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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後初期，日本公取委針對不實標示與不當贈品等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依

據「獨禁法」相關規定，將其指定為「不公正交易方法」進行規範。1962 年，公取

委進一步提出「贈標法」以補充獨禁法規範不足之處。然而，傳統的縱向規範制度

長期以來缺少橫向溝通與協調，造成主管機關各自為政，無法有效解決消費者問

題。2009 年，日本為更有效維護消費者權益，達成擁護及增進消費者利益之目的，

整合原有縱向分工之行政體系、法令而設立消費者廳。在消費行政一元化的宗旨

下，消費者廳具有消費者政策之企畫、執行與協調權限，同時取代公取委執行贈標

法之相關業務。雖然贈標法移管初期，消費者廳與公取委因溝通、協調不足，導致

執行成效一度低落；不過，目前消費者廳與公取委間合作機制正逐步構築之中。 

關鍵詞： 消費者保護、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獨占禁止法、不當贈品類及不當標示

防止法、消費者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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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曾指出：

「消費為所有生產之唯一目標與目的，生產者利益僅在具有促進消費者利益必要時

才應予以考量。此一命題乃是自明之理，不需特別證明。然而在重商主義體系中，

消費者利益卻幾乎始終被生產者利益所犧牲；這是因為重商體系認為生產才是所有

工業、商業的最終目標及對象」1。 

200 多年後的今天，亞當史密斯之見解依然有其合理性，並明確指出癥結所

在。東亞各國長期追求經濟、國民所得成長，重視產業發展、鼓勵出口與外匯累

積，形成所謂的「新重商主義」2。誠如亞當史密斯所言，此一體系下，消費者權益

常居於次要地位而容易被忽視和犧牲；近年來，臺灣發生多起食安問題就明白顯示

此一問題的嚴重性3。 

對此，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在 2012 年與衛生署（現改制為衛

生福利部）、經濟部與法務部協商，基於業務分工將有關食品標示與廣告不實案

件，優先適用食品衛生管理法，藥物標示與廣告不實部分則適用藥事法，交由衛生

福利部處理。至於食品以外之一般商品、廣告不實案件仍由公平會處理，標示不實

案件則因為存在商品標示法與「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間之適用關係仍

有疑義，由公平會、法務部與經濟部持續擇期開會研商4。 

從法律規範與實務執行面而言，公平會作法因為牽涉權責機關法律適用疑義、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與一罪不兩罰等多項因素，而有其不得不然之必要；能否達

                                                      
1 Adam Smith 著，大內兵衛、松川七郎譯，諸国民の富（三），1 版，岩波書店，455-456 

(1995)。 
2 蕭全政，臺灣地區的新重商主義，1 版，業強出版社，32-34 (1997)。 
3 例如三聚氰胺毒奶粉（2008 年）、塑化劑風暴（2011 年）、美牛含瘦肉精（2012 年）與順

丁烯二酸毒澱粉、山水米標示不實、大統長基食用油混充（2013 年）、強冠全統餿水油、頂新正

義混用工業用油（2014 年）以及海帶添加工業用碳酸氫銨、日本核災區食品偽造產地標示進口 
（2015 年）等案件。 

4 公平會網站，「研商『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及經濟部對

於不實標示、廣告案件相關法規適用』協調會議結論」，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 
docDetail.aspx?uid=36&doci，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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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維護消費者權益之目標則有待長期觀察其成效後再行檢討，不過與臺灣一水之隔

的日本消費者政策與經驗，或者有值得借鏡之處。 

長期以來，日本的消費者政策（行政）並無單一主管機關負責統籌實施，而是

由公正取引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取委）、厚生勞動省（以下簡稱厚生省）、農林水

產省（以下簡稱農水省）與經濟產業省（以下簡稱經產省）等各行政機關分別依其

所管法規，或者規範各個產業（行業）所謂的「業法」（產業規制法）如藥事法、

分期付款販賣法等進行縱向規範及行政指導5。 

其中，公取委對一般消費者利益的維護與政策推動，初期是依據 1947 年制定

之「關於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交易之法律」（以下簡稱獨禁法）中「不公正交

易方法」之指定（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後來則是 1962 年起實施之「不當贈品

類及不當標示防止法」（以下簡稱贈標法）6。 

贈標法之立法背景為 1960 年代日本不當贈品、鉅額抽獎與懸賞活動盛行，煽

動一般大眾投機心態，另一方面欺罔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引誘顧

客，造成消費者利益受損案件層出不窮，引發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政府加強規範。 

在此「贈品」係指事業為引誘顧客，不論直接、間接或以抽獎方式，附隨於其

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所提供……物品、金錢或經濟上利益，經公取委指定者（贈標法

第 2 條第 1 項）7。一般之贈品、贈獎行為具有增加其他事業參與競爭、擴大消費者

選擇機會等正面效果8，但是超過一定規模、金額之高額贈品行為，反而會煽惑消費

者僥倖、投機心理及誤導消費者對產品之認知。事實上，多數贈品、贈獎行為均屬

於交易之附隨行為，從經濟學觀點而言，其行銷（贈品）成本、費用均計入其經營

成本，而非由利潤中回饋給消費者；高額贈品、贈獎活動更可能衍生搭售、引誘參

與賭博等問題，進而產生「不當引誘顧客」行為而有規範之必要。目前日本對於贈

品之限制與禁止項目包含有最高金額（或總額）、種類或提供方式等（贈標法第 3

                                                      
5 傳統上，日本的消費者政策主要是以行政體系規範為中心進行，因此又被稱為「消費者行

政」；「消費者政策」與「消費者行政」一詞基本上可以視為同義，相互換用。參見細川幸一，

「規制緩和後の消費者行政の役割について」，收錄於呉世煌（編），消費者問題と消費者政

策，1 版，成文堂，110-111 (2003)。 
6 日本獨禁法原文為「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贈標法原文為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 
7 公平交易委員會，各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公平交易委員會，7-69 (1993)。 
8 笠原宏，景品表示法，2 版，商事法務，15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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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9。 

至於「標示」則是事業為引誘顧客，與其商品、服務或交易條件……所為之廣

告或其他標示，經公取委指定者（贈標法第 2 條第 2 項）10。商品虛偽、不實的標

示會誤導消費者之商品資訊，不當排擠其他正當事業參與市場競爭，導致「不當引

誘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11。 

目前贈標法執行重心主要為虛偽不實標示之規範。不當贈品執行部分，其處分

件數過半集中在 1970 年代前後，公取委（2000 年迄今）與地方都道府縣（1995 年

迄今）近年均無不當贈品類之重大處分紀錄，再加上目前法令運用仍延續 1977 年

公取委所公告之「關於贈品類等指定之運用基準」12，可見對於不當贈品行為之規

範、判斷基準，長期以來並無重大變革。至於贈標法之近年執行狀況，本文另於第

四節中詳述之。 

對於上述消費者問題以及輿論責難，公取委經檢討後認為獨禁法規定不夠充

分、行政手續過於繁瑣，導致實效性不足而無法有效規範，因此制定贈標法做為獨

禁法之子法，俾補充規範不足之處，落實消費者利益保護（1962 年起實施）；並同

時建立「公正競爭規約」制度（以下簡稱競爭規約），藉由業界本身之自主協定來

互相監視、自主規範13。1972 年贈標法修正後，公取委更進一步將原先依據獨禁法

實施之指示、告示及處理方針，轉移或者改由贈標法進行規範。換言之，近年來日

本公取委所推動的消費者政策以及實務執行之依據，基本上係源自於贈標法及競爭

規約相關規定14。因此本文主要是針對消費者政策中贈標法（不當標示部分）、競

                                                      
9 前揭註 7。 
10 前揭註 7。在 2009 年贈標法修正之後，「贈品」、「標示」定義分別改為第 2 條第 3 項、第

2 條第 4 項，參見消費者廳網站，景品表示法，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 
090901premiums_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11 公平交易委員會，日本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公平交易委員會，4 (1996)。2009 年贈標

法移管後，該法目的修正為「防止……不當贈品與標示以引誘顧客，限制及禁止有阻礙一般消費

者自主、合理選擇之虞行為，以保護消費者利益」，前揭註 8，1-2。 
12 前揭註 8，153-154。 
13 消費者庁表示対策課，「景品表示法 50 年の歩み」，公正取引，第 743 號，7-8 (2012)。 
14 對照日本贈標法中有關不實廣告與不當贈品的規定，我國公平交易法中也有相關規定：第 21

條（不實廣告）、第 23 條（不當贈品贈獎）。關於臺日兩國在於不實廣告與不當贈品的法規比

較，參見藍科正、謝一品，「日本對贈品與標示規範初探」，公平交易季刊，第 2 卷第 2 期，69-
85 (1994)；陳銘煌，「日本競爭法對事業贈品贈獎行為之規範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4 卷第

4 期，157-170 (1996)；劉姿汝，「電子商務之不實廣告問題－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因應對

策」，月旦法學雜誌，第 107 期，86-100 (2004)；顏廷棟，「台湾競争法における不公正な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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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規約的演變與發展進行檢討。 

近年來，日本發生多起食品與建築物耐震標示不實、壽險業者拒付理賠、蒟蒻

果凍造成窒息死亡及瓶裝飲料、食用米農藥超標等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事件。主管

機關或因法令制度未臻完備，或是彼此相互推諉、行政不作為與內部協調不足而無

法提出有效對策、迅速匡正，引發日本國內強烈批評要求檢討消費者政策及行政體

系之聲浪。對此，福田康夫總理於 2008 年 1 月施政演說中提出「推動各部會縱向

分工之行政架構進行整合，創設具有強力權限之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新組織」15，其

目標就是改組現行法令、行政體系於一元。2009 年 5 月，日本通過「消費者廳及消

費者委員會設置法」（以下簡稱消費者廳設置法）、「關於消費者廳設置法施行相

關法律整備法律」及「消費者安全法案」等 3 項法律（以下簡稱消費者廳相關 3

法），同年 9 月成立消費者廳。消費者廳為消費者行政之司令塔，具有政策之企畫

立案、執行以及與相關部會進行協調並給予勸告等權限；另依據「關於消費者廳設

置法施行相關法律整備法律」修改國家行政組織法、厚生省與經產省設置法等 25

項法律，將商品、金融或服務「交易」、食品、製品「安全」「標示」及「物價、

生活」等 4 項與消費者利益、安全密切相關領域之 29 項法律，以移管或共管方式

交由消費者廳管轄16。如此大規模行政組織改組、法令修正與人員調動，是日本自

1971 年成立環境廳、1974 年設置國土廳以來所僅見17；其中原屬於公取委管轄之贈

標法（移管）、競爭規約18（共管）亦隨之移交至消費者廳。 

對於公取委而言，雖然獨禁法第 1 條中明白揭示該法目的為「確保一般消費者

之利益，並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長期以來亦將消費者政策視為廣義

競爭政策之一部分19；然而在確保消費者利益的推動上，則以贈標法作為實質之法

                                                        
行為の規制と運用」，新世代法政策学研究，第 13 號，37-49 (2011)。 

15 前揭註 8，26-27。 
16 吉井怜奈，「消費者行政新組織の創設－消費者庁と消費者権利院－」，調査と情報，第

626 號，4-6 (2008)。 
17 宇賀克也，「消費者庁関連 3 法の行政法上の意義と課題」，ジュリスト，第 1382 號，19 

(2009)。 
18 「公正競爭規約」一詞在 2009 年贈標法修正、移管時遭到刪除，目前條文均以「協定或規

約」取代。不過競爭規約存在超過 50 年已深植人心，現行協定、規約亦都依據修正前之贈標法產

生，因此日本官方仍繼續使用「公正競爭規約」說法。糸田省吾，「景品表示法の執行を完璧に

するもの」，公正取引，第 743 號，36 (2011)。 
19 公正取引委員会消費者取引問題研究会，消費者政策の積極的な推進へ向けて：消費者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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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依據及手段20。因此消費行政一元化與贈標法移管後，公取委不但在傳統之消費

者政策、理論與實務等各方面受到極大影響，同時在今後政策的參與上其地位、角

色也產生諸多質疑及爭論；此點正是本文所提及公取委在消費者政策之轉變。 

目前，公取委雖然承認贈標法（消費者政策）已從競爭政策之法令體系獨立成

為消費者政策法，目的也修正為「確保消費者自主的選擇機會」；但仍堅持即便目

的、見解有所變化，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獨禁法）兩者仍為表裡一體之關係，

強調「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之終極目的並無改變21之傳統見解，而相關爭議與疑

慮迄今尚未有所定論。本文認為這可能是公取委對未來將以何種立場參與消費者政

策的訂定、規範？其法令依據、正當性以及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關係等議題，內

部仍有許多考量與協調，因此在未獲得正式結論前所採取之暫時性作法。然而，包

含贈標法目的、法令規範在內之消費者政策（體系）既已修正、改組為一元化，公

取委自有必要全面重新審視、構築其理論、法令架構以因應此一變化。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目的在於探討日本消費者政策中以消費者廳成立為分界，

