南航線」之有效機票，不須經原開票航空

公司背書轉讓，即可同時選擇搭乘遠東航空公司或復興航空公司之「台

北－台南航線」班機，屬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爰依公

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1款規定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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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項 目 

10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華信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及立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擬針對「台北－高雄航線」實施「票

證免背書轉讓」行為，凡旅客持遠東航空公司、復興航空公司、華信

航空公司與立榮航空公司之「台北－高雄航線」之有效機票，不須經

原開票航空公司背書轉讓，即可同時選擇搭乘遠東航空公司、復興航

空公司、華信航空公司或立榮航空公司之「台北－高雄航線」班機，

屬公平交易法第 7 條所稱之聯合行為，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 項

但書第 1款規定申請許可。 
11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 

12 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申請東港─小琉球航線實施聯合排

班、共同售票、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予以附負擔許可。 

13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 

14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暨29家會員事業辦理信用卡業務聯合行

為提出延展期限申請附加附款，予以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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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

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

約定無效。」 

由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並參考實務上解釋，分析其特色如下： 

(一)事業應容許其交易相對人有自由決定價格之權利。亦即當商品銷售出

去後，即不應限定下游廠商的銷售價格。 

(二)前述價格限定並不以限制特定價格為限，尚包括了限制上 (下) 限價格。 

(三)如於銷售契約中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條款，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

此部分之限制應屬無效，即事業不得以此項限制對抗其交易相對人。

而若上游事業以其經銷商違反該無效限制為由，而對其經銷商採取停

止供貨等之措施，且因之而有限制競爭或妨害公平競爭之虞時，即有

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之規定。 

(四)本條所規範的是事業將商品轉售出去以後，仍限制下游廠商銷售價格

的行為，因此若上、下游廠商間僅存在真正之代銷關係(如民法債權篇

之代辦商及行紀)，由於並未發生讓售行為，故應無所謂限制轉售價格

的問題。但為避免廠商假代銷之名，而試圖規避公平交易法的規範，

上下游事業間是否有代銷關係，不能僅從契約文字為形式上的認定，

而應就契約之實質內容，即為何人計算、風險由誰負擔、所有權已否

移轉等節為斷。 

(五)本條所欲規範者，係事業對交易相對人間轉售價格之限制，故若僅係

上游廠商單純的建議轉售價格，應不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的規範

範圍。例如出版社對其下游經銷商如未要求或限制應以某固定價格出

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出版品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1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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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三洋窯業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商品轉售價格，違

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檢舉人來函表示，冠軍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及三洋窯業股份有

限公司以劃分區域經銷商為由，要求其他區域建材商不得承攬交貨，藉

以壟斷市場，達到哄抬磁磚價格目的，使承造商蒙受損失。復有彰化地

區民眾反映，上開二公司中部經銷商拒絕供貨給報價較低之建材行，爰

併案處理。 

冠軍公司生產冠軍及馬可貝里等 2磁磚品牌，其於經銷商、建材行

合約書中限制應依其所附產品單價表銷售商品，且對於經銷商間或建材

行間不配合冠軍政策、削價競爭行為訂有取消經銷權、停止出貨與違約

金等罰則規定。三洋公司生產三洋及聖瑪莉諾等 2磁磚品牌，其亦於經

銷商合約書中限制經銷商應依其產品建議售價表銷售、不得隨意削價求

售，並訂有違約則逕行終止合約之罰則規定。冠軍、三洋二公司目前為

國內磁磚業知名度與市占率前三大之事業，經銷商又需自負其磁磚產

品、銷售及財務等相關風險，前開配合措施，對下游經銷商及建材行等

交易相對人影響甚鉅，在心理上易形成壓迫，其價格之決定自由，實已

受前開不利益制裁措施等之拘束；復以相關經銷商及下游門市建材行更

表示對客戶報價與簽約等皆依冠軍與三洋公司所提供產品單價表辦理

等實際狀況而言，顯見冠軍及三洋於經銷商合約中限制轉售價格及相關

制裁配合措施等行為，對下游相關經銷及零售業者價格決定自由，確已

產生影響。冠軍、三洋 2公司前開行為明顯限制其下游交易相對人轉售

價格之決定自由，致損及市場競爭機制，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

規定。 

經分別審酌冠軍、三洋 2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不當利

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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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

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後，爰依同

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除命渠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外，並各處新臺

幣 72萬元罰鍰。 

 

95年限制轉售價格行為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冠軍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於合約書中限制下游經銷商應依合

約書所附產品價格表銷售，並以配合

措施要求經銷商遵行。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20,000  元 

2 群慧菁華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 
於「實戰聯盟合約書」中限制其加盟

店「未依公司規定而私自削價販售商

品」為終止合約之事由，限制其交易

相對人就供給商品之轉售價格及從

事多層次傳銷行為，未於開始實施

前，以書面據實載明法定事項向本會

報備。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30,000 元 

3 三洋窯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經銷合約書中限制下游經銷商應依

所附產品建議售價銷售，不得削價求

售，並以配合措施要求經銷商遵行。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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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一、前言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為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一)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

其他交易之行為。 

(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

易之行為。 

(四)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

合或聯合之行為。 

(五)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

人資料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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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6款所規範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其最主要之行為態樣依序分別為：

杯葛（第 1款）、不當之差別待遇（第 2款）、不當爭取交易相對人行為（第

3款）、迫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第 4款）、不當獲取他事業之營業

機密（第 5款）、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第 6款），而在判斷事

業各項行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至第 6款規定時，必須以各

該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為要件。 

 

二、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 

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於 88 年 2月第 1次修正前，原條文僅以「有妨礙

公平競爭之虞」作為構成要件，惟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各款規範本質，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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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之合併立法，故 88 年 2月公平交易法修正

時，增列構成要件為「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 

對於現行法「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構成要件，本會第

481次委員會議決議，主要內容如次：第 71次委員會議有關「有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之適用考量，原係依照歐美先進國家執行公平交易法的經驗，

並不以各個行為的實施會對市場競爭產生實質的限制為必要，而只要該行

為實施後「有妨礙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或達到「抽象危險性」的程度即可，

換言之，只要該交易行為對公平的自由競爭構成一定程度的妨礙即可成

立。亦即事業之競爭行為是否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的構成要件，應就事業採取之「競爭手段」本身是否具有「不公平性」

或其「競爭結果」是否「減損市場之自由競爭機能」（分別或綜合）加以

判斷。其競爭手段本身顯已失公平性者，即具可非難性，構成「妨礙公平

競爭之虞」的適用要件，相當於所謂「當然違法」。其競爭手段之「不公

平」未達當然違法時，應進一步從其競爭結果是否增加或減損市場之自由

競爭機能併同認定之，減損之者，必須再從「合理原則」審酌有無構成「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本會過去見解即已將「妨礙公平競爭」之涵義與「限

制競爭」之概念等同視之，故修法後所增列「限制競爭」要件，與以往執

法標準並無不同。 

 

三、重要案例處理情形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正國際航空站無正當理由為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本會接獲檢舉略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正國際航空站(下

稱：中正國際航空站)於 93年 10 月 29 日辦理「中正國際航空站第一、

二航廈設置商業廣告」財物出租招標案，將中正國際航空站之商業廣告

空間及設施出租，並允許得標廠商於招標標的物之位置上為營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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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正國際航空站之財物出租公告，該招標案之投標廠商須具備實收

資本額新臺幣 1億元以上之資格，該項資格限制排除實收資本額未達新

臺幣 1億元之廠商參與投標。中正國際航空站前曾於 93年 3月 12 日至

25 日間辦理「中正國際航空站第二航廈設置農工商業食品展示區暨商業

廣告」招標案，該次招標案所規定之廠商資格僅需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5,000萬元以上之廣告服務業，嗣又以得標廠商於其他招標案中有提前

解約情事為由宣布廢標，而將第二航廈商業廣告設置空間與租約到期之

第一航廈商業廣告設置空間合併招標，並將投標廠商資格提高為實收資

本額新臺幣 1億元以上，亦即於前次第二航廈招標案原享有參標資格之

廠商，在後來「第一、二航廈設置商業廣告」財物出租招標案中卻無法

參與投標，僅剩柏泓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柏泓公司)、台灣摩菲爾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摩菲爾公司)、奧多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下

稱：奧多公司)及合和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和公司)得以參與投

標，其中奧多公司在「中正國際航空站第二航廈設置農工商業食品展示

區暨商業廣告」曾得標後又遭廢標，其餘業者中，台灣摩菲爾公司、合

和公司均為柏泓公司之關係企業，形同變相指定廠商之綁標，構成「無

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2 款規定。 

經本會調查，中正國際航空站就「第一、二航廈設置商業廣告」財

物出租招標行為，其目的在於辦理該航空站之商業廣告設置空間的出

租，係屬提供商業廣告設置空間之服務，並向得標廠商收取權利金之私

經濟行為，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且系爭招標案件經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解釋非屬政府採購法所稱工程、財物、勞務之採購，而無政

府採購法之適用。中正國際航空站雖辯稱，系爭招標案件係參考政府採

購法第 36 條及「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等相關規

定，要求投標廠商須具備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1億元以上的資格。惟本會

調查發現，中正國際航空站僅選擇性參考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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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就前開法規中為避免因訂定投標廠商資格條件而造成限制競爭之

其他防範措施，例如政府採購法第 37條：「…但廠商之財力資格，得以

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連帶保證保險單代之。」

等規定，卻略而不採。參照政府採購法前開規定之精神，投標廠商之財

力資格既得以履約保證方式取代，中正國際航空站於本會調查時亦自承

「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連帶保證保險單」可以

取代「投標廠商資本額限制」，且否認對投標廠商設定雙重限制，惟前

開說法並未載明於招標須知內容中。則中正國際航空站在履約保證金以

外，於系爭招標案件之投標須知中，針對投標廠商資格訂定新臺幣 1億

元以上的實收資本額限制，即無必要。另中正國際航空站辦理系爭招標

案件時，實際從事戶外商業廣告且實收資本額達 1億元以上之廣告商業

同業公會的會員業者中，合和公司、台灣摩菲爾公司均係得標廠商柏泓

公司之聯屬公司，對外統稱「合和交通媒體集團」。由於系爭招標案件

之實收資本額限制，使原本有意願投標，但實收資本額不符系爭招標案

件之資本額限制的廠商裹足不前，導致實際得以參與系爭招標案件之比

價程序者僅有柏泓公司及銀河互動網路公司 2家廠商，要難認定可以形

成有效競爭，足見中正國際航空站所訂定之投標廠商資本額限制，具有

限制競爭之效果。 

經審酌中正國際航空站係提供國際航線班機之起降、地勤、旅客入

出境及貨運轉運等服務，每年提供約 18 萬架次之班機起降，旅客運量

約達 2,000萬人次，於第一、二航廈設置商業廣告空間之出租方面，具

有顯著市場力量之事業，其前開行為涉及無正當理由為限制投標廠商資

格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2 款之規定，爰依同法

第 41條前段規定，命其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處新臺幣 9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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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

價格之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內政部函轉台中縣政府請釋有關台中縣餐盒公會為防止會

員削價競爭收取抵押金是否違法，請該會提供意見案，本會除提供意見

外，並依職權主動立案針對台中縣學校餐盒市場進行調查。 

案經調查，台中縣部分學校之餐盒價格在 90年中旬曾由 40元降至

35 元，業者認為將會減少利潤，台中縣餐盒公會為了防止會員削價競

爭，除曾經會員大會決議，應將價格維持在 40 元外，並決議向每家會

員業者收取 20萬元支票抵押金，有違反規定之業者即予兌領作為處罰；

本會並進一步調查發現，94年 8 月間該公會二會員業者即因參與大雅鄉

大明國小較低價之 35 元餐盒標案（將餐盒與水果分開，僅標購餐盒部

分），該公會理事長在開標前多次打電話阻止渠等參標，事後渠等即遭

受公會兌領支票沒收抵押金，其中一家會員業者更遭公會決議處以永久

停權，可見台中縣餐盒公會對於違反公會禁止削價競爭規定之業者，確

有實施前述沒收抵押金之處罰。又台中縣餐盒公會決議提高及維持 40

元餐盒價格，並要求會員繳交 20 萬元支票抵押金之行為，足使會員爲

能取得學校餐盒參標資格，並憚於抵押金遭沒收，未敢不遵循公會決

議，核屬以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有限

制或妨礙台中縣學校餐盒市場之公平競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

第 4 款之規定， 

經考量該公會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

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依同法第 41 條

前段規定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處新臺幣 64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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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購買暢銷菸品，違反公平

交易法案 

緣媒體報導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菸酒公司）於 94年 3

月間內實施客戶需購買五種新菸品始可優先獎勵購買暢銷長壽菸之措

施，本會爰主動進行調查。 

案經調查，臺灣菸酒公司為了因應市場預期菸品價格將隨健康捐調

漲所生之搶購及供需失衡狀況，而於 94年 2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採取

總量管制措施，又於同年 3 月 18 日開始採行菸品獎購措施，即客戶需

購買特定新菸品，始可優先獎購一定數量之暢銷長壽尊爵系列舊菸品。

又臺灣菸酒公司為因應市場供需失衡狀況所暫採之一時性總量管制措

施，雖尚難謂為不當，惟該公司卻進一步利用舊產品之暢銷優勢，以購

買新菸品作為交易相對人優先獎購舊菸品之條件，藉搭售行為促銷新上

市之菸品，其搭售行為並不具正當理由，且有妨礙菸品市場公平競爭之

虞。另臺灣菸酒公司之「長壽」菸品系列長期以來具有相當之品牌知名

度及競爭優勢，於菸品市場上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因此該公司於長壽

尊爵系列菸品實施總量管制之情形下，復進一步為搭售行為，將使交易

相對人為了優先獎購暢銷之舊菸品，致不得不購買新菸品，而非以新菸

品之品質、價格等條件優劣與否作為交易決定考量因素，有礙於市場競

爭。 

經審酌臺灣菸酒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後，爰

命其停止違法行為，並處 301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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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中正國際

航空站 

無正當理由於「第一、二行下設置商

業廣告」財物出租招標案為限制投標

廠商資格之差別待遇行為，而有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900,000 元 

2 臺中縣餐盒食品

商業同業公會 
為防止會員削價競爭，以收取抵押金

方式，限制所屬會員價格競爭，為以

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行

不為價格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或妨

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40,000 元 

3 康和綜合證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康和期貨股

份有限公司 

舉辦「哇！送豪宅」贈品贈獎活動，

其最大獎項 1,000 萬元豪宅購屋基金

獎額過當，為以利誘之方法，使競爭

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

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400,000 元 

康和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240,000 元 

4 臺灣菸酒股份
有限公司 

利用市場預期調漲菸品健康福利捐

致供需失調之際，不正當限制交易相

對人購買暢銷菸品，而有限制國內菸

品市場競爭之虞。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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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仿冒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 
 

一、前言 

仿冒行為不但嚴重侵害他事業的權益，也影響市場競爭之公平性，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

行為： 

(一)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

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

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

之商品者。 

(二)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

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

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三)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

標，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 

前項規定於下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同類

商品慣用之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表徵之商

品者。 

(二)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交易上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或其他表徵者。 

(三)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

商品者。 

(四)對於前項第 1款或第 2款所列之表徵，在未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前，善意為相同或類似使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

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

表徵之商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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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 3款或第 4款之行為，致其營業、商品、設施

或活動有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表徵。但對僅為運

送商品者，不適用之。 

 

二、仿冒案件之處理 

本會對於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仿冒案件，除依檢舉調查處理外，並

加強與相關機關之溝通、協調與合作，採行措施包括： 

(一)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 

(二)與經濟部就仿冒案件進行權責劃分協商。 

(三)參與經濟部召集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協調會報」，配合各相關機關全力

執行，並定期共同檢討執行成效。 

(四)與司法、檢、警單位就公平交易法之執行，進行溝通協調。 

(五)加強宣導公平交易法有關仿冒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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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

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

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

送、輸出或輸入。 

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

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

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 

由上述規範的內容可以得知，公平交易法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

告、標示之規範，具有下列幾項特色： 

(一)規範內容詳細周延。 

(二)兼顧競爭者及消費者的利益。 

(三)適用範圍擴及服務業。 

(四)廣告代理業及廣告媒體業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廣告代理業及媒體業確切的適用範圍，由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時，廣告媒體業僅負民事連帶責任，而無刑事及行政責任，

而民事連帶責任乃普通法院審理之權責，故廣告代理業及媒體業之適用範

圍仍由法院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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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實廣告之調查處理 

