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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最高行政法院關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判決 

陳丰津∗ 

摘要 
最高行政法院曾對於 61 件預售屋不實廣告案為最終裁判，其結果除撤銷 5 件

公平會處分案(約占 8.20%)之外，其餘 56 個案件(約占 92.80%)都受到最高行政法院

的肯定與支持，表示執法上公平會對違法個案之認事用法與行政處分應屬適當，其

行政處分經得起行政救濟的考驗，大多數個案都能夠獲得司法機關的認同與支持，

執法品質值得信賴與肯定。 

建商可以決定預售屋廣告要揭露多少資訊，也可以決定要不要完全實現廣告的

內容，因此預售屋廣告有無不實，完全操縱在建商手裡。不論預售屋不實廣告處分

之輕重，其實建商早已利用不實廣告的手段而為不公平之市場競爭，獲取更多交易

機會而謀取不當利益；消費者與之交易，除金錢損失之外，還有心理上的損害。因

此，必須以法律規範與管制預售屋的不實廣告。 

61 件預售屋不實廣告案，顯示層出不窮的預售屋不實廣告，其處分不重而難以

嚇阻獲利豐厚的建商，尤其「立即停止違法不實廣告行為」而無罰鍰之處分容易流

於形式而無足輕重，公平會應重視「罰鍰」處分，並提高罰鍰金額，以收懲罰效果

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或許短期內無法改變不合理的預售屋制度，因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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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可考慮對此一產業加強宣導，促使建商重視法規遵循，更進一步則輔導與鼓

勵建商自律或同業公會的他律規範；亦可將預售屋不實廣告案列表整理為專欄，於

公平會網站公告之，以方便消費者查詢參考，亦有警示業者之作用而有助於預售屋

市場之發展。 

關鍵詞：預售屋、不實廣告、資訊不對稱、成本外部化、自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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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1 年 2 月 4 日公布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條文，隔年 2 月 4 日正式

實施以來，歷經 20 年的執法經驗，對於違反公平法規定而受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公平會）處分者，截至 2011 年 10 月為止，合計已累積了 3,422 件之處分

案，其中有關不實廣告處分案有 1,615 件（約占全部案件的 47.19%）1。與房屋建築

有關的不實廣告案有 463 件（約占所有不實廣告案件的 28.67%），然而被處分人不

服公平會之處分，分別提出訴願、行政訴訟等行政救濟，最終由最高行政法院裁判

而確定者，累計有 61 件（約占房屋建築不實廣告案的 13.17%）2。很巧合的，這 61

件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的不實廣告個案，全部屬於「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件

（約占最高行政法院 110 件有關公平法上不實廣告裁判案的 55.45%），突顯國內預

售屋不實廣告問題的爭議性與嚴重性。 

最高行政法院對這 61 件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之裁判結果，撤銷 5 件公平會處分

案3（約占 8.20%），其餘 56 個案件（約占 92.80%）都受到最高行政法院的肯定與

支持4，表示公平會對違法個案之認事用法與行政處分應屬適當，其行政處分經得起

行政救濟的層層考驗，大多數個案都能夠獲得司法機關的認同與支持，執法品質值

得肯定與信賴。 

雖然公平會對預售屋不實廣告案的處分不算嚴重5，然而受處分建商卻難以甘

服，一再行政救濟，堅持訴訟到底，尋求最高行政法院的終審裁判，其因安在？值

得探討。本文針對這些個案，檢視其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之情形，嘗試瞭

解建商製播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嚴重性，討論競爭法執法機關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行

                                                      
1 本文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所公布之公平會行政決定之資料統計而來；又公平交易

委員會組織法已於 101 年 2 月 6 日正式生效施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亦於同日改制為「公平

交易委員會」，攸關公平會各項事宜暨相關法規亦將隨之調整，不再冠上「行政院」頭銜。 
2 本文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與公平會處分書統計整理。 
3 參見附錄 1，案件編號為 4、6、7、31 與 33 等 5 個案件。 
4 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1，本文整理的最高行政法院歷年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件之判決。 
5 本文討論的 61 件此類違法案件，有關其處分方式，公平交易委員會除了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對違法業者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外，僅有 18 個案件另處新臺幣

15 萬元至 1,000 萬元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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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之效果，省思管制預售屋不實廣告之作為。 

二、預售屋交易特性與廣告 

(一) 預售屋之意義 

根據不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 4 條第 3 款之規定，「預售屋（Presale 

House）」係指領有建造執照而尚未建造完成、以將來完成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

物。「預售屋」是建商已取得建築基地，規劃設計並取得建造執照後，於房屋尚未

開始興建或雖已建造而尚未完工，也未領有使用執照，即公開銷售給消費者，並按

設計圖施工建造，完工後取得房屋使用執照，再辦理產權登記與交屋；亦即「未建

先售」、「先售後建」、「未建已售」或「未完工已出售」的房屋交易，稱之為

「預售屋」。 

「未建先售」的預售屋，無實際成屋可供實質檢視，消費者常常僅憑預售屋的

廣告宣傳單、建築平面設計圖、華麗的房屋模型、夢幻的樣品屋、現場銷售人員之

解說以及工地參觀等資訊，作為房屋交易的考量依據，並想像完工後房屋的可能樣

子！無實體產品的預售屋交易就像是一種「符號產品（Symbolic Products）」或

「意像（Images）」的銷售行為6，類似「紙上談兵」的房屋買賣模式，消費者買了

一個夢想中的未來。 

預售屋廣告傳遞一部分預售屋資訊給消費者，刺激其購買動機。然而，建商不

但擁有預售屋未來的施工進度、建築品質、完工交屋等各類完整資訊，並實際執行

房屋營建工程的施作，左右預售屋之品質與交期；相對的，消費者僅憑建商提供有

限的預售屋資訊而為房屋交易之決策，形成交易雙方嚴重的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建商爲了吸引消費者，促進預售屋交易機會，往往製

作各式各樣引人注目、甚至誇大不實的預售屋廣告，誤導消費者的判斷與決策，增

                                                      
6 參酌曾明遜、陳明燦，「預售屋不實廣告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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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預售屋交易的糾紛7。 

(二) 預售屋交易之特性 

有別於「先建後售」的成屋市場，預售屋交易模式較為複雜，消費週期較長、

交易金額龐大、履約期間較長、交易風險較高、交易標的物不確定性較高、資訊不

對稱與不完整性、經驗與給付時間的不對稱等因素，使消費者陷入一種既期待又怕

受傷害的矛盾與擔憂。預售屋交易之特性略述如下8：  

1. 多重而複雜的法律關係 

預售屋交易由規劃、設計、廣告、銷售、興建、完工、交屋、使用與保固等從

無到有的過程，其參與者可能僅有建商與消費者等單純的買賣雙方，也可能廣泛的

包括地主、建商、消費者、不動產經紀業者、金融機構、建築經理公司、不動產估

價師、地政士等介入，形成多重而複雜的法律關係。若其中某一個法律關係發生糾

紛，可能會影響其他後續的法律關係，牽連延宕預售屋交易契約之履行，將衍生更

多交易的不確定性，增加預售屋交易風險，尤其是買方與賣方市場交互更替之際，

交易糾紛更是層出不窮。 

2. 不可預見性與不確定性較高 

有關房屋建築的規劃設計與營建工程的專業知識，建商與消費者往往處於不對

等地位。消費者締結預售屋買賣契約之參考資料，大都為建商所提供之相關資訊，

如建築平面設計圖、樣品屋或預售屋廣告等，至於其他影響交易之重要因素，如安

全結構、建材等級、施工品質、公共設施、實際面積與完工日期等，由建商一手掌

控而消費者難以預見其變化。預售屋成交後，建商還可以變更設計而改變建築規劃

                                                      
7 參酌曾明遜、陳明燦，「預售屋不實廣告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公平交易委員會，2 (2002)。此外，內政部地政司的統計資料，也顯示「隱瞞重要資訊」為

台灣房地產交易常見的十大糾紛之一。 
8 預售屋交易之特性 1-4，參酌楊淑文，「預售屋交易契約之法律性質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政大法學評論，第 57 期，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140-143 (1997)。 



5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與房屋格局，延宕施工時程，或完工後的產品與預售屋契約內容不符，此為「先售

後建」之缺陷，形成預售屋市場較高不可預見性與不確定性之風險。 

3. 消費者預先給付部分價金，建商並未提供擔保 

買賣契約為雙務契約，買賣雙方負有同時給付之義務，依民法第 264 條之規定

9，在對方未為給付前，自己可以拒絕給付。一般成屋買賣，售屋人尚未交付標的物

或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前，原則上消費者可依民法第 367 條、第 369 條之規定10，

得拒絕買賣價金之給付。然而預售屋交易，通常建商僅負擔於某特定期間之前，完

成房屋建造與交付之義務，消費者卻早在契約成立後、尚未交屋前，即給付一筆為

數不少的款項予建商11，並無依民法第 367 條、第 369 條之規定拒絕自己價金給付

義務之可能。 

類似預售屋交易價金給付方式者，例如不需於一般主給付義務同時履行之買賣

契約，如民法第 389 條、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6 條等之價金分期給付的買賣契約12，

買受人原本應於交付標的物的同時為給付價金之義務，得於受領買賣標的物之後分

期為之；亦即買受人得立即享有買賣標的物，又可以分期付款而減輕給付價金的負

擔，此為出賣人對買受人融資的契約類型，買受人若無法如期清償買賣價金時，出

賣人即可依照「所有權保留條款」而主張其仍保有標的物所有權，立即取回買賣標

的物而降低交易風險。再者，金融機構於承做貸款時，也往往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

品或保證人，以擔保其對借款人之請求權。機器設備的融資租賃交易，乃是融資人

先買進機器設備，取得其所有權之後，再將機器設備租賃給使用人；使用人僅取得

使用收益權能，而融資人仍保有所有權。 

                                                      
9 民法第 264 條第 1 項規定︰「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

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 
10 民法第 367 條規定︰「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第

369 條規定︰「買賣標的物與其價金之交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應

同時為之。」 
11 例如預售屋交易中俗稱的自備款，通常由買賣雙方約定為總價金的某一百分比。 
12 民法第 389 條規定︰「分期付價之買賣，如約定買受人有遲延時，出賣人得即請求支付全部

價金者，除買受人遲付之價額已達全部價金五分之一外，出賣人仍不得請求支付全部價金。」；

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稱附條件買賣者，謂買受人先占有動產之標的物，約定至支付一

部或全部價金，或完成特定條件時，始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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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類似的契約類型相比較，預售屋購買人在房屋交付前，已經支付部分價金給

建商，建商卻沒有提供任何擔保，可見預售屋交易制度與契約之設計13，其風險分

配與負擔有所偏頗，對消費者權利之保護顯有不足。 

4. 履約期間較長 

一般買賣契約成立後，出賣人即有交付標的物及移轉所有權之義務。預售屋買

賣契約成立後，建商通常與消費者約定某特定時日開工，營建工程預計施作期間，

工程完竣並取得使用執照後，才能交屋。預售屋成交後，其工期短者為數個月、長

者可能要一、二年之久，完工交屋時間，往往是契約訂立後的相當時日。 

預售屋興建時期，建商之履約能力容易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有變化，如經濟景氣

循環而影響建材之漲跌、合建土地產權問題、建商的營運能力與財務狀況、甚至建

商倒閉等情形，都影響預售屋完工與交屋時間。履約過程冗長，任一環節發生問

題，都可能延宕交屋，對於已支付鉅額款項的消費者，難免夜長夢多之折騰，雖非

財產上損失，卻增添精神上無形壓力與心理上沉重負擔。 

5. 預售屋資訊單向傳遞而具有高度資訊不對稱與資訊不完整性 

建商完全掌握預售屋的土地規劃、建築設計、格局配置、景觀視野、公共設

施、建材設備、營建工程與完工交屋等時程與實質內容之相關事項。對預售屋資訊

知之甚詳的建商，主動透過廣告，選擇性的單向釋放預售屋資訊；而僅能被動接收

資訊的消費者，明顯處於資訊弱勢的不利地位，交易雙方存在高度資訊不對稱14。 

握有完整預售屋資訊的建商，為了售屋而隱匿不利資訊，選擇性揭露的資訊雖

屬正確但並不完整15。預售屋廣告大都描繪預售屋優點、強調生活環境便利等正面

訊息。然而，對於興建工法、工程進度、建材品質、技術規格等預售屋實質內容，

                                                      
13 新制預售屋定型化契約已納入「履約保證機制」，惟內政部於 100 年上半年函請各地方政府

針對轄內預售屋建案進行首波查核，其不合格率仍高達 67%，顯見實務上並未完全落實「履約保

證機制」。 
14 資訊不對稱的市場，容易產生逆選擇的現象。參酌 G.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88-500 (1970). 
15 楊宏暉，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院，43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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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少詳述；若消費者詢問時，建商業務員可能語焉不詳或含糊帶過，甚至以不

熟悉工程事項為由，消極的避而不談，緘默不作為而有所隱匿16，使資訊不對等的

消費者很難獲得完整的預售屋資訊，此為預售屋市場一直存在的資訊不完整性，也

是消費者很難克服的資訊不對稱、不完整的問題。 

事實上，涉及技術性、專業性與複雜性等預售屋營建的專業知識，一般消費者

顯然不及營建工程經驗豐富而高度專業的建商。每一個預售屋個案又具有某些個別

差異的獨特性，消費者很難在同區域同時期找到相類似的建案來做比較。因此，在

高度資訊不對稱、不完整的預售屋市場，資訊弱勢的消費者更需要法律規範之保

護，以強化建商重視預售屋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及其實踐性。 

6. 經驗與給付時間的不對稱 

經驗不對稱應有兩層意義，一為經濟學所謂「經驗財（Experience Goods）17」

的產品資訊不對稱，使買方陷於「花錢買經驗」的不對等；二為多數消費者僅有區

區幾次房屋交易的有限經驗18，遠遜於專營房屋買賣而經驗豐富的建商，形成房屋

交易經驗的不對等。 

資訊弱勢的消費者，事前無法充分瞭解產品品質，需實際消費體驗後，始能知

悉。就像聆賞一場音樂會，事前無法確定音樂會表演者是否能夠完美演出，僅能期

待聆賞後，獲得滿意的結果，此乃資訊經濟學所謂的「經驗財」，須待消費才能瞭

解產品品質，此時消費者早已付出搜尋成本（Search Cost）與產品的全部價格（Full 

Price）。例如要瞭解一家餐廳到底好不好、優不優？除了打聽的搜尋成本之外，須

上門付錢吃喝一頓，才知道餐廳的食材新不新鮮、食物好不好吃；如果不巧，食材

                                                      
16 保持緘默不能為不實廣告；然而基於效能競爭與交易資訊的透明化，若隱匿某些交易上的重

要事實，將使交易相對人不能或難以對產品、價格或交易條件做比較，而不利於交易相對人之決

策與市場競爭秩序之維持，故有予以揭露之必要。參酌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作者自

刊，423 (1993)；楊宏暉，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政

治大學法學院，418 (2010)。 
17  Adian R. Vining & David L. Weim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voring sellers: a policy 

framework”, 21 Policy Science , 285 (1988); Isaac Ehrlich, Lawrence Fisher, “The Derived Demand for 
Advertis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72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66-367 
(1982). 

