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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簡介 
 

公平交易委員會 
   夏萬春 



2 

簡報目次 

公平交易法規範體系及立法宗旨 

公平法與消保法之關聯與差異 

限制競爭規範 

不公平競爭規範 

法律責任 

公平會簡介 

公平會能為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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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80年2月4日制定公布，1年後施行 
 

公平交易法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聯合行為

限制競爭

約定轉售價格行為 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 虛偽不實廣告行為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不當多層次傳銷行為

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不公平競爭

（鼓勵事業積極競爭） 

使比賽精采 

（用公平手段從事競爭） 

使比賽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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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立法宗旨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確保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起點公平、機會均等、過程公正 

自由經濟自由定價－例外： 獨占定價、
共同定價、約定轉售價格 

透過競爭，間接保
護消費者 

配置效率－較多選
擇、較低價格、較
高品質、較佳服務
－消費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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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vs 消費者保護法   

立法精神 

 

主管範圍 重疊部分: 

定型化契約 

 

重疊部分: 

不實廣告 

公平交
易法 

(競爭法) 

維護自由
公平競爭 

消保屬間
接反射性
目的 

競爭關係 規範效果 

以行政處
分處理之 

行政處分
為主要效
果        
(協商分工) 

消保法 直接保護
消費者權
益 

消費關係 以無效為
法律效果 

民法契約
責任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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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與客體 

事業之定義（第2條 規範主體） 

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同業公會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 獨立且經常性     • 行政機關私法行為 

 

競爭之定義（第4條 規範客體） 

事業營業競爭（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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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概述 

   獨占(第5條、第5-1條及第10條) 

–不禁止獨占，但不得有濫用市場地位行為 

 

   結合(第6條、第11條、第11-1條及第12條) 

–原則自由，但達一定門檻需事前提出申報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聯合行為(第7條、第14條) 

–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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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獨占 

獨占定義（第5條） 
–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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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
獨占。 

 

 

特定市場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
範圍。 
 

一事業＞1/2；  二事業＞2/3 

                           三事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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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獨占（續） 

獨占事業禁止之行為（第10條）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
更。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案例:某天然瓦斯公司案 
   (瓦斯計量表-最大同時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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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合 

結合定義(第6條) 

–與他事業合併者(台灣銀行與中央信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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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上者(應將具有控制與

從屬關係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股份一併計入)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者(惠康百貨受讓惠陽百貨之超市部門)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台新金控與彰化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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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結合（續） 

結合申報門檻 (第11條第1項.第2項) 

–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1/3者。  

–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1/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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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金融機構事業:新臺幣100億及10億 

•金融機構事業:新臺幣200億及10億 

•金融控股公司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
應以併計其全部具控制性持股之子公司之上
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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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聯合行為 

定義(第7條) 

–具有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 

–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共同決定價格、數量、品質、劃分市場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eg.豆漿店） 

常見型態 
–共同定價（eg.桶裝瓦斯） 

–聯合減產（eg.航空公司減班） 

–劃分勢力範圍（eg.經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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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hall I do about it? They say this is no concerted practice but their 

way to greet each other!“ 

(§7) 聯合行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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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政策 

100.11.23增訂公平法第35條之一，納入寬恕
政策：對於第一位符合寬恕政策實施要件通
報違法事證的成員給予罰金全免，接下來最
多四位，分別減輕幅度： 

  第一位→  30﹪~50﹪  第二位→  20﹪~30﹪ 

  第三位→  10﹪~20﹪  第四位→  10﹪以下 
 

  修正公平法第41條，提高特定違法行為之罰鍰：
違法類型屬獨占或聯合行為且情節重大者，
可處到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10﹪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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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行為-案例 

–醫師公會輪流休診、聯合
調漲掛號費案 

–圍標、瓜分市場互不競爭 

–共同排班統一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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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禁止 

(illegal per se) 

例外許可 

(rule of reason) 