公取委在前、後期之發展與變化。以下各節架構如次：第二節以公取委各項措施、

政策變化為中心，分期檢討日本消費者問題與政策發展過程，第三節首先概觀消費

者廳成立、任務，再檢討其政策架構、現況與贈標法最新修正。第四節分別就消費

者利益與獨禁法（競爭政策）、贈標法（消費者政策）之關連性、贈標法之規範、

執行現況與競爭規約進行檢討，同時釐清在今後日本消費者政策中公取委可能發

展，並總合以上分析提出看法以供參考。第五節則為本文結論。 

二、日本消費者政策發展與公取委的角色變遷 

(一) 1950年代消費者問題與獨禁法之因應 

戰前，日本延續 19 世紀明治維新以來「殖產興業」之政策方針，在各部會縱

                                                        
問題研究会報告書，1 版，消費者取引問題研究会，5-6 (2002)；前揭註 8，1-2。 

20 公取委消費者取引課課長粕渕功，「公正取引委員会による消費者取引適正化への最近の取

組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676 號，2 (2007)。 
21 公取委取引部長松尾勝，家電公取協，第 103 號，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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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轄架構下追求產業發展、經濟成長；消費者政策僅是做為因應或解決產業保

護、扶植產業發展時所衍生之問題而位居次要地位。即便戰後，日本為了盡快進行

復興重建與趕上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消費者政策依然被定位為輔助各部會之

產業培育政策，與戰前並無太大改變22。 

戰後初期，日本民間由於物資極度匱乏造成不實標示商品、粗製濫造及品質不

佳之生活用品、衣物等大量流通市面，為確保、維護自身生活水準與消費權益，社

會大眾開始自發、自主性提出消費者權益訴求23。此一時期，公取委基本上是依據

獨禁法對於下列行為「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者，指定為「不公正交易方法」予以

規範（第 2 條第 9 項第 6 款）。 

1. 對他事業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2. 以不當之價格為交易。 

3. 以不當引誘或強制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 

4. 不當拘束對方事業活動做為條件而與之交易。 

5. 不當利用自己在交易上之地位與對方交易。 

6. 不當妨礙……或不當引誘、教唆或強制與自己在國內有競爭關係之公司之股東或

負責人為不利於該公司之行為24。 

依據上述規定，「不公正交易方法」之指定權限可視為「准立法權」；其指定

方式又可分為 1.所有業種全體適用之「一般指定」與 2.針對特定業種商業行為之

「特殊指定」等 2 種25。公取委自 1952 年起「特別指定」醬油、味噌、火柴及橡膠

鞋業等 9 項問題較嚴重之特殊事業（行業）禁止其不當贈品與不實標示行為，其規

範對象包含生產、販賣業者與消費者；同時禁止出版品、藥品與化妝品以外的商品

轉售價格限制契約26。此外，1947 年日本厚生省另定有食品衛生法，針對所有產

                                                      
22 前揭註 17。 
23 杉村千佳，「戦後日本における消費者行政と課題－消費者問題を中心に」，地域政策研

究，第 11 卷第 3 號，66 (2008)。 
24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1。2009 年 6 月獨禁法修正，另外新增與其他競爭者共同實施不

當之交易限制、約定轉售價格等「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行為類型之明文規範 (第 2 條第 9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前揭註 8，2。 
25 松下満雄，経済法概説，2 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52 (1995)。 
26 1982 年獨禁法修正後陸續增加海運業、百貨公司、食品瓶罐裝業與報紙等行業，共計為 16

項。在贈標法成立後，依據同法第 3 條規定將此類「特別指定」轉移至「關於提供贈品類事項之

限制」告示。相關規範內容，參見笹井昭夫，独占禁止法概説 (改訂版)，改訂版，中央経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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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食品添加防腐劑、有害色素予以規範。 

(二) 1960～1970年代之消費者問題與政策 

1. 1960年代高度經濟成長下之消費者問題與贈標法立法 

1960 年代日本經濟處於高度成長，在現代大量生產體系與多層次流通系統下，

食安、藥安問題逐一浮現，加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消費者問題成為

社會關注焦點。如何強化各部會縱向規範成為政策當務之急；其中，公取委強化獨

禁法管制物價與「不公平交易方法」規範不當贈品與標示更是重點檢討項目27。 

1955 年森永嬰兒奶粉含砷、1958 年沙利竇邁（thalidomide）藥品導致嬰兒畸

形、1968 年米糠油含多氯聯苯等事件以及 1960 年起陸續出現食品違法添加殺菌

劑、人工甘味與糖精、感冒藥添加安甄（ampoule）藥物致人於死等多起危害人體健

康案件嚴重打擊到日本食品、醫藥安全。1960 年，東京、神奈川縣等地陸續發生標

示 100％牛肉罐頭內混充馬肉、鯨魚肉案件，全面清查國內 20 多家牛肉罐頭廠商

時，發現僅有 2 家使用純牛肉之「假牛肉罐頭事件」，更是引發社會輿論譁然，成

為贈標法立法的直接契機28。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企業間激烈競爭也衍生出多種新型態行銷方式。

1960 年代初期開始流行之鉅額贈品、抽獎懸賞等活動，就因為企業間彼此模仿、惡

性競爭致使獎金金額、規模日益擴大，例如口香糖懸賞 1,000 萬日圓、購買威士忌

可抽獎夏威夷旅遊等活動，遭受輿論抨擊指責煽動投機、違反社會道德而呼籲儘速

規範、禁止。特別是此種行為乃是以不特定之多數消費者為對象，具有活動期間

短、競爭企業易於跟進、依據商品特性與業界狀況不當標示及不實廣告情況可能急

速惡化等特徵。同一時期出現之分期付款販賣方式，則因行銷手法、契約條件與實

質年利率等標示內容曖昧不明而引發爭議。 

然而日本在面對上述問題時，原有之食品衛生法、農林物資規格法（JAS 法）

                                                        
124-125 (1990)。 

27 実方謙二，独占禁止法，3 版，有斐閣，35-36 (1995)。 
28 多田吉三、大久保克子、西村晶子，消費者問題の理論と展開，1 版，晃洋書房，36-38、

106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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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因為制度、規範不周、對象不明確與標示內容並無強制性等因素而無法迅速因

應。對此，厚生省首先強化食品添加物標示基準；農水省在 1961 年修正食品衛生

法、農林物資規格法強化肉類產品規範及罰則；經產省則於 1962 年修改纖維製品

品質表示法並更名為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將規範對象由纖維、衣物擴及到電器、

塑膠製品，並於 1965 年日本工業標準化法（JIS 法）中新設「消費財規格」將日常

消費用品規格標示納入認定範圍；同一時期，經產省制定分期付款販賣法，以規範

利用分期付款方式銷售商品之市場秩序（1961 年）30。 

至於公取委方面，在經過通盤檢討後，認為獨禁法相關規定不夠充分周延、行

政手續過於繁瑣、蒐證困難與與公取委本身態度過於謹慎等因素導致法的實效性不

足、無法迅速有效進行規範，決定另行制定贈標法作為獨禁法之子法31以強化規範

32。因此在消費者政策的實務運用上，贈標法可說較獨禁法更為重要。 

公取委首先依據獨禁法中「不公平交易方法」之禁止規定，在 1961 年 2 月指

定「畜肉、鯨魚肉罐頭業不公平交易方法」、同年 7 月公告「提供懸賞贈品類相關

事項之限制」運用基準，限定贈品價值與總值、12 月指定「食品罐裝、瓶裝業特定

不公平交易方法」等進行規範33；另一方面，1961 年 8 月開始著手贈標法立法

（1962 年 8 月實施）；並依據贈標法第 10 條第 5 項規定，推動業界自主制定競爭

規約，俾能事前有效遏止違反贈品、標示規範之行為34。 

此外，受到 1962 年美國甘乃迪總統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特別咨文中提出安全

（ the right to safety）、選擇（ the right to choose）、被告知（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與被聆聽（the right to be heard）等 4 項消費者基本權利與制定消費者權

利法案之影響，日本也逐漸提高對消費者權益的關心35。自 1963 年起，農水省、經

產省開始陸續成立主管消費者行政局處，而由經濟企畫廳國民生活課負責跨部會協

                                                      
29 農林物資規格法原文為「農林物資の規格化及び品質表示の適正化に関する法律」。 
30 分期付款販賣法原文為「割賦販売法」。前揭註 28。 
31 日本原文為「特例法」。 
32 前揭註 13，7-8。 
33 前揭註 8，8-9。 
34 前揭註 13。 
35 1982 年國際消費者組織（Consumer International, CI）另外追加：1.滿足基本需求、2.補償、

3.消費者接受教育及 4.健康環境等 4 項消費者權利。中嶋弘，「弁護士から見た消費者政策と競

争政策」，公正取引，第 725 號，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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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事宜。1968 年 5 月，制定消費者保護基本法（2004 年更名為消費者基本法）；

1969 年 3 月修正地方自治法，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明列於地方自治之行政事務，並設

立消費生活中心做為地方消費者保護系統之諮商、申訴管道36。 

2. 1970年代安定成長期之消費者問題與贈標法修正 

1970 年代初期，日本經濟雖然仍維持安定成長，但在 1972 年 12 月「史密斯森

林協議」後日圓大幅升值、物價上漲與國際市場動盪不安；加上 2 次石油危機，迫

使日本面臨嚴重通貨膨脹、景氣惡化之困境，導致企業間勾結、惡性競爭加劇，商

品不當銷售手法也更加多元化與惡質化。 

公取委首先積極取締被視為引發通貨膨脹元兇之價格卡特爾及總合商社（大型

貿易公司）囤積物資問題，在 1966 年 11 月對 6 家大型家電業者組成之價格卡特爾

進行調查，並廢止 12 項協定37。同一時期，公取委於 1972 年 2 月提出贈標法修正

案（同年 10 月實施），以便迅速、有效監視與處理地方業者不當贈品、虛偽不實

標示的違法行為，並將部分權限委任（授權）地方都道府縣以強化與地方之合作。

贈標法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1. 地方指示處分權：都道府縣知事對違反第 3 條（贈品之限制與禁止）之行為，得

限制或禁止之；對違反第 4 條（禁止不當表示）之行為得命令停止或指示相關公

告（第 9 條第 2 項）。 

2. 向公取委提出請求措施：事業對都道府縣知事依前條規定之指示、停止命令或防

止命令不服者，得提請公取委依照本法作適當處理（第 9 條第 3 項第 1 款）。 

3. 地方命令業者提出報告及檢查權限：都道府縣知事……對該事業或與其有關之事

業或人員，得命令提出有關贈品或表示之報告，得進入該事業……檢查帳冊、文

件及其他物件、或質問關係人（第 9 條第 4 項）38。 

該法修正後，公取委為求與地方共同有效監督業者，將原先依據獨禁法實施之

指定、告示開始移轉或改由贈標法進行規範；1975 年公布「贈品類限制告示之處理

                                                      
36 前揭註 28，37。 
37 前揭註 28，39。 
38 前揭註 8，11；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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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1977 年發表「關於對一般消費者提供贈品類事項之限制」指導原則39進行

整合以及明確規範標準40。上述公取委之態度與轉移措施意味著在未來政策的實務

執行上，贈標法之運用與重要性將逐漸加重並取代獨禁法相關規範。 

至於不實標示部分，公取委從 1960 年代末期開始對定價、實際售價與國內外

商品間價格差距，亦即所謂「雙重價格標示」問題進行調查；並於 1969 年發表

「關於不當價格表示贈標法第 4 條第 2 項之運用基準」。1970 年 8 月，公取委再委

託消費者團體對家電業者的「雙重價格標示」進行調查，發現超過 4 成以上的彩色

電視機其定價與實際售價差距高達 3 成以上，引發社會輿論譁然要求進行抵制、拒

購；公取委也因此在 1971 年 1 月公布「關於彩色電視等家電製品希望零售價格標

示之處理」原則予以規範41。 

其次，針對 1960 年代中期陸續發生之飲料添加化學色素、人工香料冒充天然

果汁等標示不實案件進行規範。公取委最初於 1971 年 3 月發表「關於果汁飲料等

標示之公平競爭規約」，透過行政指導要求業界訂立競爭規約。不過，民間消費者

團體主婦聯合會對於公取委規範過於寬鬆表示不服而提告，直到 1978 年 3 月日本

最高法院裁定主婦聯合會申訴駁回後才算告一段落。然而受此影響，公取委依據贈

標法第 4 條第 3 項「事業為與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相關事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之