18 李憲佐，「營建物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66-6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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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新鮮而致身體有恙不舒服，那麼「全部價格」將不只是「付出的費用」19，還要

加上「所受的損失」。因此經驗財的全部價格，在消費前無法完整確實估計，唯有

付出相當的代價20，親身體驗才能得知，也就是所謂「花錢買經驗」，本文討論的

「預售屋」即為經驗財之一。 

經驗財特性為「先消費之後，才能瞭解產品」，賣方容易利用產品資訊的優勢

而獲取不當利益；買方只有使用之後，才發現品質低於其付出的價格，或已造成傷

害了，為時已晚而懊悔不已。此為經驗財的資訊不對稱、無效率問題21，預售屋可

能也有類似的難題。房屋交易經驗的不對稱，將影響預售屋買賣雙方市場力之分

配，使資訊與經驗皆屬弱勢的消費者，更倚賴建商釋出的廣告資訊，作為購置預售

屋之重要參考依據。 

建商不僅事前操作廣告內容而決定揭露多少資訊，於房屋興建、履約過程亦可

控制廣告內容之實現與否；消費者支付了大部份房屋價金，還要等完工交屋後，始

能完全瞭解該預售屋是否依廣告內容，如實施作，完全給付。預售屋買賣成交時無

法即時完成價金與產品同時給付，「先付款、後交屋」的時間先後落差，形成給付

時間不對等的現象，此為締約後的資訊不對稱（Post-Contractual Informational 

Asymmetry）。這是預售屋交易制度設計上的盲點，使建商於成交簽約後，仍有機

會作出對自己有利而可能傷害交易相對人之選擇，實為預售屋制度之缺陷而容易引

發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22。 

(三) 預售屋制度與交易特性評析 

如上所述，顯示在預售屋交易制度及其特性之下，可能普遍存在於建商與消費

                                                      
19 消費者的購買決定，通常取決於「名目價格 (Nominal Price)」，而較少完整考慮包括資訊成

本在內的「完整價格」。 
20 Phillip Nelson,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 7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1-

317(1970); Adian R. Vining & David L. Weim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voring sellers: a policy 
framework,” 21 Policy Science , 285-288 (1988). 

21 莊奕琦，經濟學原理，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62-263 (2003)；Adian R. Vining & David L. 
Weim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voring sellers: a policy framework,” 21 Policy Science, 287-289 
(1988). 

22 王則河，資訊經濟學平話，北京大學出版社，8-1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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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與不完整、交易經驗與交易給付時間不對等情形，顯然是伴隨

預售屋交易制度而衍生的缺陷。這種預售屋制度上的特性，讓居於預售屋交易優勢

地位的建商，幾乎完全主導與掌控預售屋廣告、售屋、施工、完工交屋等一系列流

程；預售屋廣告內容實現與否，當然也由建商全盤掌握。相對的，弱勢的消費者，

在交屋前難有介入建案的機會，亦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而難以瞭解廣告內容實現

之情形，通常需待完工交屋之後，始能驗證預售屋廣告有無不實？ 

預售屋廣告會不會變成不實廣告？可說是繫於建商的履約態度，蓋建商完全掌

控了預售屋之規劃、廣告、銷售、興建至交屋；原則上，其廣告內容應屬「能實

現、可實現」，惟建商若「不實現（或不完全實現）」，則形成了預售屋不實廣

告。孰令致之呢？建商的誠信與履約能力應為主因；但或許預售屋交易制度之特性

與缺陷，亦有推波助瀾的促進作用，促使建商輕易取得建案全面性的優勢主導地

位，而有可能在缺乏制衡之下，輕易留下了預售屋不實廣告的個案。 

(四) 預售屋廣告 

1. 廣告之意義與規範之必要 

廣告乃是以廣告主名義，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或勞

務特徵與顧客所能得到的利益，激發其購買慾或培植其特定觀念的付費傳播23。廣

告內容廣泛，可列舉商品項目、宣傳特性與優點、提供優惠與特別服務，或發布資

訊、攻擊對手之缺點，或為召回缺陷商品等24。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

施行細則第 23 條對廣告明確定義為：「本法第 22 條及第 23 條所稱廣告，指利用

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

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

播。」 

尚無成品可供實地參觀的預售屋，消費者幾乎完全依賴「預售屋廣告」來認識

其所欲購買房屋之環境、外觀、坪數、隔局、配置、設施、建材設備等，並以預售

                                                      
23 樊志育，廣告學，三民書局，2 (1986)。 
24 林誠二，「消費資訊之規範」，收錄於劉春堂編著，消費者保護法專案研究實錄，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68-69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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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廣告資訊為決定交易與否之參考依據。因此，建商應負有較高之注意義務，確保

預售屋廣告相關資訊為真實，以爭取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25。若建商的預售屋廣

告，對於建物設施之興建與其合法性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以下簡

稱「不實廣告」），倘有違反行政法上誠實告知之義務，將導致消費者錯誤認知與

購屋決策，影響消費者權益甚大；對同一期間同一區域依法與其競爭之對手，也造

成不公平競爭，此為公平法上虛偽不實廣告之違法，當有依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之

必要26。 

2. 預售屋廣告之特性 

為了銷售預售屋而製播之廣告，其主要特性如下： 

(1) 無法即時比對廣告資訊與實體產品，消費者易陷入資訊不對等、不完整之困境 

建商可選擇釋出多少預售屋資訊於廣告上，此為尚無實體房屋的意像宣播與售

屋資訊的單向傳遞，消費者僅能被動接收廣告訊息，無從立即檢視其內容與實體房

屋的差異，預售屋資訊是否完整揭露，廣告內容是否如實施作，尚待預售屋完工後

的檢視。因此，容易使消費者陷於預售屋資訊不對等、不完整的窘境。 

(2) 短期而密集的預售廣告，但預售達相當程度即不再持續廣告 

建商推出預售屋建案時期，短期間大量而密集的製播預售屋廣告，以吸引消費

者的注意，激發其購買慾；惟達到預期銷售率之後，通常建商不再持續製播廣告，

顯與其他長銷型商品需要長期的持續性廣告有別。隨著房屋施工進度而漸漸完工的

預售屋，逐步轉為成屋，未必需要再次廣告，但建商將會持續銷售而結案。 

(3) 運用樣品屋、建築模型、工地參觀、說明會、書面文字與影音多媒體等廣告媒介 

                                                      
25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4 月 10 日 87 年度判字第 619 號判決書。 
26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11 月 11 日 87 年度判字第 2267 號判決書、98 年 2 月 12 日 98 年度

判字第 94 號判決書。有關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學

者劉孔中教授認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為可交互替代之同義詞，並沒有區分之必要，

而應以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欺罔」為其共同之上位概念，通常可稱之為「不實廣告」，本文亦

採此一見解。劉孔中，「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

第 2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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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呈現尚無具體成品的預售屋，建商以樣品屋與建築模型讓消費者有親臨其

境的感覺，舉辦工地參觀或現場說明會以增加消費者的瞭解，或利用書面文字、看

板圖片與影音多媒體等傳遞預售屋資訊，與其他商品廣告相比較，預售屋廣告運用

多元的廣告手法與媒介，包羅廣泛。 

(4) 履約期間（興建施工）較長，交屋後消費者可能早已忘了廣告內容 

預售屋銷售後，大都需要長期的施工興建，交屋後消費者始能瞭解房屋之真實

樣貌，並檢視房屋實況與廣告內容是否完全相符？然而履約期間較長，該廣告已無

留存而消費者可能早已遺忘廣告內容，難以一一比對其中差異；或許預售屋市場潛

藏更多預售屋不實廣告個案，只是沒有被揭露出來而已。 

(5) 尚未取得建築主管機關之核可，卻以含糊廣告誤導交易相對人 

某些房屋建築項目需要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准或變更許可，始能施工或變更，

建商尚未取得核准或許可，卻已利用樣品屋、建築模型或其他廣告型式，以含糊的

廣告手法，誤導或暗示消費者，使其誤認為一切可合法使用卻實質違法的現象，常

見的有：「樓中樓、夾層屋」、「停車位」、「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工

業住宅」等不實廣告而誤導消費者。 

3. 廣告之相關法律規範 

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與廣告，可促進消費者之認知，誘發其為交易之決策而增加

交易之機會，應避免不實之標示或廣告誤導消費者之認知，而為錯誤之選擇與交易

之決策。公平法與消保法對於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與廣告皆有所規範，雖然兩者立法

目的與規範事項不盡相同，但消保法關於廣告之規範（如消保法第 22、23 條）與

公平法之規定形成互補關係27。 

(1) 公平法之規範 

商品或服務廣告的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的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商品

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誤導消費者陷入無知與受騙之危險；事

                                                      
27 廖義男，「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與標示範圍之競合」，律師通訊，第 199

期，台北律師公會，16-3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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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採取不實廣告，誘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藉以增加交易機會而減

少競爭對手之競爭，此種不公平競爭行為將影響市場效能競爭而破壞市場公平競爭

秩序，產生不正競爭之效果。不實廣告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市場競爭秩序，

相關之國外法律規範，如德國之不正競爭防止法，日本之獨占禁止法及不正競爭防

止法，美國之美國聯邦交易委員會法等28。 

有關不實廣告之規範，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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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

而為不實廣告之事業，主管機關公平會得依公平法第 41 條處罰之；違法之事業，

因此而致侵害他人權益者，依同法第 31 條之規定應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實務上，公平會對於處理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件所採取的見解29，乃是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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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其第 5 點原則表

示，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異難為一般

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第 6 點原則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

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 

不實廣告判斷原則，詳如其中第 7 點之規定： 

(一) 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情事。 

(二) 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而有引起相關

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誤。 

(三)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

                                                      
28 林東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不實廣告的規範」，萬國法律，第 103 期，萬國法律事務所，

52 (1999)。 
29 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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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點、第 8 點與

第 9 點。 
30 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執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禁止事業於商品 (服

務) 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等事項，該

處理原則為公平法主管機關於法定權限範圍內，本於職權所為細節性、技術性及解釋性之統一行

政規則，為法律所必要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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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故其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得就該特

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 

(四) 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

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上述各款判斷原則適用時應考量第 8 點所列之三個因素： 

(一) 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二)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

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三) 對處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響。 

該處理原則第 9 點規定：「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廣

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

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第一項所稱之客觀狀況，係指

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之規定、商品（或服務）之供給……等。」 

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判斷，「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31」第 4 點規定：「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廣

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

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第一項所稱之客

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之規定、建材之供給等。」而其第

3 點則針對關於「工業住宅」、「國民住宅」、「建築物座落地點」、「不動產面

積」、「建築物外觀、設計、格局配置」、「建材設備」、「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

道路」、「建築物之外在環境、視野與景觀」、「夾層屋」、「停車位」等不動產

廣告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之表示或表徵有更為詳細的規範，以避免不動

產業以不當廣告行為誤導交易相對人。 

除了廣告主之外，公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也規範了與廣告製播攸關的廣告代理

業、廣告媒體業與廣告薦證者之法律責任，其規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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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公平會 95 年 7 月 27 日第 768 次委員會議通過，96 年 11 月 22 日第 837 次委員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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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

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由此可見，公平法

極為重視不實廣告之管制，明定不實廣告製播相關業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以維護市場交易之公平競爭。 

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定係考慮廣告內容乃為事業所提供之消費資訊，與消費者

之交易決策至關緊要，因此，禁止事業以不實廣告之手法，與其他同業競爭者進行

商業競爭，爭取與交易相對人交易機會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其主要目的在維持

市場公平競爭之交易秩序，以增進整體經濟利益；也間接達到公平法第 1 條保護消

費者之目的32。 

(2) 消保法之規範 

消保法第 22 條規範廠商關於廣告上法律責任，其內容為：「企業經營者應確

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此為誠實信用

原則具體化規範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之間的契約關係。本於誠實信用原則而解釋契

約內容，凡任何足以影響消費者形成消費動機、決定訂立交易契約之廣告宣傳內

容，均成為契約內容之一部分，使其成為對消費者最低限度之保障。應注意者，消

保法第 22 條是以法律規定來規範契約內容的特定形成，當事人有無合意使廣告內

容成為契約內容一部分的主觀意思，或消費者是否因知悉廣告內容而為締約者，皆

可不問，即使未經當事人之間的特別合意將廣告內容納入契約中，亦不影響該條後

段規定之適用33；不論當事人之間有無合意或約定，廣告內容依消保法第 22 條後段

「法律之規定」而當然成為契約內容之一部分34，此為法律強制規定的結果，也是

                                                      
32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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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

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 (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社有限公司，68 (1999)。 
33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規定，內政部公告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之事項」，將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關於廣告效力之規定，列為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之事項。又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

項，未經記載於定型化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即使預售屋交易當事人未約定廣告為構成

買賣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亦不影響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之適用。 
34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 (下)」，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 3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有限公司，72-75 (1999)。王澤鑑，「民法總則在實務上的

最新發展 (二)－最高法院九十及九一年度若干判決的評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3 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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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費者最低限度的保障35。因此，內政部公告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 1 條

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2 條也都一致規定：「賣方應確

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及其所記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及停車

位平面圖與位置示意圖，為契約之一部分。」顯示廣告內容為預售屋買賣契約之一

部分，建商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消保法第 23 條規範關於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的法律責任，其內容

為：「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

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

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36。」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