惡性卡特爾 (hard core 

cartels): 

固定價格 

圍標 

生產限制、生產配額 

分配顧客、交易區域  

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 

標準化 

合理化 

專業化 

輸出聯合 

輸入聯合 

不景氣聯合 

中小企業聯合 

(§14) 聯合行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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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概述 

約定轉售價格(第18條)  

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行為(第19條)  

       事業對事業之行為（杯葛/差別待遇/利誘/搭售/獨家交易） 

仿冒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第20條)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第21條)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第22條) 

非法多層次傳銷(第23條)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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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約定轉售價格 

事業對於商品轉售或再轉售時，應容
許其自由決定價格。 

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 
台灣保麗公司限制環亞百貨公司、太平洋崇光公司

蘭寇化妝品價格。 

南一書局限制書商國小參考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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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一） 

（§19-1）杯葛（boycott） 

–為損害特定事業之目的，促使他事業斷
絕供給、購買或交易。 

 

 

 
案例：連鎖書店聖誕卡案 

杯葛發起人 
第三人 

（他事業） 

被杯葛者 

（特定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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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二） 

(§19-2) 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 
–就相同條件的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價格或交易
條件，提供予同一競爭階層的不同購買者。  

–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一)市場供需情況。 

•(二)成本差異。 

•(三)交易數額。 

•(四)信用風險。 

•(五)其他合理之事由。 
 

案例：伴唱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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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三） 

 （§19-3）利誘（inducement/ 當然違法） 

– 以非商品或服務條件之高額贈品贈獎爭取顧客。 

– 贈品贈獎原則： 

•贈品價值（商品價值的1/2） 

•贈獎全年總額（年度銷售金額的1/5） 

•最大獎項（基本工資的120倍） 

        $18,780＊120＝ $2,253,600 

 

 案例：期貨公司開戶抽獎贈1,000萬元購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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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四） 

(§19-4)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使他事業不以價格之競爭、參與結
合或聯合之行為。 

 
不以水平競爭關係為限。 
自發性聯合與誘發（迫使）性聯合。 
案例：大台北地區桶裝瓦斯價格異常上漲案
共處8,46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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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五）  

(§19-6) 搭售（tie-in） 

–將二樣以上可單獨銷售之商品綑綁銷售，或要求
買方不得單獨購買。 

–常見實例： 
•Windows/Explorer 

•印表機/墨水匣 

•電梯/維修服務 

 

–競爭問題： 
•利：1.增進效率；2.確保品質 

•弊：1.將市場利延伸（leverage）；2.隱藏式差別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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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及妨礙公平競爭行為（六） 

(§19-6) 獨家交易（exclusive dealing） 

–又稱排他性交易，上游要求下游廠商不能銷售
其他上游之產品，或下游廠商要求上游不能供
應產品其他下游廠商。 

–常見實例： 
•上游發動：中油限制加盟站經銷潤滑油案。 

•下游發動：新視波獨家代理頻道節目案。 

 

–競爭問題： 
•利：1.專心經銷 

•弊：1.垂直封鎖；2.形成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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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仿冒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

有下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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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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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仿冒表徵或外國著名商標（續）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指具有相當知名度，且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
數所周知  

–廣告量､行銷時間､銷售量､市占率､媒體報
導､口碑等 

表徵 
–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 

–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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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禁仿冒行為 

伯朗咖啡 vs. 依朗咖啡 

蠻牛 vs. 強牛 猛牛 

參茸酒 vs. 參茸藥酒 

新腦筋急轉彎 vs.腦筋急轉彎  

統一麵包 vs. 統二麵包 

黑人牙膏 vs. 白人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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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牛 VS 狂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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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力達公司「蠻牛」 VS 川昇公司「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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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與雪鐵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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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實廣告 

 廠商       消費者 
                              (反射性目的)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除將造
成消費者無法正確選擇外，亦對其他
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進
而影響交易秩序，爰有必要予以規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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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實廣告（續） 