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

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無

知與受騙之危險，且事業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以不當手段誘

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

之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產生「不正競爭」效果。為有

效規範事業廣告行為，本會除積極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分工合作外，並訂

定多項案件處理原則，另藉由宣導方式使消費者及業者瞭解公平交易法的

規範。重要措施包括： 

(一)積極調查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行為 

1.有效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 

積極依職權及檢舉查處事業不實廣告行為，並公開宣示本會對於

不實廣告案件之執法立場將加強查處並加重處罰，凡經本會處分在案

之違法事業如續從事不實廣告行為，或 94年 2 月以後所為之廣告若有

違法情事，本會將從重處罰，絕不寬貸。總計自 95年 1 月迄 95年 12

月底止，本會處分之不實廣告案件有 98件，被處分人包括聚合發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忠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達康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品爵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捷元股份

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台灣佳

事通電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 114 家事業，罰鍰金額合計達 6,443 萬

元。 

2.主動、積極查處「代辦貸款」與「代辦債務協商」不實廣告 

鑒於「代辦貸款」與「代辦債務協商」之相關廣告行為日益增加，

恐其危害金融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本會為杜絕「代辦貸款」與「代

辦債務協商」等引人錯誤廣告有被繼續傳播之可能，業通函電子及平

面媒體等廣告代理業及廣告媒體業者，促請其克盡真實製作與真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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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之社會責任，以免因觸法而須負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另主動邀

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與銀行公會，召開「協

商『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及相關金融違規廣告案件查處之合作機

制會議」，建立「『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及金融違規廣告查處機制」，

並參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召開之「研商理財顧問公司或銀行

債務諮詢顧問公司以不實廣告詐騙民眾及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因應措施

會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召開之「研商卡債衍生不實廣告問題之

處理會議」，藉由機關間合作，有效遏阻「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及

金融違規廣告對金融交易秩序之影響。自 95年 1 月迄 95年 12 月底，

總計處分 18件代辦貸款廣告不實案及 8件代辦債務協商不實廣告案，

罰鍰合計達 879萬元，單一個案最高罰鍰 200萬元。 

(二)實施「電視媒體及網路違規廣告監控計畫」 

鑒於有線電視及網路違法廣告猖獗，本會於 95年實施「電視媒體

及網路違規廣告監控計畫」，就電視媒體及網路之廣告進行監控並主動

查報，並透過與衛生署、新聞局等機關之協調合作機制，共同查處違

法之不實廣告，更針對瘦身美容、代辦貸款及債務協商、婚姻媒合、

不動產、汽車、電器等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加強監測查報，

其中如有涉及其他廣告主管機關職掌者，均移請相關機關查處。 

(三)研訂相關案件處理原則 

因應事業行銷手法之瞬息萬變及社會經濟情勢變遷，並考量銀行

業、不動產業、瘦身美容業之廣告或其行銷手法詭譎多變，且其對競

爭與公益之危害層面及不法利益較大，本會已參照立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審查 9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第 5組第 1次會議決議，於 95年

研訂完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並分別於 95年 8 月 9

日、10 月 12 日、11 月 24 日發布，除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及登載於本會



4-53 

全球資訊網（www.ftc.gov.tw）供各界參考外，另分別於 95年 9 月 5

日、10 月 30 日、12 月 6 日、12 月 12 日針對不動產業、瘦身美容業及

銀行業相關公會及業者辦理宣導說明會加強宣導，俾利業者瞭解及遵

循。 

(四)實施不實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1.辦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3C商品量販業者不實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為期事前防範爭議，主動消弭違法風險，本會於 95年擇定競爭劇

烈、有經常違法之虞之 3C商品量販業者，實施不實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如期完成案例違法類型之說明手冊，並依時程於 95 年 5 月 12 日召開

產官座談會，會中 3C量販事業之中高階法務及行銷主管除充分了解本

會執法立場外，並與本會達成將加強銷售廣告之監督管理，及建立自

律守法機制等共識。嗣於 95 年 6 月 28 日辦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 3C商品量販業者不實廣告規範宣導說明會」，使業者充分認識 3C

商品廣告之相關法規規範及本會執法立場，期使事業知法守法。此外，

更持續與業者保持聯繫合作，適時應業者要求提供宣導資料，並派員

協助業者進行內部教育訓練，強化業者建立自律守法之機制，另派員

赴各縣市政府、相關公會及大專院校進行宣導，期增進相關人士對不

實廣告相關規範之認知，達到維護交易秩序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目

標，自 95年 1 月迄 95年 12 月底止，總計派員擔任二十餘場宣導說明

會之講師。 

2.辦理電器商品廣告調查專案 

3C 商品量販事業主要從事各品牌電器、3C商品之販售，本身並無

檢定商品功能及規格之專業能力，鑒於電器商品販售事業依據上游供

貨商或製造商所提供之商品型錄等書面資料為商品規格之廣告表示，

已為行業之普遍習慣，為避免電器商品販售業者片面引述供貨商或製

造商所提供之商品型錄等書面資料做為商品廣告之內容，而疏於查證

廣告表示之真實性，致有廣告不實之情事，對交易秩序有不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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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虞，爰於 95年訂定、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電器商品廣告之處理原則」，明列電器商品販售業者廣告真實表

示與注意之義務及可能違法之行為態樣，且明訂事業自行改正之 3 個

月緩衝期，以合情適時之管理方式督導業者改正普遍之惡習，另於前

揭處理原則 3 個月適用緩衝期屆滿後，旋即追蹤辦理電器商品廣告調

查專案，受調查對象包括 3C 商品百貨零售及量販等 48 家事業，以落

實重點督導事前預防與事後稽查之目的，有效規範電器商品廣告。 

(五)加強宣導公平交易法有關不實廣告之規範 

為增進事業及社會大眾對公平交易法之認識，95 年除賡續提供出

版品及文宣資料供各界參考外，並委託廣播電台製播宣導廣告，就瘦

身美容、代辦貸款及債務協商不實廣告等主題進行宣導，更派員赴各

縣市政府、大專院校、公會及企業等進行宣導，使業者知法守法，並

避免消費者受害。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聚合發建設股份公司於廣告、海報內均載明預定作為車庫之部

分建物，為非發有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物，並經臺中市政府工務局查報為應

拆除之違章建築在案。又依雙方所簽訂之買賣合約書第 19 條第 1 項固載

有：「房屋部分建築面積不在買賣範圍及買賣總價款內，為使其使用上之

完整，甲、乙(甲方：檢舉人-即買方，乙方：聚合發公司-即賣方，下同)

雙方同意於取得執照後由乙方代為完成二次工程，無償贈與甲方。......」

等內容，惟聚合發公司於系爭房屋預售初始，明知預定供車庫使用之部分

建物非為合法建物，卻未向檢舉人明白具體告知，且於交付檢舉人之廣告

文宣內容以傢俱參考平面圖，繪製完整車庫，並以 3D 連棟夜景示意圖，

誤導檢舉人該預定作車庫使用部分，亦屬合法建物完整結構，聚合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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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已涉有廣告不實。 

案經調查，「帝景莊園」建案廣告 3D連棟夜景示意圖「KING BORDER 中

庭篇」繪有每棟房屋一樓為平面停車位，並有 1至 2輛車輛停放其中。另

對照全區平面圖，其 A9戶左側至 A1戶左側、A1戶下側至 D1戶下側、D1

右側至 D7戶右側，皆於車庫位置標有虛線及實線，另以「D7戶傢俱參考

平面圖」為例，其內容載有「另一種新的 RV 駐車新享受生活，雙車位的

停駐，不怕風雨也不擔心小偷覬覦……，除了可滿足男主人想親手洗車打

臘寶貝愛車的男人心，也讓別墅進入新的 RV 休閒新時代。後院有一方綠

意空間。」等內容，下方並繪有可併排之雙車庫(車庫間繪有橫線虛線一

條)及牆柱。又該建物騎樓變更為車庫，業經臺中市政府認為違章建築，

另對照臺中市政府工務局對該建案所核發施工平面圖、竣工平面圖觀之，

「帝景莊園」建案申請及核准之基地建築線內係為騎樓地及騎樓，一樓平

面係為停車空間，惟對照上開廣告卻將一樓平面繪製成臥房及衛浴設備；

庭院及雙併車庫，足證該建案廣告內容所載及繪製之車庫核屬違章建築。 

另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辯稱系爭車庫係以虛線表示，並且於買賣

合約載明為二次施工及事前告知檢舉人云云，惟上開廣告於車庫間繪有虛

線一條，因涉有騎樓作違法車庫之情事，一般消費大眾難以知悉系爭廣告

所載之配置圖違反建築法規，縱其二次施工後，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可交付與廣告內容相符之標的物，仍有遭查報拆除之風險。是其表示及表

徵之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已逾越一般消費大眾所

能接受之程度。此外，縱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業將前開事項另以契約

及口頭告知消費者，惟依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廣告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

表徵當與事實相符，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前往交易致權益受

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會，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對廣

告內容不因其在廣告或契約另為補充、補正說明而得主張免責。 

  經審酌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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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類

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公平交易

法第 41條前段規定，處新臺幣 300萬元罰鍰。 

 

◎東森得易購、東森購物百貨及張淳淳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行政院衛生署移來寶福有線電視系統第 59 台東森購物 3 台宣

播「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商品廣告涉有違規乙案，據衛生署函稱案內產

品非屬藥事法所稱之醫療器材，其內容宣稱「可幫助促進脂肪燃燒......

利用迴力反彈震動蝴蝶袖打散多餘脂肪......燃脂活血磁波球設計」等非

屬醫療效能，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無依據之詞句，已涉誇大不實。嗣

行政院衛生署又移來寶福有線電視系統第 35 台東森熱銷台宣播「淳淳魔

鬼曲線美體組」商品廣告涉有違規乙案，其內容宣稱「可幫助促進脂肪燃

燒......最佳懶人塑身......改善體脂肪肥厚的好幫手」等，疑涉誇大不

實。 

案經調查，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東森購物 3台、東森購物百

貨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東森熱銷台宣播「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商品廣告，

前開商品係由張淳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授權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

公司及東森購物百貨公司製作成廣告於所屬購物台刊播，渠等並依簽訂之

「商品寄售契約書」共同製播廣告，且就銷售數量做利潤分配。是以東森

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與張淳淳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於「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銷售有合作關係，足認前開事業均為本案

之行為主體。又「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廣告內容於東森購物 3台宣稱「可

幫助促進脂肪燃燒……利用迴力反彈震動蝴蝶袖打散多餘脂肪……燃脂

活血磁波球設計」等，嗣於東森熱銷台宣稱「可幫助促進脂肪燃燒……最

佳懶人塑身……改善體脂肪肥厚的好幫手」等，依行政院衛生署所制定之

「瘦身美容業廣告規範」第 1項「不得使用之文詞」第 1點明定「拔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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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脂、溶脂、促進脂肪分解、提高脂肪代謝、軟化脂肪、促使脂肪細胞分

解等屬誇大、易引人錯誤」。復據供貨商張淳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到會說

明，「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廣告內容並無醫學學理、臨床試驗或科學依

據以資佐證。嗣經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及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引據文章報導，說明「淳淳魔鬼曲線美體組」商品為運動器材，可輔助使

用者運動，藉由運動消耗能量，達到促進分解脂肪之功能云云，然系爭廣

告詞句經本會函請專業團體提供專業意見之結果，認定其所宣稱之效果有

高估、誇大及可非議之處，是系爭廣告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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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事業停止違法行為，並衡酌各事業違法動機、危害程度、違法情節、

營業規模及違法後態度等情形，分別裁處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89萬元罰鍰及張淳淳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8萬元罰鍰。 

 

◎忠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刊登債務協商或代辦貸款廣告不實違反

公平交易法案 

ㄧ、有關債務協商廣告部分 

(ㄧ)有關忠訓公司廣告中表示「償債後，協助客戶恢復聯徵之掛帳信

用」；佳卡爾中心廣告稱「幫助您重新建立債信，恢復信用」。經

查聯徵中心所載個人信用紀錄，攸關個人與金融機構往來之條

件，並作為是否核貸（卡）、貸款額度及貸款利率高低之重要參

考依據，聯徵中心就個別當事人之信用瑕疵資料揭露，依情節輕

重分別訂有一定之揭示期限，聯徵信用紀錄對於強制停卡者，於

債務清償後至少仍需掛記 6個月，而逾期放款繳清者，需於清償

後就其信用紀錄揭露 3年；當事人之聯徵信用紀錄殊無可能因協

助而於債務清償後即可註銷。前開廣告用語將致一般人誤認償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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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由忠訓公司或佳卡爾中心提供之協助，可恢復個人於聯徵

中心之信用之誤認，並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故該廣告表示核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有關忠訓公司廣告中表示「協助客戶降低約 30%至 50%之負債總

額」，佳卡爾中心廣告刊載「協助您降低約 30﹪─50%之負債總

額」、「佳卡爾為您協商債務金額減免 30﹪─70﹪」。經查在實務

上「降低約 30%至 50%（或 70%）之負債總額」或有個案，惟應屬

特例，而非屬通例。按債務協商之目的主要係要減輕債務人之債

務負擔，減債金額之多寡影響債務人是否委請事業提供債務協商

服務甚鉅，前開廣告所載足致債務人誤認凡經由忠訓公司或佳卡

爾中心之債務協商服務，均可獲減少 30%至 50%（或 70%）負債總

額之減債效果，並為錯誤交易決定，故依現有事證，該等廣告表

示已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又佳卡爾中心廣告另載「還

款方式 無時間限制」、「還款本金 平均減少 30﹪－70﹪」及「還

款利息 一律免費」於銀行實務顯非可能，縱有個案，亦僅屬少

數特例，而佳卡爾中心亦無具體事證證明該表示核為真實，故該

等廣告表示亦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另忠訓公司與佳卡爾中心於廣告中列表比較渠等與銀行公會之

債務協商機制。經查債務人循「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可於同次債

務協商中與數債權銀行達成相同之還款條件，而免除個別洽商還

款之困擾，亦不需支付任何費用；而忠訓公司及佳卡爾中心僅能

受委任以債務人名義，辦理與個別債權銀行分別進行債務協商，

二者無論協商機制內容設計、協商過程、協商對象及協商結果約

束之債權銀行家數均顯有不同，債務人為債務協商所需額外耗費

之金錢與時間等協商成本亦顯不相稱。又忠訓公司提供之債務協

商服務，依個別協商之筆數收取會員會，另於協商完成後依協商

成功之債務種類收取服務費，而「銀行公會協商機制」所提供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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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協商並無收取費用。忠訓公司於廣告中隱匿渠收費而銀行公會

協商機制免收費之重要交易資訊，藉以增加潛在交易相對人對忠

訓公司交易之選擇。另「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受理之債務，除 94

年 12 月 15 日前已消費、借款所產生之無擔保消費金融債務，包

含現金卡、信用卡、信用貸款外，亦包括擔保貸款經執行擔保物

權後仍不足清償之債務，故「房貸、車貸」之擔保貸款經執行擔

保物權後仍不足清償之債務仍為「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受理債務

協商之範圍。據此，忠訓公司於「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列含（房、

車貸），然「銀行公會協商機制」欄並未將之列為受理協商債務

之範圍，將使債務人產生被檢舉人「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債務

協商之範圍較「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廣之誤認。至比較表所列「欠

款」及「每年償還金額」之比較項目，查「銀行公會協商機制」

受理債務協商之條件雖為「無擔保債務總額達新台幣 30 萬元以

上」、「無擔保債權銀行家數達 2 家以上」、及「債務人平均每年

償還金額應在債務總額之 15%以上」，但其協商條件中亦明定「債

務人具學生身分者，其債務總額不限」及「債務人因特殊因素，

如失能、重大疾病、中低收入戶或特別境遇家庭，依實際狀況可

提供最低至 0%之貸款利率，期數最長 10 年。」然忠訓公司片面

截取「銀行債務協商機制」受理債務協商個案之部分條件規定，

而未將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就學生不受協商條件債務總額之限制

及特殊因素債務人可獲最低利率 0%，期數最長 10 年還款方案併

予揭露，將使具學生身分或特殊因素之債務人產生錯誤認知與交

易決定，進而增加與忠訓公司交易之機會。 

  另佳卡爾中心與銀行公會之比較表列銀行公會協商機制「對

象 須符合還款標準之卡債、信貸、欠債族（標準嚴苛）」、「還款

方式 年還本金至少 15﹪，最長 80 期攤還」、「還款利息 3.88﹪

－12.88﹪」及「償債計劃 無」，然查該比較表並未將「銀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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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協商機制」之「受理案件之範圍及條件」、「截至 94年 12 月 15