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引人錯誤，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得通知企業經

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為賦予消保法主管機關在一定要件下，得

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廣告之真實性。 

此外，消保法第 4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重視消

費者之健康與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交易之公平，提

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同法第 5 條規

定：「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運用，俾能

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都要求企業經營者就其所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有向消費者說明並提供充分、正確資訊之義務。 

(3) 消保法對預售屋廣告之影響 

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已規範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有限公司，77 (2003)。黃立，「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廣告規定之適用」，政大法

學評論，第 62 期，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172 (1999)。姜炳俊，「預售屋廣告之契約拘束力－評

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694 號判決及相關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217-218 (2005)。 
35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 (下)」，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 3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社有限公司，76 (1999)；黃茂榮，「不實廣告者之告知義務

或擔保責任」，植根雜誌，第 20 卷第 9 期，植根雜誌社有限公司，368 (2004)；楊宏暉，締約前

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462 (2010)。 
36 廖義男教授認為「權利」才可為「拋棄」；至於「責任」則不能稱為拋棄，而僅能「限制」

或「免除」之。廖義男，「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與標示範圍之競合」，律師通

訊，第 199 期，台北律師公會，3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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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表示或表徵，預售屋廣告固然應遵守這樣的規範；但有關廠商對於廣告之內容

及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仍需透過消保法第 22 條來明確規範預售屋廣告上建商

所宣傳之內容，使其當然成為預售屋契約之一部分，直接導正「廣告歸廣告」而

「契約歸契約」的錯誤認知，也可消除其可能產生的爭議。當消費者檢視預售屋廣

告，發現了建商所為廣告有所不實，這表示預售屋契約內容應該屬於不完全給付，

消費者根據契約內容向建商請求損害賠償的過程，或許亦有監督與檢討建商不實廣

告之作用。 

4. 預售屋不實廣告實務個案 

預售屋廣告有無誇大不實，驗證時間點為完工交屋後，消費者始有機會對照房

屋實況與預售屋廣告內容，進行實體檢測，以驗證建商當初預售屋廣告有無虛偽不

實？舉凡預售屋廣告宣稱的建築物之外在環境、景觀視野、外觀設計、坪數大小、

格局配置、建材設備、公共設施與停車位等，皆為實體勘驗項目，若與廣告內容及

品質不符合者，則建商可能涉嫌不實廣告？假如建商無法合理解釋不實廣告之質

疑、實際改善與補救，以實現預售屋廣告之內容；消費者可能訴諸公平會，開啟預

售屋廣告涉嫌不實的法律攻防戰，而形成一樁預售屋不實廣告案。 

本文以歷年來曾經訴訟到最高行政法院，尋求平亭曲直的 61 件預售屋不實廣

告案為對象（詳見附錄 1），探討其不實廣告問題。茲整理歸納為表 1「預售屋不

實廣告類型暨處分統計表」，顯示預售屋不實廣告之類型大致區分為「停車位、公

共設施」、「樓中樓、夾層屋」、「土地使用分區」、「格局配置、景觀視野」與

「陽台外推」等類型37。公平會處理情形為：「不處分」個案有 9 件，依公平法第

41 條之規定，「限期命令被處分人停止不實廣告行為（無罰鍰）」個案有 34 件，

其餘 18 件（編號 6 隆旗發建設案，曾受公平會罰鍰之處分，惟已被最高行政法院

                                                      
37「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有關不動產廣告虛偽不實

之分類為「工業住宅」、「國民住宅」、「建築物座落地點」、「不動產面積」、「建築物外

觀、設計、格局配置」、「建材設備」、「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建築物之外在環境、

視野與景觀」、「夾層屋」、「停車位」，實務上預售屋不實廣告類型與上述分類不謀而合。石

世豪，「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收錄於廖義男、謝銘洋、范建得、黃

銘傑、石世豪、吳秀明著，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 (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301-3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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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38，故列為無罰鍰個案）除了命其停止違法行為之外，另處「新台幣 15 萬元至

1,000 萬元不等之罰鍰39。」 

(1) 預售屋不實廣告的違法類型 

分析最高行政法院對預售屋不實廣告的 61 件判決個案，類型化的歸納其違法

情形後，將此 61 件違法案件，分別歸類為「停車位、公共設施」、「樓中樓、夾

層屋」、「土地使用分區」、「格局配置、景觀視野」與「陽台外推」等類型，發

現全都屬於外觀、配置、形式、尺寸等「外在規格」之違法；尚無涉及建材設備品

級「實質內涵」的違法，或許建材與設備早已加工而成為建築物本身的一部分，不

易分拆檢測，除非有極顯著之差異，否則消費者難以直接判別而為之檢舉。 

(2) 88年公平法第 41條修法前、後之處分情形 

對於違法不實廣告案件之事業，依 88 年 2 月 3 日修正前的公平法第 41 條之規

定，公平會僅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而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始

能處以罰鍰。修正後的第 41 條，公平會除了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由表 1 觀之，發現

18 個另處罰鍰之案件，修法前僅有編號 9 的今第公司案，其餘 17 件皆為修法後案

件；顯示修法之後，公平會於審議預售屋違法不實廣告案件時，約有九成案件的處

分，除了命令建商應立即停止違法不實廣告之外，同時也另處以「罰鍰」處分，表

示公平會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於執法上的思考與轉變。這是公平法第 41 條修法

前、後，執法實務上最大的區別；也是基於執法經驗之回顧與展望，順應市場發展

趨勢與實務演變的需求，適時修正公平法第 41 條之後，公平會執法上隨之而調

                                                      
38 被撤銷者為隆旗發建設因不實廣告被處罰鍰 20 萬元案，最高行政法院於 87.09.30 判字第

1962 號裁判書，撤銷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6.01.16 公處字第 014 號之處分案。 
39 公平法第 41 條原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

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並按次連續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或改正為止。」違反本法之事業存有可違法一次而不受處罰鍰之

僥倖心理；為增強執法效果，88 年 2 月 3 日修正時，爰於本條前段增定得逕處罰鍰規定。修正後

之公平法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

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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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環境。 

表 1 預售屋不實廣告類型暨處分統計表 

不實廣告 
類型 

個案編號1 
（參見附錄 1 之編號） 

個案

件數

不處分（個

案編號） 
停止廣告但無罰鍰

（個案編號） 
停止廣告另處罰鍰 2 

（個案編號） 

停車位、 
公共設施 

2,3,4,7,8,14,15,18,20,24, 
25,26,28,30,31,32,35,36,38, 
40,41,42,43,44,46,48,52,54 

28 件

15,28,30, 
31,32,40,44

2,3,4,7,8,14,18, 
20,24,25,26,35, 
36,38,41,43,46 

42,48,52,54 

樓中樓 
夾層屋 

1,6,9,11,12,16,21,23, 
27,29,34,45,49,50,51 

15 件
 1,6,11,12,16, 

21,23,27,29,34 
9,45,49,50,51 

土地 
使用分區 

10,17,19,20,33, 
39,55,59,60,61 

10 件
33 10,17,19,20,39 55,59,60,61 

格局配置 
景觀視野 

5,15,22,37,58 
5 件

5,15 22,37 58 

陽台外推 3 13,47,50,53,56,57 6 件  13 47,50,53,56,57 

合計 4 ——— 61 件 9 件 34 件 18 件 

註 1： 個案編號如為粗黑字體，如編號 15,20,50 這 3 件個案為涉及 2 種以上不實廣告違法類型。 
註 2： 88 年 2 月 3 日公平法第 41 條修正之後，公平會對於違法個案之處分，除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之罰鍰。表 1 中，編號 42 至 61 共有

19 個案件（編號 46 個案屬於修法前 86 年的案件）為 88 年修法後之案件，因此，除編號 44 為不處分

案、編號 43 無罰鍰處分之外，其於 17 個案件再加上 86 年的編號 9 個案，合計有 18 個案件皆屬另處

罰鍰案件。 
註 3： 所謂「陽台外推」，係指二樓以上的建築物將分隔室內與陽台之間的外牆打掉，再於陽台的外緣，另

築新牆，將室外陽台納入室內，以增加室內之使用面積。 
註 4： 計算合計時，涉有 2 種不實廣告類型的個案僅列計 1 次，因此合計有 61 件不實廣告案。 
註 5： 88 年 2 月 3 日公平法第 41 條修正之前，先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後，始處

以罰鍰之案件為編號 6 與 9，前者被最高行政法院撤銷而歸類為「停止廣告無罰鍰」，後者則歸類為

「停止廣告另處罰鍰」。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與公平會處分書而自行整理。 

三、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行政處分 

(一) 公平會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見解40 

預售屋廣告資訊往往是消費者購買預售屋的重要判斷依據，若事業對其預售屋

                                                      
40 公平會對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見解，除了以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為依據之外，處理實際個案則

參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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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每個處分案都可見到秉持這些處理原則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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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

判斷與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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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生「不正競爭」之效果，預售屋不實廣告將損害消費者利益，同時破壞

市場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行政法上之責任41。 

預售屋廣告內容有無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

交易決定？公平會是以建商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以交易相對人（消費者）普通注意

力之認知，判斷其表示或表徵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所稱「虛偽不實」

係指廣告之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

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引人錯誤」則指表示或表徵不論是否與事實相符，足以

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42。若建商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

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預售屋廣告相符，則其預售屋廣告屬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二) 公平會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處分 

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之發展，歷經建商製播預售屋廣告、房屋興建、完工交屋、

消費者檢驗、發現建商涉嫌不實廣告、檢舉、公平會進行事實調查、通知當事人到

案說明、委員會議與處分之決議，最後行文給當事人等程序，不論公平會決定「處

分」或「不處分」，可能相當費時；以 61 件個案而言，其處理的平均時間約為 11

個月43。 

凡事業違法不實廣告案，公平會皆依公平法第 41 條之罰則，得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之

罰鍰。公平會對這些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之處分，有 9 件為「不處分」、有 34 件處

                                                      
41 於公平會處分書常見有關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之見解，認為不但影響消費者與競爭同業，更

不利於市場公平競爭。參照公平會之處分書，如 98 年 12 月 22 日公處字第 098179 號處分書

(2009)。 
42 於公平會處分書常見有關公平會對於廣告內容有無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判斷

原則，是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普通注意力的認知為斷。參照公平會之處分書，

如 98 年 11 月 6 日公處字第 098159 號處分書 (2009)。 
43 參照本文整理的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詳如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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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停止不實廣告（但無罰鍰）44」、其餘 18 件則為「立即停止不實廣告，另分

別處以罰鍰新台幣 15 萬元至 1,000 萬元不等45」，其處分模式與其他不實廣告案件

之處分並無差異46。 

(三) 公平會處分之效果 

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處分，除了「立即停止不實廣告」之外，另有罰鍰之處分，

其效果如何呢？茲分別討論如下： 

1. 立即停止不實廣告（但無罰鍰） 

事實上，預售屋完工交屋前、消費者無法檢驗廣告有無不實，建商掌握這個時

間落差，利用不實廣告而有效達成售屋與獲利之營業目的。若不實廣告成立，建商

接到公平會命其「立即停止不實廣告行為」處分書時，其預售屋可能銷售一空，已

不需要廣告，也不再製播廣告；究竟建商要如何停止其不實廣告行為，才符合處分

之意旨呢？ 

若被處分建商不需廣告，也不需有任何具體作為，則處分似乎成為形式的、消

極的象徵意義！違法建商或許面臨聲譽上的非難47，經濟上無罰鍰（財產上之制

裁）之不利益，實質上也沒甚麼負擔，似難彰顯不實廣告處分之重要性；建商可能

絲毫不受影響，依然活耀於預售屋市場。這樣無關痛癢的處分，宣示作用可能高於

實質意義！公平會執法上的作為，對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環境而

言，似乎稍嫌薄弱而有些許無足輕重，實為執法上所面臨的困頓！或許「停止不實

                                                      
44 參見表 1，先後有罰鍰與否不同的兩份處分書之案件為附錄 1 編號 6 與 9，前者已被最高行政

法院撤銷，在此歸類為「立即停止不實廣告(但無罰鍰)」，後者則歸類為「立即停止不實廣告，

另處罰鍰 」。 
45 88 年 2 月 3 日公平法第 41 條修法前，公平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或

改正其行為；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者，始能處以罰鍰；為增強執法效果，爰於本條前段增

定得逕處罰鍰規定。本文所論的 19 件處以罰鍰個案，僅有 1 件屬於修法前個案 (已被最高行政法

院撤銷)，其餘罰鍰個案皆為 88 年修法後逕處罰鍰之個案。 
46  參照公平會之處分書，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最後瀏覽日期：

2012/3/20。 
47 或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公平會處分了某家建商，也未必造成商譽的非財產上損害，這個現象

突顯了不實廣告處分上的些許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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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外，需另處罰鍰，使違法者承擔實質的代價。 

2. 立即停止不實廣告，另處罰鍰 

因不實廣告而獲不法利益的建商，受罰鍰處分而有財產上的不利益，較單純的

課處「立即停止不實廣告行為」，更有實質意義。違法建商之不法利得，經由罰鍰

而有一部分復歸於社會，或許有些衡平作用，也有懲罰嚇阻效果48。建商將更深切

瞭解不實廣告帶來企業形象與商譽損失之外，經濟上另有罰鍰的實質財務負擔。 

有了罰鍰處分，預售屋不實廣告是否改進了呢？18 個（約占 29.5%）罰鍰個案

皆發生於 88 年公平法第 41 條修正為得逕處罰鍰規定之後，顯然罰鍰處分並非解決

不實廣告的萬靈丹，預售屋廣告依然有所不實！ 

或許建商在獲利與罰鍰之間，有某種成本效益的抉擇，寧可選擇不實廣告、售

屋、獲利，再去面對不實廣告處分（罰鍰）、行政救濟的發展模式。18 個罰鍰個案

之罰鍰金額最低僅為新臺幣（下同）15 萬元、最高則為 1,000 萬元，被處分人共有

28 人49，平均罰鍰金額也只有 171 萬元50。預售屋總價動輒數百萬元起算，要價上

千萬元者也相當普遍，而營業利益頗高的建商51，面對區區一、兩百萬元的罰鍰，

好比九牛一毛，並不會有太多的財產上壓力，因此市場仍持續存在許多預售屋不實

廣告。 

3. 處分之檢討 

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26 條，對於「不實廣告」設有「刊登更正廣告」的特別規

                                                      
48 蔡孟佳、鍾佳純，「論聯合行為合意之證明－以間接證據之證明與操作為中心」，公平交易

季刊，第 17 卷第 4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10 (2009)。 
49 有 7 個案件 (參見附錄 1，案件編號 50、51、56、57、58、60 與 61) 存在數個被處分人，因