虞之表示，致不當引誘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及經公取委所指定者」之規

定，在 1973 年 9 月發表「關於不含天然果汁飲料等標示」公告強化規範。這是公

取委最早依據贈標法第 4 條第 3 項進行之指定；其後也陸續發表商品原產國（1974

年 5 月）、不動產誘餌廣告（1980 年 4 月）及消費者信用融資費用（1980 年 7

月）等指定42。 

此一時期，民間消費者團體參與消費者政策之地位亦逐漸提升。除了協助公取

委進行家電產品「雙重價格標示」調查並呼籲大眾 1 年內拒購電視進行抵制之外，

1971 年因為市場流通結構問題，主婦聯合會等團體宣布抵制資生堂化妝品。對於日

                                                      
39 日文原文為「一般消費者に対する景品類の提供に関する事項の制限」。 
40 前揭註 8，15。 
41 前揭註 28，39。 
42 誘餌廣告之日文原文為「おとり広告」。事實上，公取委曾經對社會大眾就競爭規約相關規

範的瞭解程度進行調查，發現仍有過半消費者存有誤認情況，促使公取委進一步強化規範。相關

內容參前揭註 8，10-13；條文部分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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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惡化之訪問、郵購買賣與行銷手法，日本消費者聯盟則在 1970 年 11 月具狀向東

京地檢署控告 Britannica 日本分公司以不當訪問買賣手法銷售百科全書涉嫌詐欺，

並向公取委檢舉該公司涉嫌組織性欺罔不實、引人錯誤標示。也因此經產省在 1972

年修正分期付款販賣法，明訂契約中必須明示販賣條件等必要事項及增設無條件解

除契約（cooling-off）期間；1976 年並另訂訪問販賣法進行規範43。 

(三) 經貿全球化下消費者政策之轉變（1980年代～2000年） 

1980 年代起，日本的消費型態、市場銷售手法更加多樣化，造成黑心食品、老

鼠會與多層次傳銷手法吸金橫行，以及汽車等產品瑕疵回收問題；1990 年代以後美

日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施壓要求放寬對贈品、標示規範以加速開放日本市場，促使

日本消費者政策進入新的階段。 

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宣稱高投資回收、快速致富之老鼠會、多層次傳銷及

透過空頭黃金存摺與證券、不實期貨交易等大量吸金手法之經濟犯罪快速興起，嚴

重危害社會治安；公取委雖然曾在 1975 年 6 月取締美國化妝品公司 Holiday Magic

多層次傳銷手法並加強規範，但成效始終不彰、無法有效禁止類似違法行為；1978

年「純金家庭證券」、1985 年「投資期刊」、1997 年「經濟革命俱樂部」與 1998

年「koko 山岡寶飾店」等案件社會損失均達到數百億日圓以上；其中，1985 年發

生之「豐田商事事件」更達到日本史上最高詐騙金額 2000 億日圓44。 

1980 年代美日貿易摩擦初起時，公取委在 1986 年 5 月曾針對貿易摩擦與日本

競爭政策之關係發表「為改善市場通路之競爭政策因應」聲明。對於美方主張之 1.

贈品規制過於嚴格，嚴重妨礙國外企業之促販活動，及 2.商品原產國標示、比較廣

告規範影響到進口產品販售與廣告效果等爭議，公取委一方面藉由告示、運用標準

及指導方針（guidelines）的修正、訂定以明確釐清贈標法執行方針、基準與提高贈

品價值上限，並分別於 1987 年 4 月、1989 年 9 月發表行動方針放寬比較廣告、原

                                                      
43 家電業「雙重價格標示」問題，最終以松下電器宣布調降售價 15-20％結束紛爭；Britannica

百科全書則是日本消費者聯盟組織「Britannica 受害者會」進行斡旋，成功獲得解除契約及賠償。

相關過程參前揭註 28，39-41。 
44 日本雖然在 1978 年另外制定無限連鎖講（老鼠會）防止法加強取締，不過仍是無法有效遏

止。參前揭註 28，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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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國標示規範以及指導業界修改競爭規約45。 

1990 年 6 月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SII）報告書中，日本同意對於贈品規範與

競爭規約進行修正；到了 1993 年，美國進一步提出要求放寬或修正贈品規範。對

此，公取委在 1995 年提出 1.修正 1961 年「提供懸賞贈品類相關事項之限制」運用

基準，調高贈品金額上限與放寬限制、2.修正 1977 年「關於對一般消費者提供贈品

類事項之限制」指導方針，取消 5 萬日圓贈品金額上限，交易金額在 1000 日圓以

上者，贈品價值最高為交易金額 10％、3.公開懸賞獎金上限由 100 萬日圓大幅提高

至 1000 萬日圓、4.縮減規範對象、範圍並予以明確化、5.修正或廢除各事業相關之

贈品告示規範、指定及競爭規約（1996 年 4 月實施）46。 

其他，如美容、觀光與老人安養中心等服務業興起而產生之引人錯誤廣告、標

示問題，公取委在 1993 年重新修訂廣告相關告示與運用標準俾能明確規範、提高

執行成效；對於網路、電話勸誘廣告、說明標示，公取委在 1998 年 12 月修正贈標

法第 2 條之指定告示以強化規範。同時為配合當時日本政府積極推動之地方分權政

策，公取委在 1999 年修正贈標法，將委任地方之事務、權限變更為地方自治事務

及權限（2000 年 4 月實施）47。 

至於其他相關部會對於消費者問題之因應，最重要的是引進民事消費者法的求

償機制；例如從 1960 年代起即發生多次汽車、家電產品的製造瑕疵與隱匿回收

（recall cover-up）問題，經產省於 1994 年實施之製造物責任法中提供受害者請求

救濟途徑；針對購屋品質糾紛，1999 年國土交通省在「關於促進確保住宅品質法」

中特設為期 10 至 20 年之瑕疵擔保責任制度；在 2000 年立法，以銀行存款、債

券、股票與信託等金融商品交易為規範對象之金融商品販賣法中，金融廳亦設有違

反說明義務時之損害賠償責任條款；2000 年內閣府管轄之消費者契約法中也明訂民

事規定，對「不當內容」、「不當商業行為」給予消費者事後解除權。同時，經產

省為強化訪問、電話與通信交易之規範，於 2000 年修正訪問販賣法並更名為特定

商業交易法48；2004 年特定商業交易法修正，新增禁止不實告知（第 6 條第 1 項）

                                                      
45 前揭註 13，10。 
46 陳銘煌，前揭註 14，164-167。 
47 前揭註 8，16-20。 
48 獨禁法 2000 年修正時亦新設被害人對違反行為之停止請求權（第 24 條）。參前揭註 5，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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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規定進一步引進相關求償措施49。 

(四) 消費者廳成立前夕與贈標法修正（2001～2009年） 

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消費者問題仍然無法獲得有效改善，影響的範圍、程度

也越加惡化。從三菱汽車爆發長期隱匿回收、雪印食品牛乳含葡萄球菌與其子公司

濫用狂牛症牛肉回收制度、各地發生多起肉品欺瞞不實標示到熱水器製造瑕疵導致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中國有毒水餃進口及蒟蒻果凍造成窒息死亡等案件都嚴重威脅

到社會大眾健康、安全與消費權益，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傳統縱向規範思維，轉為

推動行政一元化以落實保障消費者利益。 

以蒟蒻果凍造成多名老人、幼兒窒息死亡案件為例，相關領域之主管機關厚生

省（食品衛生法）、農水省（農林物資規格法）與經產省（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

法）以並非法令管轄對象、法令適用疑義或者原料、衛生標示上並無安全疑慮等理

由相互推諉、不願負責，導致日本自 1995 年迄今一直無法採取有效對策。Paroma

熱水器製造瑕疵導致多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則是暴露出主管機關（經產省）

局、處之間及與外部單位（警察、國民生活中心）長期橫向協調、溝通不足等缺失

50。2002 年農水省與厚生省共同檢討狂牛症預防對策之際，農水省以生產者利益為

優先而忽視消費者權益，延緩因應措施並終止相關研究更引發社會譁然與不安51。

這些事件說明日本原有之行政規範組織在面對現代生產、消費與銷售體系時，產生

法規體系混亂、主管部會各自為政、溝通不良等重大缺失而無法有效運作；這同時

也意味著日本消費者政策至此不得不改懸易轍，必須進行整合以一元化、單一窗口

模式取代原有縱向規範架構。 

另一方面，為配合經濟、產業最新變化與日本當時推動中之放寬管制方針，公

取委於 2001 年成立競爭政策懇談會、消費者交易問題研討會，進行贈標法之修正

                                                      
49 中川丈久，「消費者行政－消費者庁の設置と今後の法制展開」，ジュリスト，第 1414

號，54 (2011)。 
50 蒟蒻果凍致死案件，日本消費者委員會雖曾在 2010 年 7 月發表「蒟蒻果凍窒息事故的對應

及食品形狀安全性之法整備提言」，但仍無法予以修正。Paroma 熱水器製造瑕疵則是造成 21 人

死亡，由於熱水器安全性監督分屬經產省瓦斯安全課、製品安全課等不同部屬負責，彼此間毫無

聯繫而放置長達 20 年以上。參前揭註 16，2。 
51 前揭註 2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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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並依據懇談會、研討會報告書、建言，在 2003 年提出修正（同年 11 月實

施）；而其主要內容為： 

1. 引進無合理根據，對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標示較實際情形或有

競爭關係之其他事業顯著優良之不當標示（無實證廣告）52規範方式（贈標法第 4

條第 2 項）。 

2. 擴大地方都道府縣對違反行為者檢查範圍、指示權限，並提高罰則以強化地方執

行能力。 

同時為確保 1.項運用之透明性與事業對行政行為之預見可能性，公取委於 2003

年 10 月公布無實證廣告指導方針。至於贈品規範，公取委延續前期放寬規範方針

並配合政府推動「規制改革‧民間開放 3 年計畫」，2007 年 3 月修正「關於對一般

消費者提供贈品類事項之限制」指導原則，將贈品價值提高至交易金額 20％53。 

另外，由於不當標示致使消費者權益受損案件遽增，由公取委單獨進行規範已

不足因應；因此在 2008 年消費者契約法修正時，贈標法亦同步修正引進消費者團

體不作為訴訟請求權制度（2009 年實施），由政府、民間雙方共同監督、管制54。 

不過對於食品、日用品等項目之不實標示，公取委的執法態度則表現得相當消

極；這可能是因為避免與其他主管機關產生法規競合、適用疑義等情況有關。自

1962 年贈標法公布、實施到 2002 年各地爆發牛、雞肉食品「偽裝表示」等不實標

示問題為止，公取委僅分別在 1969、70 年發佈 9 件排除命令；事實上，公取委以

「現代商品流通體系過於龐大複雜，如無內部告發，即便存在不當標示情況也難以

進行取締」為由，在 1996 年進行組織重整時將贈品標示與監督部門由「課」降級

為「室」。雖然公取委與農水省在肉品不實標示問題發生後共同加強嚴格取締、提

高罰則與修正食品標示制度，但是仍然招致輿論強烈抨擊要求整合現行政策體系與

法令、排除縱向規範弊端而間接促成消費者廳的成立55。 

 

                                                      
52 日文原文為「不実証広告」。 
53 前揭註 8，21-23。 
54 前揭註 13，13。 
55 前揭註 28，49-50。 



10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三、消費者廳之成立、架構與課題 

(一) 消費者廳的成立、任務與法令職掌 

1. 消費者廳相關 3法成立過程 

如上節所述，2001 年以後日本發生多起危害消費者權益之食安、產品瑕疵案

件，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政策方向。2004 年消費者基本法進行修正，將消費

者政策之基本理念改訂為「擁護、增進消費者自身利益，支援消費者自立進行自

主、合理行動」（第 2 條第 1 項）；而由過去對消費者權利的消極保護轉變為積極

擁護、增進消費者利益與支援其自主性56。2007～08 年，接連爆發產地偽裝、竄改

保存期限、中國有毒水餃進口等食安事件，主管機關或因行政不作為、或由於法令

規範模糊（灰色地帶）無法有效處理而遭致社會指責。對此，日本在 2008 年 1 月

宣布創設消費者行政一元化之新組織，具體內容則交由自民黨消費者問題調查會、

總理諮詢機構之國民生活審議會與消費者行政推進會議進行通盤檢討、規劃。 

消費者行政推進會議整合自民黨消費者問題調查會、國民生活審議會等各方意

見，於 2008 年 6 月發表最終報告，提出：1.設立具有對其他部會勸告、直接規範權

限之消費者廳、2.其他部會所管轄與消費者切身相關之法令移交消費者廳、3.成立

單一諮詢窗口、4.引進沒收違法收益課徵金制度與 5.政府應確保一定財源以充實地

方消費者行政等建言57。另一方面，在野黨民主黨提出「消費者權利院法案」、

「消費者團體訴訟法案」，公明黨、社會黨與共產黨等 6 黨派則共同提出相關修正

案，進行朝野協商與參、眾議院審議。在參、眾議院分別提出 34 項、23 項附帶決

議後，消費者廳相關 3 法於 2009 年 5 月兩院全會一致通過，9 月開始實施58。 

                                                      
56 前揭註 8，4-5。 
57 前揭註 16，4。 
58 遠藤賢一、田中祥子、片山雅博，「消費者庁関連 3 法の成立とその課題」，RESEARCH 

BUREAU 論究，第 6 號，273-27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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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廳、消費者委員會之任務與職掌 