日止，繳款延滯超過 30 天，且其無擔保債務總額與月收入之比

率達 25倍以上者，即適用 80期、0 利率之一致性還款方案」、「債

務人因特殊因素，如失能、重大疾病、中低收入戶或特別境遇家

庭，依實際狀況可提供最低至 0%之貸款利率，期數最長 10年(120

期)」等併予揭示，且「銀行公會協商機制」亦訂有債務人須提

出償還方案，供最大債權銀行為准駁之參考依據。 

  按集體協商機制係金管會督導銀行公會實施，具有公信之意

義，忠訓公司與佳卡爾中心於比較表中表列二不同層次之協商方

案，內容以偏概全，未盡客觀公允及真實，以遂自身債務協商服

務之行銷，消費者實難藉由該比較表獲知「銀行公會協商機制」

之全貌及實際運作內涵，致易使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則不無藉

銀行公會所推行「協商機制」公信力之名爭取己身交易機會，其

所為已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四)本會決議忠訓公司及佳卡爾中心於廣告稱「償債後，協助客戶恢

復聯徵之掛帳信用」、「幫助您重新建立債信，恢復信用」、「協助

您降低約 30﹪─50%（70%）之負債總額」（「還款方式 無時間限

制」、「還款本金 平均減少 30﹪－70﹪」及「還款利息 一律免費」）

等語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違反公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

準用第 1項規定。另忠訓公司及佳卡爾中心列表比較渠等與銀行

公會之協商機制，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二、代辦貸款廣告部分 

(一)台灣友達公司於網頁廣告表示「代償利率 0﹪起」，按銀行貸款實

務，或有宣稱「零利率」者，然惟均設有優惠時間之限制，且或

隨各期貸款金額之餘額或於貸款時即一次收取開辦費或手續費

等不一而足之名目費用。銀行倘宣稱 0 利率，以手續費名目計



4-61 

收利息，與標示之 0 利率不符，即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經查此等表示已有處分個案，台灣友達公司未揭露優惠利率

期間之重要限制條件，構成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台灣聯合公司於報紙廣告上表示「個人信用貸款專案 0%起」，然

未揭露優惠利率期間之重要限制條件。另廣告載「1.65%起」，惟

查優惠利率均附有之 3個月至 1年不等之期間限制，但台灣聯合

公司未明予揭示該等重要交易條件。又臺灣聯合公司廣告稱「月

薪 2 萬可貸 250 萬」，就其貸款績效之表示與實際情況不符，其

差距已踰越一般理性消費者所能接受之程度。另系爭廣告並載

「榮獲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採訪報導，為最值得信賴的

貸款理財公司」，經查各該媒體均未曾有採訪報導台灣聯合公司

之事實、又廣告載「與蘋果日報、城市廣播、中台灣聯播、港都

電台、蘋果電台、長期合作之優良廠商」，經查亦僅與台灣聯合

公司有廣告委登或委播之關係，而與代辦貸款服務無關，且台灣

聯合公司亦無法提供廣告所載 2則整合負債貸款成功實例之實際

獲核貸之事證足證該表示為真實。是台灣聯合公司系爭廣告之各

項表示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 

(三)宏昇公司於網頁及報紙廣告上表示「整合負債 1.68%起」，惟查該

優惠均附有 3個月至 1年不等之期間限制，然宏昇公司未明予揭

示該等重要交易條件。另網頁宣稱「全省 32家銀行配合，167 種

貸款選擇」，按金管會於 94 年 3 月 23 日即責成銀行受理貸辦貸

款之申請案件時，不應受理未簽約之委外對象之代辦案件，查系

爭網路宣稱內容，予人印象係宏昇公司與 32 家銀行有長期穩定

之合作委外關係，惟宏昇公司迄未能提供與任一銀行之委外代辦

案件合約，宏昇公司顯非金融機構可受理代辦貸款案件之業者，

遑論與金融機構就代辦貸款業務之配合情事，案關廣告核屬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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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決議台灣友達公司、台灣聯合公司、及宏昇公司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第 1項規定。 

經審酌該銀行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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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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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等情狀，除命上開 5家

事業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外，並分別處忠訓公司新臺幣 185萬元、佳卡

爾中心新臺幣 12萬元、台灣友達公司新臺幣 21萬元、台灣聯合公司新

臺幣 50萬元及宏昇公司新臺幣 50萬元之罰鍰，總罰鍰金額合計新臺幣

318萬元。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檢舉人來函檢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其行動電話申請

書及電信資費帳單內頁中，以不實比較廣告之方式，散發 3G「超低功率，

比 PHS 還健康」及「發射功率極低：遠比 PHS、GSM 低甚多，是維護健

康最佳選擇！」等虛偽不實及足以引人錯誤之廣告文宣，侵害檢舉人之

利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虞。 

案經調查，行動電話各系統（PHS、GSM、3G）間之競爭，除以較有

利之價格及通話品質爭取交易相對人之外，其行動電話系統終端設備發

射功率之強弱，因涉及消費者健康之疑慮，向為消費者關注之重點，亦

屬行動電話系統競爭之重點，按 3G 系統與 PHS 系統終端設備發射功率

之高低，須視終端設備所處地點離行動電話系統業者建置之基地台遠

近、基地台之覆蓋率及通話品質而有所差異，此與業者系統建置之情況

密切相關，尚無絕對之標準。詎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東區及南區營

業處卻於向客戶隨機散發之行動電話申請書及電信資帳單內頁中，宣稱

3G「超低功率，比 PHS 還健康」及「發射功率極低：遠比 PHS、GSM 低

甚多，是維護健康最佳選擇！」等廣告內容。核其內容，業足使消費者

誤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G 系統終端設備之發射功率於任何時點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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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PHS系統為低，且為消費者較健康之選擇，是其廣告內容屬就提供服

務之品質、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經審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

期間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除命其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

為外，並處新臺幣 272萬元罰鍰。 

 

◎台灣佳事通電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檢舉人來函檢舉，渠 94年 1 月間繳付新臺幣 63萬元，成為

台灣佳事通電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佳事通公司)電子商務網站系

統之區域代理商，惟事後發現佳事通公司未著力於商品之開發，僅全力

於招募加盟商；佳事通公司招商當時網站資料上宣稱擁有「數千項商品

經銷代理權」，然網站後台商品僅有一百七十餘種；況渠因佳事通公司

之「區域代理」制度而加入，該公司「特約商店法人說明會」資料，確

載有「區域代理」乙項制度，但嗣後卻以「經過評估後不適合做」為由，

未見實施云云。 

案經調查，佳事通公司為廣招不特定人加盟其電子商務網站系統，

自 93年、94年間於其網站上宣稱：「匯集全國數十餘家知名大廠，數千

項商品經銷代理權」、「為聯強、建達、歌林等大廠媒合產品經銷權」、「與

聯強國際、建達國際、歌林家電、淇譽電子等大廠簽下各大知名品牌的

產品經銷權」，前揭內容，即意指佳事通公司與聯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聯強公司）、建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達國際公司）、歌林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歌林公司）、淇譽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淇

譽電子公司）等數十家知名廠商具有經銷代理關係，並取得數千項商品

經銷代理權，然查佳事通公司與群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群環科技

公司）等 113家事業簽訂之合約書，除部分為付款承諾書等，非關取得

商品經銷權之契約書外，未見該公司與聯強公司簽有商品經銷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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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系爭網站內容登載時，其與建達國際公司、歌林公司、淇譽電子公司

之商品經銷合約書，均已逾有效期間；且其網站後台之商品總覽資料，

僅列舉 307筆商品可供銷售。顯見佳事通公司前稱網站之說詞，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又佳事通公司 94年印製發行之電子型錄專刊廣告單第 7、8頁中刊

載聯強國際公司等 56 家知名廠商之商標，且於圖示下標示「以上為經

銷商品之品牌商標」。經查佳事通公司大部分未取得該等 56家知名廠商

之經銷權，另其與建達國際公司等知名廠商雖簽有商品經銷合約書，然

均逾合約之有效期間。又該廣告單第 5頁、第 11頁提及「只要您來電，

我們不只幫您貨比 3 家，還要全國比價！」「區域經銷網路的獲利 特

約商店透過代辦處的代收代辦是區域經營獲利來源之一。」然依佳事通

公司網站後台之商品總覽資料，其參考價均比其他網站銷售通路之價格

昂貴，且無貨比 3家，甚至全國比價之情事。而佳事通公司以推廣、銷

售其電子商務網站系統為名目，一再稱其與數十知名廠商有代理合作關

係，加入者可取得優於其他通路之供貨價格，用以吸引不特定人繳付大

筆之加盟金，然其無意且無從履行契約內容或廣告中之說詞，是關於區

域代理制度，僅推稱「經過評估後不適合做」，無法提出其實際運作等

事證資料。是可證佳事通公司前揭電子型錄專刊廣告單之說詞，亦屬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經審酌佳事通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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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類型曾否

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處新臺幣 342

萬元之罰鍰，並命該公司停止前揭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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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台灣樂金

電器股份

有限公司 

於報紙刊登高階變頻空調之廣告，宣稱「電

費更省 60%」，與實際使用狀況不符，就其

冷氣商品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0,000 元 

2 杜庶尊 於網路刊登「芳香瘦身手環(藍)」等商品廣

告，就其銷售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0,000 元 

3 葛洛莉美
容坊 

於 93年 7 月 1 日在雜誌刊登「SPA」廣告，

宣稱「排毒」、「加強淋巴代謝引流」等就其

所提供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 元 

 

4 上田健康

商品有限

公司 

於網路廣告上，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70,000 元 

 

5 金瑞星保

健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胡勤

恆 

於網站刊登「e 妙龍舒活床 KS-500 型脊椎

運動機」商品廣告宣稱「美容塑身......

讓肌膚光澤粉嫩更有彈性，另外更可加速分

解脂肪，輕輕鬆鬆達成曲線窈窕目的」等，

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無依據之詞句，就

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金瑞星保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 元 

胡勤恆 

/50,000 元 

6 登峰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於文宣廣告上稱「全國最大電腦賣場」、「榮

獲 ISO9001 國際品質認證」，就商品之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40,000 元 

7 嬡麗美奈
米科技有

限公司 

於其「回春三寶，回春術」廣告傳單中，宣

稱可豐胸、排毒、塑身及塑腿等，對於銷售

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00,000 元 

 

8 林惠英君 於網路刊登「儷人行－短塑褲」等商品廣

告，宣稱具有「抗菌抑菌」、「加速皮下脂肪

的燃燒、軟化、分解」、「促進新陳代謝」、「延

緩黑色素的生成」等功效，就其商品之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80,000 元 

 

9 祺家有限

公司 
於網站上刊登「腳底按摩增高機」之商品廣

告，其品名「增高」及其廣告內容宣稱「有

增高的功能」，就該商品之內容、用途為虛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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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安泰商業

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就「0 利償方案」於廣告上宣稱「0 利率」，

並於「申辦餘額代償預先作業」授權同意

書、信用卡申請書上表示「優惠利率－第 1

個月至 24 個月 0%」，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400,000 元 

11 生利達國

際企業有

限公司 

於有線電視系統宣播「睡眠減肥儀」商品廣

告，宣稱「將你在睡眠的時間變承消耗體內

卡路里燃燒脂肪的最佳時機，利用你在睡覺

的時候分解你多餘的卡路里以及內臟多餘

的脂肪」等內容，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

無依據，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0,000 元 

12 聚合發建

設股份有

限公司 

於「帝景莊園」預售屋廣告上就商品之內容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13 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 月 5 日至 1 月 13日於相關報紙及雜誌刊

登「雙倍得利，限時加碼！1 月 5 日(即日

起)至 2 月底，把您的錢搬到台北富邦銀行

辦台幣定存 2個月(兩百萬以上)，馬上將您

的牌告利率變 2倍(2.3%)」廣告，就其服務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30,000 元 

14 中國國際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於「原子小金剛信用卡」申請書及 94 年 7

月期「聰明生活雙月誌」卡友月訊廣告中就

卡友優惠未揭露其使用限制，為引人錯誤之

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50,000 元 

 

15 泰拉事業

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登「一代雙嬌(五行能量健康)枕」

商品廣告，宣稱「五行能量能促進血液循

環、活絡筋骨、疏通氣脈，有助於養生保健。

建議一個睡頭部；一個墊腳或不舒服處；或

夾於兩腿中間；或至於腹部，均會有意想不

到的感受<尤其是男士>....」，就商品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之。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16 維多生活館
有限公司 

於購物網站銷售「媚芙丹脂肪燃燒帶」商

品，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17 美商世界自 94年 9 月中旬起至 11 月中旬為止，於其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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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健身事業

有限公司 
高雄分公司營業處所持續以「現在入會只要

$2688最後 1天超值優惠方案」之廣告看板

招攬會員入會，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70,000 元 

18 大買家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於「台灣裝潢網 5週年慶除舊佈新年終慶、

環遊世界拿現金大 FUN 送」抽獎活動廣告

上，就「亞洲快樂香港機票」之贈獎價值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60,000 元 

19 東森得易

購股份有

限公司、東

森購物百

貨股份有

限公司、張

淳淳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上刊播「淳淳魔鬼曲線美體

組」之廣告內容，宣稱「脂肪燃燒」、「打散

多餘脂肪」及「塑身」等效果，於醫學學理

或臨床試驗並無依據，為就商品之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

限公司/1,000,000 元 

東森購物百貨股份

有限公司/890,000 元 

張淳淳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180,000 元 

20 東森購物
百貨股份

有 限 公

司、張淳淳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淳淳雕塑下半身 A

計劃-II」商品廣告，宣稱「防止下半身肥

胖……塑身族首選最佳懶人塑身、健胸好幫

手……整椎消腹帶-消除腹部脂肪」等，於

醫學學理及臨床試驗並無依據，就商品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890,000 

張淳淳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180,000 

21 台大小博士
有限公司 

於網頁上宣稱「全國最大網路家教網」及「台

大小博士家教中心全國最大家教網」，就其

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利

用網頁設計 metatag 功能，不當使用一零四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104」表徵，藉

以增進自己網站的到訪率，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40,000 元 

 

22 永信建設
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於「文化典藏」建物廣告，宣稱「總價 278

萬」、「送 42萬幸福裝潢」等字句，就商品之

價格、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9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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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23 台灣聯合

顧問有限

公司 

於報紙廣告上刊載「個人信用貸款專案 0%

起」、「1.65%起」、「月薪 2萬可貸 250萬」、

貸款實例、「榮獲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

時報採訪報導，為最值得信賴的貸款理財公

司」及「與蘋果日報、城市廣播、中台灣聯

播、港都電台、蘋果電台、長期合作之優良

廠商」，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500,000 元 

 

24 宏昇國際

行銷有限

公司 

於網路及報紙廣告上表示「固定利率 1.5%

起，最高額度 700萬元」、「個人小額信貸，

利率 1.48%起」、「整合負債 1.68%起，最高

可貸 800萬」及「32家銀行配合，167 種貸

款選擇」，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等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25 台灣友達

通路有限

公司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0%利活現 順利償」、「代

償利率 0%起」，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

質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10,000 元 

26 蘇國展即
鑫鑅行銷

顧問社 

於廣告上表示「協助您降低約 30%－50%之

負擔總額」、「佳卡爾為您協商債務金額減免

30%－70%」、「幫助您重新建立債信，恢復信

用」，及於案關廣告比較表之「佳卡爾」部

分，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佳卡爾」

及「銀行公會」所提供之債務協商服務，以

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度為比較對象，並隱匿

重要交易資訊，及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

務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27 忠訓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表示「償債後，

協助客戶恢復聯徵之掛帳信用」、「協助客戶

降低 30%至 50%之負債總額」，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刊載「銀行公會

協商機制與 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之比較

表」，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度為比較對

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片面截取被比較

對象之債務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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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28 美加龍隔

熱紙有限

公司 

於雜誌、商品型錄及廣播等宣稱「美國頂級

V-KOOL」或「美國頂級 V-KOOL」及「台灣

總代理」等字樣，就商品製造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29 六甲村實業

有限公司 

於「孕期機能褲」商品廣告宣稱「避免脂肪

囤積」等詞句，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無

依據，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60,000 元 

 

30 富躍製作

有 限 公

司、洋豐

股份有限

公司 

於有線電視購物頻道宣播「黨煮席海之神奇

去漬霸」商品廣告，宣稱「全球唯一無毒、

無公害、無污染、無螢光劑的清潔組」、「狂

銷 6萬組」、「狂銷 10萬組」、「熱銷狂賣 12

萬組」等字句，就商品之品質及銷售數量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富躍製作有限公司 

/390,000 元 

洋豐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元 

31 強生運動

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家福

股份有限

公司 

於「CS-100 銀鯊舒壓槌」商品廣告傳單宣

稱「能模擬推脂，擴散多餘脂肪」等詞句，

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無依據，就商品之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強生運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90,000 元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2,140,000 元 

 

32 美而婷健

美器材有

限公司 

於報紙刊登「電子睡眠增高機」廣告上宣稱

具有增高效能，對其商品之品質、內容等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40,000 元 

33 上海資融

國際有限

公司 

於廣告上表示「幫助債務人重新建立債信‧

恢復信用」，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120,000 元 

 

