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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主管法規 

本會簡介 

•管轄分工、規範架構、判斷原則 

廣告不實相關規範 

•新車、中古車、車用產品 

汽車廣告不實案例說明 

課程大綱 



公平交易委員會簡介 

為隸屬行政院之二級獨立機關 

採委員合議制 

主管法規：公平交易法、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職掌：制訂競爭法規，調查處分違法案件等。 



公平交易法 

不公平競爭 限制競爭  

獨占行為  

結合行為  

限制轉售價格 

聯合行為  

不實廣告 

仿冒行為 

不當贈品贈獎 

限制事業活動 

損害營業 
信譽 

其他欺罔 
顯失公平
行為 



廣告不實案件管轄分工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16揭
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不實廣告內容倘涉有其它
特別法規範者，由特別法
主管機關依特別法規定論
處。 

未有特別法規範之廣告
行為，由公平會依公平交
易法相關規定論處。 

 



其他機關主管之廣告案件例示 
 

 

 

違 法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食品、藥品、療效 衛生福利部 
一般商品標示 經濟部 
菸酒 財政部 
就業或招募員工 勞動部 
旅遊服務 觀光局 
證券期貨 金管會 
立案補習班 教育部 
移民廣告 

內政部 
不動產經紀業廣告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架構 

 
．規範目的－第1條立法宗旨 

．規範主體－第2條「事業」 

．規範行為－第21條「禁止為不實廣告行為」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法律效果－第42條 

 「5萬元至2,500萬元罰鍰」及「令停止、改正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 

 



規範目的 
「第1條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禁止事業透過廣告及商品表示、表徵，
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資訊爭取交易
機會，對以效能競爭之同業造成不公平
競爭，並使消費者不因交易資訊遭誤導
而權益受損。 

 



規範主體 

  「廣告主」須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 
「第2條  

  本法所稱事業如下： 

   一、公司。 

   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   

  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
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稱事業。」 



「廣告主」? 

 出資製作、散發使用 

 擁有文稿之最終審閱權 

 最終消費發票之開立者 

 因廣告而獲取商品或服務之利潤,如佣金,營業
額抽成。 

(併同認為廣告主之例：電視購物業者與供貨商
、網路平台業者與供貨商、建商與代銷商) 



自然人－「廣告主」? 
 
依據：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  
   團體。 
特徵： 

1.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2.身分具獨立性 



公平法第21條規定（第1項至第4項） 
•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

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
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
關事項。 

•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
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 前3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 

 公平法第21條第5項規定 

 涉及廣告之規劃、製作或刊登，惟未收取報酬，
或收取之報酬與商品銷售無直接相關。 

 廣告代理業：如廣告公司。 

 廣告媒體業：如網路平台業者。 

 明知或可得而知，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民事責任) 

 



廣告行為之媒介 

商品 

•外包裝 

•標示 

•說明書 

 

廣告 

•雜誌 

•電視 

•廣播 

•報紙 

•網路 

•薦證廣告  
(業配文) 

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 

•摺頁 

•信封 

•帳單 

•會員E-MAIL 

•電子報 

•手機簡訊 

•通訊軟體 



表示或表徵 

   表示或表徵係指以文字、語言、聲響、 圖
形、記號、數字、影像、顏色、形狀、動
作、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
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 

 



廣告不實判斷之核心 

虛偽不實：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
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
實相符，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判斷原則 
•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為判斷 
   一般商品以一般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專業產品以相關大眾之

普通注意力為準。 

•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為判斷 
    縱然隔離觀察為真。 

•得就特別顯著之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並形成消費者決

定是否消費的主要因素時。 

•有多重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即無不實 
    但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案例介紹－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為判斷 
 