消費者廳相關 3 法之中，「關於消費者廳設置法施行相關法律整備法律」為行

政組織、法令職掌變更、移管以及修正；「消費者安全法案」主要為地方事務與設

置消費生活中心、消費者案件資訊蒐集、消費者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的勸

告、報告要求權限等相關規定；至於消費者廳設置法則是規定消費者廳、委員會任

務、法令職掌與運用59，而與消費者政策之企畫、立案與施行關係最為密切，故本

文以下主要就消費者廳設置法及消費者廳進行檢討。 

日本消費者廳設為內閣府（類似我國行政院）外局60，依據消費者廳設置法第 3

條規定，其任務為遵循消費者基本法中所規定之尊重消費者權利及支援其自立等基

本理念，為邁向實現消費者能夠安心、富裕之生活與社會，並擁護及增進消費者利

益、確保消費者能夠自主且合理選擇商品及服務等目標，執行與消費、生活密切相

關物資之品質標示等相關事務。為達成此一任務，消費者廳職掌 1.推動消費者利益

相關基本政策之企畫及立案、2.負責協調各行政機關之間相關事務、3.推動所需必

要環境之建立與相關政策的企畫及立案、4.相關法令之運用、執行、5.相關事項之

綜合性調查以及 6.所管事務之國際合作（第 4 條各款）61。 

在一元化消費者行政體制之下，消費者廳作為全體消費者行政（政策）之司令

塔，負責蒐集、分析相關資訊，進行政策方針、具體措施的規劃、制定與推動；特

別是主管機關、法令權責不明或現行法令中屬於灰色地帶的「空隙案件」62，消費

者廳可依據消費者安全法以勸告、建議或要求提出報告等方式，單獨或整合相關部

會迅速介入因應63。 

基於上述一元化原則，日本依據「消費生活中心的諮商、詢問件數多寡以及可

對應之法律」，將「交易」、「標示」、「安全」及其他「物價、生活」等與消費

                                                      
59 同上註，275-277。 
60 外局係指內閣府、各省（部）以外之行政組織，如委員會、廳等。 
61 消費者廳網站，「消費者庁及び消費者委員会設置法」，http://law.e-gov.go.jp/htmldata/H21/ 

H21HO04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62 日文原文為「すき間事案」，係指縱向管轄架構下法令不夠周延、無法可管或主管機關相互

卸責，屬於法令管轄灰色地帶之案件。前揭註 17，31。 
63 金子晃、山口由紀子，「景品表示法移管 5 年の評価と課題」，公正取引，第 763 號，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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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切身相關之 29 項法令以移管或共管方式轉移至消費者廳以便統籌運用64。圖 1 為

消費者廳所職掌之主要法令；而由其中消費者廳所管轄之法令與方式可以發現： 

1. 消費者廳管轄原屬於內閣府、經產省、農水省、厚生省、國交省與金融廳等部會

的多項法令、業務範圍極為廣泛，其中亦包括原為公取委管轄之贈標法。 

2. 除了原屬內閣府所管 8 項法律外，僅有特定商品預託法（經產省）及贈標法等 2

項列為移管65。其他如食品衛生法、健康增進法（厚生省）、旅行業法、住宅品

質確保法（國交省）與特定商業交易法、家庭用品品質標示法（經產省）等 19

項均屬於共管；消費者廳大多負責各法中品質、標示基準之企畫、訂定與執行、

重大事故的資訊收集、報告與公布及對主管機關處分命令之勸告等項目66。 

上述法令之所以採取共管，主要是基於避免行政規範上產生多頭馬車弊端、消

費者廳在特定專業領域（如「安全」方面之品質基準訂定）仍需各部會高度專業能

力與相關協助等因素67。也因此贈標法第 35 條中規定各部會須致力於「必要資訊的

交換與確保相互間緊密合作」68，藉以構築以消費者廳為中心之一元化執行體制69。

換言之，一元化消費者行政體系的構成，雖然以消費者廳作為單一窗口，但是在資

訊收集、分析與專業等領域上，仍必須藉由共管方式取得其他主管部會的支援。 

                                                      
64 除上述 29 項法律之外，日本曾考慮將消費者行政推進會議揭示之金融商品交易法、保險業

法、藥事法等 43 項法律亦一併交由消費者廳管轄。參前揭註 58，278。不過，在後來國會立法過

程中大幅修正改為「考量今後社會情勢之變化持續檢討」 (消費者廳設置法附則第 3 條)。大羽宏

一，「消費者庁で何が変わるのか」，收錄於大羽宏一（編），消費者庁誕生で企業対応はこう

変わる，1 版，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51 (2009)。 
65 至於贈標法為何採取移管而非共管方式移交消費者廳，目前尚未發現專論進行相關檢討或分

析，不過有鑑於當時（2008～2010 年）部分論文與資料中顯示之相關法令移管、共管情況（包含

贈標法在內）與事後實際結果有相當落差的情況來看，本文推測原始規劃可能是與公取委共管，

但是在審議過程中受到國會、消費者團體與各部會間的政治折衝後最終修正為移管。論文、資料

部分，參見竹山拓，「消費者庁関連 3 法の概要」，收錄於大羽宏一（編），消費者庁誕生で企

業対応はこう変わる，1 版，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57 (2009)；梁瀬和男，企業不祥事と奇跡の

信頼回復－消費者庁設置と消費者重視経営を目指して，1 版，同友館，37 (2010)。 
66 前揭註 16，11。 
67 竹山拓，前揭註 65，51-55。 
68 2014 年贈標法修正後，本項規定移至第 15 條。 
69 真渕博，「改正景品表示法の概要について－平成 26 年 6 月改正」，公正取引，第 770

號，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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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吉井怜奈（2008）。 

圖 1 消費者廳職掌之主要法令 

此外，針對上述一元化體制之嘗試，日本政府與國會另於消費者廳相關 3 法附

則以及參、眾議院的附帶決議中，列舉下列多項規定，要求消費者廳在一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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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或 5 年）內進行檢討、修正，藉以建立新制基礎並強化規範成果70。 

1. 消費者廳參與消費者相關法令之方式與消費者廳、委員會體制（附則第 3 項） 

2. 應否訂定包含標示、交易與安全等領域在內之一元化新法（參議院附帶決議第 27

項） 

3. 國家對地方消費者政策應有之支援與法令修正（附則第 4 項） 

4. 國家對消費者團體應有之支援（附則第 5 項、參議院附帶決議第 29 項、眾議院

附帶決議第 22 項） 

5. 引進沒收違法收益課徵金制度（附則第 6 項、參議院附帶決議第 31 項）等71 

至於委員會之設置，日本政府原先是作為「將消費者意見直接傳達，具備高度

透明性之組織」而置於消費者廳內，兩者共同合作「謀求消費者利益的擁護及增

進」。不過在經過朝野協商與眾議院審議之後，委員會權限大幅強化而改設於內閣

府，與消費者廳具有同等地位；其地位亦提升為對消費者行政（政策）進行監視、

提供建言或勸告之獨立機構72。該委員會之任務、職掌分別為：1.擁護、增進消費者

利益相關之基本政策、2.謀求所需必要環境之建立、3.贈品等之適正化，以確保消

費者能夠對商品及服務進行自主且合理的選擇、4.物價、個人資訊的正確處理及相

關事項之綜合性調查、審議，並可對總理大臣、相關部會首長提出建議或陳述意

見。同時，依據消費者安全法第 20 條規定，委員會亦可對總理大臣給予必要之勸

告以及要求相關措施之報告；如有必要，亦可對各部會要求提出報告、資料、意見

說明與其他必要之協助（消費者廳設置法第 6 條第 2 項各款、第 8 條）73。 

(二) 政策的架構、現況與課題 

圖 2 為消費者廳與委員會成立後日本消費者政策之最新架構。如圖所示，消費 

                                                      
70 斎藤憲道，「消費者問題に対する新たな展開」，收錄於斎藤憲道（編），消費者庁－消費

者目線で新時代の経営を創る，1 版，商事法務，21 (2009)。 
71 內閣官房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準備室，「消費者庁関連 3 法の概要」，收錄於斎藤憲道

（編），消費者庁－消費者目線で新時代の経営を創る，1 版，商事法務，52、202-203、207-208 
(2009)。 

72 及川和久，「消費者庁 発の 足と課題－国民生活センター一元化議論・地方消費者行政・消

費者教育を中心としてー」，レファレンス，平成 23 年 8 月號，75 (2011)。 
73 消費者廳網站，「消費者庁及び消費者委員会設置法」，http://law.e-gov.go.jp/htmldata/H21/ 

H21HO04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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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閣官房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準備室（2009）。 

圖 2  消費者廳與委員會成立後之消費者政策架構 

者廳作為政策方針、措施規劃與執行者，一方面透過全國消費生活資訊網（PIO-

NET）、事故資訊資料庫（2009 年 9 月完成）與贈標法執行網系統（2012 年 4 月完

成）的更新、建構，接受消費者通報與申訴、國民生活中心及消費生活中心的諮

商、提案並給予建言、宣導以及消費者教育等協助；同時也進行調查、分析以作為

政策制定、規劃參考。另一方面，基於消費者安全法、消費者廳相關 3 法規定，消

費者廳可直接對相關各部會、事業進行勸告、建議與資料要求，必要時亦可直接或

間接透過該主管機關予以處分。獨立行使職權之消費者委員會則是負責監視政策的

執行狀況並給予建言或勸告。日本期待在此一元化之行政架構下能夠消除過去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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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架構下所產生之「空隙案件」等弊端，從而實現擁護、增進消費者利益、支援

消費者自立的目標。 

然而在贈標法與相關政策的實際推動、執行效果上，消費者廳初期表現並不如

預期。消費者廳處分之措置命令件數從公取委時期的 2007 年 56 件、2008 年 52 件

大幅減少到 2009 年 12 件、2010 年 20 件，僅有移交前 30～40％，至於所期待之

「空隙案件」處理目前則未有相關案例，委員會專門調查會的進展亦延宕不前74，

因而遭受各方批評、指責，認為消費者廳過於消極要求進一步強化體制與機能75。

究其原因，除了初期因人員、法令與組織移轉造成執行混亂之外，消費者廳人力不

足、地方諮商窗口（消費生活中心、國民生活中心）整合困難以及與地方都道府

縣、主管機構及地方支、分局處之協調、合作機制無法有效運作亦是重要原因76。 

立法當時考慮避免政府組織過於肥大，故將消費者廳人員總數限制在 202 名

77，並以內部人事調整為原則：例如將公取委負責贈品標示業務之 44 人、經產省擔

任特定商業交易法、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執行、公告業務的 31 人全部轉移至消

費者廳78；從而導致人員過少無法負擔初期繁重業務。再者，消費者廳作為政策的

推動者，本身卻無地方支、分局處配合與處理相關業務，因此必須透過權限委任方

式借助其他部會及其地方分支機構進行79。例如：消費者廳將部分權限分別委任經

產省消費經濟政策課、交易信用課與各地經濟產業政策局、公取委各地方事務所以

便執行特定商業交易法、贈標法相關業務、監督與資料蒐集80。因此，如何強化消

費者廳與中央各部會（公取委、經產省與金融廳等）間橫向聯繫、界定與協調中央

（消費者廳）與地方（主管機關之地方分支機構）的任務分配就成為消費者廳成立

                                                      
74 国府泰道，「消費者庁・消費者委員会の検証と今後の課題」，現代消費者法，第 13 期，

43、45 (2011)。 
75 前揭註 35，13。 
76 向田直範，「消費者庁による景品表示法の運用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25 號，24-25 

(2011)。國民生活中心、消費生活中心等諮商窗口的整合、單一規劃，由於牽涉到日本財政困

難、中央與地方預算、資源分配與人員配置等問題，目前未有明確定案，因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之內。 
77 不過消費者廳成立後人員編制逐年增加，由 2010 年 217 人增加至 2013 年的 289 人。消費者

庁，消費者白書平成 25 年版，消費者庁，123 (2013)。 
78 前揭註 8，30；谷みどり，「消費者庁設置による他省庁への影響」，現代消費者法，第 5

期，22 (2009)。 
79 前揭註 17，35。 
80 前揭註 74，41；谷みどり，前揭註 7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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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最重要課題；這一點可以說消費者廳原先設計、規劃與政策的實際執行、運用