34 全方位綜

合百業有

限公司 

於網頁廣告登載「低利整合信貸前 1 年

1.58%起；卡債低利代償前 1年 1.58%起」，

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120,000 元 

 

35 葉淑美 於「一定好銀行貸款網」網站登載「貸款實

例」廣告內容，就其服務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36 昶昱產經

有限公司 
於網際網路刊登債務協商廣告，載有「成功

案例 鍾小姐」等內容，就服務之品質及內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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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7 富鼎產經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頁廣告宣稱「幫助債務人重新建立債

信，恢復信用：債務清償後富鼎為您註銷債

信不良紀錄」，及於比較表之「富鼎產經」

部分，就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富鼎

產經」及「銀行公會」等所提供之服務，以

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度為比較，並隱匿重要

交易資訊，且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

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38 達康網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於網頁廣告未明確標示「整合負債貸款

1.68%起」及「個人信用貸款 1.68%起」貸

款方案限「僅首年優惠」之規定，就其服務

內容等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000,000 元 

 

 

39 葉俸宜 於網頁廣告刊載「負債整合貸款......整合

您所有負債最低1.68%」、「負債整合貸款 貸

款利率 2.45%起」、「且利率最低可到 2.6%

喔」、「合作銀行」、「保證利率最低」、「保證

額度最高」及「保證速度最快」，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70,000 元 

40 實通訊配

件行 

於雜誌刊登手機護套廣告宣稱具「專利活動

卡榫」，就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41 日富通訊
器材配件 

於雜誌刊登手機護套廣告宣稱具「活動卡榫

專利」，就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42 李俊民、

謝瑋玲 

於網頁廣告刊載「目前利率是 1.88﹪起」、

學生貸款利率「1.88﹪－3.85﹪」，就其服

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李俊民/80,000 元 

謝瑋玲/80,000 元 

43 燦坤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94 年 8 月初於其公司網站及報紙刊登「特

價日期 8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Dopod818智

慧型手機市價 19,900元直降 5,000元，會

員促銷價 14,900 元」廣告，就商品促銷期

間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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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鳳凰商行 於網頁廣告宣稱其可「協助消費者恢復信

用」，為就所提供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45 輕鬆代資
產管理有

限公司 

於網路廣告上表示「個人信用貸款 貸款利

率 公教人員信貸：1.5%起 500 大企業職

員：1.5%起」、「整合負債貸款 20%輕鬆轉換

為 1.5%起」、「扣繳憑單貸款最低 1.5%起」、

「軍士官貸款年利率 1.5%起」、「學生貸款

年利率 1.5%起」、「李×勇原有房屋貸款 650 

萬元......五天內順 自銀行取得資金 900

萬元......共增加 250萬元現金」、「成功核

貸率也高達 93.8%左右」及「配合銀行超過

45 家」，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40,000 元 

 

46 易達金融

顧問有限

公司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信用卡代償 優惠利

率：0﹪起」、「25期 0利率……免開辦費……

優惠利率 0﹪」、「信用貸款 優惠利率：超

低利率 1.88﹪起」、「只要任職於國內前 500

或 1000 大企業，即可快速辦理貸款 優惠利

率：超低利率 1.99﹪起」、「負債整合 整合

名下現有銀行之負債 …優惠利率：2.65﹪

起」等，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70,000 元 

47 台達網股

份有限公

司 

於網頁廣告刊載整合負債貸款「20%輕鬆轉

換為 1.68%起」、個人信用貸款「貸款利率

（1）公教人員信貸：1.68%起（2）500 大

企業職員：1.68%起（3）一般中小企業個人

信貸：1.88%起」、學生貸款「年利率 1.68%

起」、房屋貸款「年利率 1.68%起」及成功

案例，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230,000 元 

 

 

 

 

 

 

48 宇略國際

行銷有限

公司 

從事代辦金融業務，於網頁廣告刊載整合負

債「利率 1.68%起」，就其服務內容、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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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卓金耀 於網際網路刊登代辦貸款廣告，載有「超低

利率 1.68%起」及「專家案例  陳小姐」等

內容，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50 雅仕國際

美容有限

公司 

刊登「『佳美國際美容事業機構─2005複合

能量美容』……黑色斑點自然不見了……青

春痘疤凹痕皺修護……臉型輪廓保養課

程 ……複合能量『美胸』……」等廣告宣

稱之效果，並無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之證

明，就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51 煒勝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頁廣告中就其所為代辦貸款服務之內

容及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00,000 元 

52 全信實業

社、素手

浣花企業

社 

銷售「神奇無患子」商品，於廣告上宣稱「未

經添加人工合成化學發泡劑」、「不用擔心吃

下對人體有害的化學去污劑之殘留毒素」及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紀錄表」等內容，

就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全信實業社 

/120,000 元 

素手浣花企業社 

/80,000 元 

 

53 固得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軍人、士官、聘僱人員超低利

率 1.68%起」、「扣繳憑單貸款最低 1.68%

起」、「三人團辦貸款年利率 1.99%起」，並

登載「省息比一比 債務協商機制 V.S 固得

理債專案」及貸款實際案例，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00,000 元 

 

 

54 船奇國際

有限公司 

於網頁刊登廣告，宣稱其銷售之甜甜圈係由

日本引進並為日本第一，就其商品之內容、

品質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0,000 元 

 

55 新禾股份
有限公司 

於 AW-G9950S 洗 衣 機 網 頁 廣 告 表 示

「9-9.9kgs」，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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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於廣告上表示「天天即時查價」、「只要發現

價差，絕對（不惜犧牲成本）立刻調降，隨

時掌握最低價格」、「只要發現競爭對手展開

商品促銷活動，絕對（於）第一時間內即立

即降價（掌握最低價零時差）」，就商品價格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440,000 元 

 

57 瑨旺股份
有限公司 

於廣告上就油品促銷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600,000 元 

58 利昇國際

商務有限

公司 

於網路上就「省電高手」商品宣稱「省電高

手適用於家庭使用的節電裝置…達節省電

力之目的」等詞句，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59 利士多國
際有限公

司 

於網路上就「省電高手」商品宣稱「省電高

手~省電器」、「省電高手適用於家庭使用的

節電裝置…達節省電力之目的」等詞句，就

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90,000 元 

 

60 久業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強勢路丁多醣體」商品廣告，

宣稱「取得 WTO認可 18項 132張製造專利」

等內容，就其商品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61 品爵汽車
股份有限

公司 

銷售 Mazda6 汽車，於網頁廣告及產品型錄

刊載「NCAP 新車碰撞測試四顆星評價」，就

其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60,000 元 

 

62 東森購物
百貨股份

有 限 公

司、捷元

股份有限

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捷元 19 吋震撼液晶

電腦」商品廣告，宣稱「DDR 433 256MB DDR 

RAM 業界速度最快」等，就商品之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1,710,000 元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1,5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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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東森購物
百貨股份

有 限 公

司、僑品

電腦資訊

股份有限

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建達黃金比例電腦組」

商品廣告，宣稱「intel C 2.0 CPU 奈米製

程最新 CPU 效能提升 30%」等，就商品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東森購物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1,710,000 元 

僑品電腦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170,000 元 

64 東森得易

購股份有

限公司、

捷元股份

有限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捷元哈燒電視電腦

組」、「捷元震撼大容量影音電腦」商品廣

告，宣稱「DDR433 業界速度最快」等，就

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

公司/1,850,000 元 

捷元股份有限公司 

/2,420,000 元 

65 嘉泰開發

建設有限

公司 

於「又見春天」預售屋銷售廣告中，就其建物

之陽台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90,000 元 

66 鑫融財務

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頁廣告登載「債務託管專案 全國唯一

合法」、「函件附本送金管會、公交會、消基

會備查」及「協助卡奴們以最低的金額結清

您所有的負債」等語，就其服務之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67 余易展 於「金鑽塑身衣」商品廣告上，宣稱「按摩

體內細胞、活化細胞，排出體內堆積毒素，

燃燒脂肪，達到瘦身的效果。(定脂燃

脂)……腰部酸痛者馬上改善。」等內容，

於醫學學理或臨床實驗並無依據，就商品之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70,000 元 

68 樂士電機

股份有限

公司、丞

瑞國際股

份有限公

司、中行

光電科技

有限公司 

登載「GVA-90F 奈米空氣潔淨機」商品廣

告，宣稱「光觸媒受到 UV 紫外燈激發，產

生氧化分解能力，能確實消滅 SARS 冠狀病

毒、腸病毒」等字句，並無客觀實際之科學

驗證或學理暨臨床試驗依據，就商品之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樂士電機股份有限公

司/680,000 元 

丞瑞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540,000 元 

中行光電科技有限公

司/2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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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非凡行銷

企業社 

於代辦貸款廣告宣稱「銀行特約行銷商」、

「配合 30 多家銀行的理財便利店」及「整

合負債利率 1.68﹪起」，就其服務之內容、

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70 中銀企業社廣告傳單刊載「只要 1.49%起 輕鬆整合所

有負擔」、「個人信貸……任何行業皆可辦

理，即可享有超低率 1.8%起……」、「軍公

教貸款……享有超低利率 2.1%優惠專

案」、「簡易卡貸……可享有前六個月零利

率」，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71 福助針織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燃脂瘦腿超彈性絲襪」商品外包裝及網

站，宣稱具有「釋放能量」、「燃燒脂肪」等

效能，就其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10,000 元 

72 蕃伽廣告

有限公司 

於廣告單宣稱「本公司與郵政總局簽有合作

關係，可代收郵件」等內容，就其服務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73 龍億實業

有限公司 

於康活購物網站刊載「可利亞滅菌∕解毒蔬

果清淨機」商品廣告，宣稱「快速降解農藥，

消毒殺菌」及「具有降解農藥、防腐保鮮、

護膚美容、消毒器具、淨化飲水、淨化空氣

等六大功能」等用語，並無客觀實際之科學

驗證或學理暨臨床試驗依據，就商品之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50,000 元 

74 貴婷國際

流行服飾

有限公司 

於「NATURALLY JOJO」品牌網站大事記宣稱

1993年自美國引進 NATURALLY JOJO 品牌在

台上市，對商品之品牌來源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50,000 元 

75 萬大行銷

企業有限

公司 

從事代辦金融業務，於其廣告單中刊載「銀

行貸款利率超低 1.48%起」，就其服務內容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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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允盛科技
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載「光觸媒空氣清淨機」商品廣

告，宣稱「分解細菌塵蹣病蚤屍體無法存

活，破壞病毒的蛋白質及核酸，並殺死病

毒」、「有效去除病菌、大腸菌、黃葡萄球菌、

線膿菌、腸病毒、流行性感冒」等字句，就

其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77 仲捷事業

有限公司 

於廣告上表示「如能提供清寒證明連本金都

能少還」、「別以為銀行不能討價還價，如遇

到特殊狀況，……本金都可以打折至最

低」，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78 艾凡達數

位股份有

限公司 

於網頁上刊載商品廣告，就數位相機之價

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79 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

公司 

於其行動電話申請書及電信資費帳單內頁

中，宣稱 3G「超低功率，比 PHS 還健康」

及「發射功率極低：遠比 PHS、GSM低甚多，

是維護健康最佳選擇！」等，對於提供服務

之品質、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720,000 元 

80 萬家福股份

有限公司 

於廣告上，就商品之數量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70,000 元 

81 大愛徵信
有限公司 

於網站登載文宣廣告，宣稱「成立在 1998

年」、「全球最大徵信機構」等字句，就服務

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82 大芳國際

企業有限

公司 

於「AUTO DRIVER車主雜誌」、「GQ 瀟灑雜誌」

及其網頁中，登載銷售中古賓士車廣告，宣

稱「原廠進口中古車，全部通過德國原廠

134項檢測，附原廠檢測證書，保證原廠品

質」，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60,000 元 

83 又響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登「永久再生殺菌口罩」商品廣

告，宣稱「2分鐘內殺死細菌、病毒、黴菌」

等用語，並無客觀實際之科學驗證或學理暨

臨床試驗依據，就商品之品質、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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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天才世界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於雜誌刊登「波麗霸美胸運動器」廣告宣稱

「豐胸」效果，就商品之品質、內容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40,000 元 

85 英屬維京

群島商中

購媒體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於電視購物頻道銷售「省電戰將」商品宣稱

「省電效率達 20%-30%」就商品之品質與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英屬維京群島商中購

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440,000 元 

雙振企業有限公司

/270,000 元 

86 台灣網路
科技有限

公司 

於「104 網路查號台」網站製作連鎖店之行

銷 DM，刊載「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劃」、「主

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執行單位中華

民國軟體協會」、「委辦單位 seednet中小企

業數位化開運團」、「合作單位 104net 台灣

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等字樣，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並 「104 網路查號台」

之招募加盟過程中，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且

未提供加盟商合理契約審閱期間，為足以影

響連鎖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50,000 元 

87 航鉅科技
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於「美國州立職訓局 FAA飛機修護師證照培

訓班」之招生廣告內容印有「合訓單位行政

院勞委會職訓局桃園職業訓練中心」及「職

訓局產業技術訓練育成中心」，就其廣告刊

載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88 台灣佳事

通電子資

訊股份有

限公司 

於其廣告上，宣稱「匯集全國數十餘家知名

大廠，數千項商品經銷代理權」、「為聯強、

建達、歌林等大廠媒合產品經銷權」、「與聯

強國際、建達國際、歌林家電、淇譽電子等

大廠簽下各大知名品牌的產品經銷權」、「只

要您來電，我們不只幫您貨比 3家，還要全

國比價」、「區域經銷網路的獲利 特約商店

透過代辦處的代收代辦是區域經營獲利來

源之一」及「以上為經銷商品之品牌商標」

等字句，就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4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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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統一行銷

整合股份

有 限 公

司、集嘉

通訊股份

有限公司 

「SNOOPY 55週年紀念版手機」廣告上表示

「全球限量 500 支」，就商品數量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統一行銷整合股份有

限公司/440,000 元 

集嘉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180,000 元 

90 新竹國際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於「Follow Me法拍屋代墊款專案」廣告，

就提供貸款服務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 元 

91 佳瑞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於「台北雪梨新菁英海景渡假行館」銷售廣

告中，就其公共設施之「麗池迎賓門廳」、「馬

斯親水木平台」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80,000 元 

92 台灣三洋

電機股份

有限公司 

於報紙刊登直流變頻冷氣之廣告，宣稱「省

電 59%」與實際使用狀況不符，就其冷氣商

品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50,000 元 

93 美商惠氏藥

廠(亞洲)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於媽媽教室及醫院現場以「『酸試驗結果』

訓練資料」對不特定人宣稱「乳清蛋白為主

的 S-26 金愛兒樂凝乳塊細小，寶寶消化無

負擔」，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40,000 元 

94 宇泉企業行於其商品廣告上宣稱其事業或機構「創始

1989 年」之文字表示與事實不符，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70,000 元 

95 禾伸堂企
業股份有

限公司 

於數位影像沖印機廣告上刊稱「沖紙機不斷

電系統…停電時，沖紙機照常運轉」字句，

就商品之品質與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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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一、前言 

事業以正當合理之手段追求發展，賺取利潤，並因而在同業間取得競

爭優勢，乃係公平之競爭，亦為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之競爭精神；反之，

若事業以不公平手段進行競爭，則為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事業所運用之不

公平競爭手段多端，損害他人之營業信譽即屬其中一種態樣。 

事業之營業信譽係該事業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所獲得之評價，其評價的

高低，一方面足以顯現其過去致力於產品品質、服務提升及價格合理化等

努力，所獲得肯定的程度，另一方面亦影響其日後之經濟活動。如有事業

以不實之傳言抹煞他事業，而使得被抹煞之事業必須對之負擔其不利之成

果時，則將有損公平競爭之精神。是以關於事業在經濟競爭活動中營業信

譽之保護，各國莫不立法規範。我國公平交易法有維護公平競爭，禁止不

正當競爭手段之任務，對於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競爭手段自應予以禁止，

故於第 22 條中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另自 88 年修法後，此類案件業修正為「告訴乃論」。本會承辦單位於

受理時，均以書面告知當事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行為

人違反同法第 22 條之罪須告訴乃論。故如欲追究行為人之刑責，須另於

刑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 1 項所定告訴期間內，逕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刑

事訴訟法第 237 條第 1 項：『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

悉犯人之時起，於 6 個月內為之。』)」 

    依法條條文所規範之涉法構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需基於競爭之目的：即事業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於特定之市場範圍

內，存有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為目的，始足該當本條款之適用。 

(二)需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所謂「陳述」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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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乃指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行為，而「不