此 18 個案件合計有 28 個被處分人。 
50 18 件罰鍰個案，有 12 件金額為 15 至 200 萬元以下，有 3 件為 200 至 250 萬元，其餘 3 件為

550 至 1100 萬，顯示高額罰鍰個案較少，建商之財務負擔不重。 
51 雖然無法取得建商未公開的財務資料，而難以計算這些受罰鍰處分建商的營業利益，但是可

從國內營建業上市、上櫃公司公開的財務資訊，推論建商的獲利能力，本文依據 99 年股市公開資

訊觀測站所公開之上市、上櫃建設與營建公司財務資料而計算 99 年營建業的平均營業毛利率為

例，38 家上市公司平均為 33.16%，21 家上櫃公司平均則為 28.53%，可見營建業之平均毛利率約

有三成之多，可說是獲利豐碩。 



 論最高行政法院關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判決 75 

 

定，可使受廣告誤導之交易相對人修正其對商品之認知與交易之決定，或許也有機

會修改與廣告主之間的買賣契約。「刊登更正廣告」可能比單純「停止不實廣告」

或另課處「罰鍰」卻容忍交易相對人繼續受誤導，更有積極意義，更能達到防止不

實廣告的效果52。惟預售屋不實廣告處分案卻不見「刊登更正廣告」的處分，想必

預售屋不實廣告案若為「刊登更正廣告」之處分，恐怕對早已賣出的預售屋個案並

無實益，也無從發揮處分的積極意義！ 

公平會的處分，不僅僅是被處分人可量化、財產上有形的負擔（罰鍰），縱然

是無罰鍰的處分，也會帶來不可量化、非財產上無形的損害（商譽）。這些違法不

實廣告的法律風險與懲罰的代價，或許是建商為預售屋廣告時，必須審慎評估其風

險與報酬的關係；法律遵循與利益衡量之取捨，完全繫於建商之抉擇。然而，檢視

這 61 個案件，呈現了欣象建設、群輝建設、僑果建設、昌益建設、僑木建設、基

泰建設、太平洋建設、富陽建設、住易實業與理銘開發等 10 家建商53，對於公平會

之處分仍有不同看法，而有尋求行政救濟之需，以茲衡平，乃分別先後或共同涉及

2~3 個訴訟至最高行政法院的不實廣告案，合計有 18 個案件（約占 31%），其中僅

有各涉及 2 案的住易實業（各罰 240 萬與 200 萬）與理銘開發（各罰 130 萬與 250

萬）有罰鍰處分，顯示重複違法之建商，公平會未必給予罰鍰處分，其罰鍰金額不

高，產生的嚇阻效果相當有限，市場上依然持續出現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也許應適

度提高「罰鍰」金額，增加建商之違法代價，並強化處分效果與警示作用。否則預

售屋市場同業之間習於利用「不實廣告」為競爭手段，難道也算是「公平競爭」的

另類註解嗎？ 

建商的預售屋不實廣告對於同一時期、同一地理區域的其他競爭同業，造成不

公平的市場競爭行為，早已事過境遷；面對一紙處分書，難以追究或彌補這些不公

平競爭行為所造成其他競爭同業的傷害。這也突顯不實廣告的處分，只是維護市場

公平競爭的一個措施，並不能完全解決其衍生的相關問題。 

                                                      
52 劉孔中，「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5 (2000)。 
53 涉嫌重複預售屋不實廣告知建商為：欣象建設與群輝建設 (參見附錄 1，案件編號為 1、

36)、僑果建設 (10、11)、昌益建設 (8、61)、僑木建設 (24、30、31)、基泰建設 (26、27)、太平

洋建設 (32、33)、富陽建設 (29、34)、住易實業 (49、56)、理銘開發 (60、6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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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處分人之回應 

除了 9 件「不處分」個案54，因「檢舉人」不服而提起行政救濟之外，其餘 52

個案件，皆屬預售屋不實廣告而受處分「建商」提出的行政救濟案，表示建商十分

在意公平會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的處分，因此，不論公平會僅處分「立即停止不實

廣告行為」，或另處「新臺幣○○元罰鍰」，這些建商都依行政救濟程序，歷經訴

願、行政訴訟的層層訟累，仍以尋求最高行政法院的最終裁判為目的；或許建商鍥

而不捨為權利而奮鬥的精神，值得嘉許。然而，幾乎耗盡了所有訴願與訴訟的行政

救濟程序，最後依然大部分維持公平會原處分之結果55。這樣的結局，當事人固然

依法行使其訴訟權利，也是法律保障當事人尋求法律衡平的機制；惟仍有令人深思

之處，蓋每一階段的行政救濟，都是被處分人面對案情的再一次反思，也有機會瞭

解本身預售屋廣告是否涉嫌虛偽不實？但被處分人並不輕言接受不實廣告的處分，

或許認為以法律訴訟來面對處分案，直到終審裁判確定為止，才能真正確保自身的

權益吧！ 

面對公平會的處分，被處分人尋求完整的行政救濟程序作為回應，可能得回歸

建商為「將本求利」的營利事業特性而論，凡事講求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56，其決策準則為「投入的成本必須小於產出的收益」。預售屋的規劃設

計、廣告行銷、興建施工、完工交屋等，無不以成本效益分析為依歸；面對預售屋

不實廣告處分時，仍為成本效益分析後而為之回應。以行政救濟費用而言，進行訴

願不需繳納費用；每一行政訴訟的起訴或上訴，其通常訴訟程序之裁判費分別只需

新台幣 4,000 元與 6,000 元，若屬於簡易訴訟程序則減半收費，行政訴訟費用相當

低廉；營建業毛利率高達三成，利潤豐厚，相較之下，些許的訴訟費用，猶如九牛

                                                      
54 這 9 件個案為編號：5、15、28、30、31、32、33、40 與 44 等，其中 31 與 33 兩件被最高行

政法院撤銷。 
55 建商提出行政訴訟的 52 個案件中 (其餘為消費者提出訴訟之個案)，只有 3 件被最高行政法

院撤銷約占 6%，而絕大部分 (約占 94%) 則維持公平會之處分。 
56 鄭丁旺、汪泱若、張錫惠，成本與管理會計，指南書局，11 (2011)；張四明，「成本效益分

析在政府決策上的應用與限制」，行政暨政策學報，第 3 期，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47-
48 (2001)；陳高村、曾招雄，「交通事故衍生成本之探討」，88 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244-24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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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暫且不論律師及其他相關費用，建商以極少的訴訟成本，尋求可能翻案的機

會，所費不多而可能換取利益不少（無形商譽與有形罰鍰），最壞的情況則是維持

原處分，並無額外損失。因此面臨訴願與行政訴訟的時間壓力下，依成本效益之分

析，建商傾向積極尋求行政救濟而全力準備抗辯，將不會聚焦於自我檢視預售屋廣

告內容有無完整實踐、完全給付，深思原處分案之認事用法是否合理、有無疏漏？

就這樣展開了行政救濟的旅途，在漫漫的時間長河裡，原處分案開始了平均約 2 年

6 個月的流浪57！ 

再次回顧最高行政法院對於這 61 件預售屋不實廣告案最終裁判的結果，僅撤

銷公平會處分案 5 件（約占 8.20%），而肯定與支持其餘 56 件處分案（約占

92.80%）。通常，案情較為複雜而不能在訴願階段或前審行政訴訟時，獲得定爭止

紛，始有訴訟至最高行政法院之必要。公平會的處分案通過層層行政救濟之審核與

檢驗，於終審的最高行政法院依然經得起司法審判的考驗而維持原處分之決定；表

示有 20 年執法經驗的公平會，對大多數具體個案認事用法之判斷與處分之斟酌，

已臻成熟而執法品質佳，獲得司法機關的認同與支持。 

事實上，被處分人如果願意多瞭解案情、多省思回顧，對照當初預售屋廣告內

容與完工交屋實況，或許能理解與認同公平會認事用法之精要，盡早認清不實廣告

之違法事實而接受公平會之處分；或已進入行政救濟程序，也能儘早釐清爭議，提

前終結訟累，未必訴訟至最高行政法院，否則可能徒增訟源與訟累，而有浪費行政

救濟資源之嫌。 

(五) 檢舉人之回應 

一般而言，檢舉預售屋涉嫌不實廣告者，都是該預售屋之消費者，案關檢舉人

所購置房屋，其建商有無依廣告內容（屬契約之一部分）而為完全給付，與本身權

益至關緊要，若公平會對檢舉案為不處分之處置，檢舉人提起行政救濟程序，為自

己合法權益而奮鬥不懈，應可理解。 

本文所討論訴訟至最高行政法院個案中，有 9 件為公平會不處分案件（詳如表

                                                      
57 參見附錄 1 之統計資料，行政救濟程序相當耗費時間，其「處分至最終裁判日期間」平均約

為 2 年 6 個月。 



7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2 資料），其檢舉人一再訴訟，大都是屬於事實認定問題而非法律見解上的歧異。

其中「太平洋商務中心」乙案，最高行政法院即認為檢舉人之主張尚非全無理由，

撤銷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與公平會之原處分；同時於判決上表示待公平會究明事

項之後，另為適法之處分，以昭折服。由此可見，縱使執法經驗豐富的公平會，其

認事用法並非無瑕；當事人提起行政救濟以保障合法權益，毋庸置疑！ 

表 2  公平會不處分之預售屋不實廣告檢舉案 

最高行政法院 
裁判書 

日期、判字 
第 X 號 

公平會處分書 
日期、公參 
字第 X 號 

關係人 檢舉人意見 裁判書或處分書摘要 

87.09.29 
第 1953 號 

85.06.18 
第 8500077-003

號 

甲○○ 
廣陽建設 

同一基地同一建照的「純透天

別墅」預售屋，於不同時期分

別製作 2 種不同的「壹樓全區

總配置圖」，將計畫興建套房

大樓所在基地表明為「空

地」，隱匿外在環境條件，涉

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嫌。

廣陽公司未以積極方式引人

誤認該空地上將有套房大樓

以外之設施興建，則尚難僅

消極未於廣告上註明該空地

處將興建套房大樓，即謂該

項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情事。 

88.04.02 
第 821 號 

 

86.05.02 
第 8604248-001

號 

甲○○ 
乙○○ 
福星育樂 
開發公司 

福星公司有三棟「地中海預售

屋」，Ａ、Ｂ棟在Ｃ棟之後。

Ｃ棟面海，原為 19 層，經變

更設計追加為 20 層，又於屋

頂上加有 3 層之突出物，成為

23 層，可能影響Ａ、Ｂ棟原有

視野景觀。然而檢舉人甲、乙

所購買者為Ａ棟 24 樓、Ｂ棟

27 樓，均高於 23 層，原則上

應無景觀受影響之虞。 

原處分調查時，經派員實地

瞭解，認定於原告所購樓層 
平眺，視野景觀並未受Ｃ棟

樓高之影響。於認事用法上

已兼從消費者對廣告之表示

與事實間差異，依一般知識

經驗法則作合理考量，洵無

違誤。 

89.06.27 
第 2341 號 

 

86.10.01 
第 8608627-006

號 

甲○○ 
眾嘉公司 

甲檢舉眾嘉公司「力霸南京二

期」預售屋，建築完竣後有多

項與廣告圖說、樣品屋及契約

書不符之情事；惟公平會調查

後認眾嘉公司並無違反公平交

易法不實廣告之規範。 

有關不鏽鋼冷熱水管與櫥具

等，並未於廣告內容中表示

就特定品牌為給付，且事實

上已為給付，尚難單以雙方

就品質認知之差距，逕認為

廣告不實。 

89.10.31 
裁字第 1390 號 

 

86.09.02 
第 8511215-004

號 

乙○○ 
僑木建設 

甲○○、廖淑平檢舉僑木建設

「大衛道」廣告涉有不實情

事，公平會覆以尚難認定有廣

告不實情事。甲○○不服，經

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乃提

起行政訴訟。案外人乙，未經

合法之訴願程序，其起訴應予

駁回。 

原告乙○○並非本檢舉案之檢

舉人，且未經合法之訴願程

序，其起訴難認為合法，應

予駁回。 

89.10.31 
第 3024 號 

86.09.02 
第 8511215-004

甲○○ 
僑木建設 

甲○○、廖淑平檢舉僑木建設

「大衛道」廣告涉有不實情

建物 6 樓本屬挑空防火層，

不需負擔任何公共設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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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公平會之

處分） 
 

號 事，公平會覆以尚難認定有廣

告不實情事。甲○○不服，經

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乃提

起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認

為有可議之處，撤銷再訴願決

定、訴願決定與公平會之原處

分。 

彩色圖說資料上亦未載明各

項「公共設施」，既未積極

將之作為廣告一部分，尚難

以此遽認有廣告不實情事。 

(1)89.11.30 
第 3374 號 

（甲○○不服， 
提出再審之訴） 

(2)91.09.19 
第 1708 號 

（再審之訴被駁

回） 
 

87.07.08 
第 8601291-006

號 

甲○○ 
太平洋建設 

太平洋建設以「全區配置圖」

廣告指明從三民路大門進入陽

光山林社區，其銷售的「柯林

頓特區」位於社區第一排特別

座。惟三民路於陽光山林社區

○○○○路段早經桃園縣政府

徵收為國小用地，無法確定是

否影響通行，亦不能確知「柯

林頓特區」位於第一排之特別

座，涉嫌不實廣告。 

公平會勘查現場情形，認定

三民路部分路段迄今仍通行

無阻，不因徵收而受影響，

廣告所示社區○○道路及柯

林頓特區亦位於社區大門進

入第一排，尚無廣告不實情

事。 

90.01.18 
第 146 號 

（撤銷公平會之

處分） 
 

87.03.10 
第 8608558-006

號 

甲○○ 
太平洋建設 

太平洋建設宣稱「太平洋商務

中心、信義計畫區新座標」為

「兼具商務、居住、投資的賺

錢利器」的「商務中心」或

「商務套房」。然事實上並非

位於信義計畫區，而台北市政

府並無核准「商務中心」或

「商務套房」等使用分類之建

造執照，其虛偽不實廣告有誤

導消費者之嫌。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甲○○指

公平會認為並無不實廣告情

事的原處分不合理，尚非全

無理由，撤銷再訴願決定、

訴願決定與公平會之原處

分，於究明事項後，另為適

法之處分，以昭折服。（公

平 會 91.1.25 公 處 字 第

091016 號另為「停止不實廣

告」之處分） 

92.10.30 
第 1491 號 

 