上存在相當差距81。 

因此，消費者廳一方面基於消費者廳相關 3 法附則及國會附帶決議相關檢討、

修正要求與實務運用經驗，同時因應並規範近年來多起餐廳、飯店菜單食材標示不

實、高齡消費者受害等問題82，於 2014 年 3 月提出消費者安全法、贈標法修正案

（6 月成立）以解決、改善上述課題。其中，消費者安全法之修正重點為：1.設置

消費者安全確保地區協議會，構築地方網絡、2.透過地區協議會取得資訊之共有、

活用與建設相關設施、3.地區間聯繫、協調等消費生活諮商體制的強化與相關地方

人員的增聘、研修等83。2014 年贈標法之最新修正，另於下節檢討。 

四、近年公取委消費者政策的推動與轉變 

(一) 消費者政策中公取委之定位與贈標法執行狀況 

1. 消費者利益與獨禁法、贈標法之關連性 

日本獨禁法第 1 條規定，「為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之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之交易

方法，防止事業支配力之過度集中，排除依結合、協定等方法所為生產、販賣、價

格、技術等之不當限制，及其他一切事業活動之不當拘束，以促進公平自由之競

爭……確保一般消費者之利益，並促進國民經濟之民主的健全發展」；然而其立法

目的是否涵蓋消費者利益之確保？日本公取委、學界間曾經有過相當議論與相異，

甚至對立看法。依日本學者實方謙二的整理，相關見解可大致分為84： 

1. 消費者利益從屬於國民經濟全體利益，故不包含在獨禁法目的之內。 

                                                      
81 佐野真理子，「消費者団体から見た競争政策」，公正取引，第 740 號，9 (2012)。 
82 2013 年日本爆發多家飯店、百貨公司與旅館如阪神、近畿鐵道等附屬餐廳菜單所標示之高級

食材與實際使用不符事件，引發社會關注、影響消費者信心。消費者廳網站，「平成 25 年度にお

け る 景 品 表 示 法 の 運 用 状 況 及 び 表 示 な ど の 適 正 化 へ の 取 組 」 ，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 140709premiums_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83 消費者廳網站，「概要」，http://www.caa.go.jp/region/pdf/hutou_gaiyou.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5/04/10。 
84 條文部分參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11，1；內容參前揭註 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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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禁法之目的在於維持競爭，消費者利益僅為其保護下之附隨利益。 

3. 消費者利益保護雖為獨禁法之主要立法目的，不過明記於第 1 條僅表示做為手段

之競爭政策優先其他政策；故不為獨禁法各項規定之直接目的。 

4. 獨禁法為規範經濟從屬關係之法律，消費者利益的保護為獨禁法主要直接目的之

一，因此亦為獨禁法各項規定之解釋依據等 4 類。 

事實上，如果加入獨禁法第 2 條第 6 項「公共利益」概念一併探討，各方見解

可能更趨複雜而迄無定論85；不過，目前各界已大多傾向消費者利益保護亦為獨禁

法之終極目的或直接目標、目的86。至於獨禁法（競爭政策）與贈標法（消費者政

策）兩者之關係，在 2002 年公取委「消費者交易問題研究會報告書」中就曾指出

「競爭政策之目的在於促進市場公正、自由競爭的同時，藉由競爭提升全體經濟活

動效率化以確保消費者利益」；主張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不僅在確保消費者利

益上是具有共通目的，消費者政策的推動亦可使市場機制更能有效運作，兩者之間

相互具有緊密關連」。因此，為了「實現保護消費者利益之政策目的，整體推動維

持、促進企業間競爭使市場機制能夠有效運作之「狹義」競爭政策及創造、確保消

費者能夠進行合理、正確判斷與決定環境之消費者政策觀點極為重要；故將兩者合

稱為「廣義」之競爭政策」87。 

換言之，贈標法規範之標示、廣告為媒介生產與消費的資訊管道，屬於由企業

營業自由及消費者選擇自由所構成之自由經濟體制的一環，亦有助於資源最適分

配；再者，競爭政策也需要消費者的正確抉擇俾能引導市場機能正確運作，因此合

理、正確選擇商品或服務可謂是公平競爭之當然前提88。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在

目標上相互重疊，實務運用上則是互為表裡，具有密切不可分割之關係89。與其他

依據產業法規或「業法」進行縱向、個別規範情況不同，贈標法之特色與重要性就

在於對商品、服務進行全面性、整合性的監督規範。事實上，如第二節所述，自

                                                      
85 如以「公共利益」觀點檢討，則另有自由競爭的維持可與一般消費者利益之確保與國民經濟

民主的健全發展相連接，而為公共利益之見解，參前揭註 25，73。 
86 泉水文雄，「消費者と競争政策」，公正取引，第 725 號，2-3 (2011)。 
87 關於獨禁法、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間之關係、實務狀況等，參見公正取引委員会消費者取

引問題研究会，前揭註 19，5-6。目前為止消費者廳仍採行相同見解，參前揭註 8，1-2。 
88 糸田省吾，事例独占禁止法［新版］，新版，青林書院，368-369 (1995)。 
89 前揭註 8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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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以來公取委即藉由贈標法的運用來推動消費者政策90；也因此贈標法與獨

禁法、轉承攬（下請）報酬支付延遲防止法並列為公取委管轄法令、政策之核心。 

2009 年消費者廳成立後，贈標法從獨禁法分離、獨立，轉變成為確保消費者自

主且合理選擇商品或服務權益之消費者政策法91。為此，該法不僅在目的刪除「依

據獨禁法……以確保公平競爭」等文字，修改為「為防止商品與服務交易上之不當

贈品與標示以引誘顧客，限制及禁止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合理選擇之虞行為，

以保護消費者利益」（第 1 條）92；其他各條也大多依此刪除原有「阻礙公正競爭

之虞」敘述93。不過此項修正，日本目前大多認為僅是將法律條文、文字再予以明

白確認，在規範內容上並無實質變更94。 

2008 年 6 月日本內閣決議（類似我國行政院院會決議）通過「消費者行政推進

基本計畫」將贈標法移至消費者廳管轄之際，公取委雖然同意此舉為「推動消費者

行政之潮流」、「著眼於推動橫向行政……由消費者廳所管更能廣泛與消費者利益

連結」，但是另一方面卻強調「即使主管機關變更，但贈標法的實質內容並未改

變」95。2009 年移管之後，公取委迄今仍延續「公平競爭與消費者正確選擇為表裡

一體之關係……獨禁法終極目標為確保消費者之一般利益……透過競爭政策增進、

擁護消費者利益」96、「獨禁法最重要目標為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並無改變……與

過去相同，甚至比過去更積極站在消費者角度推動行政」97等傳統見解。 

公取委的見解與立場引發學界、消費者團體等各方之爭論與疑慮。例如學者提

出公取委並未就過去消費者權益的確保經驗有任何省察，對於此一變化也未提出具

體論述，主張上述傳統見解與理論架構之重新檢討、再構築乃是不可避免98。再

                                                      
90 前揭註 35，12。 
91 前揭註 76，19。 
92 消費者廳網站，「景品表示法」，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090901premiums_1.p

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93 白石忠志，「経済法と消費者法」，收錄於 瀬廣 久和、河上正二（編），消費者法判例百

選，1 版，有斐閣，260 (2010)。 
94 例如小畑徳 彦，「景品表示法の目的・概要・運用状況」，公正取引，第 721 號，97-98 

(2010)；前揭註 76，19；前揭註 8，29 等均採此說。 
95 公取委松山隆英事務總長、中島交易部長致詞，家電公取協，第 97 號，3-4 (2008)。 
96 公取委委員長竹島一彦見解，「年頭所感」，公正取引，第 699 號，2 (2009)。 
97 公取委事務總長松山隆英，「2010 年の競争政策を展望する」，公正取引，第 711 號，4-5 

(2010)。 
98 內田耕作，「公正取引委員会と消費者利益の確保－改正前の景品表示法上のスタンディ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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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不論法令體系或者管轄權限均已分離獨立；這一點不但

衝擊到日本傳統消費者法律之領域結構及學界一般認知99；並產生公取委是否從消

費者政策退出或者退縮回到「狹義」競爭政策之疑慮100。就公取委立場而言，今後

在推動「廣義」競爭政策、協調競爭政策與消費者政策以及參與消費者政策時也可

能產生嚴重窒礙101；是以公取委有其必要重新審視、規劃政策之理論架構及方向。 

2. 贈標法規範與 2014年之最新修正 

依 2009 年修正前之贈標法第 6 條規定，事業違反第 3 條（贈品之限制與禁

止）之限制、禁止或違反第 4 條（不當表示之禁止）之規定者，公取委得行使排除

命令「命其停止其行為或防止其行為再度發生，或前項為其他必要事項之公告，以

至該違反行為停止為止」；排除命令並且適用獨禁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事業團體

之禁止行為、第 9 條第 1 項排除命令之效力、第 19 條之禁止不公平交易方法以及

第 25 條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等多項規定（第 6 條第 2、3 項）102。另外，公取委亦

可依據情節輕重進行程度較輕微之「警告」、「注意」處分責令業者改善；此 2 項

處分相當於日本行政手續法之「行政指導」103。 

修正後，此一規定改為總理大臣（消費者廳）在發生違反第 3 條限制、禁止或

第 4 條第 1 項之行為時，「為事業停止該行為或者防止再度發生，得命令實施必要

事項或與實施相關之公示等其他事項」。同時，此一命令對於 1.違反行為之事業、

2.該事業合併後之存續或新設法人、3.繼承該事業分割違反行為相關事業之全部、

部分之法人及 4.受讓該事業違反行為相關事業之全部、部分之事業等 4 項，亦溯及

該行為已不存在（既往）之違法行為（第 6 條第 1、2、3、4 項）104。換言之，即

便違反行為已經停止，如有必要亦可命令事業進行新聞、廣告公示、商品回收、退

                                                        
グを手かがりに」，彦根論叢，第 388 號，4-5 (2011)。 

99 前揭註 49，53。 
100 前揭註 81，14。 
101 前揭註 35，13。 
102 前揭註 92。 
103 「注意」處分為 2000 年度新增項目，不過在 2012 年度已經廢除。消費者庁，「平成 24 年

度における景品表示法の運用状況及び表示等の適正化への取組」，http://www.caa.go.jp/ 
representation/pdf/130830premiums_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104 前揭註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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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與其他防止措施等以排除消費者誤認，恢復消費者自主、合理選擇105。另外其他

之主要修正有：1.處分權限由公取委改為總理大臣後，委任消費者廳長官執行（贈

標法第 12 條第 1 項）、2.排除命令改為措置命令、3.刪除適用獨禁法第 19 條、第

25 條規定，消費者廳對於不實標示採取措置命令之處分時，將無法適用獨禁法第

25 條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106。 

至於地方都道府縣則是行使贈標法之指示處分權責令違反業者進行改善。2003

年贈標法修正時，已大幅強化地方對違反第 3 條、第 4 條規定之業者行為得採取指

示命令之行政處分（第 7 條）與檢查權（第 9 條）；對情節較輕者則採取「注意」

處分或行政指導要求改進；如果業者對於指示命令不服時，地方可向公取委請求行

使排除命令107。地方雖依據本身判斷、權限進行規範，不過公取委仍可對地方給予

技術性建言、勸告及要求提供必要資料（第 10 條第 1、2 項）108。2009 年贈標法修

正後，地方指示處分、措置請求與報告提出、檢查等規定基本上仍大致相同，不過

刪除公取委建言、勸告以及審判手續規定；對命令不服者，改由行政不服審查法向

消費者廳提出異議，或基於行政事件訴訟法提出取消訴訟109。 

依據前述消費者廳設置法附則第 4 項之規定，消費者廳成立後，必須對於地方

公共團體所實施之消費者政策，進行全面檢討國家應有之支援與相關法令修正；因

此消費者廳於 2014 年春、秋季分別提出 2 次消費者安全法、贈標法修正案。首

先，2014 年 3 月進行審議、6 月成立之消費者安全法、贈標法修正案主要是以強化

中央橫向溝通、整合與地方協調、監督體制為重點。其中，贈標法之主要修正內容

為：1.強化行政監視指導體制，涵蓋以消費者廳為中心之跨部會聯繫、合作體制與

地方監督權限、2.要求事業標示管理體制更加明確，俾能提升事業對標示重要性的

認知與遵守相關法令及 3.檢討引進課徵金制度110。具體修正、新增內容如下： 

1. 新增為適當、有效實施本法，總理大臣（消費者廳）得制定必要指針，惟事前須

與事業主管機關、公取委協議並聽取消費者委員會意見（第 7 條第 2、3 項）。 

                                                      
105 前揭註 8，229-231。 
106 前揭註 8，225。 
107 前揭註 92。 
108 前揭註 8，234-235。 
109 前揭註 91，16-17。 
110 前揭註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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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消費者廳得對事業進行必要之指導、建議權限（第 8 條）。 