實」與否，則應以客觀上之事實推定之，非可由當事雙方主觀予以認定。 

(三)需造成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結果：陳述或散布內容，足以降低社

會相關大眾或交易相對人，對被指摘事業之營業評價；甚或產生交易

相對人之嚴重不信任感，以致有拒絕交易之可能。 

 

二、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檢舉人來函表示，鹽政條例自 93年 1 月 20 日起廢止，食鹽及

工業用鹽全面開放進口，檢舉人自中國進口食鹽，有進口報單、輸入食品

查驗證明，及衛生署於市面抽購食鹽檢體(含檢舉人商品)，依「食鹽衛生

標準」檢驗符合規定等為憑，惟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93年 5 月 14 日

以招待記者方式陳述散布不實之情事，其內容稱，一包才 15 元的臺鹽鹽

品市面也出現仿冒品，被檢舉人 93年 4 月份起在臺北、高雄等地之超市、

大賣場，發現魚目混珠仿冒臺鹽之鹽品，追查源頭，為來自中國、東南亞

等進口之「工業用鹽」，仿冒被檢舉人公司的包裝和商標，純度不足還添

加化學抗結塊劑，銅、鎘、汞含量過高等語，有 93年 5 月 15 日中國時報

A10版標題「夭壽哦 進口工業鹽包裝 假冒台鹽」、「多自大陸、東南亞進

口 純度不足、添加化學藥劑 化學金屬含量過高 長期食用將危害國人

健康」及後續標題「台鹽批仿冒 全翊跳出來」報導，及 93年 5 月 14 日

東森新聞報導為證。 

案經調查，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競爭之目的，於 93年 5 月 14 日

舉辦所謂「安心用鹽」記者會，會中除刻意陳列自身及其他競爭者之商品，

展示完全有利於己之「市售鹽品品質比較表」外，並於記者會現場散布新

聞稿和陳述意見，藉由媒體陳述、散布己身產品之優越，同時貶抑或影射

其他競爭者產品，有不符合食鹽衛生標準、以工業鹽冒充食鹽等危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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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仿冒其商品等不實情事。惟查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食用鹽之

衛生安全應符合食鹽衛生標準，而所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則應符合該署所

訂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規定；另進口之食用鹽亦須符合上開規定，

同時經由行政院衛生署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查驗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法

規後，始得輸入。臺鹽公司所指涉之競爭者商品，係依前開政府相關法律

規定報驗進口食鹽，並無上揭臺鹽公司於記者會所指稱情事；且同時期行

政院衛生署於市面抽購含指涉之競爭者所售食鹽驗體之檢驗結果，亦無發

現有不符食鹽衛生標準情形。另查臺鹽公司並未取得競爭者侵害其商標之

法院判決或公信力機構鑑定報告或已踐行正當行使商標權利行為，逕以其

主觀認知於記者會中指摘他事業仿冒其包裝銷售，已涉損害競爭者營業信

譽之不實情事。 

經審酌被檢舉人違法行為之動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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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

命其應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處新臺幣 78萬元罰鍰。 

 

95年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私立力行

文理短期

補習班 

為競爭之目的，以散發廣告宣稱他事業未公

布其屏東地區學生榜單及成績，散布足以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30,000 元 

2 臺鹽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為競爭之目的，以召開記者會方式，陳述或

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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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多層次傳銷行為 

一、前言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1、2 項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

推廣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

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

而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擔

債務。」 

簡言之，所謂多層次傳銷，係指事業透過許多層的傳銷商來銷售商品

或提供勞務，每一個傳銷商 (即所謂的參加人) 在給付一定的經濟代價

後，即可加入該傳銷組織，並取得銷售商品或勞務以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

利，因此參加人除了可將貨品銷售出去以賺取利潤外，還可自己招募、訓

練一些新的傳銷商建立銷售網，再透過此一銷售網來銷售公司產品以獲取

差額利潤，而每一個新進的傳銷商亦可循此模式建立自已的銷售網。 

至於多層次傳銷事業，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是指「就

多層次傳銷訂定營運計畫或組織，統籌規劃傳銷行為之事業」，而多層次

傳銷組織中之參加人，依同條第 5 項規定，則係指 (一) 加入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計畫或組織，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並得介紹他人參加者；(二) 與

多層次傳銷事業約定，於累積支付一定代價後，始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

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者。至於外國事業之參加人或第三人，引進該

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4 項規定，係視

為多層次傳銷事業。 

 

二、多層次傳銷之管理 

傳銷市場之商品態樣與獎金制度日新月異，變動頻繁；尤其變質多層

次傳銷（俗稱老鼠會），有以原住民為吸金對象，或以互助合會為號召，

更有利用跨國集團為詐騙行為，從事不法吸金活動，損及參加人權益，極



4-83 

易引發重大社會問題，為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本會除加強查處違法案件

外，也採行各項措施，強化傳銷事業之管理。包括： 

（一）掌握經營概況 

1.完成調查並印製「中華民國 94 年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

況調查報告」，寄送檢警及地方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供參。 

2.函請財稅機關提供多層次傳銷事業每 2 個月之營運資料並予以彙

整。 

3.為確實掌握業者經營動態，並事前防範違法，委由各地方主管機關

赴轄內多層次傳銷事業營業處所實施查訪，發現有搬遷不明或無營

業跡象等業者，均函請商業登記主管機關，依法辦理追蹤。95 年度

總計訪查 650 家傳銷事業，並已於 95 年 11月 30日將普查結果提本

會第 786次委員會議報告。 

（二）審慎檢視報備資料，事前防杜違法行為 

藉由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資料，掌握該事業之營運資料、傳

銷方式及經營動態，並主動要求就可能涉及違法之相關制度予以修

正，特別是涉及變質多層次傳銷部分。95 年度向本會報備實施多層

次傳銷之事業計 188 家，本會於審閱新報備事業之報備資料，均要

求業者配合法規規範，加強辦理參加人之教育訓練，並於報備資料

補正完備函發例稿，提示依據法規辦理。除有缺漏要求補正外，另

對違反報備規定者進行查處。 

（三）進行重點查察及實施機動檢查，遏止不法行為 

1.落實多層次傳銷監督監管機制，主動加強查察涉有變質多層次傳銷

行為之事業及積極查處違法個案。95度本會處分違法多層次傳銷案

件計 18 件，罰鍰合計達 700 萬元。 

2.為掌握多層次傳銷事業的業務狀況，不定期派員辦理業務檢查，95

年 1 月至 12 月間計有 77 家傳銷事業受檢，其中不合規定的有 25

家，均已依法處理。（註：上開業務檢查家數均含專案檢查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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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年 1月至 12月間，專案檢查販售無形商品、獎金比率過高、營

業額異常及一定期間未進行業務檢查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計 45 家，並

於 95 年 12月 28日將專案檢查結果提本會第 790次委員會議報告，

其中計有 12 家立案主動調查。 

（四）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及案例宣導、落實傳銷規範 

1.印製 94 年多層次傳銷案例彙集及多層次傳銷宣導記事本，寄送檢

警及地方主管機關等相關單位供參，並登載本會全球資訊網，提供

一般民眾查閱。另賡續提供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摺

頁、「多層次傳銷備忘錄」摺頁、各年度「多層次傳銷案例彙集」及

各年度「台灣地區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調查報告」等宣導資料，

供各界參考。 

2.製作多層次傳銷宣導短片，於臺北捷運 62站之月台上所設置之 PDP

電漿電視播放，以達廣泛宣導效果。另並分別於臺北都會區之捷運

資訊手冊及公車資訊手冊刊載「如何判斷多層次傳銷事業合不合法」

宣導廣告。 

3.針對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行政人員暨高階參加人，於臺北、臺中、高

雄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暨案例研析宣導活動。另針對各大專法律系

及法服社學生代表舉辦「大專院校種子營」宣導活動，協助各大專

院校學生瞭解多層次傳銷，以免受害。並分別於元智大學、中原大

學、義守大學及開南大學等大專院校實施多層次傳銷法令暨案例宣

導活動。 

（五）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建

立與研究」委託研究計畫 

1.立法院 25 位委員於 94 年 3月間連署向行政院建議，由本會委外予

第三專業機關，針對全國性立案的多層次傳銷事業定期進行評鑑，

並將結果予以公布，讓傳銷事業經營資訊徹底公開化與透明化，民

眾則可藉此管道查詢，慎防不法詐騙情事發生，保障消費民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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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本會研議後將推動多層次傳銷評鑑計畫，納入 95 年度多層次傳

銷管理業務辦理。 

2.經查由主管機關對於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評鑑的個案，在國外並沒

有相關的實例可供參考，同時對於辦理這項業務是否真的有助於傳

銷產業的發展及民眾權益的保護等，都是需要進行評估與觀察。因

此，本會雖著手辦理相關評鑑制度的建立與執行，但 95 年度將本項

業務的執行重點置於研究、規劃、建立制度及試行；並視相關的研

究結果、業界的反應及試行結果，自 96 年度起始正式依所建立之制

度及試行經驗，委外擴大辦理評鑑作業。 

3.本會爰於 95 年度委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就「多層次

傳銷事業『專業評鑑制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研究與建立」此

一主題進行專案研究，以作為建立及執行多層次傳銷評鑑制度之參

考。期間除舉辦公聽會及座談會廣泛蒐集建言外，並針對受託單位

所提出之研究成果，陸續於北、中、南三地舉辦說明會，使傳銷事

業明瞭相關評鑑指標之內容並廣納業界意見，另選定美商如新華茂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及雙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試行評

鑑」，最後彙整本專案研究過程內容，提會報告，同時擬訂未來實施

方向，期能建立一套公正、公平且專業的多層次傳銷評鑑制度，使

傳銷市場能更趨完善與穩定。而本研究案最大成果即為提出多層次

傳銷之評鑑指標，供傳銷事業、參加人或民眾藉以審視相關傳銷行

為或活動之合理性及合法性，避免傳銷事業違法及民眾權益受損。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通路新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案 

本案緣民眾來函檢舉，渠等向通路新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解除

或終止契約，辦理銀行分期付款，於退出退貨時，必須再繳交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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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案經調查，通路新貴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退出退貨個案及扣款

明細，無論係解除或終止契約，大部分均有扣除手續費（或徵信費）200

元，另其對於參加人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處理過程中又扣除銀行分期違

約金、退貨商品取回之運費等非法定項目，該公司雖辯稱手續費 200元

為銀行徵信費用，銀行分期違約金係替銀行代扣代收，並提出誠泰行銷

申請表背面約定書第 7條規定為證，運費則認屬應扣除之項目。然查誠

泰行銷申請表背面約定書第 7 條規定：「借款人同意，於貸款全部到期

前，1次清償剩餘貸款本金時，應依償還當日本金餘額 10%計算之金額，

支付提前清償違約金與貴行。」依上開約定內容，係由申貸人自行支付

提前清償違約金予誠泰行銷公司，並未約定由通路新貴公司居中代扣代

收，再且，誠泰行銷公司到會說明時，已具體提出有關提前清償之「作

業處理費」（即提前清償違約金或銀行分期違約金）係向該公司收取，

此有誠泰行銷公司與通路新貴公司簽訂之「分期付款業務合作契約書」

第 3 條及誠泰行銷公司「分期付款退貨、變更申請表【經銷商】」已具

體約定「手續費」（每件貸款案件，如期繳納完成後收取之費用）及「作

業處理費」係由通路新貴公司負擔，不得轉嫁申貸人等內容可證。據此，

通路新貴公司於參加人解除契約退貨時，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自退款中

扣除手續費，另其於辦理終止契約退貨時，扣除手續費、運費及銀行分

期違約金，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3條之 1第 2項及第 23條之 2第 2項規

定。又通路新貴公司於 93年 11 月報備時，代表人為梁惠珠，公司所在

地為臺中市。工業區六路 20 號 1 樓，嗣陸續變更代表人為范裕忠、睢

興國，公司所在地則變更至臺中市中港路 1 段 201號 5樓，變更時間為

94年 11 月 29 日、95年 1 月 24 日，然而該公司卻遲至 95年 4 月 17 日

始辦理變更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7條第 1項之規定。

另該公司與參加人締結之家盟商申請契約書第 5點第 1項有關退貨辦法

規定：「本公司商品如有返還時，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規定，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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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內親自攜帶發票或折讓單、完整商品及外包裝，始可依退貨處理標

準辦理。」亦與公平交易法 23條之 1及第 23條之 2規定不符，是該公

司與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契約，就參加人退出條件與相關權利義務內容，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13條規定。又該會於 94年 10 月及 95年 3

月分別至該公司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該公司雖於主要營業所備置

93年度（即上年度）財務報表，但未經會計師簽證，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辦法第 15條第 1項規定。 

經審酌通路新貴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

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第 2項、第 3項及同法第 41條前段規定，處該公司新臺幣 271萬

元罰鍰。 

 

◎中華聯合電信股份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案據民眾來函表示，其經友人推薦，繳付費用成為中華聯合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之參加人。嗣因人情壓力，其再繳費取得經營權，並將之安

置於其下之傳銷組織，惟中華聯合電信公司要求其切結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退件及退費。該民眾嗣寄發存證信函通知中華聯合電信公司終止契

約，然該公司未予回應，另經渠主動與該公司連繫，雖獲告可至該公司

臺北營業所辦理退出退貨事宜，然經其親洽該臺北營業所辦理卻遭拒絕

等。 

案經調查，2 位中華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參加人前於 94 年 12

月 6 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該公司辦理終止契約、退還行動電話服務，並

於 94年 12 月 12 日親赴該公司臺北營業所洽辦相關退出退貨事宜，然

中華聯合電信公司除告知其中一位參加人係屬逾期退貨，回絕其退出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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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之請求外，亦未於現場受理另一位參加人其退出退貨之申請，迄今已

逾第 23條之 2所定之終止契約生效後 30 日內辦理之期限。依公平交易

法第 23條之 1及第 23條之 2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返還退出退貨參

加人所為給付時，除第 23 條之 1 規定傳銷事業得扣除取回退貨所需之

運費外，另俱為相同之規定，即僅得扣除「已因該筆退貨而對申請退出

退貨之參加人給付的獎金或報酬」及「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時，其減

損之價額」等 2項法定事項，然中華聯合電信公司於辦理參加人解除及

終止契約退回行動電話服務及其他商品之申請時，分別自應退還之價金

中，扣除了渠等加入當時以信用卡支付入會費用所衍生之信用卡手續

費。 

經審酌中華聯合電信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

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

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後，爰依

公平交易法第 42條第 2項規定處中華聯合電信公司新臺幣51萬元罰鍰

外，並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 

 

95年多層次傳銷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金灃生物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新增銷售商品，未依法

定期限向本會報備；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

參加契約，未依規定訂定可歸責於參加人

事由下之退貨方式，及參加人特定違約事

由與其處理方式。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10,000 元 

 

2 宇羿國際

健康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參加人簽訂之參加契

約未載明可歸責於參加人事由之退貨處理

方式、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與多層

次傳銷相關法令；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經

會計師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00,000 元 



4-89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3 庭豐開發

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

銷行為 30 日前，以書面據實載明法定事

項，向本會報備；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

織或計畫時，未依規定與參加人締結載明

法定事項之書面參加契約。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4 日商富地

滋股份有

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

銷行為前，以書面備齊集據實載明法定事

項，向本會報備；變更獎金制度及公司所

在地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與參加人

簽訂之書面參加契約，未依法定內容載明

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

生之權利義務，且未依法載明可歸責參加

人事由下之退貨處理方式；未將經會計師

簽證之上年度財務報表備置於主要營業

所。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90,000 元 

5 中華哈拉

購股份有

限公司 

於參加人終止契約退貨價額中扣除「銀行

違約金」；與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契約，就參

加人退出條件與相關權利義務內容與公平

交易法第 23 條之 1 至第 23 條之 3 規定不

符。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300,000 元 

6 現代電信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以書

面據實載明法定事項，向本會報備；未依

法於參加契約中載明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

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等相關規定。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 150,000 元 

7 丹楓國際

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主要營業所、新增

銷售商品，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與

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依規定載

明參加人退出組織或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

而生之權利義務事項、可歸責參加人事由

下之退貨處理方式等法定事項。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90,000 元 

 

 

 

8 利吉威國際

有限公司 

於參加人解除或終止契約時，自退款中扣

除刷卡手續費、運費、收件中心收件費、

上線獎金、手續費、帳戶管理費、分期付

款違約金及公司解約違約金等行為；從事

多層次傳銷行為，新增銷售商品未依法定

期限辦理變更報備；未將經會計師簽證之

上年度財務報表備置於主要營業所；於終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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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止契約時不當扣發參加人應得之佣金、獎

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9 威寶視通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參加人締結之書面參加

契約，未依法定內容載明參加人退出組織或

計畫之條件及因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10,000 元 

 