–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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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要件： 

•訊息傳播媒介： 
–1.商品本身；2.廣告；3.公眾得知方法（市招、名片、
傳單、新聞稿、產品說明會…）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虛偽不實：與事實不符，差異難為相當數量大眾接受。 

–引人錯誤：引起相當數量大眾誤信誤認。 

 

–注意：法規不應限制廣告的創意性（eg.辣的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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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21） 

案例 

–不動產交易不實廣告 

–銀行零利率不實廣告 

–瘦身美容不實廣告 

–秦朝兵馬俑世界巡迴展 

–食品衛生誇大療效是相關法律所規範 

–農產品標示不實屬農政主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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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實廣告（續）31類型 

• 使人誤認係他事業之代理
商或經銷商 

• 使人誤認係政府機關或公
益團體 

• 誇大營業規模或存續時間 

• 長期定價與實際售價不符 

• 長期以特價標示價格，實
為原價 

• 有最低價格標示，但實際
無最低價商品或數量過少 

 

•  宣稱品質與實際差距過大 

• 宣稱獲得政府機關核發證明 

•  使人誤認產品之原產地 

•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宣稱國宅
名義售屋 

• 建物設施與廣告不符 

• 宣稱不實之交通條件 

• 宣稱合法夾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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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實廣告（續）分工 

  平面廣告 

 
 
廣播電視廣
告 

 

    新聞局審查、監看 

     衛生署監看 

 
        衛生署統一窗口 

 
  內容涉及產品 

 
   內容涉及服務 

 
非涉及療效 

(公平交易法) 

 

療 效 

（醫療法） 

 

器材、非藥物（藥
事法） 

 

藥 品 

（藥事法） 

 

食品、化粧品 

（食品衛生管理法及化
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療效或誇大 

 衛生署 

 
衛生署 

 
衛生署 

 
衛生署表示非涉及
療效並就是否有誇
大不實表示專業鑑
定意見後，移公平

交易委員會 

 

  療效 

 
  療效 

 

   非涉及 
   療 效 

 衛生署 

 
衛生署表示非涉及
療效並就是否有誇
大不實表示專業鑑
定意見後，移公平

交易委員會 

 

處分業者 

 
通知新聞局處分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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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案例(流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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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實廣告（續）案例 

 case1：2009世界馬戲童玩博覽會 

       宜蘭馬戲團廣告 

case2：家○福消費券 

       滿3600送7200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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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筆記型電腦誘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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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裝上就所獲獎項不實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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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環保香品質不實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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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住宅  文字+圖之廣告設計-1 

廣告上刊載「一種想像不到的輕鬆與自
在，您與您的家人儘可以大口呼吸」、
「專用開放挑高休閒大廳」、「不妨在
建築物的後半段搭建為二層樓式的複式
裝璜；有訪客過夜，這兒正是單純的睡
舖，平時則可作為兒童的遊戲間」字樣，
另單張廣告復以客廳、餐廳、臥房等照
片為圖示，並註明「現場裝璜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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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住宅  文字+圖之廣告設計-2 

海報註明「都市計畫內乙種工業建地 設計用
途:店鋪、事務所」，但亦另載有「企業湯泉
聯誼會館│商用事務所│門市店面│私人住
墅城堡」字樣，相關廣告上有「超豪宅」、
「量身訂做超豪宅」、「超越超豪宅」等適
用於住宅之描述，接待中心模型屋之隔間有
客廳廚房及臥房等空間，製有相關家具如客
廳沙發、衛浴設備、廚具、床鋪及其他寢具
等模型，且經接待中心人員強調該建案可住
商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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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住宅  文字+圖之廣告設計-2 

本會見解 

海報中「企業湯泉聯誼會館│商用事務所│
門市店面│私人住墅城堡」字樣並列，容有
使人誤認該建築物除供店鋪、事務所用途外，
亦可供私人住宅使用之情形，配合其他廣告
之「豪宅」描述及模型等，合併觀察其廣告
整體效果，易使消費者誤認該建築物亦可供
一般居住之住宅使用，其廣告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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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詞v.s消費認知 

「沿著廊道兩側設計花台植栽，情景就像步
行在鄉間小道」及「入口陽台的功能是用來
種花的， … 

假花?? 