3. 進一步強化地方權限：屬於消費者廳委任權限之部分事務，地方都道府縣可依據

政令規定行使之；例如，新增地方可對事業要求提出合理根據報告的權限，廢除

指示處分改為與消費者廳具有同等效力之措置命令等（第 12 條）。 

4. 新增委任授權：修正後第 12 條規定，發生緊急或者必須因應不當贈品、標示等

問題時，消費者廳認為有依據第 6 條措置命令或第 8 條第 2 項第 1 款勸告處分進

行有效措施之必要，得將第 9 條第 1 項之要求提出報告、現場檢查權限委任該事

業主管機關或金融廳（第 3 項）。主管機關並可將全部或部分權限再委任地方

支、分部局（第 5 項）；其範圍涵蓋公取委地方支局、金融廳轄下之財務局、證

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及地方都道府縣等（第 5、6、7、11 項）111。 

第二次修正案的提出則是受到日本國會附帶決議中提出「引進沒收違法收益課

徵金制度」之要求112。對此，消費者廳與委員會在 2014 年 6 月完成課徵基準、加

重與減免等條件的最終調查後提出國會審議，於 11 月公布113。本次修正主要是正

式引進業者不當利得的課徵制度及修改相關法令（消費者契約法等）內容，以便進

行整合；課徵金制度主要如下： 

1. 課徵對象：「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等內容虛偽不實，或標示與競

爭關係之其他事業顯著優良，不當引誘顧客而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合理選擇

之慮」者，總理大臣（消費者廳）得對進行該違反行為之事業要求交付課徵金

（第 8 條第 1 項）。 

2. 課徵金額：為該違反行為商品或服務營業額的 3％；但金額未達 150 萬日圓者，

不得命令交付（第 8 條第 1 項）。 

3. 課徵期間：自事業開始該違反行為之日起算，但最高不得超過 3 年（第 8 條第 2

項）。 

4. 課徵金減免：對於自行申告之事業，得減免其課徵金額 1/2（第 9 條）。事業如

依照規定手續自行還款，得免徵或減免其課徵金（第 10 條）。 

                                                      
111 消費者廳網站，「新旧対照表」，http://www.caa.go.jp/region/pdf/hutou_shinkyu.pdf，最後瀏

覽日期：2015/04/10。 
112 前揭註 83。 
113 修正案公布必須在 1 年 6 個月內提出具體基準、條件後開始實施。參見藪內俊介，「企業法

務の観点から景表法の運用状況と今後の留意点」，公正取引，第 763 號，1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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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訴權期間自該違反行為終了之日起算，5 年內不行使則消滅。總理大臣（消費

者廳）不得要求事業交付課徵金（第 12 條第 7 項）114。 

3. 贈標法執行狀況分析 

本項以排除命令與指示處分為主，透過對公取委、消費者廳與地方處分件數、

業別等執行狀況之檢討，以瞭解贈標法之運用重心及變化。 

自 1962 年贈標法實施到 2008 年移管前為止，公取委共計下達排除命令 965

件；其中，不當標示處分件數為 753 件，占全體件數之 78.03％遠高於不當贈品類

處分之 212 件（21.96％）。事實上，不當贈品類之排除命令件數過半集中在 1969

～1974 年（112 件），1980 年代中期即有減少趨勢，2000 年以後甚至降低到 0

件；此一趨勢，本文推測可能與 1980、90 年代美日貿易摩擦加劇，公取委大幅放

寬贈品類金額、總額等限制抑或不當標示問題日趨嚴重有關。 

地方指示處分的執行情況也與上述趨勢類似。自 1972 年開始授權地方都道府

縣調查處理，迄 2013 年為止下達指示處分共計 921 件；其中，不當標示部分計 517

件（56.13％）亦高於不當贈品類處分之 404 件（43.87％）。與排除命令狀況相

同，不當贈品類之指示處分件數超過 9 成（379 件）集中在 1973～1981 年間，之後

急遽減少至 5 件以下，1995 年迄今均無相關處分115。 

至於違法產業別部分，贈標法施行初期，不當標示主要為飲料（果汁）、食

品、家電業「雙重價格表示」與商品原產國偽裝等案件受到處分最多，不當贈品類

則是以服飾、家具業最多；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不當標示部分以消費者信

用融資、不動產（誘餌廣告）、食品、珠寶及家具佛壇類，不當贈品以報紙雜誌、

體育用品及家具類處分案件所佔比重最大；1990 年代迄今，則為報紙、不動產、健

康食品、老人安養中心與網路、店面促販活動等案件數較多116。 

2000 年以後贈標法之執行狀況，彙整如圖 3。由此可以發現 1.公取委排除命令

                                                      
114 消費者廳網站，「新旧対照表」，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141127premiums_4.p

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115 公正取引委員會網站，「年次報告」，http://www.jftc.go.jp/soshiki/nenpou/index.html，最後

瀏覽日期：2015/08/25；藍科正、謝一品，前揭註 14，76-78。 
116 前揭註 13，9-11；藍科正、謝一品，前揭註 14，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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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有逐年增加趨勢，特別是移管前之 2007、2008 年達到 50 件以上，為近年最

多、2.2009 年移管後措置命令件數雖暫時大幅減少，但是在 2011 年後逐步增加，

2013 年時已回復到移管前水準；據此本文推測消費者廳與公取委間之溝通、協調機

制應該已大致完成、3.地方監督（指示處分件數）在 2003 年贈標法修正強化地方權

限之後亦有遞增傾向，2009 年移管後更超越消費者廳處分件數。此一傾向，本文認

為顯示出 1.日本消費者問題，特別是商品或服務內容不實標示的嚴重性、2.如前節

所述，當前消費者問題僅由中央各部會縱向規範或由公取委單獨監督已不足因應，

地方參與贈標法執行的重要性明顯增加。 

贈標法移交後最近 3 年違法產業（行業）的類似案件數亦有增加傾向，表示該

特定產業有競爭加劇抑或相互仿效導致問題惡化之可能性；受到措置命令之違法案

件以中古車行駛里程與保修紀錄、補習班錄取大學績效、西裝價格、LED 電燈照度

及化妝品、美容瘦身效果等不實標示案件為最多；地方下達指示處分者則大部分為

農水產加工食品（含原料原產地）、健康食品及美容瘦身機械、手術之療效、內容

與價格標示不實117。 

4. 公正競爭規約 

由於不當贈品、虛偽不實之標示或廣告具有排除價格、品質等正當競爭機制，

易於形成業界惡性競爭與浪費社會資源之虞，因此贈標法除了針對業界全體進行規

範之外，業界本身也有必要進行自我約束、相互監督以減少彼此間不信任與無意義

對抗，進而建立業內通用之良好商業習慣或規則。競爭規約即是將此一良好商業習

慣與規則予以制度化、明確化，事前有效防止違反行為，可說是贈標法執行上之重

要工具而為其他日本相關法令所未見；也因此與排除、措置命令及指示處分並列為

規範事業不當贈品、虛偽不實之標示、廣告之最主要手段118。 

 

                                                      
117 消費者庁表示対策課，「平成 23 年度の景品表示法の運用状況について」，公正取引，第

740 號，15-17 (2012)；消費者庁表示対策課，「平成 24 年度の景品表示法等の運用状況につい

て」，公正取引，第 756 號，24-26 (2013)。 
118 前揭註 18，36-37；前揭註 88，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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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件數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年度

公取委與消費者廳排除、措置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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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 公正取引委員会網站，「平成 20 年度公正取引委員会年次報告」，

http://www.jftc.go.jp/info/nenpou/h20/table/table_07.html ， 最 後 瀏 覽 日 期 ：
2014/08/25。 

2. 消費者廳網站，「 数景品表示法に基づく法的措置件 の推移及び措置事件の概
要 の 公 表 （ 平 成 26 年 4 月 30 日 現 在 ） 」 ，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pdf/ 140528premiums_1.pdf ，最後瀏覽日
期：2014/08/25。 

3. 消費者廳表示対策課，「平成 24 年度の景品表示法等の運用状況につい
て」，公正取引，第 756 號，25（2013）。 

註： 排除、措置命令部分，2009 年 8 月底為止為公取委的排除命令件數，同年 9 月以後則
為消費者廳的措置命令件數。類似案件數為處理類似商品、服務表示之合計件數。 

圖 3 贈標法近年執行狀況  

依據現行贈標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或事業團體依內閣府法令，所締結

或設定關於贈品或標示事項，為防止不當引誘顧客，確保一般消費者自主、合理的

選擇以及事業間公平競爭之協定或規約，得經內閣總理大臣（消費者廳）與公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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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之，變更時亦同119。 

競爭規約之設立目的在於增進消費者利益、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不過其內容、

條件也必須不得過度限制事業活動，以致違反獨禁法第 8 條第 4 款（對事業團體成

員之效能或活動予以不當限制）規定120；也因此規約之認可須符合下列 4 項要件： 

1. 防止不當引誘顧客，適切確保一般消費者自主、合理選擇及事業間的公平競爭。 

2. 無不當損害一般消費者與相關事業利益之虞。 

3. 無不當差別。 

4. 無不當限制參加或退出該規約（贈標法第 11 條第 2 項）。 

另外，經公取委、內閣總理大臣（消費者廳）認可之競爭規約、事業或事業團

體之行為，不適用獨禁法第 7 條第 1、2 項、第 8 條第 2 號第 1、3 項、第 20 條第 1

項以及第 74 條（違反行為之排除措施、緊急停止命令、告發）等多項規定，以確

保法律安定性121。 

競爭規約可分為標示規約與贈品規約等 2 類122；其中，標示規約一般明記商品

規格、基準與相關用語之定義、必要與特定標示內容等事項，並將有使消費者誤認

之虞或禁止規定之不當標示、不實廣告或表現內容予以具體化、明確化123；贈品規

約則包括目的、定義與贈品提供限制等相關事項。標示與贈品規約亦訂有運用團體

的設立、活動內容與成員違反規約行為時之調查、處罰措施（警告、除名、課徵違

約金）等具體規定及實行細則124。此外，競爭規約之效力雖然僅限參加成員而不及

於外部、非成員之事業或事業團體，不過公取委、消費者廳亦可將規約內容解釋為

業界內部良好商業習慣，對非成員事業進行規範125。 

一般而言，競爭規約是由各產業（行業）自主成立之公正取引協議會（以下簡

                                                      
119 前揭註 92。 
120 前揭註 8，198。 
121 前揭註 92。 
122 當前日本政府判定不實廣告與不當贈品的基本原則，可參見消費者廳官網。不實廣告的判斷

基本原則：消費者廳網站，「表示規制の概要」，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keihyo/ hyoji/
hyojigaiyo.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5/07/10。不當贈品的判斷基本原則：消費者廳網站，「景品

規制の概要」，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keihyo/keihin/keihingaiyo.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15/07/10。 
123 前揭註 18，36。 
124 前揭註 8，211-213。 
125 前揭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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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公取協）進行運作；公取協也同時負責處理 1.消費者問題諮商、意見反映及 2.推

動成員與消費者教育，包括製作說明手冊、舉辦說明會與座談會等活動，以增加對

贈標法與競爭規約之理解。除此之外，各公取協共同設立全國公正取引協議會聯合

會之全國性組織，負責 1.協助業界處理新設競爭規約事宜、2.與公取委、消費者廳

合作，提供贈標法與競爭規約相關諮商、建言與業界意見反映、3.刊行贈標法告

示、通達與運用基準等及 4.進行相關研究調查活動126。 

截至 2014 年 8 月為止競爭規約的實施狀況，如表 1 所示，合計 104 件。其

中，標示規約為 67 件，以乳製品、飲料、食品、調味料、餅乾糖果與酒類等食物

類比重最大，共計 44 件（65.67％）；贈品規約則是 37 件，以酒類、出版與服務業

及食物類的件數最多。另外目前日本共有 80 家公取協，以食品、飲料與餅乾糖果

等食物類家數最多，共計 45 家（56.25％），其次為不動產（10 家）、家庭與電器

用品（8 家）等行業127。 

以上分析顯示出競爭規約、公取協的實際運作中食物類行業比重最大；究其原

因，可能代表日本政策當局對食安問題的重視，不過也有可能食安問題已成為當前

亟待解決的政策課題。 

 表 1 競爭規約實施狀況（業種別） 單位：家、件 

資料來源：全国公正取引協議會聯合會網站。 

(二) 消費者廳成立後公取委之轉變及未來可能方向 

贈標法移管後，基於長期實務經驗與成效累積、消費者廳與公取委間良好關係

                                                      
126 前揭註 8，223-224。 
127 總計家數不包含全國公正取引協議會聯合會。全國公正取引協議會聯合會網站，「公正取引

協議會 覧一 表」，http://www.jfftc.org/，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0。 