10 通路新貴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於辦理參加人解除契約

退出退貨時，扣除手續費；另於辦理參加

人終止契約退出退貨時，扣除手續費、運

費及銀行分期違約金；變更代表人及公司

所在地，未於變更後 15 日內報備；與參加

人締結之書面契約，就參加人退出條件與

相關權利義務內容，與公平交易法第 23 之

1至第 23條之 3規定不符；備置於主要營

業所之上年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簽證。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710,000 元 

11 超悅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參

加契約未依法載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下之退貨處理方式，及

參加人特定違約事由等法定事項。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10,000 元 

12 大成國際

育樂開發

股份有限

公司 

於參加人終止契約時，自退款中扣除刷卡

手續費。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80,000 元 

13 亞比事業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參

加契約未依法載明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下之退貨處理方式，及

參加人特定違約事由及其處理方式等法定

事項；未將經會計師簽證之上年度財務報

表備置於主要營業所。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14 福恩樂富
股份有限

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於辦理參加人終止契約退

出退貨時，扣除非法定項目費用及與參加人

簽訂書面參加契約，未依規定訂定可歸責於

參加人事由下之退貨方式、參加人特定違約

事由暨其處理方式；未於主要營業場所備置

經會計師簽證之上年度財務報表。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70,000 元 

 

 

15 富爾通國
際股份有

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

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變更負責人未於法

定期限內辦理變更報備。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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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6 中華聯合

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 

於辦理參加人解除及終止契約退出退貨

時，從應返還該等參加人之價金中，扣除

信用卡手續費；另拒絕部分參加人終止契

約退出退貨之申請，亦未於法定期間內接

受部分參加人退貨之申請。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10,000 元 

 

 

17 群慧菁華
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於「實戰聯盟合約書」中限制其加盟店「未

依公司規定而私自削價販售商品」為終止

合約之事由，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商

品之轉售價格及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未

於開始實施前，以書面據實載明法定事項

向本會報備。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30,000 元 

 

 

18 玉鼎國際

有限公司 

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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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此係公平交易法第 3章不

公平競爭規範之概括條款，揆其立法意旨，乃認「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態樣

繁多，無法一一列舉，除公平交易法已規定者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亦應一併予以規範，以免因立法之缺漏而予不法

者可乘之機。」 

就概念上而言，一事業之不公平競爭行為當然可能對另一事業之競爭

自由造成某種程度之限制；反之，一事業非法限制自由競爭之行為，對其

他事業亦不無構成某種程度不公平競爭之虞。因此，一競爭行為可能構成

第 2章之限制競爭行為，或構成第 3章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或同時構成第

2章及第 3章之限制競爭行為及不公平競爭行為，故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

定於適用上，實不應受限於該法外部之二分法體系，而應採統合之競爭規

範觀點，肯認該條既係第 3章不公平競爭之概括規定，其與第 2章限制競

爭之規範即具相互交錯與相互影響之關係。 

 

二、公平交易法第 24條類型整理 

因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過於抽象，為使本條之適用更為具體明確，

爰將本會歷年處分案件類型分類如次，以作為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一)「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即對於交易相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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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積極欺瞞引人錯誤。 

2.冒用依附具公信力團體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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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銷手段之不實宣稱。 

4.隱匿重要交易訊息。 

(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即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之行為： 

1.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1)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 

A.攀附他人商譽。 

B.高度抄襲。 

C.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2)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 

A.不當比較廣告。 

B.向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為其競爭對手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表

示。 

2.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 

以脅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方式，使交易相對人於決定是否交易之自由

意志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 

3.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 

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利用交易相對人對其有高

度依賴關係，從事不公平交易。 

 

三、重要案件處理情形 

◎歡樂假期國際有限公司不當促銷國外渡假村會員卡案 

本案緣於民眾來函反映，歡樂假期國際有限公司以電話通知民眾所

填寫調查問卷獲抽中，並表示將提供住宿優惠或免費出國旅遊，嗣依約

前往參加說明會，始知悉係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活動，且於審閱契約

前，即要求給付定金等，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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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假期公司於電話邀約消費者時，仍有以中獎、幸運中選等類似

射倖性贈獎之陳述招徠消費者參加說明會，且未揭露銷售會員卡之目

的，致使消費者於無預期交易之心理準備下參加其銷售活動。查歡樂假

期公司代理銷售之泰國 QVC渡假村會員權位處海外，其渡假村經營者亦

為外國事業，消費者對該渡假村概況及會員權內容，已居於交易資訊不

對等之地位，而足以揭露會員買賣權利義務之契約條款，倘銷售業者要

求先給付定金始得審閱契約，將使消費者處於更不利之交易地位。歡樂

假期公司雖辯稱未有上開行為，惟其坦承於說明會場對有意願成為廣告

代言人之消費者，先收取一筆確認名額費用，且於填寫會員入會申請表

後，始至另一房間提供契約予消費者審閱。又歡樂假期公司既向消費者

宣稱當日加入會員皆可享有廣告代言人之優惠價格，惟於提供契約予消

費者審閱前，卻以為確保能在會員折扣名額內為由，預先收取一筆確認

名額費用，其性質已與定金無異。復據調查發現歡樂假期公司慣以長時

間使人精神疲憊之方式促銷會員卡，且確有要求消費者交付定金，始提

供契約供審閱之事實。綜上，歡樂假期公司意圖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準

備之消費者參加其銷售活動，再輔以長時間促銷，並利用其交易資訊上

之優勢地位，要求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供審閱之方式不當行銷國外渡

假村會員卡，使交易相對人於資訊未透明化之情況下為交易決定，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經審酌歡樂假期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

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

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情

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新臺幣 300 萬元罰鍰，並命

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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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案 

本案緣檢舉人共同具函向本會檢舉，荷蘭商皇家飛利浦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於 90年 3月間推出新的 CD-R專利技術授權合約，單一授權 CD-R

專利技術予被授權人，其授權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案經調查，飛利浦公司於「生產 CD-R 光碟片所需之技術市場」因

與新力公司共同制定規格書，是以國內廠商欲生產符合「橘皮書」規格

之 CD-R，仍必須取得飛利浦公司之專利授權方得為之，是以在 CD-R專

利授權之締約過程中，飛利浦公司相對於被授權人等而言，確實具有相

對優勢地位。而飛利浦公司於授權合約中要求被授權人應提供「製造設

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內容涉及被授權人之產能利用率、產量、

客戶名單及個別客戶交易量等被授權人公司經營成本之與市場競爭有

關重要資訊，且該等資料與權利金總數額之計算並無密切相關，是以尚

難認飛利浦公司要求提供前揭資料是為確保權利金收取之合理商業目

的；復以飛利浦公司除為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外，本身尚授權其他製造

廠商產製 CD-R 光碟片並以自有品牌 Philips 從事販賣，與被授權人於

CD-R產品市場立於競爭地位，其利用渠等於 CD-R專利授權締約過程中

之優勢地位取得關於被授權人公司經營成本之重要資訊，有造成檢舉雙

方於 CD-R 產品市場不公平競爭之虞。又飛利浦公司要求被授權人提供

「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銷售報告」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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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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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其立即停止前述違法行為並處新臺幣 60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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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 3Com Corporation 散布專利侵害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本案緣檢舉人來函表示，檢舉人產製之「乙太網路控制器」(亦稱

網路晶片)行銷全球，美商 3Com Corporation所產製之產品於市場上無

法與檢舉人產品競爭，為打擊檢舉人之產品，美商 3Com Corporation

首於 91年 10 月 21 日，未檢具相關事證即向檢舉人之交易相對人美商

D-Link System,Inc.(為國內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持股 90%之

子公司)寄發警告函，同年 12 月 18 日再次發函警告該公司稱，係其產

品中所使用之檢舉人零件侵害其專利，92年 1 月 17 日被檢舉人於美國

對 D-Link System,Inc.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等云云。 

案經調查，美商 3Com Corporation與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瑞昱公司）具競爭關係，美商 3Com Corporation 明知乙太網路控制

器之製造商為瑞昱公司，卻不循正當司法途徑保護其智慧財產權，先於

92年 8 月 27 日、10 月 10 日、12 月 8 日多次發函予瑞昱公司交易相對

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函中內容指稱受文者之產品涉及侵害其 3項美國

專利，並告知最近已研擬涵蓋該 3項美國專利之授權契約，將提供優惠

授權條件予受文者。該函中雖未指明瑞昱公司產品侵害其專利權，惟嗣

後於 93年 3、4 月間，指派該公司 Don Drinkwater、Bill Becker、Sibyl 

Wong等法務人員逕至受文者之營業處所，宣稱各該公司產品搭載瑞昱公

司之系列乙太網路控制器侵害其專利，故要求受訪公司應取得美商 3Com 

Corporation之授權、或逕向美商 3Com Corporation 購買相關產品、或

向已取得美商 3Com Corporation 授權之其他競爭者購買相關產品，導

致國內受訪公司要求瑞昱公司須出具第三人公正鑑定機構鑑定結果為

不侵權之鑑定報告，並簽署「不侵權意見書」、「侵害補償通知書」、「負

損害賠償責任聲明書」、「共同抗辯聲明書」等，甚而造成隔年對瑞昱公

司之採購量減少等情形。 

經審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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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97 

41條前段規定，除命其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外，並處新臺幣 243萬元

罰鍰。 

 

◎6家金融機構於借貸契約不當約定加速條款違反公平法案 

本案緣本會鑒於個別借款人相較於金融機構，其協商能力明顯處於

弱勢，且期限利益喪失對於借款人屬重大影響權益之事項，倘金融機構

有不當約定加速條款或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之情事，勢將不

利廣大貸款戶之利益，針對此一民生重大議題，爰主動針對銀行及保險

業者借貸契約內容之妥適性立案進行調查。 

依據本會 91年 11 月 6 日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金融

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金融業者於借款人發生債信不足情形，而有

加速債務期限到期等確保債權之必要者，宜事先與借款人議定債信不足

之事由。如 1、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6、任何一宗債務不

依約付息時；7、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

權時；8、立約人對金融業者所負債務，其實際資金用途與該業者核定

用途不符時；9、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致金

融業者有不能受償之虞者。金融業者依第 6 至第 9 項事由行使加速條

款，並應事先以合理期間通知或催告立約人。除前 9 種行使加速條款之

事由外，金融業者倘確有保全債權之必要，得個別議定加列他種事由，

並宜於契約中以粗字體或不同顏色之醒目方式記載之，同時明示發生加

速期限到期(經通知或無須通知)之效果。金融業者未為該項資訊揭露，

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虞。 

經檢視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幸福人壽）、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興農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興農人壽）、大都會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都會人壽）、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及新竹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竹商銀）等金融機構各類借貸契約約款，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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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類型主要有： 

(一)幸福人壽房屋貸款約定書第 7頁第 5條；中國人壽房屋抵押放款約

定書第 2條；興農人壽授信約定書第 12條；大都會人壽借款約定

書第 10條；國泰世華銀行晶鑽卡契約第 6條；新竹商銀銀行授信

契約書第 11條、借據約定條款第 4條等，上開加速條款均將應事

先通知或催告約定為無須經事先通知或催告借款人即得行使加速

條款之債信不足事由，剝奪借款人事前補救之機會，契約雙方權益

顯屬失衡，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4條規定。 

(二)興農人壽授信約定書第 9條；國泰世華銀行貸款契約書、汽車貸款

契約書第 3章第 4條，均於借貸契約加速條款內約定不確定概括債

信不足事由，考量系爭約款內涵抽象，且金融業者相對於借款人具

有市場資訊優勢地位，縱係透過個別議定或事前通知方式為之，金

融業者透過片面解釋或適用系爭概括約款，仍將使交易相對人隨時

陷於義務不明確之狀態，衡諸締約雙方當事人間之權益顯有失衡之

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三)幸福人壽房屋貸款約定書第 8頁第 12條約定：「其他法令規章之適

用：除本約定書各條款外，立約人願按有關法令及貴公司暨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銀行商業同業公會所訂之一切規章履行債務，並

同意該等規章均為本約定書之一部分。」按不確定概括條款有多種

解釋之可能性，致使交易相對人負擔不明確之義務，金融業者片面

對契約內容之約束，衡諸誠實信用原則，實有顯失公平之虞，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 

經衡酌上開事業違法動機、危害程度、違法情節、營業規模及違法後

態度等情形，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1條前段規定，命渠等停止違法行為，

並分別處幸福人壽新臺幣 130萬元；中國人壽新臺幣 100萬元；興農人壽

新臺幣 130萬元；大都會人壽新臺幣 100萬元；國泰世華銀行新臺幣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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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及新竹商銀新臺幣 110萬元。本次計處分 6家事業，總罰鍰金額合

計新臺幣 720萬元。 

 

95年欺罔或顯失公平處分案例彙整表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1 習技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消費者簽署「購買合約書」後，未

立即交付部分消費者之該合約書「客

戶存根聯」，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2 黃陳金葉 以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從事眼鏡銷售

業務，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 元 

3 建準電機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藉網站上發布之專利訴訟不實訊

息，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00,000 元 

4 歡樂假期國際

有限公司 

以不當行銷方式銷售國外渡假村會

員卡，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5 遠雄人壽保險

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於授信約定書第 8 條及第 22 條約訂

不當行使加速債務到期條款，剝奪借

款人事前補救機會，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6 台大小博士有

限公司 

於網頁上宣稱「全國最大網路家教

網」及「台大小博士家教中心全國最

大家教網」，就其服務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利用網頁設計

metatag 功能，不當使用一零四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104」表徵，

藉以增進自己網站的到訪率，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40,000 元 

7 鑫鑅行銷顧問社 於廣告上表示「協助您降低約 30%－

50%之負擔總額」、「佳卡爾為您協商

債務金額減免 30%－70%」、「幫助您重

新建立債信，恢復信用」，及於案關

廣告比較表之「佳卡爾」部分，就其

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佳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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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卡爾」及「銀行公會」所提供之債務

協商服務，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度

為比較對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及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商

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 

8 忠訓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表示「償

債後，協助客戶恢復聯徵之掛帳信

用」、「協助客戶降低 30%至 50%之負

債總額」，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等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於報

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刊載「銀行公

會協商機制與 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

之比較表」，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 

為比較對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商內

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9 荷蘭商‧皇家

飛利浦電子股

份有限公司 

於 CD-R 專利技術授權合約要求被授

權人提供「製造設備清冊」及「書面

銷售報告」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000,000 元 

10 新三龍國際服

飾有限公司 

高度抄襲他人商品外觀，積極榨取他

人努力成果，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30,000 元 

11 翔聯砂石股份

有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12 弘城砂石行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500,000 元 

13 銘維開發有限

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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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14 上鼎砂石有限

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15 鼎興砂石行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16 苗圃砂石行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3,000,000 元 

 

17 順益砂石行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18 增廣益實業有

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19 晟峰股份有限

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20 民峰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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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 處分書摘要 處分結果/罰鍰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21 展全砂石有限

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500,000 元 

 

22 增泰砂石股份
有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23 鉅亨網股份有

限公司 
以榨取他事業所屬網站登載之財經

新聞評論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資料

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4 富鼎產經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頁廣告宣稱「幫助債務人重新建

立債信，恢復信用：債務清償後富鼎

為您註銷債信不良紀錄」，及於比較

表之「富鼎產經」部分，就其服務之

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富鼎產經」

及「銀行公會」等所提供之服務，以

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度為比較，並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且片面截取被比較

對象之債務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0,000 元 

25 朧偉祥砂石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920,000 元 

 

26 威勳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380,000 元 

 

27 皇旗砂石股份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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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1,000,000 元 

 

28 眾和工業有限

公司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29 尚億企業行 於國內砂石市場受中國先前宣布自

95年 5月1日起禁止天然砂出口之影

響，趁市場供需情勢緊急之際，惡意

囤積砂石以哄抬價格，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50,000 元 

30 3Com 
Corporation 

發函及派員赴競爭者交易相對人營

業處所進行不當商業干擾之行為，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430,000 元 

31 陽信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於簽約時未同時提供「得隨時清償」

及「限制清償期間」兩種房屋貸款方

案供借款人自由選擇，憑恃其優勢地

位，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00,000 元 

32 鈊象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於比較廣告刊載「不收包月計時的費

用，但是會對遊戲輸贏做抽成」之廣

告表示，就競爭對手線上遊戲服務之

價格、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240,000 元 

33 艷陽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未交付加盟合約書、未於簽立與加盟

經營關係有關之書面契約前，給予交

易相對人至少 5 日之契約審閱期間，

且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重要

交易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790,000 元 

 

 

 

 

 

34 美芝城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於招募加盟過程中，隱匿或遲延揭露

有關加盟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響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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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35 寶田好房屋仲
介有限公司 

於從事仲介交易過程，隱瞞有一買方

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 30 萬

元斡旋金之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500,000 元 

 