88.08.09 
第 8710411-005

號 

甲○○ 
等 17 人 
寶成建設 
寶捷建設 
寶翔建設 
福信建設 

甲○○等 17 位上訴人主張

「陽明山—天籟社區」建案，

廣告宣稱有「貫穿室內外環狀

游泳池」、又建設公司未取得

晶華酒店專屬經營之契約，與

廣告不符，顯有廣告不實。 

公平會認游泳池是否貫穿室

內外，應非影響交易決定之

重要因素；另俱樂部之經營

方面，晶華酒店依管理合約

對俱樂部提供管理、制度化

顧問諮詢服務及客房、餐飲

服務之教育訓練等，並無廣

告不實之處。 

94.02.24 
裁字第 00282 號 

 

91.08.02 
公壹字 

第 0910007507
號 

甲○○ 
雙象建設 

抗告人甲檢舉雙象建設為虛偽

不實之廣告，誤導其訂購台北

巴賽隆納社區預售屋及車位；

惟並未提供相關事證加以釋

明。 

公平會調查後認為尚難謂構

成不實廣告。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與公平會處分書而自行整理。 
 

四、最高行政法院對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見解 

透過這 61 件最高行政法院對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之判決，可以觀察司法機關之



8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實務見解，首先針對其中 5 件撤銷公平會處分案討論之。 

(一) 撤銷原處分之個案 

最高行政法院撤銷 5 件公平會處分案（詳如表 3），其不服處分而提起訴訟 

表 3  最高行政法院撤銷之預售屋不實廣告處分案 

最高行政法院 
裁判書 

日期、判字第 X
號 

公平會處分書 
日期、公處字

第 X 號 

被處分人 
或關係人 

公平會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 

87.04.10 
第 619 號 

85.11.04 
第 176 號 

和昌建設 「博士的家」廣告上多項公
共設施，未確實施作，經調
查已改善；惟中庭花園「觀
景座椅」，實際僅為花棚周
圍之石磚，涉嫌不實廣告。

交屋時住戶管理委員會點交之
文件，載明已設置觀景座椅；
僅憑一人檢舉而推翻委員會自
認之事實，難謂允洽。 

87.09.30 
第 1962 號 

86.01.16 
第 014 號 

隆旗發建設 收到公平會處分書後，僅將
建案「奇中奇」改名為「全
家福」，銷售現場仍有廣告
看板與樓中樓廣告單，並未
停止不實廣告行為。 

被檢舉人拍攝之廣告看板相片
與提供之廣告單，無法證明究
係收到處分書之前或後所取
得，即逕認有違法行為，難謂
妥適。 

87.11.11 
第 2267 號 

84.08.29 
第 105 號 

鶴翔建設 「大世紀花園廣場」廣告，
「一樓全區平面參考圖」上
多項公共設施，未實際施
作，現狀與廣告不符。 

1.公平法生效前  (81.2.4)，檢
舉人購屋在先 (81.1.27)，系
爭廣告印製於後 (81.2.12)。 

2.施工後環保法令變更，增設
地下管線及污水排放系統，
而與廣告不符。 

3.未施作之公共設施部分，回
饋基金 300 萬元，成立住戶
管理委員會。 

4.未及審酌上述之變更施作，
完工前 (84.4) 即予處分，其
事證調查與認事用法尚嫌速
斷。 

89.10.31 
第 3024 號 

86.09.02 
公參字 

第 8511215-004
號 

甲○○ 
僑木建設 

甲○○檢舉「大衛道」廣告
稱五、六樓有泳池等娛樂公
共設施，吸引不知情消費者
購買；惟六樓實際為挑空防
火層，涉嫌不實廣告。公平
會回覆尚難認定為不實廣
告。 

明知六樓是挑空防火層，不得
有任何施作，卻稱六樓公共設
施縮小或合併至五樓，現況與
廣告不符，原處分事證調查與
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90.01.18 
第 146 號 

87.03.10 
公參字 

第 8608558-006
號 

甲○○ 
太平洋建設 

「太平洋商務中心」廣告為
信 義 計 畫 區 之 「 商 務 套
房」，與建照為「旅館」或
使用執照為「一般事務所」
不符，基地非屬信義計畫
區，涉嫌不實廣告；公平會
認為無不實廣告。 

廣告與建照核定用途不同，且
非屬信義計畫區，應屬不實廣
告。原處分事證之調查，顯有
違失。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與公平會處分書而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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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 3 件為被處分之「建商」、2 件為不處分案之「檢舉人」。其撤銷之理由，

並非法律見解不同，而是 5 個處分案之事證調查，對有利、不利事證之蒐集與認

定，未盡完備，顯有違誤。因此，公平會宜強化案情調查與事證蒐集，提高案情判

斷與處分之正確性，贏得信賴，減少訟累。 

(二) 最高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 

1. 預售屋不實廣告誤導消費者，也影響同期間同區域的其他競爭同業 

最高行政法院審理預售屋不實廣告個案，認為預售屋不實廣告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不但誤導消費者形成錯誤認知，影響消費者權益；對同期間同區

域依法從事銷售行為的其他競爭同業，也形成不公平競爭。例如 87 年度判字第

2267 號判決書表示：「預售屋交易特性，消費者與建商進行交易時，尚無成屋可供

實地參觀，消費者幾乎完全依憑廣告來認識所購建物之環境、外觀、坪數、隔局、

配置、建材設備等，因此建商於銷售建物廣告上，提供所售建物如公共設施等相關

資訊爭取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時，當負有較高之注意義務，妥為規劃以確保廣告之

真實，倘建物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除導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影

響消費者之權益，同時對於同區域其他依法從事銷售行為之競爭同業，亦造成不公

平競爭情事58。」 

2. 廣告為消費者購屋決策之重要參考依據，建商應確保廣告之真實 

最高行政法院表示預售屋之消費者，完全憑藉建商製播之預售屋廣告資訊而認

識預售屋內容，並以茲為購屋決策之重要參考依據，建商應當負有較高之注意義

務，以確保其廣告之真實。例如 87 年度判字第 1883 號判決書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條文於公平法之體例，係屬『不公平競爭』行為類型，其立法目的係禁止

事業以不實廣告為競爭手段與其他同業競爭者從事不公平競爭，並藉以招徠消費者

與其交易，故事業若於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內容等為不實廣告，即違反前開法條之規

定。按一般消費者對廣告之認知，廣告中對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

                                                      
58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11 月 11 日 87 年度判字第 2267 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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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合理期待其為合法。預售屋市場之交易特性，因交易時尚無成屋，消費者完全

依憑建商推出之預售屋廣告來認識所購建物之公共設施等，並據以作為決定交易與

否之關鍵。事業於其建物銷售廣告上提供所售建物之相關資訊，以爭取消費者與其

交易時，當負有妥為規劃其廣告之注意義務，以避免消費者因其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廣告內容，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再審原告衡諸前揭法條之規範意旨及說

明，對預售屋廣告是否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本即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

觀狀況』為判斷基準，而所謂『客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

之規定、建材之供給等。換言之，預售屋之廣告主於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而

知其日後之給付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就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

59。」 

3. 建商對廣告內容，不能以僅供參考而主張免除法律責任 

建商對於預售屋廣告內容之責任，不得以已於廣告或契約上已載明該表示或表

徵為「僅供參考」等字句，而主張免除其法律責任；否則建商將會恣意在產品廣告

上假廣告創意之名而行誇大不實之廣告行為，再附註以上為「僅供參考」、「以實

際商品為準」、「本公司保留變更修改之權利」等文句，暨可製播聳動誘人的不實

廣告，又可以主張免責。例如最高行政法院則以 98 年度判字第 94 號判決書表示：

「要不因交易相對人在實際交易磋商過程中，得否自契約書內容、銷售人員口頭說

明等等，進一步查證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阻卻其責任60。」；最高

行政法院亦指出：「建商對於『預售屋廣告』自不得以已於廣告或契約上載明該表

示或表徵『僅供參考』等字句，而主張免責。蓋若僅供參考之記載不能算入『不實

廣告』之範圍，則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定不啻形成具文。是以，上訴人主張系爭廣

告之傢俱配置參考圖已註明『僅供參考』，非屬不實廣告要件云云，亦不足採。」

61 

                                                      
59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 9 月 18 日 87 年度判字第 1883 號判決書。 
60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2 月 12 日 98 年度判字第 94 號判決書。 
61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3 月 3 日 100 年度判字第 236 號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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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售屋不實廣告相關之檢討 

(一) 建商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責任 

1. 建商之契約資訊義務 

預售屋廣告為消費者之主要資訊來源，也是影響其購屋決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唯有正確資訊，消費者才能作出正當的締約決定；若廣告內容有扭曲或隱匿之情

事，則影響後續買賣契約之正確性。因此，對消費者提供足夠與正確資訊的預售屋

廣告，便成了建商的契約資訊義務。依消保法第 4 條之規定，為維護交易公平，建

商有義務向消費者提供充分與正確之商品資訊，以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

施；消保法第 22 條亦指出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這種先契約的行為義務保護了個別的信賴與市場交易機制

62。 

建商對預售屋之資訊義務，具體上可參考內政部依消保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規

定而頒布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性質雖屬行政命

令，但具有法律上之強制性。建商若違反其中應記載事項或不應記載事項而記載，

可能被認定為隱匿重要交易資訊或違反交易資訊應揭露而未揭露之情形，將影響後

續的契約行為，消保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第 1 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

化契約條款無效。此為法律上強化建商之契約資訊義務，能儘早排除妨害交易自主

決定之危險因素，維護消費者之自主決定權。 

公平法上也有損害賠償責任與行政責任之規定，將有助於強化資訊義務之維護

63；但是競爭法上的資訊義務為一般性、預防性保護，與契約法著重個別保護有

別，對於維護契約實質自由之功能，兩者為互補關係64。事實上，透過公平法第 21

                                                      
62 楊宏暉，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院，326 (2010)。 
63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

刊，第 18 卷第 3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43-44 (2010)。 
64 同註 63，41-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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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不實廣告之禁止規定，以避免消費者因為交易資訊不完整、資訊地位不對稱而受

到損害，僅為補救性質之「消極的資訊義務」65；更積極的是建商之誠信與自律，

不會也不需要依賴不實廣告。 

2. 預售屋不實廣告行為之歸責 

建商固然有義務提供預售屋資訊，但售屋後，有無按圖施工，能否如期完工，

完全掌握在建商手裡；消費者缺乏工程專業而難以監督，僅能等待預售屋的完工交

屋。因此，屬房屋買賣契約一部分的預售屋廣告，會不會走味變調而成了不實廣

告，應視建商之履約情形而定。蓋建商製播預售屋廣告時，已可預知或可得而知其

日後給付內容能否與廣告內容相符。若建商無視於誠信與契約嚴守原則，不願完全

給付、如實履約，則預售屋廣告將成為不實廣告；此為可歸責於建商操弄的結果，

將衍生非預期的波及效果（Unintended Side Effect）66，增加消費者與政府的額外負

擔。 

3. 不實廣告衍生之波及效果 

建商完全掌握預售屋詳情，事前可決定廣告要揭露多少資訊；售屋後，履約過

程亦可控制廣告內容實現與否。消費者付了大部份價金，還要等到交屋，始能瞭解

該預售屋是否依廣告內容，如實施作，完全給付。此為預售屋買賣時，無法立即完

成價金與產品同時給付，形成給付時間落差的不對等現象。建商利用可控制的廣告

資訊、施工與交屋等自主優勢，以及「先收款、後交屋」的時間差，將該給付的設

備、建材、設施等縮水了而為不完全給付，形成預售屋不實廣告。建商省了不該省

的成本、賺了不該賺的不當利潤67，將成本外部化（Cost Externalized）給消費者與

政府部門68，衍生外部的負面波及效果。 

                                                      
65 楊宏暉，締約前資訊義務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院，249 (2010)。 
66 M. Joseph Sirgy, “Strategic Marketing Planning Guided by the Quality-of- Life (QOL) Concept,” 15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41-259 (1996). 
67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3 月 12 日 98 年度判字第 241 號判決書。 
68 李郁青，「壹週刊外部性問題初探－以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的案例看起」，新聞學研

究，第 98 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200-20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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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波及之首為期待交屋的消費者，取得一棟沒有依買賣契約完全給付的房屋，

將面臨一連串與建商交涉、協商、補償或民事訴訟求償等事項，消費者額外付出時

間、精神、金錢與體力，真是勞心勞力、花錢又傷神。等待建商的回應，也添加消

費者的精神壓力與負擔。建商為了賺取更多利潤，以較低成本的不完全給付取代較

高成本的完全給付69，將原本該支出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增加消費者後續有形、

無形的處理成本。其次受波及者為政府行政與司法機關，不實廣告案之調查、審

議、處分、後續的訴願與行政訴訟等，都增添政府部門人力與經費的負擔；換言

之，建商為了節省成本、增加利潤，利用預售屋不實廣告卻衍生了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s）70。若不實廣告處分愈輕，建商利用賣方優勢而為不實廣告之機

率愈高，成本外部化的結果增加了社會成本的負擔，構成資源配置之扭曲與無效率

71。 

4. 不實廣告處分之省思 

公平會對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處分，目的在於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而非處分之輕

重；若被處分人若無感於懲罰之壓力而避免再犯，則處分意義與效果將大打折扣。

觀此 61 件個案，即有欣象建設、群輝建設、僑果建設、昌益建設、僑木建設、基

泰建設、太平洋建設、富陽建設、住易實業與理銘開發等 10 家建商重複違法不實

廣告，共計 19 件之多，除命其停止違法行為之外，僅 4 件另處 130 萬元至 250 萬

元之罰鍰。若罰鍰都不足以嚇阻建商繼續違法，則無罰鍰、只命令建商停止違法不

實廣告行為之處分，其警示效果更為有限！ 

或許僅探討營建產業的預售屋不實廣告問題，不具全面代表性，不能輕言檢討

不實廣告處分模式，也不宜率爾討論有無修法之必要。但公平會似可考慮對於不實

廣告較嚴重的產業，整理歸納其歷年來的處分案，於公平會網站設專區公告之，提

                                                      
69 建商若逐項兌現預售屋之廣告內容而為完全給付，則無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問題，惟將負擔較