規約種類 主要業種 合計 

標示規約 
乳製品(6)、飲料(7)、食品(12)、調味料(5)、餅乾糖

果類(7)、酒類(7)、家庭與電器用品(10)、化妝品

(5)、汽車相關製品(4)、其他(4) 
67 

贈品規約 
食品(3)、調味料(3)、餅乾糖果類(3)、酒類(7)、化

妝品(3)、出版與服務業(5)、汽車相關製品(3)、醫

療(4)、其他(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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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理由128，各界原先期待兩者的聯繫、合作機制應能順利運作。然而消費者廳初期

的執行成效不佳，導致公取委也連帶地遭受指責、批評與懷疑；各方的焦點集中

在：1.公取委對贈標法運用及參與態度過於消極129、2.公取委初期因應過於本位主

義，不願協助地方而引發不滿130、3.公取委（含地方事務所等）與消費者廳溝通、

權限委任不足以致機制無法有效運作131、4.公取委是否會從消費者政策退縮從而削

弱兩者關係、5.消費者政策（贈標法）脫離競爭政策，致使兩者關係與發展方向難

以理解，合作機制反而變得更不透明132及 6.競爭政策（獨禁法）未來如何與贈標

法、特定商業交易法、消費者契約法等其他消費者法令、制度整合運用133；學界另

外提出 7.從實務與政策運用上，贈標法應否修正改為由消費者廳與公取委共管、強

化中央與地方合作機制134等建議。 

其中第 1～4 項的指責主要是導因於消費者廳成立初期之執行成效不佳135；特

別是在移管之初，公取委曾多次表明「從贈標法統一運用觀點，由消費者廳進行該

法施行之政策判斷」、「公取委主要專注於委任之事件調查136」，因而各方產生公

取委消極、從消費者政策中退縮之疑慮。不過在 2011 年 3 月公取委事務總局發表

公告，表示將擴大地方業務範圍至贈標法相關諮詢、案件調查、審查以及積極與地

方都道府縣、消費者廳進行資訊交流、協調137，2014 年的贈標法第一次修正，消費

者廳透過權限委任方式強化兩者間協調、溝通機制等措施之後已相當程度減少此一

方面之疑慮。但是相對地第 5、6 項則涉及公取委做為競爭政策之主管機關，今後

應以何種立場、法理依據參與消費者政策，其正當性何在之根本問題。 

                                                      
128 例如公取委與消費者廳間人事調整及交流、消費者廳關於贈標法運用狀況、指針仍定期於公

取委相關刊物中發表等。 
129 山田昭雄，「景品表示法の思い出」，公正取引，第 743 號，42 (2012)。 
130 前揭註 81，9、14。 
131 前揭註 76，25。 
132 前揭註 35，13。 
133 前揭註 81，9-11。 
134 前揭註 86，6、8。 
135 中嶋弘，「独占禁止法・景品表示法」，消費者ニュース，第 88 號，74 (2011)。 
136 例如公取委總務課係長神野耕輔見解，「景品表示法に係わる相談・情報受付・調査等」，

公正取引，第 746 號，29 (2012)。 
137 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網站，「公正取引委員会地方事務所等における景品表示法業務の

拡大について」，www.cao.go.jp/consumer/history/01/.../110407_sank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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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公取委僅持續強調其原有立場、傳統見解，迄今並未正面回答此一問

題。另一方面，對於其他各界提出，例如強化公取委地方支、分局處權限、賦予地

方案件措置命令之建議，或是全國性案件交由消費者廳負責，公取委則分擔地方性

案件與處分等意見，則又因為法制修正過於困難138、公取委必須獨立行使職權之要

求以及規範上可能產生雙頭馬車弊端、違反消費者行政體制一元化原則之疑慮等原

因，而無法付諸實行139。 

上述公取委的態度、意見與結論，均明白顯示當前其在參與消費者政策課題上

所處之困境。也因此公取委曾嘗試藉由獨禁法「不公正交易方法」（第 2 條第 9 項

第 6 款）中「不當妨礙……或不當引誘、教唆或強制與自己在國內有競爭關係之公

司之股東或負責人為不利於該公司之行為」規定，對於 1.使顧客誤認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之內容或交易條件等交易事項，較實際情形或競爭者顯著優良或有利，致不當

引誘競爭者顧客進行交易（欺瞞之顧客引誘，一般指定第 8 項）、2.以不當利益引

誘競爭者之顧客進行交易（不當利益之顧客引誘，一般指定第 9 項）等有阻礙自由

公正競爭之虞行為進行規範。易言之，公取委（獨禁法）企圖將規範對象轉為非一

般消費者之公司、事業等需求面在交易中所產生阻礙事業公正、自由競爭之虞的不

當引誘（欺瞞）行為140，期望能夠藉此與以一般消費者權益為主之消費者廳（贈標

法）做一區隔。這或許是因為隨著現代生產體系的複雜化，上、中游合作廠商生產

之原料與半成品，如有不當標示、欺瞞引誘等違法行為時，將會影響下游成品製造

業者，最終損及消費者權益之可能性。 

不過，獨禁法之一般指定第 8 項（欺瞞之顧客引誘）與贈標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的內容、要件雷同，並無太大差異；加上獨禁法欠缺贈標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指定權、第 4 條第 2 項無實證廣告管轄權限141以及消費者廳發表規範對

象不侷限一般消費者而將「購買各部會所管商品與服務之所有需求者」均納入規

                                                      
138 同上註。 
139 公正取引委員会事務総局網站，「消費者委員会地方消費者行政専門調査会報告書案につい

て」，www.cao.go.jp/consumer/history/01/.../110407_sank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7/05。 
140 公取委交易部長野口文雄，「景品表示法への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取り組み」，公正取引，第

743 號，5-6 (2012)。學界方面，前揭註 86，6 及白石忠志，「景品表示法の構造と要点」，

NBL，第 1043 號，40 (2015)，也曾提出類似構想。 
141 前揭註 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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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權益確保範圍142，因此獨禁法在實際運用上可能產生法令解釋、權責區分等問

題，故公取委近年並無此一方面之執行記錄。 

而由此一企圖亦可看出，公取委迄今雖仍主張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表裡一

體」之關係，但實際上也在嘗試尋找今後參與消費者政策之法令依據及正當性；而

這也代表此一問題之困難程度。本文認為政府與公取委內部目前應仍有許多法令限

制、政策考量有待內外協調；因此維持傳統見解將是在未獲得一致結論前所採取之

暫時性作法。 

目前，公取委與贈標法的關係主要集中在 1.對競爭規約的設立、變更與取消之

認定（第 11、14 條）、2.消費者廳的委任權限，如報告及帳冊、文件等物件的提

出、檢查與質問等權限（第 12 條）143；加上 2014 年修正案新增之 3.為求事業適

切、有效處理提供贈品之總額、最高金額與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及其他等標示

相關事項之必要措施，消費者廳必須與事業主管機關、公取委協議並聽取消費者委

員會意見，制定必要之指針（第 7 條各項）144等 3 項。其中，第 1 項競爭規約的設

立、變更與取消之實施主體為各產（行）業，由業界自主監督、規範與處分，公取

委與消費者廳僅能進行認定及從旁協助（行政指導）；第 3 項則是因新修正案中將

事業對於標示之管理措施予以義務化（第 7 條），是以必須依照事業（行業）規

模、內容與實際狀況的不同，事前訂定明確基準、指針以消除事業在進行相關活動

時之不確定性，故尋求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取委的專業判斷及協助145；不過，其執行

狀況與成效仍有待日後觀察。 

至於第 2 項之消費者廳委任權限，則是與中央部會（消費者廳、公取委）間、

消費者廳與地方（公取委地方事務所、支所等）合作機制的整合具有密切關係。這

是由於消費者廳本身僅具政策立案、規劃及推動等指揮機能，政策與實務的執行如

市場、事業行為之監督與規範、資訊調查及消費諮商等就必須依賴地方政府及部會

分支機構進行，例如農水省（農林物資規格法）、厚生省（健康增進法）、經產省

（特定商業交易法）等；此種作法日本在過去即有先例，如金融廳將部分權限委任

                                                      
142 川口康裕，「消費者法の現状と課題」，NBL，第 992 號，49 (2013)。 
143 野口文雄，前揭註 140，4。 
144 前揭註 111。 
145 前揭註 11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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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省執行，並獲得一定之評價146。事實上，近年消費者廳的措置命令中，依據公

取委及其地方事務調查結果所處分之比率，在 2009、2010 年均高達 50％、2011、

2012 年分別為 32.1％、32.4％、2013 年雖略有下降仍達 17.7％147；顯示出公取委在

贈標法的規範、執行實務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本文認為消費者廳持續強化、擴大與公取委合作機制、委任權限項目與範圍乃

是勢所必行之趨勢， 2014 年修正案也是順應此一方向。另一方面，公取委獨自運

用獨禁法與一般指定參與消費者政策之嘗試，在法令解釋、管轄權限上可能有窒礙

難行之處，透過消費者廳的委任權限擴大對消費者政策之參與應是可能選項。 

再由以上第三、四節之分析可知，日本一元化消費者行政體制係指以消費者廳

為中心之行政體制；消費者廳做為行政體制之司令塔，負責「空隙案件」之處理、

消費者政策制定、推動與消費者案件的調查。但是另一方面，在與業界相關之行政

業務、消費者事件與資訊之收集、分析以及需要高度專業、科學技術等領域上仍必

須透過權限委任、共管等方式借重其他主管機關如厚生省、經產省與農水省的協助

與專業見解。此外，對於一元化體制之嘗試，日本也在消費者廳相關 3 法附則與國

會附帶決議中提出定期檢討、修改或者訂定整合性新法等多項規定，為制度基礎之

修正保留一定空間。 

因此，本文認為如將共管視為一種政策的專業與分工方式，則不會與一元化目

標有所衝突或產生矛盾。消費者廳依據消費者廳相關 3 法附則與附帶決議之相關規

定，修正參與消費者相關法令方式或訂定一元化新法，將公取委協調機制由權限委

任進一步提升至共管或許是可行之道。簡言之，在一元化體制下仍由消費者廳主導

並進行政策的制定、推動，公取委則從旁提供運用指針、判斷基準等方面專業協助

以及負責事件調查、地方相關資訊之蒐集等業務，有如消費者廳與其他相關部會的

關係一般。 

共管的做法不僅可使兩者間協調、溝通機制更為強化，同時亦能解決公取委在

消費者政策理論建構、實務執行上之困擾。公取委一方面可透過共管取得介入消費

者議題之法理正當性；同時亦可從市場競爭以提升整體經濟利益、確保消費者利益

                                                      
146 前揭註 17，35-36。 
147 前揭註 63，6；前揭註 82。 



12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目的之傳統競爭政策角度，藉由提供贈標法運用指針、判斷基準與公告等相關專業

見解等方式來參與消費者政策。即便短期內贈標法因為其他諸多課題有待處理而無

法改為共管，不過本文仍可預期今後消費者廳應仍持續擴大對公取委之委任授權，

以提升執行成效。 

(三) 日本消費者政策演變可資借鑒之處 

1. 日本公取委在消費者政策轉變之涵義 

從制度、政策面，消費者廳的成立或許可做為探討競爭與消費者政策間競合關

係之起點。許多經濟學派（如美國芝加哥學派）將維護效率當作是競爭政策（法）

的唯一目標148，但在實務上，無論是美國或歐盟競爭法立法，除了提高經濟效率外

還包括了許多非經濟目標，如維護消費大眾利益以鞏固民主政治與社會安定149。根

據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ICN）150整理：各國競爭法之立法目標大致可

歸納為：1.確保有效競爭環境、2.提高經濟效率、3.維護經濟自由、4.促進市場整

合、5.配合民營化與自由化政策、6.提高全球市場競爭程度、7.積極地推動消費者福

利、8.消極地保護消費者、9.創造中小企業公平競爭環境、10.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等

10 項151。其中前 6 項在於提高經濟效率，後面 4 項則是旨在保護消費者與弱小競爭

者，以維護社會公平。是以，透過市場「公平競爭」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應

是競爭法的雙重目標，缺一不可。 

然而競爭政策究竟應選擇效率還是公平做為優先目標？亦即經濟效率的提升所

增加之社會福利究應歸屬於消費者還是生產者152？主張遵循市場機能反對政府干預

                                                      
148 Herbert Hovenkamp,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Antitrust Laws,” 51(1)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1-31 (1982). 
149 Maurice Stucke, “Reconsidering Antitrust’s Goals,” 53(2)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551-629 

(2012). 
150 ICN 是美國等 14 個工業國家競爭機關所贊助的非政府組織，目標在於整合全球競爭機關之

執法合作。 
151  Hague Netherlands, “The ICN’s Vision for Second Decade,” www.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network.org/uploads/library/doc755.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5/07/05。 
152 John B. Kirkwood & Robert H. Land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Antitrust: Protecting Consumers 

Not Increasing Efficiency,” 84(1) Notre Dame Law Review, 191-244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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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芝加哥學派就認為，只要不致於大幅減損消費者權益，而能有助於經濟效率與社