 

「陽台門的設計上，特別以鏤花藝術矮門代
替傳統的硫化銅門」 

無鏤花?不具藝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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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層屋 

廣告表示系爭房屋為挑高空間，並以文字、
照(圖)片、裝潢參考圖、平面配置圖、立面
剖視圖或樣品屋表示有夾層設計或較建築物
原設計更多之使用面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1)廣告圖與施(竣)工圖不符。 

2)未明示法規對施作夾層之限制。 

3)經確認為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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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處分意旨 

系爭廣告已足使消費者誤認其夾層設計為合法興建，
進而誤認可以較低之價格使用較多坪數，消費者在考
量所訂價格下即可能與之交易，惟購屋人所購之夾層
設計建物係違法建築，依法將有遭查報拆除之虞。  

 
契約中雖已載明施作夾層設計之風險並經簽名在案，
惟依一般公眾之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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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之
機會，故企業經營者對廣告內容，不因其在廣告上或
契約另為補充、補正說明而得主張免責。本案以定型
化契約方式，與購屋人約定夾層設計之風險責任將轉
嫁於購屋人一方， 尚難排除應負廣告不實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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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轉運中心區 V.S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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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轉運中心區 V.S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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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轉運中心區 V.S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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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轉運中心區 V.S 住宅 

廣告所揭示文字、圖片內容，顯係以一般住
宅使用為訴求，其廣告整體傳達予消費者之
印象，足使消費者產生該預售屋可供一般住
宅使用之認知。 

本建案座落於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細部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為貨物轉運
中心區（二），使用項目包含倉儲業、量販
店、餐飲、金融服務、零售業，並未包括住
宅使用，建案建造執照核准用途亦僅為一般
零售業及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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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政府機關核發許可不實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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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公司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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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廣告 

廣告未揭露限制條件(數量,限量,時間,
滿額.. ) 

廣告揭露不完整或與主要廣告內容比例
不等(因字體不成比例或訊息位置不明
顯，致引人錯誤無限制條件)。 

美國、德國皆對字體太小有所規範。 

德國：10%-15%引人錯誤─即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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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氣蜂波〈美麗再現EFG〉 

EFG美胸法來自日本岩手縣美胸村。 

鈴木健雄是創造全日本EFG不死傳說的日本豐
胸教父。 

EFG在日本上市不到一星期，即榮獲全日豐胸
人氣商品的冠軍寶座。 

著作EFG豐胸法創下連續13週排行榜冠軍。 

日本民眾與AV女優見證使用EFG可使罩杯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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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 VS. 傳統行銷 

傳統行銷通路 

供應商    成本 30-40 

 (＋20 ) 
大盤商    50-60   (＋5-10) 
 

中盤商     60-70   (＋5-10) 

                  

零售店     65-80  (＋20-35) 
 

 

消費者     100-90 

 

 

多層次傳銷 
供應商 /傳銷事業   40-50 
                           
                           ○  
      (40-60)      ○   ○                                                     
                   ○ ○ ○ ○ 
                ○ ○ ○  ○ ○ ○  
 
傳銷商(消費者)       100  
 
消費者(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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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錢=賺錢  消費=創業 
同樣的花費-換個通路，換出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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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9.30     自由時報 2007.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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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老鼠會詐騙案例 
例(一) 圖中每人繳納高額入門費，取得介紹他人加入的權利 

最底層的參加者因無法再吸納新人而導致金字塔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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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每人每週發展2個新人， 