高的成本。 
70 外部成本 (External Costs) 稱為「外部不經濟 (External Diseconomies)」、或稱「社會成本

(Social Costs)」，李郁青，「壹週刊外部性問題初探－以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的案例看

起」，新聞學研究，第 98 期，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200-201 (2009)。 
71 曾明遜，「淺論社會資本於預售屋不實廣告治理機制中的作用」，地政學訊，第 16 期，國

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1-3 (2009)。 



8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醒消費者注意，亦可為業者之警惕！ 

(二) 預售屋不實廣告之管制思維－自律、他律與法律72  

防止不實廣告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固然是公平法之目的，也是公平會之

職責；但除了宣導法律規範之外，處理已發生的不實廣告案似乎成了重要業務73。

事後處分為亡羊補牢式之管制，但違法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與結果早已發生，有無其

他措施可用嗎？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規定：「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

刊登預售屋廣告、售屋、施工、交屋等行使權利或履行義務之活動，建商應依誠實

信用原則為之。建商所為之每一個預售屋廣告，大概只有「誠信」與「不實」之區

別，有了「誠信」，就遠離「不實」，反之亦然；或許願意自律的建商才能謹守

「誠信」，而自律將優於法律的管制，本文嘗試以「自律」、「他律」與「法律」

74的觀點來省思與詮釋預售屋不實廣告之管制！  

1. 自律規範 

自律規範（Self-Regulation）75，係指廠商參照法律規範，擬訂具體的自我管控

機制以配合法律之執行，經營上完整提供交易資訊、營造安全交易環境，保護消費

者個人資料及隱私權，確保消費者權益，增進廠商服務效能；再由主管機關請該產

業之學者專家，定期實地考核，評定其成效。評定結果可提供消費者參考，亦可敦

                                                      
72 在此嘗試提出「自律、他律與法律」的管制思維，只是一個觀念上的架構，如要付諸實施，

尚需主管機關擬訂實施計畫，並考慮給予參與廠商某種優惠的配套措施 (例如已實施自律廠商違

法時，可考慮減輕其制裁)，才有誘因吸引廠商願意配合執行。Richard Thomas, “Codes of pract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onsumer interest,” 7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198-202 (1984).  

73 歷年來不實廣告案 1615 件，約占全部案件的 47.19%。 
74 他律與法律之別，很難切割，他律亦包含法律之規範；狹義的他律則指存在於同業團體自發

的規範力量，雖無法律上的強制性，但仍有維持同業遵循正當行為規範之效果，本文採此狹義論

點。馮燕，「從部門互動看非營利組織捐募的自律與他律規範」，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4 期，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05-228 (2001)。 
75 馮燕，「自律與他律－非營利組織與資源捐募規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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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業者為必要之改善76。 

建商自律之作為須符合責信（Accountability）的要求，亦即事業經營上具有倫

理道德之使命感與責任心；「自律」補充了「他律」與「法律」所不及規範的領

域，能具體化與細緻化「他律」與「法律」之規範內涵，為建商自願主動遵循實

施，效果應在「他律」或「法律」之上，也能降低外部監督的社會成本。秉持誠信

自律的建商，不會以違法不實廣告來經營預售屋；建商持續自律，不需他律與法律

之干預，亦能維持市場正常營運。 

2. 他律規範 

他律規範（Heteronomy77），係指廠商同業或消費者團體自發的力量，使廠商

重視商業倫理與行銷道德，形成同業規範而約束廠商行為。層出不窮的預售屋不實

廣告案件，顯示建築開發產業可能普遍存在利益衡量遠高於法律遵循之抉擇，公平

會的處分亦未能有效發揮嚇阻作用。因此，法律之外，亟需建築同業自律或他律的

覺醒，盼望建商能夠重視同業規約與守法之作為，共同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預售屋

市場！  

或許「他律」只能喚起建商與同業，於合法範圍內，自發性藉由同業間相互約

束，重視商業倫理與道德，遵循法令（Regulatory Compliance）而不會採取違法不

實廣告的手法，從事不公平競爭。 

3. 法律規範 

至 2011 年 10 月已累計 463 件房屋營建業不實廣告案（約占所有不實廣告案

1615 件的 28.66%），顯示違法案件多而亟需法律管制。預售屋不實廣告已產生不

公平競爭作用，公平會卻只能給予事後處分，能否有效維護或達到何種程度的公平

競爭，值得深思。 

公平會可以更積極主動輔導建商及其同業公會，加強其認識公平法與公平會執

                                                      
76 李憲佐，「營建物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卷第 1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3 (2007)。 
77 J. J.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nd a 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lassic Books International, 1754-176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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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決心，以共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與交易秩序。具體的實務個案為最佳宣導與教

育案例，也讓不實廣告處分案能發揮嚇阻作用，減少預售屋不實廣告！ 

政府應避免過度干預市場，或許對預售屋產業之管制越少越好，「法律」宜作

為最後的手段，應多鼓勵建商「自律」，並重視同業公會之「他律」78，以業者自

發性的力量而增進市場的效能競爭。 

4. 小結 

目前執法上，僅能對違法不實廣告為事後處分，建商卻早已利用不實廣告，從

事不公平競爭，傷害同時期同區域的競爭同業，破壞預售屋市場效能競爭的公平

性。因此，本文認為預售屋不實廣告的問題，除了「法律」事後被動處置之外，對

於建商自願主動的「自律」及其同業公會的「他律」應予重視。對於預售屋廣告，

建商自律或同業公會主動相互約束的他律而能遵循法律規範，其效果應會優於主管

機關事後以法律規範所為之處分，亦能減少預售屋不實廣告及其衍生的不公平競爭

問題。 

(三) 消費者之期盼 

建商對於預售屋資訊瞭若指掌，並設計「先收款、後交屋」的交易方式而有較

大保障；消費者依預售屋廣告有限的房屋資訊，進行「先付款、後交屋」的購屋交

易，須交屋後始能驗證實際房屋與廣告內容之差異而確認廣告之真偽79。事實上，

按照預售屋廣告、房屋交易、興建施工、完工交屋、驗證確認、檢舉與處分的模

式，不論處分輕重，其實建商早已利用預售屋不實廣告進行了不公平的市場競爭活

動，獲取更多、更廣泛之交易機會而謀取不當利益，消費者因信賴建商之廣告（交

屋後才知不實）而與之交易，除金錢損失之外，還要勞心勞力去追償、補救而衍生

                                                      
78 馮燕，「從部門互動看非營利組織捐募的自律與他律規範」，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4 期，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211-225 (2001)。 
79 參酌須文蔚，「不實廣告管制社會科學化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

第 10 卷第 1 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32-38 (2002)；朱鈺洋，虛偽不實廣告與公平交易法，

三民書局，33-42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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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財產上的負擔與非財產上（心理）的損害80。 

不實廣告破壞預售屋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傷害消費者對於預售屋廣告信賴感的

非財產上利益（真實廣告可減少搜尋成本），亦傷害消費者購買預售屋應具有相當

品質的財產上利益，導致消費者精神上（非財產上）與財產上的雙重損害，並承擔

後續處理成本81；唯獨製播不實廣告的建商極可能獲取不當利益。因此，公平會除

了處分違法建商，以維護交易秩序與效能競爭的公平性，進一步則要適度的宣導與

教育，讓不實廣告處分案能發揮懲罰與嚇阻的效用。或許對預售屋不實廣告毫無制

衡措施的消費者，亦僅能依賴公平會對業者之監督與處分，或是寄望於業者自律及

其同業間之他律，發揮守法之精神82。 

六、結論 

預售屋交易制度下，建商是主動、強勢、完整而全面掌握預售屋資訊與完工交

屋的進度；消費者明顯處於被動、弱勢、資訊不完整、不對等的不利地位，僅能由

預售屋廣告接受房屋資訊，交屋前無法完整瞭解房屋全貌。雖然預售屋不實廣告之

發展，始於建商製播廣告、房屋交易、施工興建、完工交屋，終於消費者點交驗

收；然而建商可以決定預售屋廣告要揭露多少資訊，也可以決定要不要完全實現廣

告的內容，因此預售屋廣告有無不實，完全操縱在建商手裡。別有用心的建商，利

用雙方資訊不對等的缺失以及「先收款、後交屋」給付時間不對等的優勢，以誇

大、不實、誘人的廣告從事不公平競爭，妨礙市場效能競爭，卻交付內容縮水而與

廣告不符的房屋，形成了預售屋不實廣告，也因此獲取豐厚的不當利益。 

61 件訴訟至最高行政法院的預售屋不實廣告案，說明不實廣告的建商，雖以不

實廣告為不公平競爭，增加交易機會，獲取不當得利，少見其自省，卻多用價廉的

                                                      
80 參酌莊春發，「產品性質、購買頻率與不實廣告之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 24 輯第 4

期，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537-555 (1996)。 
81 給付縮水而與廣告內容不符之預售屋，消費者為了追償、補救，得額外再與建商交涉或進行

法律訴訟，而有時間、金錢、精神與體力等有形或無形成本的負擔。 
82 陳丰津、陳明杰、陳文生，「 論電視購物不實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19 卷第 3 期，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9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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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救濟程序；建商與其所屬公會亦無自律或他律規範之呼聲，顯然預售屋不實廣

告問題，依然得借重競爭法主管機關，採事後處罰方式為之導正，以維護公平競爭

環境與市場效能競爭83，亦保護交易相對人不受誤導84。「先收款、後交屋」的預售

屋制度，顯然有利於建商而不利於消費者，預售屋不實廣告層出不窮，其處分不重

而難以嚇阻獲利豐厚的建商，尤其「立即停止違法不實廣告行為」而無罰鍰之處

分，容易流於形式而無足輕重，競爭法主管機關應重視並提高「罰鍰」處分，以收

懲罰效果而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或許短期內無法改變這個不合理的預售屋制

度，因此，建議競爭法主管機關可考慮對此一產業加強宣導，促使建商重視法規遵

循而維持市場公平競爭，更進一步則輔導與鼓勵建商自律，呼籲同業公會重視他律

規範；亦可在不修法的前提下，將預售屋不實廣告處分案列表整理為專欄，於公平

會網站公告之，以方便消費者查詢參考，亦有警示業者之作用而有助於預售屋市場

之發展。 

                                                      
83 劉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41 (2003)。 
84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書 林，學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599 (2002)。 



 論最高行政法院關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判決 91 

 

附 錄 

附錄 1  最高行政法院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案件之判決 

編號 

最高行政法院

裁   判   書
日期、判字第 X 號

(處分日至裁判日期間) 1 

被檢舉日期 
(被檢舉日至處分日期間) 2 

公平會處分書 
日期、公處字第 X 號 

被處分人

或關係人
裁判書或處分書摘要 

公 平 會 
處   分 3 
(萬  元) 

1 87.01.15 
第 28 號 

(1 年 1 個月) 

85.05.10 
(7 個月) 
85.12.30 
第 201 號 

欣象建設

群輝公司

建造執照無夾層設計，卻以夾層屋圖形

於預售屋廣告強調「37 坪，樓高 4 米

2」，使人誤以為可合法興建夾層，涉

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2 87.01.22 
第 92 號 

(1 年 1 個月) 
 

82.05.23 
(3 年 6 個月) 

85.12.02 
第 183 號 

豪成建設 「國度皇室大別墅」預售屋廣告圖上標

有車輛圖形以顯示停車場，使消費者誤

認有足夠之停車空間；然而實際空間無

法停放車輛，實物與廣告內容出入極

大，涉嫌虛偽不實。  

無罰鍰 

3 87.04.03 
第 570 號 

(1 年 3 個月) 

83.07.05 
(2 年 6 個月) 

85.12.31 
第 203 號 

欣業永開發 欣業永開發預售「陽光加州」第 1 期、

第 2 期房屋時，將太平洋建設公司所興

建「陽光山林」社區○○路左側九面網

球場、一座籃球場、釣魚池及相思樹等

公共設施附加在「陽光加州」第 2 期預

售屋銷售海報及「陽光加州‧讀現場」

錄影帶內，使消費者將上述非本案之公

共設施景觀，誤以為給付內容一部分之

虞，復將該設施變更為「陽光加州」第

2 期Ｆ區別墅建地，有欺罔消費者之

嫌。 

無罰鍰 

4 (1)87.04.10 
第 619 號 

(撤銷公平會之

處分) 
(2)87.09.18 
第 1883 號 

(公平會提再審

之訴，但被駁

回) 
(1 年 10 個月)

83.11.01 
(2 年) 

85.11.04 
第 176 號 

和昌建設 和昌建設「博士的家」預售屋廣告，建

案有中庭花園及公共設施等多項公共設

施，但實際上並未依廣告內容施作，涉

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5 87.09.29 
第 1953 號 

(2 年 3 個月) 
 

84.12.28 
(6 個月) 
85.06.18 
公參字 

第 8500077-003 號 

甲○○ 
廣陽建設

同一基地同一建照的「純透天別墅」預

售屋，於 82 年 3、4 月與 5 月分別製作

2 種不同的「壹樓全區總配置圖」，將

計畫興建套房大樓所在基地表明為「空

地」，隱匿外在環境條件，涉有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嫌。惟僅消極未於廣告

上說明，並非以積極方式引人錯誤之情

事。 

公平會 
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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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7.09.30 

第 1962 號 
(撤銷公平 
會之處分) 

(1 年 8 個月) 

(被檢舉時間不詳) 
(1)85.03.25 
第 041 號 

隆旗發建設 (1)「奇中奇」預售屋廣告，對於增建

樓中樓事項，涉有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嫌。 

(1)85.03.25
無罰鍰 

 

(2)86.01.16 
第 014 號 

隆旗發建設 (2)收到公平會處分書後，僅將「奇中

奇」改名為「全家福」，仍未停止

使用前述之虛偽不實樓中樓廣告，

涉有虛偽不實之嫌。 

(2)86.01.16 
罰鍰 20 

7 87.11.11 
第 2267 號 
(撤銷公平 
會之處分) 