廣告表示:拍攝消費者訪問過程，倒入600cc溶液測試他牌及自身之嬰兒紙
尿褲，呈現吸尿量及乾爽程度較競爭對手產品為優。 
 
• 據檢驗局專業意見，A公司「吸尿倍數」、「尿液施尿量及保留量」等

試驗報告，係依成人紙尿片、成人紙尿褲試驗標準所做，無法作為2嬰
兒紙尿褲吸尿量優劣之判定引為比較之資料不足以支持其廣告表達之意
涵，為不妥適之詮釋。 

• 「實驗結果超過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無客觀數據及調查報告為基
礎，部分對象係拍攝前徵求之消費者，事先獲悉有車馬費及試用包。 



 案例介紹－以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為判斷 
• 廣告表示：「東元服務站」、「台北東元服務站電話」、「新北市東元服務

站電話」、「全省各區東元服務站」 

• 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首頁及「服務據點」項下刊載「東元服務站」、「台北
東元服務站電話」、「新北市東元服務站電話」、「全省各區東元服務站」
等用語及各縣市服務站電話，「聯絡我們」項下載有「東元服務站地址 客戶
服務中心」等語，予人印象案關網站係提供東元家電維修服務而與東元原廠
維修中心或服務站應具有一定關聯。固據被處分人表示，其亦提供其他品牌
家電維修服務，且與東元原廠維修中心或服務站無關，然查案關廣告僅刊載
「東元服務站電話」等語，並無刊載其事業全名，雖該網頁最末載有「本網
站與製造商及品牌授權廠商無關」等語，惟依其位置、字體之大小，就一般
大眾之注意力能否辨別，不無疑義，甚或案關網站網址含有「teco-service
」，易使人誤以為系爭網站為東元原廠之直屬或相關服務站，惟事實上被處
分人並未與東元原廠有授權或代理關係。 



案例介紹－得就特別顯著之部分單獨加以觀察 
 • 廣告表示：「下載DVD僅12分鐘」、「HiNet光世代50M有多快？下載1部DVD 

(4.7G) 10M要花1個小時，50M只要12分鐘......」 

• 雖被處分人表示，其所提供網路服務模式已於網頁、服務申請書及主管機
關核准函向消費者宣示，然各該提示之記載型式或非為廣告、或所刊載位
置與本案調查之網頁廣告並無直接關聯，爰難期待消費者得併予注意；又
有關本案調查之網頁廣告，雖於「極速快感50M 只要999，上行5M分享更多
樂趣」頁面下方說明事項載有「ADSL/光世代網路之各速率係指最高可提供
之線路速率 (line rate)，以ADSL/光世代連結網際網路時，其網路品質依
國際標準歸類為『Best Effort』模式，實際上網連線速率會因上網終端設
備、距離、所在位置之環境及到訪網站之連外頻寬等因素之影響而有所變
化。」等語，惟被處分人前揭廣告表示，已足使消費者生有誤認，況參照
整體廣告表示，「HiNet光世代這次給你50M！」、「下載DVD僅12分鐘」等
語係以特別顯著方式於右方輪播，消費者已據以獲致寬頻網路服務品質之
速度可達下載DVD資料檔案僅需12分鐘印象，且Best Effort模式應非屬一
般消費者所易於理解概念，爰依前揭加註事項之字體大小及呈現內容，即
難期待消費者得與「下載DVD僅12分鐘」之特別顯著表示併予觀察理解、或
藉以扭轉所獲廣告印象。 

 



汽車廣告不實 
案例說明 



汽車廣告不實案例 

新車 

•油耗 

•標準／認證 

•空間配備 

•比較廣告 

中古車 

•售價 

•銷售數量 

•車輛配備 

•通過保證 

車用產品 

•備用電源
(外掛設備) 

•省油器 

•機油 

•胎壓偵測器 

 



新車廣告不實 



一、油耗不實 

•經濟部能源局網站（https://www.moeaboe.gov.tw）公布
最新車型測試資料，並於每年2月至3月彙整前一年資料，
加入省油車輛排名、省油要訣、車輛耗能相關法規彙整為
「車輛油耗指南」。 