每個新人固定「投資」 $ 10,000 

人為排線，雙軌發展 

愈早加入，得益愈多 

參加者的收入按成局人數計算 

(例：發展到第3代，共14人時成小
局，A 即獲得$ 20,000） 

最底層的參加者因無法再吸納新人 

而導致金字塔崩塌 

發展到第5代，共62人成大局， 

A再獲得$ 80,000 即共$ 100,000 

典型老鼠會詐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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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場門檻之比較 

傳統行銷通路 

成本            

–   店租/設備/水
電/  

– 人員/倉儲/庫存 

通路 

 

人力/人才 

多層次傳銷 

成本 

人脈 

時間 

通路 

消費者=傳銷商 

    =幹部=領袖≒老闆 

人力人才 

勞逸均衡 

投入=所得 



62 

多層次傳銷必須知道的數據 

傳銷參加人數       約211.9萬次 

–  102年新加入人數  約79.96萬人次 

      每9.2人就有1人是傳銷商 

傳銷產值               約716.70億元 

曾領過獎金人數   約68.5萬人  (32.33%) 

平均領取獎金       約3萬6千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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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 

公平交易法§23 

–主要收入來自介紹他
人加入 

–非銷售合理市價商品 

 

金錢遊戲 

–吸金/投資 

–商品虛化 

–互助會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gdsihui.gov.cn/static/chuanxiao/images/spic1.jpg&imgrefurl=http://www.gdsihui.gov.cn/static/chuanxiao/more2.htm&h=253&w=249&sz=21&hl=zh-TW&start=156&tbnid=37dUxWuxCtvrGM:&tbnh=111&tbnw=109&p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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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止不當招徠手段 

參加人違約事由(管理法第15條) 

明示從事從事傳銷行為(管理法第11條) 

– 不得以招募員工或假借其他名義為之 

成功案例須具體說明(管理法第12條) 

未成年者先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管理法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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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權利義務資訊透明化 

加入時應告知事項(管理法第10條) 

– 包含傳銷事業及參加人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管理法第13條) 

– 內容包括第10條/第13條/第14條/第15條 

揭露財務報表(管理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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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禁止不當傳銷行為 

管理法第19條 

– 禁止收取高額訓練講習費用 

– 要求承擔不當保證金、違約金等負擔 

– 要求購買非短期能賣完之商品數量 

– 退出時不當扣發參加人應得獎金 

– 約定再給付不相當訓練費用始給更高利益 

– 違反約定方式優惠特定人足減損他人獎金 

– 不當阻擾參加人辦理退出退貨 

– 要求參加人負擔顯失公平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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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理退出退貨法定義務 

猶豫期間內之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管理法§20 ) 
– 30天內原價100%買回商品/返還加入費用 

   (恢復原狀) 

– 得扣除該項交易所得獎金及商品價值減損 

猶豫期間後之終止契約(管理法§21 ) 
– 30天後原價90%買回商品 

– 得扣除該項交易所得獎金及商品價值減損 

書面通知 – 存證信函 

價值減損認定 – 原則上民事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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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性質－補充規定 

欺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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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失公平： 

–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社會倫理、濫用市場相
對優勢地位從事交易。 

已訂定處理原則、規範說明之行業： 

–加盟/預售屋/國外渡假村/家庭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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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業主資訊揭露之規範 

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10日前，以書面
揭露加盟業主資料、負責人資歷、權利
金及其他費用、智慧財產權利內容、經
營訓練、營業區域、加盟店統計數據、
契約存續期間與解除方式等資訊。 

於簽立加盟相關契約前，應給予交易相
對人至少5天之契約審閱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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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銷售行為規範 

建築投資業者不得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
亦不得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業者應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
度或日期，及公共設施所含項目及分攤
之計算方式 

業者不得硬性指定貸款銀行 

業者不得為增加戶數銷售，而對預售屋
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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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規範 

以郵件、電話、電傳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招
徠消費者進行交易時，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陳述：如銷售業者實際未辦理贈獎
或抽獎活動，即不得以中獎、幸運中選等類
似射倖性贈獎之陳述 