(3 年 2 個月) 

81.03.15 
(3 年 5 個月) 

84.08.29 
第 105 號 

鶴翔建設 「大世紀花園廣場」預售屋廣告中「一

樓全區平面參考圖」上列涵心園、望月

池、小天使樂園、錦繡廣場、健康步

道、松柏亭、談心石椅等公共設施，卻

未實際施作，現狀與廣告不符，涉有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4 

8 (1) 87.11.27 
第 2472 號 

(原告為昌益建

設，其訴訟被駁

回) 
(2) 89.01.14 
第 110 號 

(昌益提出再審

之訴，但被駁

回) 
(3 年 8 月) 

81.05.15 
(4 年) 

85.06.03 
第 087 號 

昌益建設 (1)「昌益國寶」預售屋，完工後建物

和廣告有 8 處不符，而隔間亦不

符，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2)本案雖約定業者保有修改權，惟變

更時並未告知購買戶所購建物與廣

告已產生差異，積極促使交易相對

人加以注意並瞭解其意，使其能即

時行使其應有之權利。自不得由建

商片面自行認定變更項目為不重

要，涉嫌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情事。 

無罰鍰 

9 87.12.31 
第 2793 號 

(1 年 3 個月) 

(被檢舉時間不詳) 
(1)84.07.12 
第 073 號 

今第公司 (1)「新第來亨 No.41（新第加冕曲）」

之建造執照無夾層設計，卻隱瞞消

費者，廣告刊登「3 米 6、5 米 4、6
米等夾層挑高設計」及繪有 A、B
棟建物夾層設計之室內裝潢建議

圖，涉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嫌。 

(1)84.07.12 
無罰鍰 

(2)86.09.19 
第 161 號 

今第公司 (2)收到公平會處分書後，仍繼續使用

前開不實廣告銷售建物，經派員於

85 年 10 月間實地調查建物，認原告

確未依前開處分書停止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89.09.19
罰鍰 30 

10 88.01.21 
第 94 號 

(2 年) 

83.09.15 
(2 年 4 個月) 

86.01.22 
第 022 號 

僑果公司 「南京東錄」建案為市場用地，用途為

一般事務所，不得兼作住宅使用，然廣

告稱「住辦合一」，並附臥室、餐廳、

廚房等設計圖，足以使人誤認建築物具

有合法之住家性質。 

無罰鍰 

11 88.02.05 
第 255 號 

(1 年 9 個月) 

85.11.26 
(5 個月) 
86.04.26 
第 051 號 

僑果公司 「紐約第五街」預售屋建造執照無夾層

設計，卻於廣告刊載有關足以引人誤認

夾層屋設計等字語及提供夾層屋設計之

彩色立面剖視圖片，涉有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12 88.02.05 
第 284 號 

(1 年 10 月) 

85.11.15 
(4 個月) 
86.03.18 
第 033 號 

皇宏建設 皇宏建設隱匿「立體我家」預售屋建造

執照無夾層設計，以夾層設計之廣告稱

「立體空間新革命，多一層空間，多一

層使用」等文字，使人誤認得合法興建

夾層，惟完工後始發現夾層違反建築法

無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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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有遭拆除之虞，其廣告顯有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 
13 88.02.05 

第 286 號 
(2 年 2 個月) 

83.07.15 
(2 年 5 個月) 

85.12.07 
第 187 號 

遠東建設 「遠東曼哈頓財經總部」以圖文載明建

物外觀為強化玻璃帷幕，惟實際為陽台

外推，改裝強化玻璃，並將內牆拆除，

增加室內建築面積的實質違建，有故意

隱瞞該事實而誤導消費者之嫌。 

無罰鍰 

14 (1) 88.03.31 
第 760 號 

(上能建設不

服， 
提出再審之訴)

(2) 89.06.02 
第 1796 號 

(再審之訴被駁

回) 
(2 年 11 個月)

85.08.23 
(10 個月) 
86.07.02 
第 088 號 

上能建設 「登峰造極」建築物未依原核准工程圖

施作，於頂樓搭建違章之空中花園、健

身中心等公共設施，並登載於廣告上，

使消費者誤以為得合法使用該等設施，

增益房屋之使用價值，涉有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15 88.04.02 
第 821 號 

(1 年 11 個月)

84.02.11 
(2 年 2 個月) 

86.05.02 
公叄字 

第 8604248-001 號 

甲○○ 
乙○○ 
福星育樂

開發公司

福星公司有三棟「地中海預售屋」，

Ａ、Ｂ棟在Ｃ棟之後。Ｃ棟面海，原為

19 層，經變更設計追加為 20 層，又於

屋頂上加有 3 層之突出物，成為 23
層，可能影響Ａ、Ｂ棟原有視野。然而

檢舉人甲、乙所購買者為 
Ａ棟 24 樓、Ｂ棟 27 樓，均高於 23
層，原則上應無景觀受影響之虞。 

公平會 
不處分 

16 88.05.31 
第 2051 號 

(2 年 5 個月) 

83.04.15 
(2 年 8 個月) 

85.12.18 
第 193 號 

國座建設 國座建設隱匿「巧克力花園」預售屋建

造執照無夾層設計，以夾層設計之樣品

屋廣告稱「買 1 層使用 2 層」、「就像

住樓中樓別墅」、「打破一層不變的家

居」及「4 米 35 的創意空間」等文

字，佐以立面剖視圖及「上層」、「下

層」平面配置圖，足使消費者誤認建物

已合法取得夾層使用空間，涉有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嫌。 

無罰鍰 

17 88.07.30 
第 3211 號 

(2 年) 

85.03.11 
(1 年 5 個月) 

86.08.06 
第 116 號 

翔瑞建設 「金田富貴家 No.2」廣告為「4 樓金店

面」，消費者預期可作為店面營業使

用，惟建物使用執照記載為「住宅」，

而非「店舖」，顯與「4 樓金店面」之

廣告內容不符。 

無罰鍰 

18 88.08.31 
裁字第 679 號

(1 年 4 個月) 

87.04.02 
(18 天) 

87.04.20 
公參字 

第 8703819-001 號 

甲○○ 
乙○○ 
豪成建設

「國度皇室大別墅」故意隱瞞停車空

間、道路設施之問題，完工後和廣告內

容有極大出入，此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行為。 

無罰鍰 

19 88.09.16 
第 3469 號 

(2 年) 

82.12.11 
(3 年 8 個月) 

86.08.27 
第 133 號 

元上公司 「士林夜市金雞廣場」廣告及規畫說明

書有關建物用途、銷售狀況、攤位規

劃、投資興建公司、包租期間、出租收

益及各樓層經營內容等，涉有虛偽不實

並引人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20 88.10.28 
第 3779 號 

81.05.29 
(5 年 6 個月) 

宏運建設 「宏運黃金廣場」隱匿未辦理建物用途

變更為大型購物商場、超市使用許可之

無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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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 10 個月) 86.12.13 

第 220 號 
重要資訊，以「花園中庭」、「噴泉式

廣場」及「大型地下商場」廣告圖描述

「地下大型購物商場、超市、書店、洗

衣店…購物逛街就在自家樓下」吸引潛

在交易相對人，涉有虛偽不實並引人錯

誤之表示。 
21 88.11.11 

第 3867 號 
(1 年 8 個月) 

86.12.20 
(3 個月) 
87.03.11 
第 068 號 

駿緯建設 駿緯建設隱匿「生活奇蹟」建造執照無

夾層設計，以夾層屋配置圖廣告稱「創

新『樓中樓式』住家」、「挑高 4 米

25 創意空間ＤＩＹ」等字語，足使消

費者誤認為可以較低價格購買較多坪數

之合法夾層屋，涉有虛偽不實並引人錯

誤之表示。 

無罰鍰 

22 88.12.17 
第 4180 號 

(2 年 1 個月) 

86.07.30 
(3 個月) 
86.11.06 
第 195 號 

田上建設 「棕櫚山莊」廣告稱「在這裡，即使是

一樓也可以清楚看遍紅樹林」，然銷售

期間在建物前方復推出另一棟大樓擋住

建物之視線，顯有涉嫌虛偽不實並引人

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23 89.02.10 
第 342 號 

(2 年 9 個月) 

86.12.09 
(5 個月) 
87.05.01 
第 100 號 

康福建設 隱匿「康福潭天天廈」無夾層設計，現

場備置複層式隔間設計樣品屋，以夾層

屋設計立面剖視圖為廣告；使消費者誤

認可以較低價格購買較多坪數而合法取

得夾層使用空間，涉嫌虛偽不實並引人

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24 89.02.24 
第 459 號 

(3 年) 

86.11.11 
(3 個月) 
87.02.03 
第 041 號 

僑木建設 「大衛道」廣告稱大樓外觀第五樓部分

為退縮及五樓興建「露天」游泳池，惟

實地調查第五樓外觀確實未退縮，而游

泳池則建於「室內」，涉嫌虛偽不實並

引人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25 89.03.31 
第 993 號 

(2 年 1 個月) 

86.07.30 
(6 個月) 
87.02.18 
第 058 號 

惜福建設 「惜福庭園Ｂ座」以公共設施場所照片

廣告稱「設立音樂教室、社區圖書館、

社區專用大螢幕家庭電影院、健身中

心、交誼中心：提供舞蹈、進修、品

茗、下棋、會客……各項聯誼場所」，

惟交屋後並該公共設施，顯有廣告虛偽

不實之情事。 

無罰鍰 

26 89.05.12 
第 1488 號 

(1 年 10 個月)

82.09.15 
(4 年 10 個月) 

87.07.09 
公參字 

第 8701173-006 號 

基泰建設 「柏克來」預售屋廣告稱「全區設前後

二個管制口淨化進出」，易使消費者誤

認該社區將有類似警衛室或柵欄之設

置，以增加住戶之安寧及安全；惟事實

上並未設置，其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無罰鍰 

27 89.06.09 
第 1905 號 

(2 年 4 個月) 

85.02.15 
(2 年) 

87.03.06 
第 066 號 

基泰建設 「基泰高更」建造執照無夾層設計，卻

以夾層樣品屋及設計圖，宣稱「挑高４

米５歐式閣樓．滿足您空間延伸的渴

望」，使消費者誤認為合法夾層建物，

涉嫌虛偽不實表示。 

無罰鍰 

28 89.06.27 
第 2341 號 

(2 年 9 個月) 

85.11.18 
(10 個月) 
86.10.01 
公參字第

8608627-006 號 

甲○○ 
眾嘉公司

甲檢舉眾嘉公司「力霸南京二期」預售

屋，建築完竣後有多項與廣告圖說、樣

品屋及契約書不符之情事；惟公平會調

查後認眾嘉公司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不

實廣告之規範。 

公平會 
不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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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89.06.27 

第 2361 號 
(2 年 4 個月) 

86.08.07 
(6 個月) 
87.02.04 
第 044 號 

富陽建設 富陽建設隱匿「海悅觀海花園城堡」建

造執照無夾層設計，現場搭蓋夾層樣品

屋，廣告文宣圖示挑高建築，可施作夾

層，似為不實廣告而有誤導消費者之

虞。 

無罰鍰 

30 89.10.31 
裁字第 1390 號

(3 年 2 個月) 

82.11.15 
(3 年 9 個月) 

86.09.02 
公參字 

第 8511215-004 號 

乙○○ 
僑木建設

甲○○、廖淑平檢舉僑木建設「大衛

道」廣告涉有不實情事，公平會覆以尚

難認定有廣告不實情事。甲○○不服，

經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乃提起行政

訴訟。案外人乙，未經合法之訴願程

序，其起訴應予駁回。 

公平會 
不處分 

31 89.10.31 
第 3024 號 

(撤銷公平會之

處分) 
(3 年 1 個月) 

81.04.25 
(5 年) 

86.09.02 
公參字 

第 8511215-004 號 

甲○○ 
僑木建設

甲○○、廖淑平檢舉僑木建設「大衛

道」廣告涉有不實情事，公平會覆以尚

難認定有廣告不實情事。甲○○不服，

經訴願、再訴願均遭駁回，乃提起行政

訴訟。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有可議之處，

撤銷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與公平會之

原處分。 

公平會 
不處分 

32 (1) 89.11.30 
第 3374 號 

(甲○○不服，

提出再審之訴)
(2) 91.09.19 
第 1708 號 

(再審之訴被駁

回) 
(4 年 2 個月) 

86.01.30 
(1 年 3 個月) 

87.07.08 
公參字 

第 8601291-006 號 

甲○○ 
太平洋建設

太平洋建設以「全區配置圖」廣告指明

從三民路大門進入陽光山林社區，其銷

售的「柯林頓特區」位於社區第一排特

別座。惟三民路於陽光山林社區○○○

○路段早經桃園縣政府徵收為國小用

地，無法確定是否影響通行，亦不能確

知「柯林頓特區」位於第一排之特別

座，涉嫌不實廣告。公平會則認定三民

路部分路段迄今仍通行無阻，廣告所示

社區○○道路及柯林頓特區亦位於社區

大門進入第一排，尚無廣告不實情事。 

公平會 
不處分 

33 90.01.18 
第 146 號 

(撤銷公平會之

處分) 
(2 年 9 個月) 

86.07.15 
(7 個月) 
87.03.10 
公參字 

第 8608558-006 號 

甲○○ 
太平洋建設

太平洋建設宣稱「太平洋商務中心」為

「兼具商務、居住、投資的賺錢利器」

的「商務中心」或「商務套房」。然實

際上台北市政府並無核准「商務中心」

或「商務套房」等使用分類之建造執

照，其虛偽不實廣告有誤導消費者之

嫌；公平會認為並無不實廣告情事。最

高行政法院認為甲○○指原處分不合

理，尚非全無理由，撤銷再訴願決定、

訴願決定與公平會之原處分。 

公平會 
不處分 

34 90.02.09 
第 197 號 

(3 年) 

84.07.01 
(2 年 7 個月) 

87.02.06 
第 047 號 

富陽建設 「文化大人國—萬壽大樓」建造執照無

夾層設計，卻以夾層設計之照片為廣

告，宣稱「客廳挑高 4 米 5，樓中有

樓……」，有使消費者誤以為較低價格

可購買較多坪數之嫌。 

無罰鍰 

35 90.03.22 
第 444 號 

(2 年 3 個月) 