36 豐豪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公園名邸」預售屋於合約書中

約定本契約應於履行交屋之同時繳

還，為足以影響交易秩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80,000 元 

37 欽法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水天漾 3」預售屋要求購屋人

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審閱，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70,000 元 

38 凡融國際有限

公司 

不當寄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60,000 元 

39 台灣網路科技
有限公司 

於「104 網路查號台」網站製作連鎖

店之行銷 DM，刊載「縮減產業數位落

差計劃」、「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執行單位中華民國軟體協

會」、「委辦單位 seednet中小企業數

位化開運團」、「合作單位 104net 台

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等字樣，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並 「104

網路查號台」之招募加盟過程中，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且未提供加盟商合

理契約審閱期間，為足以影響連鎖加

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250,000 元 

40 萬協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敦南法拉麗」預售屋要求購屋

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430,000 元 

41 鴻海精密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連續於公開網站以貶抑競爭者營業

信譽之文字，陳述或散布專利爭議事

件，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60,000 元 

42 幸福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於房屋貸款約定書第 7頁第 5條不當

約定加速條款，及於第 8 頁第 12 條

要求借款人遵守不確定概括條款，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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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竹國際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於銀行授信契約書第 11 條及借據約

定條款第 4條不當約定加速條款，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100,000 元 

44 中國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於房屋抵押放款約定書第2條約定不

當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45 興農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於授信約定書第 9 條及第 12 條不當

約定加速條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300,000 元 

46 國泰世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分別於晶鑽卡信用貸款申請書暨契

約第 6條第 5 款、貸款契約書第 3章

第 4條第 10 款、汽車貸款契約書第 3

章第 4 條第 10 款不當約定加速條

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500,000 元 

47 大都會國際人

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於借款約定書第 10 條不當約定加速

條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 

命令停止或改正行為 

/1,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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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來工作重點及努力方向 

 

近年來國內外經社環境急遽轉變，新興產業及市場紛紛崛起，交易型

態不斷推陳出新，如何肆應此一變局，營造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提升產

業良性競爭與增強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相關產業的持續發展與經濟的永

續成長，乃競爭法主管機關亟需努力之課題。為此，本會特確立「打造台

灣新競爭秩序」為未來 3年（96至 98年）的施政主軸，並以「自由公平

競爭，共創經濟繁榮」為施政願景，藉由 10項行動策略， 18項實施計畫，

希望達成以下目標（施政重點架構詳如附圖）： 

（一）整合政府競爭法規制度，塑造自由公平競爭新文化。 

（二）調整重點產業經營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新環境。 

（三）倡導消費資訊透明真實，型塑交易公平競爭新守則。 

（四）建構競爭政策國際平台，展現臺灣競爭法制新形象。 

 

第一節  整合政府競爭法規制度，塑造自由公平競爭新文化 

公平交易法規範之範圍甚廣，且所規定事項尚有涉及他部會職掌者，

故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創造優質開放的市場競爭及經營環境，實有賴各

相關部會的通力合作，期使所有事業均能在公平的基礎上自由競爭，進而

強化國內產業發展與升級，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準此，本會將藉由「完

備競爭法規制度」、「去除市場參進障礙」及「增進市場公平競爭」3項行

動策略，「推動公平交易法修法」、「研修市場競爭規範」、「檢討妨礙競爭

法規」3項實施計畫，期達成「整合政府競爭法規制度，塑造自由公平競

爭新文化」施政目標，重點工作包括： 

（一）推動公平交易法修法：辦理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相關子

法修正與訂定案。 

（二）研修市場競爭規範：研修本會各項行政規則、研訂「國內電梯事業

售後服務行為之處理原則」、研修「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

民中小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

授權協議案件之處理原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5-2 

（三）檢討妨礙競爭法規：持續檢討各部會所主管涉及妨礙競爭之法規。 

 

第二節  調整重點產業經營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新環境 

公平交易法規範對象廣及各行各業，如何藉由系統性的實證資料，針

對事業經營發展模式進行市場競爭之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探討，並提供需

關注之重點產業及其發展的合理性，以在未來 3年內集中焦點有效規整產

業經營行為與強化施政成效，至為重要。為有效規整重點產業的市場競爭

秩序，促進經濟之繁榮與成長，本會將藉由「妥適篩選重點產業」、「積極

查處有效規整」2項行動策略，「妥適篩選重點產業」、「規整不動產業競爭

秩序」、「規整電信產業競爭秩序」、「規整金融產業競爭秩序」、「規整油品

產業競爭秩序」、「規整液化石油氣產業競爭秩序」、「規整砂石產業競爭秩

序」7項實施計畫，期達成「調整重點產業經營行為，建立市場公平競爭

新環境」施政目標，重點工作包括： 

（一）妥適篩選重點產業：包括充分應用產業資訊系統強化各項資料之整

合與運用、通盤檢視各市場競爭環境發展、評估本會導正或重點查

察之產業是否發揮較高的競爭效能、針對不實廣告案件及多層次傳

銷事業經營發展模式進行探討、與相關主管機關共同研討增進跨部

會規範成效、發揮本會「經濟與統計分析小組」功能檢視分析結果

等。 

（二）規整不動產業競爭秩序：包括分析不動產市場產業環境可能衍生新

型態之競爭或交易問題、檢討修正本會現行對於不動產行業之競爭

規範、分區辦理宣導說明會、檢討影響不動產經紀業市場競爭之結

構性與制度性因素、評估本計畫實際執行成效、加強查處不動產市

場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行為等。 

（三）規整電信產業競爭秩序：包括檢討電信事業之市場界定範圍、檢討

電信及有線電視等產業之跨業經營規範類型、建構網路服務市場之

競爭機制等。 

（四）規整金融產業競爭秩序：包括調查國內金融機構交易資訊揭露情

形、檢討修正相關規範說明、掌握金融市場結構變化、查處金融機

構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適時與金融主管機關協商等。 

（五）規整油品產業競爭秩序：分析二家供油業者調價行為適法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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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整體油品市場包括供油市場結構及供油業者與加油站間之交

易條件有無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情事、參與能源主管機關協調會

議、調查連鎖加油站業者市場占有率及市場集中度變化情形、建立

市場競爭規範。 

（六）規整液化石油氣產業競爭秩序：辦理對液化石油氣業者宣導說明

會、參與能源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協調會議、蒐集液化石油氣市場

相關資料、積極查辦相關市場不法行為、對液化石油氣各供氣層級

之水平競爭及上下游垂直整合之公平競爭等問題，研訂產業規範。 

（七）規整砂石產業競爭秩序：對砂石相關業者辦理宣導說明會、參與行

政院砂石供需專案小組及主管機關經濟部等相關協調會議、蒐集砂

石產業結構及動態變化資料、積極查處業者違法行為。 

 

第三節  倡導消費資訊透明真實，型塑交易公平競爭新守則 

隨著經濟情勢的變化，事業的行銷手法瞬息萬變，新的違法態樣亦層

出不窮，其中尤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及違法變質多層次傳銷，對公

共利益危害最鉅，嚴重影響消費者與守法業者的權益，為有效規範此等行

為，亟需依法嚴正規範，以強化消費者意識，確實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權益。本會將藉由「促進消費資訊透明化」、「強化多層次傳銷管理」2項

行動策略，「全面監控不實廣告」、「查察特定產業不實廣告」、「規劃多層

次傳銷評鑑指標事宜」、「建置完備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4項實施計畫，

期達成「倡導消費資訊透明真實，型塑交易公平競爭新守則」施政目標，

重點工作包括： 

（一）全面監控不實廣告：檢討現行各機關廣告監測機制、與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或行政院衛生署等機關協調合作、佈建全國廣電網路及平

面媒體監測網、定期召開違規廣告監測及查處績效聯繫會議、提具

違規廣告查察工作成果報告。 

（二）查察特定產業不實廣告：積極查處與彙整相關案例、蒐集重點查察

事業資料、訪查特定產業不實廣告市況、辦理宣導說明會座談會或

研討會、檢討增修相關案件處理原則、與相關廣告主管機關分工合

作、深入宣導、提出執行成果報告或整編相關案例彙集。 

（三）規劃多層次傳銷評鑑事宜：檢視修正 95 年度委外研究之「多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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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事業評鑑指標」、委託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評鑑指標可行性」

研究案、檢討修正並編印「多層次傳銷事業自行評鑑手冊」、舉辦

座談會以瞭解相關評鑑指標對於傳銷事業業務執行之實際助益及

自行評鑑的落實程度與相關成效等。 

（四）建置完備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充實強化傳銷管理系統內容及功

能、建立多層次傳銷網路報備系統、建立傳銷商品資訊公開機制、

加強與傳銷商品主管機關之溝通。 

 

第四節  建構競爭政策國際平台，展現臺灣競爭法制新形象 

國際競爭態勢瞬息萬變，競爭環境日趨多樣、複雜，又隨著經濟革新

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內社會經濟結構已產生重大變化，如何釐定競爭

政策與掌握競爭法的發展方向，不斷地考驗著我國及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

的執法能力。為充分維持我國相關市場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當積極推動

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的合作與交流，創建更公平、更有效率的全球化競

爭環境，本會將藉由「掌握全球競爭脈動」、「分享本會執法經驗」、「拓展

國際對話平台」3項行動策略，「參與競爭法國際論壇」、「進行國際交流與

合作」、「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4項實施計畫，

期達成「建構競爭政策國際平台，展現臺灣競爭法制新形象」施政目標，

重點工作包括： 

（一）參與競爭法國際論壇：參與 OECD 競爭委員會會議、ICN 會議、

APEC會議、其他競爭政策國際論壇。 

（二）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辦理機關首長雙邊會談及工作會議、建置維

護 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及編製競爭政策通訊。 

（三）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對東亞開發中國家如蒙古、印尼等提供競爭

法技術援助、與 OECD 於東南亞地區合辦研討會、派遣講師參加

OECD區域競爭中心（RCC）訓練課程。 

（四）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規劃籌備國際競爭法論壇，邀請英、美、德、

法、日等主要國家及WTO等重要國際組織的知名學者專家及官員

與會，彙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並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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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1

附錄 1：本會中程施政計畫（94 至 97 年度） 

壹、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一、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1)積極查處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行為，確保市場公平競爭。 

(2)整頓不實廣告，維護交易秩序。 

(3)執行多層次傳銷事業重點督導計畫，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 

(4)加強與相關機關分工合作，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5)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支援系統。 

(6)充實競爭政策資料庫，掌握國際競爭法執法趨勢。 

2.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 

(1)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切實符合環境變遷需求。 

(2)完備公平交易法規，增進執法標準及執法透明化。 

3.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 

(1)規劃多元化宣導管道，傳揚公平交易理念。 

(2)推動業界自發性自律規範，建立企業競爭文化。 

4.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1)推動雙邊交流，研議競爭法國際協定。 

(2)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 

(3)提供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 

(4)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促進公平交易法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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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單 

位 94 95 96 97 

目
標
值 

98.9% 98.9% 99% 99.1% １、收辦案

件累計

結案率

（4%） 

1 統
計

數

據 

(年底之累
計已結案

件數/累計
收辦案件

數)×100% 

 

權
數 4% 4% 4% 4% 

目
標
值 

80% 80.7% 80.7% 80.7% ２、收辦案

件當年

辦結率

（3%） 

1 統
計

數

據 

(當年辦結
件數/(前一
年未結件

數＋當年

收辦件數))
×100% 

 

權
數 3% 3% 3% 3% 

目
標
值 

96.5% 96.6% 96.6% 96.6% ３、處分案

件維持

率（4%） 

1 統
計

數

據 

(累計維持處分
件數/累計處分
件數)×100% 

 

權
數 4% 4% 4% 4% 

目
標
值 

6次 6次 4次 4次 

一、查處妨

礙市場

競爭行

為，維護

市場交

易秩序

（25%） 

４、與目的

事業主

管機關

分工合

作（3%） 

1 統
計

數

據 

協調主管

機關獲致

具體成效

次數 

 

權
數 4%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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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單 

位 94 95 96 97 

目
標
值 

1次 1次 1次 1次 ５、選擇特

定產業

實施銷

售廣告

重點督

導計畫

（3%） 

1 統
計

數

據 

實 施 銷 售

廣 告 重 點

督 導 計 畫

次數 

權
數 4% 3% 3% 3% 

目
標
值 

100% 100% 100% 100% ６、專案檢

查多層

次傳銷

事業

（2%） 

1 統
計

數

據 

(實際檢查
家數/預估
檢查家數)×
100% 

權
數 2% 2% 2% 2% 

目
標
值 

4項 3項 3項 3項 ７、辦理產

業調查

統計

（2%） 

1 統
計

數

據 

辦理產業

調查項目 
權
數 2% 2% 2% 2% 

目
標
值 

70則 70則 70則 70則 ８、充實競

爭政策

資料庫

（2%） 

1 統
計

數

據 

本會重要

案例及司

法案例的

則數 

權
數 2% 2% 2% 2% 

目
標
值 

-% 3% 3% 3% 

 

９、推動資

訊上網

公開

（2%） 

1 統
計

數

據 

本會網站

到訪人數

年度增加

率 

 

權
數 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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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單 

位 94 95 96 97 

目
標
值 

20項 11項 3項 3項 １、研修公

平交易

法及其

相關子

法與行

政規則

（10%） 

1 統
計

數

據 

研修相關

法規及處

理原則之

數目 

權
數 10% 10% 10% 10% 

目
標
值 

3項 5項 1項 0項 ２、研訂競

爭規範

（5%） 

1 統
計

數

據 

研訂競爭

規範之數

目 

 

 

權
數 5% 5% 5% 5% 

目
標
值 

25名 25名 24名 23名 

二、建構公

平交易

制度，營

造自由

競爭環

境

（15%） 

３、競爭立

法

(Compe
tition 
Legislat
ion
（0%） 

1 統
計

數

據 

IMD世界
競爭力年

報 2004排
名 

權
數 0% 0% 0% 0% 

目
標
值 

80分 89分 89分 89分 三、宣揚公

平交易

理念，建

立競爭

文化

（15%） 

１、對業者

及一般

民眾公

平法宣

導之效

益（5%） 

1 問
卷

調

查 

滿意度評

分 

 
權
數 5% 5% 5% 5% 



 附錄 1-5

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單 

位 94 95 96 97 

目
標
值 

5家 -家 -家 -家 ２、查訪業

界執行

自律守

法準則

情形

（0%） 

1 統
計

數

據 

實地查訪

考評之家

數 權
數 4% 0% 0% 0% 

目
標
值 

100% 100% 100% 100% ３、規劃舉

辦宣導

活動

（5%） 

1 統
計

數

據 

(實際宣導場次
/本會計畫宣導
埸次)×100% 權

數 3% 5% 5% 5% 

目
標
值 

100% 100% 100% 100% 

 

４、參與、配合

民 間 團

體、業界進

行法令宣

導（5%） 

1 統
計

數

據 

(實際宣導場
次/受邀民間
團體、業界進

行法令宣導場

次)×100% 

權
數 3% 5% 5% 5% 

目
標
值 

2個 3個 2個 2個 １、推動雙邊

交流、研

議競爭法

國際協定

（4%） 

1 統
計

數

據 

進行官員互

訪、舉辦諮商

會議、研議合

作協定之國

家數目 

權
數 5% 4% 5% 5% 

目
標
值 

32人
次 

32人
次 

32人
次 

32人
次 

四、參與國

際事

務，提供

競爭法

技術援

助

（15%） ２、出席競
爭法國

際會議

（4%） 

1 統
計

數

據 

出席競爭

法國際會

議人次 權
數 5%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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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標 

年度目標值 策略績效目

標 
衡量指標 

評

估

體

制 

評

估 

方

式 

衡量標準 
單 

位 94 95 96 97 

目
標
值 

30人
次 

50人
次 

30人
次 

30人
次 

３、提供競

爭法技

術援助

（4%） 

1 統
計

數

據 

技術援助

亞太地區

開發中國

家競爭主

管機關官

員之人次 

權
數 5% 4% 5% 5% 

目
標
值 

-個 14個 -個 -個 

 

４、邀請各

國及國

際組織

出席本

會主辦

之國際

學術研

討會數

目（3%） 

1 統
計

數

據 

參與國家

及國際組

織數目 權
數 0% 3% 0% 0% 

【備註】：評估體制之數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行。 

2.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行。 

3.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等）負責運行。 

4.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參與進行。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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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摘要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策略績效目

標一之實施計畫） 

(一)查處事業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 

1.有效規範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 

2.有效規範事業限制轉售價格、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仿冒、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損害他人營業信譽及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等不公平競爭行為。 