不得不當陳述所銷售國外渡假村之實際狀況、
限定時間優惠價格、會員卡之出租、轉售、
增值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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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

行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案例類型 
網路網頁內容或資
料庫抄襲；榨取他
人網站之企業求才
資料，藉以擴充自
己網站資料 

肯德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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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
行為 

常見行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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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之行為。  

案例類型 
瘦身美容中心銷售課程或購買保養品
(不公平定型化契約) 
 

國外渡假村卡銷售(先以中奬誘使消費
者前往，再以煩擾手段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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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
易行為 

定義 
  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
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
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
行為。  

常見行為態樣 
 i.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時，事業提供替
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
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ii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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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
易行為 

案例類型 

市場失靈 

921發電機、水塔、屯積米
酒案、SARS口罩、耳溫槍；
利用買受人之資訊不對等或
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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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建築業者銷售房屋隱瞞重要資訊。 

未提供五天契約審閱權。 

土地移轉年度未載明於契約。  

建商要求客戶繳回契約書。 

仲介業者收取斡旋金未告知消費者可選
擇採用內政部所訂之「要約書」。 

仲介業者賺取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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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假借公益名義銷售商品。  

瓦斯安全器材公司假借安全檢
查販賣瓦斯安全設備。 

事業以中獎之欺罔及煩擾等手
段促銷渡假村會員證。 

瘦身美容中心不當促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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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事業藉徵求家庭代工方式不當
高價販售代工原料。 

月眉禁帶外食案。 
金融業者收取房屋貸款提前清
償違約金。 

信用卡循環計息方式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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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水匣廣告不實案例 

「坊間9成業者，標榜使用美國墨水，
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墨水→大陸製墨水
匣」，造成一般消費者誤以為其他廠牌
墨水匣有9成以上乃是中國所製造之印
象，然事實上所稱「9成業者」係被處
分人自行推估所得，而其上開所為表示，
對於其他墨水匣廠商整體印象上將產生
不公平之必較結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4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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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 法律責任 

民事責任：三倍損害賠償(§30-§32) 

 

刑事責任：二年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處
新台幣5,000萬或1億元以下罰金(§35-§37) 

 

行政責任：第一次違法，處新台幣5萬元以
上2,500萬以下罰鍰，連續違法者處10萬元
以上5,000萬以下罰鍰(§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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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簡介 

81年成立，隸屬行政院，現有員額200人 

與其他行政機關之差異： 
–獨立機關（與央行、中選會、NCC 相同） 

–採合議制（一般機關採首長制） 

–委員為任期制（任期3年，不受內閣改組影響） 

–凖司法特定（就公平交易法案件為判斷） 

 

縣市政府皆有公平交易法行政協助局處 
–不包括案件之調查與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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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ftc.gov.tw 

公平法測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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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一） 

不動產交易問題－我有房屋買賣問題？ 
–預售屋：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eg.工業用地） 

•誤導可合法施作夾層屋或二次施工 

•未提供契約審閱期（至少 5天） 

•指定貸款銀行 

•要求收回契約書 

–公平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規範說明 

–房仲業： 
•未告知斡旋金與要約書之區別及替代關係 

•以欺罔手段賺取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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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二） 

房屋貸款問題－我可以不付違約金嗎？ 
–金融業者收取房貸違約金處理原則 

•銀行不得拒絕提前清償貸款 

•銀行需提供「隨時提前清償」（利率較高）及「限制提
前清償」（利率較低、但提前清償須付違約金）供貸款
人自由選擇 

•違約金需隨貸款人履約期間及貸款餘額遞減 

–注意！ 
•不含車貸、信貸 

•非意謂提前清償不用支付違約金 

•違約金無「官定」比例 

•貸款人可依本原則與銀行協商調整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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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三） 

假分期真貸款－我可以不付分期款嗎？ 
–公平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貸款契約或申請書應充分揭露貸款本質 