•油耗指南「車輛業者若引用本局『車輛油耗指南』所公布
之各項測試數值時，應充分將下列資訊明確告知消費者：
『車輛油耗指南登錄之市區油耗及高速(或定速)油耗測試
值，為排除外界天候及路況的影響，均在控制溫度及溼度
的實驗室中(如附圖)，由專業人員於車體動力計上依規定
行車型態行駛測得。且測試過程中，車燈、車上空調系統
及音響等可能影響耗能測試結果之附屬設備皆不啟動，以
客觀呈現各車型油耗測試值。民眾在道路上開車時，因受
天候、路況、塞車、使用車上空調系統、甚至駕駛者開車
習慣等因素影響，實際每公升汽(柴)油於道路上行駛的公
里數，應低於本指南所登錄之油耗測試值。』」 
 



廣告表示 
•宣稱市區油耗、 非市區油耗、平均油耗等車輛油耗表現數值。 

調查結果 
•依據能源局說明，該等測試為排除外界天候及路況之影響，均在控制溫
度及濕度的實驗室中，由專業人員於車體動力計上依規定行車型態行駛
測試；測試過程中，車燈、車上空調系統及音響等可能影響耗能測試結
果之附屬設備皆不啟動，以客觀呈現各車型油耗測試值。另因受天候、
路況、塞車、使用車上空調系統、駕駛者開車習慣等因素影響，實際每
公升汽(柴) 油於道路上行駛的公里數，應低於該局「車輛油耗指南」所
登錄之油耗測試值。 

•依上述說明，該等實驗狀態雖為求客觀呈現各車型油耗表現所為條件限
制，但該等條件限制，顯與消費者一般行車時可能啟用車輛車燈、空調
或音響等附屬設備，並面臨天候、路況等情狀有別。前開油耗之廣告表
示，並未就實驗室環境進行說明，揭露上述重要變動狀況，消費者無由
知悉該等測試與一般行車狀態之別，亦無法認知所得測試結果通常是最
佳油耗表現，顯與廣告予人之印象有重大差別。  

一、油耗不實 



廣告表示 
•「……TDI引擎……以潔淨柴油科技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符合EU6廢氣排放標準」 

•「……廢氣排放 (CO、NOx、微粒) 降低其他環保層面- 
排放標準從歐洲4期變成符合歐洲5期」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於柴油引擎搭載軟體，其偵測元件可偵測車輛如
處於檢測模式，則大幅降低NOx排放，以通過實驗室之檢測。
針對前開情形，被處分人自主召回汽車進行引擎控制單元
軟體之更新。被處分人事實上利用前述軟體之偵測元件於
實驗室操控降低NOx之排放，扭曲實驗室之檢測結果，參酌
環保署Golf 6 2.0之檢測結果，NOx之道路實測數據高達實
驗室之5.6倍至5.8倍，兩者之檢測數據明顯悖離。 

二、標準/認證不實(1) 



廣告表示 

•「世界三大安全評鑑認證」 

•「IIHS美國公路安全保險協會最佳安全首選Top Safety 
Pick+」 

•「NHTSA美國高速公路安全局5顆星最佳安全防護」 

調查結果 

•案關車款分別於2014年與2015年獲得IIHS最佳安全首選、
2014年與2015年獲得NHTSA 5顆星認證，以及2013年獲得
Euro NCAP 5顆星認證。 

•惟案關車款自2016年起未進行IIHS對於「最佳安全首選」
評價，其廣告未敘明獲得IIHS等國外機構安全評鑑之年
度資訊。 

二、標準/認證不實(2) 



廣告表示 
•「全車標準配備6顆SRS先進輔助氣囊 雙前座SRS輔助氣囊/
雙前座車側SRS輔助氣囊/雙車側簾幕式SRS輔助氣囊 係源自
對安全無可妥協的最高標準……。前座的兩段式SRS氣囊會依
據撞擊力道大小，以及乘客是否配戴安全帶等狀況，自行調整
氣囊的充氣程度。」 