會福利提升，政府就不應過度干涉；消費者權益之維護、確保最多只能列為競爭政

策的次要目標153。反之，主張政府干預之哈佛學派或新制度學派則認為基於經濟公

平與社會安定的考量，競爭政策應以保護消費者為最終目標154。 

本文認為競爭與消費者政策屬於公共政策議題，並無絕對是非善惡標準，政策

基準與規範效果成功與否，端賴能否因應經濟、產業發展與社會環境變遷，以符合

社會大眾期待。日本成立消費者廳與贈標法移管，消費者案件層出不窮、公取委對

食品、日用品不實標示問題的輕忽（參照第二節第四項）與來自社會大眾、消費者

團體的壓力155應是主要原因；換言之，日本相關政策開始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要

求朝向以社會公平、消費者保護為優先考量之方向發展。臺灣近年來亦面臨食安事

件與消費糾紛不斷發生，政府雖然提出各項因應對策，但或許因判斷基準曖昧不

明、相關制度建置時間過短，以致尚未有明顯成效156；此也顯示現行制度、政策與

主管機關的業務分工，仍有值得商榷之餘地。 

2. 日本一元化行政體制對臺灣現行制度之啟示 

本文認為日本一元化消費者行政體制帶給臺灣最大的啟示有：1.以「業法」

（產業規制法）為主，傳統縱向規範體制之弊端與問題、2.法令整合與體制內溝

通、政策協調之重要性。 

1970 年代末期臺灣國內消費者權利意識高漲，政府遂著手擬具消費者保護法

（以下簡稱消保法）草案並於 1983 年 8 月送行政院審議。之後，由於產生消保法

                                                      
153 Robert Bork, The Antitrust Paradox: A Policy at War with Itself, Free Press, 61-66 (1978). 
154 新制度學派為近年來強調所得分配惡化問題之經濟理論學派，其主要支持者為哈佛、MIT、

史丹福等大學經濟學教授，相關理論參見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Pablo QuerubÌn & James 
A. Robinson, “When Does Policy Reform Work? The Case of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39(1)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351-417(2008); Daron Acemoglu & James A. Robinson,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 27(2)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192 
(2013). 

155 前揭註 64，38-40。 
156 例如衛福部在 2013 年提出「食安十大行動方案」，包含建立強制登錄制度、建置食品追蹤

系統、源頭管控化學原料及明確規範全成分標示等多項改革計畫。其中食品追蹤系統，食用油部

分於 2014 年 10 月、8 項食品業於 2015 年 2 月，大宗物資直到 2015 年 7 月起方才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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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應與公平法合併立法之爭議，行政院指示重新研議157；在消保法制定前「為齊

一消費者保護工作」，「以貫徹現行制度與法令，加強有關機關之協調聯繫」，行

政院因此在 1987 年先行核定實施「消費者保護方案」，另於 1994 年 1 月公布實施

消保法158，同年 7 月成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保會）。   

2010 年通過行政院組織法修正，2012 年消費者保護政策改由行政院主導，消

保會裁撤併入行政院，原有業務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承接管轄159，行政院另行成

立消費者保護會取代原消保會委員會議。目前我國消費者保護業務係由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與各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負責（消保法第 39 條）160。就消費者保護業

務之分工體制來看，與日本消費者廳、公取委間關係頗為類似，甚或更強化消費者

權益之維護（縣市消保官之設置）；然而就法令制度、政策構想與運用機制而言，

則存在下列根本性差異。 

消保法成立之初，其立法宗旨即「以宣示性、程序性之規定為主，至實體性規

定仍依其他專法辦理」；消保會為研擬及審議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與監督其實施之

機關（消保法修正前第 40 條），並不負實際執行之責任161。至於行政監督部分，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則為縣、市政府（消保法第 6 條）。 

此一立法宗旨與架構設計顯示，我國消保法與消費者保護政策自始即是以各主

管機關及管轄法令所構成之縱向規範體制為前提下運作、推動；而與日本「以消費

者廳為中心一元化行政體制」162為目標之做法不同；同時也存在著「權限及分工問

題，仍有待進一步研議及釐清」163。 

僅以商品或服務標示為例，1994 年消保法立法之初所制定「消費者保護行政機

關分工表草案」中即橫跨 9 部會、10 相關附屬機關、21 項法令（含條例、施行細

                                                      
157 邱惠美，「各國消費者保護行政體系－兼論日本消費者廳之設置」，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4 輯，129 (2009)。 
158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籌備實錄，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2 (1995)。 
159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102-103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http://www.cpc.ey.gov.tw/new

s.aspx?n=6F84A4B85ACCBA8E&sms=507E4787819DDCE6，最後瀏覽日期：2015/07/05。 
160 消費者保護官之法定職掌依據消保法第 43、45、49 及 53 條規定，主要為受理申訴、辦理調

解、行使同意權、行使不作為訴訟權與其他依「消費者保護官任用及職掌辦法」賦予之職權等。 
161 前揭註 158，3、47。 
162 前揭註 69。 
163 前揭註 1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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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 8 大項標示基準164；到了 2013～14 年度、2015～16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

畫」分工表中之「正確標示與廣告真實」項目，更分別有高達 11、7 部會涉及（僅

計入 1～3 項標示具體措施部分）165。相對地，消費者保護計畫與方案卻僅在每年 5

月召開研商會議後即直接進入審議、核定階段；過程中，行政院（消保處）如何與

各部會、縣市政府進行各項法令、標準之修正或整合，其協調、溝通機制究竟為

何？各項計畫均未多加說明166，顯示出我國消費者制度、政策目前乃是著重在於業

務分工；而這也解釋了前言中所述公平會與衛福部、經濟部進行業務分工協商之背

景與實務需要。不過，過度側重於分工而缺少溝通、協調機制的建構、強化，是否

會重蹈日本傳統縱向規範體制之覆轍？事實上，對於無明確主管機關之新型態消費

事件（類似日本法令灰色地帶或「空隙案件」），消保會時期就曾發生必須透過指

定主管機關之行政程序後，方能處理而有失行政效率之情況167。也因此本文認為臺

灣可能早已面臨到傳統縱向規範體制下各項弊端與問題。 

  臺灣應否仿效日本進行消費者行政體制一元化？由於仍需觀察日本長期實施

成效與牽涉到臺灣國內法令、制度之全面性檢討整合等課題，故不宜在此匆促定

論。不過，日本經驗值得臺灣借鏡之處頗多，例如消保處之位階是否應予提升至獨

立機關而有利於政策推動以及與各部會進行溝通、協調？以消費者廳運作經驗而

言，有鑑於當前社會之期待與需求，臺灣如欲提升消費者保護之優先程度應有必要

積極進行檢討與規劃。就政策、法令架構面，本文著重政策分工與協調並重之重要

性。基於日本過去失敗經驗，臺灣在積極推動業務分工規劃的同時，更應強化、落

實部會間橫向聯繫、在行政體制內建構正式溝通、協調機制並予以明確法制化，藉

以整合各部會以避免縱向規範下常見之多頭馬車或權責不明問題。透過此一機制，

公平會亦可由競爭政策觀點積極與其他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消保處）溝通、協

                                                      
164 分工表草案共計 13 類 93 項，本文所舉例者為第 3 類「確保商品或服務之標示，符合法令規

定」（共計 20 項）。前揭註 158，102-105。 
165 目前臺灣各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並未明記法令項目。2015-16「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分工

部會減少之主因是分工表中刪除「規格、標示、認證及標章之管理、檢討修訂與整合」；但政府

是否已完成相關規格、標示的修訂、整合作業則不得而知。前揭註 159，12 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網站，「104-105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http://www.cpc.ey.gov.tw/news.aspx?n=6F84A4B85AC
CBA8E&sms=507E4787819DDCE6，最後瀏覽日期：2015/07/05。 

166 參見前揭註 159、前揭註 165 之附件 2 編審作業時程。 
167 前揭註 15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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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提供法律專業見解，或者支援整合相關法令、基準來參與消費者政策之推動。 

五、結論 

綜觀日本戰後消費者政策與贈標法之演變、發展過程，本文發現：傳統日本消

費者政策與立法重點是著重於商品生產、市場流通秩序與銷售行為之整頓，並在原

有縱向規範體制之下逐步引進消費者保護理念。然而在傳統重商主義的思維下，這

些政策措施及立法，並無長期、統一之政策目標及方向，主管機關間亦未進行跨部

會橫向整合，而僅各自為政、局部性地因應消費者問題。 

戰後初期，日本公取委對於不實標示與不當贈品等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乃

是藉由獨禁法中相關規定，透過「不公正交易方法」之指定進行規範。然而，隨著

經濟、產業發展與消費行為的多樣化，各種欺罔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與不

當引誘顧客行為層出不窮。公取委認為原有獨禁法之規定不夠充分周延、不足以有

效遏止上述損害消費者權益之行為，因此在 1962 年立法、實施贈標法以補充獨禁

法不足之處，落實消費者利益保護；同時透過競爭規約的設立由業界本身互相監

視、自主規範，以強化執行效果。 

此後，日本公取委在面對不實標示與不當贈品等違法行為的多樣化時，曾經多

次進行贈標法修正並提出相關指定、運用標準及指導方針，以符合當時經濟、社會

環境與消費行為的變化；不過在老鼠會、多層次傳銷與食品、日用品不實標示等問

題上，其實際成效十分有限。 

從消費者觀點而言，更重要的是日本消費者政策長期缺乏政策、目標的整合與

一致性。一方面由厚生省、農水省與經產省等主管機關分別依其管轄領域、「業

法」進行縱向規範與行政指導；另外一方面，公取委則是透過贈標法對商品或服務

標示不實與不當贈品行為進行全面性規範。但是部門間彼此缺乏橫向溝通、協調，

造成法令權責不明、相互推諉與行政不作為，最後產生所謂「空隙案件」而嚴重損

及消費者權益，並暴露出傳統縱向規範體制下多頭馬車、各自為政的弊端。這也使

日本政府在面對近年來多起消費者問題時，無法迅速提出有效對策，進而招致社會

大眾、輿論不滿及指責。在此背景下，日本決定將原有之傳統縱向規範體制予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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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元化，而於 2009 年 9 月成立消費者廳。 

在此一元化消費者行政體制下，消費者廳成為消費者行政（政策）之最高主管

機構，職掌商品、服務「交易」、食品、製品「安全」「標示」及「物價、生活」

等與消費者利益密切相關法律；其中，贈標法亦隨之由公取委移管至消費者廳管

轄。此一作法是否允當？仍待長期觀察後方能判斷。不過移管初期，消費者廳與公

取委間溝通不如預期，再加上消費者廳人力不足、缺乏地方分支機構配合政策執

行，導致成效不彰；2009 至 2011 年消費者廳依贈標法處分之措置命令件數僅有移

管前一半不到，引發社會、學界各方強烈指責。 

所幸自 2011 年起公取委與消費者廳雙方強化其溝通、合作機制。公取委方面

從 2011 年 3 月開始擴大業務範圍至贈標法的諮詢、商談，並強化地方分支機構與

消費者廳的合作。至於消費者廳則是透過贈標法修正，在贈品總額、商品或服務之

品質、規格標示等與方面與公取委協商贈標法之運用，並藉由委任權限方式加強與

公取委地方分支機構在資訊蒐集、調查上的合作。消費者廳在 2014 年兩次贈標法

修正，就是反映出此一合作趨勢。本文認為贈標法改為消費者廳與公取委共管將是

一個可能選項，即便短期內難以達成，消費者廳仍將透過委任權限方式持續強化兩

者間協調、合作機制。 

對於近年來消費者案件層出不窮之臺灣而言，也如同日本一般面臨傳統縱向規

範體制下之各項問題而亟待解決。借鏡日本經驗，因應社會、經濟環境變化、政策

應朝向以社會公平、以消費者保護為優先考量之方向發展；行政體制內建構正式之

溝通、協調機制並予以明確法制化，以避免縱向規範下常見之多頭馬車或權責不明

等問題。臺灣公平會亦可經由此一機制，從競爭政策觀點積極提供其專業見解、支

援，修訂並整合相關法令與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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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ies of the JFTC: from the Post-War 

Period until the Setting-up of the Consumer Affair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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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improper trade practices of 

labeling and gifts that might harm consumer welfare, the JFTC classified the said practices 

as unfair trade and regulated them on the grounds of the antitrust law. In 1962, the JFTC 

further proposed the Gift and Labeling Act to supplement the deficiency in law 

enforcement. However,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 focused too much on vertical regulation and 

lacked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egan to integrate these institutions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 to protect consumer welfare. 

This empowered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y with sufficient authorization to establish 

a consumer protec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 its enforcement. Although in the initial phase 

there might have existed some incompatibilities between 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ies,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has been carefully formulated to enforce 

consumer protection. 

Keywords: Consumer Protection, 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JFTC), Antitrust Laws, 

Act against Unjustifiable Premiums and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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