•貸款契約或申請書之正面應以顯著方式揭露金融機構名
稱及違約效果等重要交易資訊 

•應與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書、商品（服務）認購書等分列 

–注意！ 
•限於與商品買賣結合之消費性貸款 

•避免消費者誤簽貸款契約 

•商品延遲給付仍要繳付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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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四） 

貸款保證問題－保人一定是呆人嗎? 
–公平會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簽約時 
•應明確限定連帶保證責任範圍 

  或明定保證責任之最高限額 

•未定期限之保證契約得隨時通知終止保證責任 

•逐項閱讀簽名，並交付借貸及保證契約影本 

–注意！ 
•限於金融業個人授信 

•通知終止限於連續債務保證（民754） 

•通知終止非意謂不負前發生之保證責任（民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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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五） 

瘦身美容問題－我如何挑選瘦身美容機構？ 
–公平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處理原則 

–不實廣告（誇大、易引人錯誤文詞） 

•拔脂、消脂、溶脂、雕脂、燃燒脂肪、震碎脂肪、瓦解
囤積脂肪、避免脂肪囤積、促進脂肪分解、提高脂肪代
謝、軟化脂肪、抑制脂肪吸收、促使脂肪細胞分解或縮
小、促進淋巴代謝引流、淋巴循環、排毒、震碎身體殘
留毒素等。 

•可於短時間內快速達到增高、減重、豐胸效果，而無醫
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依據（衛生署認定）。 

–不當行銷手法 
•免費、低價試作完成前，藉機交易或收取費用 

•以強迫或煩擾方式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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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六） 

訪問購買問題－瓦斯防爆器一定要裝嗎? 
–公平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處理原則 

–不當行銷手法 
•藉瓦斯防災宣導、瓦斯安全檢查、公益團體或政府補助
等名義或機會，使消費者誤認者。 

•欺瞞或隱匿瓦斯安全器材商品價格、數量、品質、功能、
特色或使用之限制等重要交易資訊，使消費者誤認者。 

瓦斯防爆器安裝後，我可以退貨嗎？ 
–消保法第19條 

•郵購或訪問購買 

•收受商品後 7日內，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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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與生活（七） 

加盟問題－我如何挑選加盟體系？ 
–公平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露案件處理原則 

–締結加盟關係前5日，提供下列書面資料： 
•（一）事業名稱及開始經營日期。（二）負責人及經理人姓名
及資歷。（三）收取加盟權利金及其他費用，其項目、金額、
計算方式、收取方法及返還條件。（四）授權加盟店使用之智
慧財產權。（五）提供加盟店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等事項之內
容與方式。（六）對加盟店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間營業區
域之經營方案。（七）營業區域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
地址，及上一年度終止加盟契約數目。（八）加盟契約存續期
間經營關係之限制。（九）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
及處理方式。 

–簽立加盟書面契約前，至少5天契約審閱期間。 
 



93 

公平法與生活（八） 

多層次傳銷－我要如何分辨合法傳銷？ 
–參加人收入是否主要來自介紹他人加入 

–銷售商品或勞務之定價是否合理（明顯偏高） 

–是否須繳交高額入會費或認購相當金額之商品 

–契約書是否明列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規範事項 

  （包括解除或終止契約及退貨規定） 

–是否依法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網站可查詢） 

我是傳銷商，我可以主張什麼權利？ 
–14日內可解除契約，請求以原價退貨 

–隨時可終止契約，請求以九折退貨 

–注意！ 退貨時，事業可扣除獎金及商品減損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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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ftc.gov.tw 

公平會服務資訊 

網址：http://www.ftc.gov.tw 

公平會服務資訊 

影音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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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中心電話： 

  (02)23510022 （會本部服務中心） 

  (02)23517588 分機380 （會本部服務中心） 

  (07)2510022 （南區服務中心）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時至12時30分； 

  下午1時30分至5時 

公平會服務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