81.07.01 
(6 年 6 個月) 

87.12.14 
第 249 號 

永堂建設 「桂林天下」廣告隱瞞中庭花園有 8 米

計畫道路，隨時有被徵收之虞，不能永

久合法使用之重大交易訊息，涉嫌虛偽

不實並引人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36 90.08.30 
第 1551 號 

(3 年 11 個月)

83.01.28 
(4 年 7 個月) 

86.09.15 
第 155 號 

欣象建設

群輝公司

「花墅」廣告之健身房、三溫暖等公共

設施，皆以防空避難室違法增建而得。

原地下一樓停車位 27 個 (實際增建為

56 個)，原地下二樓為防空避難室 (實

無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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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增建為 16 個停車位)，涉嫌虛偽不實

並引人錯誤之表示。 
37 91.01.18 

第 132 號 
(2 年 10 個月)

84.12.15 
(3 年 2 個月) 

88.02.23 
第 022 號 

捷安建設 廣告以空曠景觀照，佐以「大甲天下一

家海岸線唯一 360 度好地理大景觀山景

海景市景夜景整個大甲就在腳下臣

服！」吸引消費者，惟有其他建物影響

觀景視野，廣告與現況不符，涉嫌虛偽

不實並引人錯誤之表示。 

無罰鍰 

38 91.06.07 
第 937 號 

(4 年 6 個月) 

(被檢舉時間不詳) 
86.12.17 
第 223 號 

福眾建設 「南方翡翠大廈」一樓僅為穿廊而無透

明採光罩迴廊，卻以圖示有遮風避雨透

明採光罩迴廊，有誤導消費者而為不實

廣告之嫌。 

無罰鍰 

39 92.06.06 
第 704 號 

(3 年) 

85.07.01 
(3 年 11 個月) 

89.06.13 
第 099 號 

長億實業 「綠葉山莊」將用途為日用品零售業之

建物當作一般住宅銷售，其廣告及附約

之音樂廣場及俱樂部等多項設施與廣告

圖說不符，且差異甚大，甚至沒有興

建，涉嫌不實廣告。 

無罰鍰 

40 92.10.30 
第 1491 號 

(4 年 2 個月) 

86.12.30 
(1 年 7 個月) 

88.08.09 
公參字 

第 8710411-005 號 

甲○○ 
等 17 人 
寶成建設

寶捷建設

寶翔建設

福信建設

甲○○等 17 位上訴人主張「陽明山—
天籟社區」建案，廣告宣稱有「貫穿室

內外環狀游泳池」、又建設公司未取得

晶華酒店專屬經營之契約，與廣告不

符，顯有廣告不實。公平會認游泳池是

否貫穿室內外，應非影響交易決定之重

要因素；另俱樂部之經營方面，晶華酒

店依管理合約對俱樂部提供管理、制度

化顧問諮詢服務及客房、餐飲服務之教

育訓練等，並無廣告不實之處。 

公平會 
不處分 

41 92.12.18 
第 1789 號 

(3 年) 

87.08.15 
(2 年 6 個月) 

89.12.07 
第 205 號 

大昌國際 「上流社會（後更名為至善珍寶）」有

「12 米長迎賓大道」、「15 米迎賓大

門」、「露天咖啡座」、「龍吟流泉、

映月水塘」及「500 坪佛羅里達中庭」

等 5 項設施與廣告不符。 

無罰鍰 

42 92.12.25 
第 1843 號 

(2 年 7 個月) 

89.11.15 
(6 個月) 
90.05.24 
第 072 號 

正第建設 「大安新第」廣告稱「公共浴室採乾溼

分離」及「標準儲藏空間」之內容，實

際上是以公共設施「機房」違法修改而

來，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5 

43 93.04.08 
第 384 號 

(3 年 2 個月) 

88.04.15 
(1 年 10 個月) 

90.03.05 第 043 號 

全盈隆建設 「東帝士白雲山莊」廣告宣稱有 2 座高

爾夫果嶺與室外游泳池，實際僅有 1 座

果嶺而無室外游泳池，涉嫌為虛偽不實

之表示。 

無罰鍰 

44 94.02.24 
裁字第 00282 號

(2 年 6 個月) 

91.07.22 
(11 天) 

91.08.02 
公壹字第

0910007507 號 

甲○○ 
雙象建設

抗告人甲檢舉雙象建設為虛偽不實之廣

告，誤導其訂購台北巴賽隆納社區預售

屋及車位；惟並未提供相關事證加以釋

明，公平會調查後認為尚難謂構成不實

廣告。 

公平會 
不處分 

45 94.06.09 
裁字第 01076 號

(3 年 7 個月) 

89.12.15 
(10 個月) 
90.10.24 
第 168 號 

康和建設 「紅樹林」以「買挑高 4 米 2 創意空

間」為廣告，展示 3 間夾層實品屋，售

屋人員說明為合法夾層，使消費者誤認

以較低之價格可購買較多坪數，涉嫌為

虛偽不實之表示。 

40 

46 94.12.29 86.04.30 東宜建設 「東家創世紀」廣告及錄影帶圖說，就 無罰鍰 



 論最高行政法院關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判決 97 

 
第 02039 號 
(2 年 7 個月) 

(5 年 2 個月) 
92.07.01 

第 091108 號 

刻有大樓 CIS (企業識別系統) 的水上

雕塑、不同 CIS 造型的信箱及溫水游泳

池等各項公共設施，涉嫌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47 98.02.12 

第 94 號 
(3 年 2 個月) 

93.07.15 
(1 年 5 個月) 

94.12.13 
第 094133 號 

永富開發 「松江路永富邑」之裝潢配置圖，將陽

台劃入室內為客廳，買賣契約書未記載

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共同使用部分面

積，無從知悉實際室內面積，涉嫌虛偽

不實廣告情事。 

100 

48 98.03.12 
第 241 號 

(3 年 2 個月) 

92.11.15 
(2 年 1 個月) 

94.12.31 
第 094141 號 

皇翔建設 「皇翔維也納」廣告於 1 樓全區平面圖

標示韻律教室、會客廳等多項公共設

施，惟建造執照所附 1 層平面圖則標示

為汽、機車停車空間，涉嫌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615 

49 98.03.26 
第 316 號 

(3 年 10 個月)

91.11.15 
(2 年 6 個月) 

94.05.31 
第 094059 號 

寶盛開發

寶閎建設

住易實業

「敦南水都湯泉」樓中樓平面圖載有 3
間臥室及 1 間浴室，惟合法許可僅限於

1 間臥室及浴室，又將陽台封閉納入主

臥室使用，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寶盛 80 
寶閎 80 
住易 80 

50 98.09.10 
裁字第 2147 號

(1 年 5 個月) 

95.11.06 
(1 年 5 個月) 

97.04.03 
第 097047 號 

甲○○ 
真晶建設

許清芳 

「新第來亨 No.78 晴光 Diamond」廣告

且將陽台位置繪製成客廳的一部分，使

消費者誤認為可以較低價格購買較多坪

數，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真晶 1,000 
許清芳 100 

51 99.05.27 
裁字第 1202 號

(1 年 1 個月) 

95.08.21 
(2 年 7 個月) 

98.04.15 
第 098064 號 

山圓建設

三圓建設

海悅開發

「新巨蛋」樣品屋採夾層裝潢設計，且

將陽台設計為臥室、飯廳等室內空間之

一部分，使消費者誤認為夾層與陽台皆

可合法使用，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山圓 350 
三圓 250 
海悅 150 

52 99.09.09 
第 920 號 

(2 年 9 個月) 

93.01.31 
(3 年 10 個月) 

96.12.14 
第 096178 號 

太子建設 「紐約 57 街」預售屋廣告宣稱「長

300 米寬 25 米林蔭大道，比台北敦南

更綠，而且歸屬於社區私有」，涉嫌不

實廣告。 

120 

53 99.09.30 
裁字第 2307 號

(1 年 6 個月) 

97.07.15 
(8 個月) 
98.03.26 

第 098049 號 

百事達建設 「帝寶凱悅」於報紙  (97.7.8 自由時

報 )、網站  (Yahoo 摩拍賣與 www. 
Bqhouse.Com.Tw 全國房展網)、光碟等

廣告，分別宣稱不一致的硬體設施；將

陽台作為廚房或餐廳，涉嫌不實廣告。 

100 

54 99.11.04 
第 1178 號 

(2 年 9 個月) 

94.05.15 
(2 年 8 個月) 

97.01.31 
第 097015 號 

振堡建設 「振堡懷石」廣告宣稱「雙車位」與

「臺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使人誤認

房屋前有合法停車位，亦無法證實為台

灣「首座」有通風換氣效果之建物，涉

嫌虛偽不實之表示。 

120 

55 100.01.27 
第 86 號 

(2 年 9 個月) 

95.05.31 
(1 年 11 個月) 

97.04.11 
第 097049 號 

瓏山林企業 「四季紐約」為乙種工業區，僅能作為

一般服務業與零售業使用，惟廣告顯示

為客廳、臥房、廚房、衛浴之一般住家

格局，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而誤導消費者。 

550 

56 100.02.17 
裁字第 392 號

(2 年 5 個月) 

96.05.03 
(1 年 3 個月) 

97.08.28 
第 097118 號 

三重開發

住易實業

「西班牙水花園」廣告之「傢俱配置參

考圖」，將陽台列為臥室之一部分，易

使消費者誤認該陽台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涉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重 100 
住易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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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00.03.03 

第 236 號 
(2 年 7 個月) 

96.01.31 
(1 年 6 個月) 

97.07.31 
第 097101 號 

興富發建設

齊裕建設

「海天 2 部曲」全區配置圖顯示部分住

戶樓層之陽台位置為居室之一部分，繪

有浴缸、洗手台等圖示，易使消費者誤

認該陽台位置為室內之一部分，涉嫌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而誤導消費

者。 

興富發 100 
齊裕 80 

58 100.07.21 
第 1257 號 

(3 年) 

93.07.15 
(4 年) 

97.07.31 
第 097088 號 

竹城建設

新理想廣告

竹城建設與新理想廣告公司於「竹城京

都」建案廣告「生活筆記書」，宣稱

「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的視野景

觀」，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竹城 100 
新理想 50 

59 100.08.11 
第 1409 號 

(3 年 1 個月) 

96.06.15 
(1 年) 

97.06.26 
第 097081 號 

太廣公司 「綠景莊園」廣告宣稱「綠景莊園濱

湖．溫泉．雙併大別墅」、「尊爵溫泉

會館」等內容，已可預知無法與溫泉法

等法令規範相符合，其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0 

60 100.09.29 
第 1709 號 

(1 年 9 個月) 

96.07.27 
(1 年 4 個月) 

98.12.22 
第 098179 號 

理銘開發

竹盛事業

「丹麥」廣告隱瞞「科技產業專用

區」，可做商務住宅，不能當純住宅使

用之規定，樣品屋以「○房○廳」住宅

設計及配置圖，其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理銘 100 
竹盛 30 

61 100.09.29 
第 1720 號 

(1 年 11 個月)

96.07.27 
(1 年 3 個月) 

98.11.06 
第 098159 號 

理銘開發

昌益房仲

「一品大觀」隱瞞為「複合商業區」，

不得為一般住宅使用之規定。廣告內容

為「數位住宅無限生活數位家庭生

活」，樣品屋規劃成住宅空間，繪設住

宅設計之空間格局配置圖供消費者參

考，其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理銘 150 
昌益 100 

註 1： 以「處分日至裁判日期間」計算行政救濟耗費時間，此 61 件個案平均約為 2 年 6 個月。 
註 2： 以「被檢舉日至處分日期間」計算公平會處理這 61 件個案的時間，平均約為 11 個月；惟計算上仍有編

號 6、9 與 38 等 3 個個案查不到被檢舉之確切時日，而無法列入計算。 
註 3： 公平會之處分，除了命被處分人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不實廣告外，另處以新台幣若

干金額之「罰鍰」，表中罰鍰金額單位為新台幣萬元。 
註 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6.10.23 (86) 年度判字第 2599 號判決書，已撤銷公平會之處分；公平會提再審之

訴，最高行政法院 87.11.11 以判字第 2267 號判決書仍撤銷公平會處分。 
資料來源：本文依據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與公平會處分書而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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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clusive Judgments about the False Advertising of Presale House85 

Chen, Feng-Chin∗ 

Abstract 

There were 61 cases,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administrative decision to punish 

the fals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appealed to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The 

results revealed 5 cases (approximately 8.20%) were abolished and the remaining 56 cases 

(approximately 92.80%) were approved. Which means the ftc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could withstand the tests of administrative remedy and obtain the approval and support of 

the judiciary. 

Constructs businesses may decide not only to show up how much presale-house 

information on th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but also to fully accomplish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or not. So the constructs businesses fully manipulated all th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and its realization. Regardless of what serious of the disciplinary action, in fact, 

constructs businesses got more house-trading opportunities and gained more improper 

profits by means of the unfair competition method with fals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The consumers, in trading with constructs businesses, suffered pecuniary loss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damage. Therefore, it must be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fals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and its derivative unfair house-trading with legal norms. 

Because of the light punishments to the 61 cases, it is difficult to prevent the lucrative 

constructs businesses from making more and more advertisements with false presale-house 

contents. The punishment, immediately stop illegal false advertising behavior but not 

impose any administrative fine, is just a symbolic, punitive sanction. It cannot admonish 

                                                      
85 In this article, “the Conclusive Judgment” means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judgment.”   

Date submitted: March 22, 2012 Date accepted: September 28, 2012 
∗ Chen, Feng-Ch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Alethe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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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s businesses against fals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Ftc should take account 

of administrative fine and enhance the fine amount seriously to warn the constructs 

businesses not try to violate the provisions of fair trade act but keep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It cannot change the unreasonable presale house trading system in the short run. 

So we propose ftc pay much attention to regulatory compliance, guide and encourage 

constructs businesses with self-regulation or heteronomy in the industry. Another 

suggestion is that ftc may set up a special column on its website to reveal the cases of 

punishments for illegal false presale-house advertising. It is easy for consumers to search 

the illegal cases and get relative information. Perhaps the measure may warn the constructs 

businesses not try to violate the provisions again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presale-

house market. 

Keywords: Presale House, False Advertis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st Externalized, 

Sel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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