3.有效審理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案件之核駁。 

4.加速審理事業結合申報相關案件。 

(二)整頓不實廣告，維護交易秩序 

1.分年擇定競爭劇烈、風險較高之產業，實施銷售廣告重點督導計畫。 

2.適時協調主管機關，健全專業分工、共同打擊不法。 

3.持續宣導說明，增進業者自律，強化消費者意識。 

(三)執行多層次傳銷事業重點督導計畫，有效管理多層次傳銷 

1.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年度經營概況調查，並印製、分送調查報告供相

關單位參考。 

2.辦理全面性多層次傳銷事業普查。 

3.審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資料，掌握該事業之營運資料、傳銷方式

及經營動態，並主動要求就可能涉及違法之相關制度予以修正，特別

是涉及變質多層次傳銷部分。 

4.落實多層次傳銷監督監管機制，主動加強查察涉有變質多層次傳銷行

為之事業，並積極查處違法個案。 

5.專案檢查多層次傳銷事業。 

6.不定期召開多層次傳銷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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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宣導、落實傳銷規範。 

(四) 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積極執法 

1.注意電信產業及有線電視產業之上下游交易問題，並視需要與交通部

及新聞局等機關進行協調溝通，以落實競爭政策。 

2.注意我國加入 WTO 後，農產品開放進口之發展，並視需要與農委會

進行協調溝通，以落實競爭政策。 

3.關注乳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

關機關進行會商。 

4.關注能源市場（包括電業、油品、瓦斯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

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機關進行會商。 

(五)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支援系統 

1.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營運活動調查，整合相關機關之各產業營運資

料，充實完善產業資訊系統。 

2.推動辦公室自動化，強化便捷資訊系統。 

3.推動資訊上網公開，提升網路查詢服務，增進執法透明化。 

(六)充實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資料 

1.蒐集各國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專業圖書及期刊。 

2.定期更新維護 APEC競爭政策資料庫。 

 

二、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策略績效目標二

之實施計畫） 

(一)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1.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 

2.研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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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討修正本會相關子法及行政規則。 

4.完成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機制 

1.掌控 4C 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趨勢，參考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範，營造 4C產業良好之競爭環境。 

2.因應流通事業大型化及油品市場自由化，研訂競爭規範，防止市場力

之濫用。 

3.因應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環境需求，訂頒結合案件審查準則。 

4.因應科技產業及網路技術發展趨勢，增修「公平交易法對電子市集之

規範說明」，建立網路交易之公平競爭機制。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策略績效目標三之實

施計畫） 

(一)宣導公平交易法 

1.辦理公平交易法宣導說明會。 

2.辦理民間產業團體公平交易法研討會。 

3.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辦理宣導。 

4.辦理公平交易法研習班。 

(二)溝通協調相關機關 

1.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報」。 

2.舉辦「公平交易法執法機關業務諮詢協調會報」。 

(三)賡續執行「協助事業建立自發性自律規範計畫」 

1.就參加事業執行自律守法準則情形進行實地訪查考評。 

2.專人處理、答復參加事業執行自律守法準則所遇問題，並協助其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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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 

 

四、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策略績效目標四之

實施計畫） 

(一)推動雙邊交流，研議競爭法國際協定 

1.推動與外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互訪、舉辦雙邊諮商會議、談判簽訂雙邊

合作協定。 

2.參與自由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對於競爭政策條款之談判工

作。 

(二)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 

1.以會員或觀察員身分積極參與 WTO、OECD、APEC、ICN 等國際組

織對於競爭政策之研討，表達我國競爭政策立場。 

2.爭取出席其他各種競爭法國際論壇，表達我國競爭政策立場。 

(三)提供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 

1.與國際組織合辦國際性訓練活動，協助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建立競爭

法制。 

2.對個別國家提供我國公平交易法立法、執法及宣導教育等經驗。 

(四)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規劃研討會主題及各場次研討議題。 

2.邀請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及國際組織代表出席與會。 

3.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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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本會 95 年度施政計畫 

壹、施政目標與重點 

在經濟全球化的急速發展下，國內外經濟環境丕變，事業跨國併購日

益盛行，國內產業快速轉型，新興高科技產業崛起，管制產業市場開放，

事業型態與經營策略隨之轉變，市場競爭較以往更為多樣化且複雜化。如

何順應上述經濟環境改變而為競爭政策之調整，已成為本會的新挑戰與新

期許。本會將配合國家整體發展，研修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以建立符合

國際規範及時代需求的公平交易制度；加強查處事業不法行為，兼顧市場

競爭機制及產業蓬勃發展，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宣揚公平交易理念，

深植競爭文化，以創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環境；積極擴大國際參與，提供

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以達成全球經濟的共榮共生。 

本會依據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會

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95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加強查處事業違法行為，

有效管理不實廣告及多層次傳銷，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強化相關機關

分工合作，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充實產業資訊體系及競爭政策資

料庫，建立有效執法支援系統。 

(二)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強化公平交易，落實競爭文

化；完備公平交易法規，符合國際規範及時代需求；加強重點產業督

導，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深入產業宣導競爭規範，促使產

業知法守法；加強對特定對象宣導，傳揚公平交易理念；舉辦公平交

易法課程研習，深植市場競爭精神。 

(四)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推動雙邊交流，進行雙邊諮商

會議；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拓展前瞻的國際交流合作；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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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舉辦國際競爭法論壇，增進國際競爭法交流。 

貳、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限制競爭

行為調查

處理 

1.查處事業限制競爭

行為 

1.有效規範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
限制競爭行為。 

2.有效規範事業限制轉售價格、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行為。 
3.有效審理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
案件之核駁。 

4.加速審理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2.協調相關機關分工

合作，積極執法 

1.注意電信產業、有線電視產業及交
通運輸產業之發展，配合主管機關

推動促進競爭法制工作，適時與主

管機關協調溝通，以落實競爭政

策。 
2.注意我國加入WTO後，農產品開
放進口之發展，並監控季節性農產

品價格及市況，適時與農政主管機

關協調溝通，以落實競爭政策。 
3.關注乳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
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

關機關進行會商。 
4.關注能源市場（包括電業、油品、
瓦斯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相

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關

機關進行會商。 

 3.建立市場公平競爭

機制 

1.掌控 4C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趨
勢，參考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範，營造 4C產業良好之競爭
環境。 

2.因應產業結構調整及經濟環境需
求，訂頒結合案件審查準則。 

3.因應科技產業及網路技術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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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勢，參考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範，建立網路交易之公平競爭

機制。 
4.因應事業行銷手法瞬息萬變及社
會經濟情勢變遷，研訂有關銀行

業、不動產交易業、瘦身美容業廣

告行為之規範說明。 
5.分別就「多層次傳銷事業『專業評
鑑制度』及『專業評鑑指標』之建

立與研究」，與「國內油品產業結

構、廠商行為與競爭法規範」，委

請專家學者進行委託研究。 
6.委外辦理「培訓服務業人才建立公
平競爭機制計畫」。 

二、不公平競

爭行為調

查處理 

1.查處事業不公平競

爭行為 

1.有效規範事業仿冒、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徵）、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及多層次傳銷之行為。 
2.有效規範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2.整頓不實廣告，維護

交易秩序 

1.擇定競爭劇烈、有經常違法之虞之
產業，實施銷售廣告重點督導計

畫。 
2.適時協調主管機關，健全專業分
工、共同打擊不法。 

3.持續宣導說明，增進業者自律，強
化消費者意識。 

 3.執行多層次傳銷事

業重點督導計畫，

有效管理多層次傳

銷 

1.辦理多層次傳銷事業年度經營概
況調查，並印製、分送調查報告供

相關單位參考。 
2.辦理全面性多層次傳銷事業普查。 
3.審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資
料，掌握該事業之營運資料、傳銷

方式及經營動態，並主動要求就可

能涉及違法之相關制度予以修

正，特別是涉及變質多層次傳銷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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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4.落實多層次傳銷監督監管機制，主
動加強查察涉有變質多層次傳銷

行為之事業，並積極查處違法個

案。 
5.專案檢查多層次傳銷事業。 
6.不定期召開多層次傳銷專案小組
會議。 

7.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宣導、落實傳
銷規範。 

8.建立及執行多層次傳銷評鑑制度。 
三、法務及行

政救濟業

務 

研修公平交易法及其

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 
1.檢討修正公平交易法。 
2.研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3.檢討修正本會相關子法及行政規
則。 

四、綜合企劃

及宣導業

務 

1.宣導公平交易法 1.辦理地區性宣導說明會。 
2.舉辦綜合性大型宣導活動。 
3.辦理公平交易法大學院校訓練
營、宣導說明會。 

4.辦理公平交易法研習班。 
5.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辦理宣導。 

 2.聯繫協調地方及其

他主管機關 

1.規劃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
報會議事宜。 

2.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協調會
報」。 

3.辦理各縣市政府協辦公平交易法
業務成績優異機關敘獎。 

4.舉辦「公平交易法執法機關業務諮
詢協調會報」。 

 3.充實競爭政策與競

爭法專業資料 

1.蒐集各國有關競爭政策與競爭法
專業圖書及期刊。 

2.定期更新維護APEC競爭政策資料
庫。 

五、政策擬訂

及國際交

流業務 

1.推動雙邊交流，進行

雙邊諮商會議 

1.推動與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互
訪、舉辦雙邊諮商會議。 

2.參與自由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
定當中對於競爭政策條款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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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工作。 

 2.參與各項競爭法國

際論壇 

1.以會員或觀察員身分積極參與
OECD、APEC、ICN等國際組織
對於競爭政策之研討，表達我國競

爭政策立場。 
2.爭取出席其他各種競爭法國際論
壇，表達我國競爭政策立場。 

 3.提供技術援助，回饋

國際社會 

1.與國際組織合辦國際性訓練活
動，協助亞太地區開發中國家建立

競爭法制。 
2.對個別國家提供我國公平交易法
立法、執法及宣導教育等經驗。 

 4.接受 OECD競爭法

與政策同儕檢視計

畫 

1.於 OECD全球競爭論壇接受同儕
檢視。 

2.出版我國競爭法與政策同儕檢視
報告。 

3.邀請 OECD專家辦理同儕檢視成
果說明會。 

 5.舉辦國際競爭法論

壇 

1.規劃論壇主題及各場次研討議題。 
2.邀請各國競爭主管機關及國際組
織代表蒞會，分享經驗、交換心

得。 
3.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與會發表論
文。 

4.規劃出版論文集事宜。 
六、產業調查

統計及資

訊管理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

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

支援系統 

1.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營運活動調
查，整合相關機關之各產業營運資

料，充實完善產業資訊系統。 
2.維護電腦及網路系統，建構各項資
訊服務設施，提升辦案品質與效

率。 
3.配合「電子化政府」方案，支援資
訊上網公開需求，提供民眾自動化

之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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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本會 96 年度施政計畫 

壹、施政目標與重點 

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國際間各種投資與貿易障礙的降低，導致

經濟活動逐漸打破國界，全球投資及跨國結合案件激增。同時，網際網路

的快速發展與運用，使得資訊的擴散無遠弗屆，世界變成密切相連的地球

村。而在國際經濟環境快速變遷下，國內產業正快速轉型，生產型態及產

業結構丕變，新興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市場交易型態亦不斷推陳出新。

如何因應當前整體環境情勢，建立完善市場競爭規範，兼顧全球性趨勢與

地域性需求，確保市場公平競爭，已是本會當前面臨重要課題。 

本會依據行政院 96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

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會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96 年度施政計畫，

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查處妨礙市場競爭行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積極審理公平交易法案

件，查處事業限制競爭行為與不公平競爭行為，有效規範不實廣告，

落實多層次傳銷監督管理，確保市場公平競爭；掌握各產業動態，注

意輿論關切議題，加強相關機關分工合作，共同維護市場交易秩序；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及競爭政策資料庫，建立有效執法支援系統。 

(二)建構公平交易制度，營造自由競爭環境：積極研修公平交易法，符合

國際規範及時代需求；引進寬恕政策，有效取締聯合行為；鼓勵研發

創新，促進事業良性合作；研訂傳銷專法，保障社會大眾權益；研訂

產業競爭規範，健全公平交易制度。 

(三)宣揚公平交易理念，建立競爭文化：運用多元化宣導管道，深化社會

各界宣導教育，建立市場競爭文化；積極辦理公平交易法各項宣導活

動，傳揚公平交易理念，落實全民知法守法。 

(四)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強化雙邊交流，進行雙邊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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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競爭法活動；提

供競爭法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會。 

貳、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限制競爭

行為調查

處理 

1.查處事業限制競爭

行為 

1.有效規範事業獨占、結合、聯合等
限制競爭行為。 

2.有效規範事業限制轉售價格、限制
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及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等行為。 
3.有效審理事業聯合行為申請許可
案件之核駁。 

4.加速審理事業結合申報案件。 

 2.協調相關機關分工

合作，積極執法 

1.注意電信產業、有線電視產業及交
通運輸產業之發展，配合主管機關

推動促進競爭法制工作，適時與主

管機關協調溝通，以落實競爭政

策。 
2.協調相關機關分工合作，防範民生
物資短期供需失衡，採行因應措

施。 
3.監控季節性農產品價格及市況，適
時與農政主管機關協調溝通，以落

實競爭政策。 
4.關注乳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
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

關機關進行會商。 
5.關注油品市場發展，並依個案檢視
相關法規之妥適性，必要時邀集相

關機關進行會商。 

 3.建立市場公平競爭

機制 

1.掌控 4C 產業現況及未來發展之趨
勢，參考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之相

關規範，營造 4C產業良好之競爭
環境。 

2.因應電子市集相關產業發展，酌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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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修正本會對於電子市集之規範說

明，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健全交易

環境。 
3.關注國內家電市場及預拌混凝土
產業發展，宣揚公平交易法理念，

健全國內市場之競爭秩序。 
4.掌握各級產業動態與發展，適時研
修相關競爭規範，提供事業公平競

爭環境。 
二、不公平競

爭行為調

查處理 

1.查處事業不公平競

爭行為 

1.有效規範事業仿冒、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徵）、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及多層次傳銷之行為。 
2.有效規範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2.整頓不實廣告，維護

交易秩序 

1.擇定競爭劇烈、有經常違法之虞之
不動產產業，實施銷售廣告重點督

導計畫。 
2.適時協調主管機關，健全專業分

工、共同打擊不法。 
3.持續宣導說明，增進業者自律，強
化消費者意識。 

 3.執行多層次傳銷事

業重點督導計畫，

有效管理多層次傳

銷 

1.辦理全面性多層次傳銷事業普查。 
2.審視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資
料，掌握該事業之營運資料、傳銷

方式及經營動態，並主動要求就可

能涉及違法之相關制度予以修

正，特別是涉及變質多層次傳銷部

分。 
3.落實多層次傳銷監督監管機制，主
動加強查察涉有變質多層次傳銷

行為之事業，並積極查處違法個

案。 
4.專案檢查多層次傳銷事業。 
5.不定期召開多層次傳銷專案小組
會議。 

6.辦理多層次傳銷法令宣導、落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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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銷規範。 

7.委託辦理多層次傳銷評鑑制度。 
三、法務及行

政救濟業

務 

研修公平交易法令及

辦理行政執行、行政救

濟業務 

1.賡續辦理公平交易法修正案。 
2.賡續辦理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制定
案。 

3.檢討修正本會相關子法及行政規
則。 

4.辦理公平交易法專題及系列講座。 
5.辦理行政執行及行政救濟答辯。 
6.就「寬恕政策實施子法之研究」委
請專家學者進行委託研究。 

四、綜合企劃

及宣導業

務 

1.宣導公平交易法 1.辦理地區性宣導說明會。 
2.辦理公平交易法大學院校訓練
營、宣導說明會。 

3.運用大眾傳播媒體辦理宣導。 
4.印製宣導文宣資料。 

 2.聯繫協調地方及其

他主管機關 

1.規劃、舉辦「與地方主管機關業務
協調會報」。 

2.辦理各縣市政府協辦公平交易法
業務成績優異機關敘獎。 

 3.充實競爭政策與競

爭法專業資料 

1.建立競爭政策資料庫，提供專業諮
詢服務。 

2.辦理競爭政策研究相關活動，提供
競爭政策專業研究園地。 

3.辦理競爭政策訓練活動，推行競爭
政策理念。 

五、政策擬訂

及國際交

流業務 

推動國際交流合作，

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 
1.強化雙邊交流合作，進行雙邊諮商
會議。 

2.參與各項競爭法國際論壇，積極參
與重要國際組織。 

3.提供競爭法技術援助，回饋國際社
會。 

 
六、產業調查

統計及資

訊管理 

強化產業資訊體系，

建立有效執法之決策

支援系統 

1.辦理市場結構及產業營運活動調
查，整合相關機關之各產業營運資

料，充實完善產業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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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維護電腦及網路系統，建構各項資
訊服務設施，提升辦案品質與效

率。 
3.配合「電子化政府」方案，支援資
訊上網公開需求，提供民眾自動化

之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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