調查結果 

•案關車款於前乘客座椅下方設有乘客辨別感知器(壓力感知
器) ，當前乘客座成人體重較輕時，藉由壓力感知器之探測，
前方輔助氣囊將會自動關閉而無法運作，並亮起前乘客座側氣
囊OFF之狀態燈以為警告。是以，案關車款前乘客座前方輔助
氣囊，確有乘客縱為成人然因體重較輕，而自動關閉無法運作
之事實存在，於前乘客座無人乘坐、乘客坐姿不正確及兒童乘
坐和使用兒童安全座椅時，亦同。 

三、空間設備不實(1) 



廣告表示 
 

•廣告型錄及傳單所載案關汽車之車體內部展示圖片，其後座
部分均隱去依規定應設置之間隔橫桿及車窗金屬欄杆圖示。 

調查結果 

•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7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客貨兩用車載
客與載貨空間應裝設固定之間隔物區隔，載貨空間之車窗應裝
設金屬欄杆。 

•案關汽車商品經交通部核定登記車輛類別係小客貨兩用車，
據交通部提出意見表示，案關廣告圖片所現之車輛內裝，未見
圖示有符合客貨兩用車依規定應裝置之間隔物及金屬欄杆，係
不符合交通部小客貨兩用車規格設備之規定；至於後方實際載
貨空間，如實車實際量測確認有未達1立方公尺以上載貨空間
者，亦不符交通部小客貨兩用車之規定。 

三、空間設備不實(2) 



廣告表示 

•「真正史上最強中大型房車」並列有汽車外觀、空間、舒適、
安全、油耗及動力等事項及相關數據。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僅以4款同屬國產房車類型，且售價在新臺幣65萬至
75萬元區間之同級房車為比較，並未擴及1.8L進口及其他國產
小客車。系爭廣告未進一步揭示宣稱內容僅就4款車輛之外觀、
空間、舒適、安全、油耗及動力等項目為比較外，亦未說明不
含進口車種，一般消費者無從知悉廣告中所表達「史上最強中
大型房車」，僅以少數同屬國產房車類型，且售價在65萬至75
萬元區間之同級房車所自行比較之結果。 

四、比較廣告 



中古車廣告不實 



廣告表示 

•被處分人於世運汽車網站銷售普騰Gen2 06年中古車，刊登商
品相關資訊及照片，並於照片旁標註「售價：10.0萬元」，且
同一畫面並未就系爭價格加註限制。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表示案關網站價格僅指頭期款，實際價格需另與網
頁末頁所載「特價方案均需搭配(20萬20期零利率)」之貸款額
合計，故實際售價為30萬元，成交時另予優惠而實際售價約為
25萬元。 

一、銷售價格 



廣告表示 

•被處分人於網站仲介中古汽車買賣，並於網頁宣稱「出售中
車輛」件數。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自承因系統設計因素，致宣稱之「出售中車輛」件
數較實際可售車輛數為高。以檢舉人所提供資料為例，100年
11月21日系爭網站宣稱出售中車輛數為10,466件，而實際可售
物件僅6,466件，兩者相差4,000件之多；另經實際檢視網站資
料，亦有前述宣稱待銷售物件數與實際可售物件數差距4,000
件之情事。 

二、銷售數量 

 



廣告表示 

•被處分人於汽車交易平台網站銷售中古車，宣稱「賣家保證
原版件」。 

調查結果 

•據被處分人表示，「原版件」指該車輛未曾發生重大事
故……本案據檢舉人所購買系爭商品之台灣德國萊因中古車檢
測報告，其後廂蓋曾更換、後保險桿及內鐵曾維修拆裝、後尾
鈑件曾維修更換，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檢舉人向其購買之系爭商
品其後尾鈑曾受過撞擊，並不符合「原版件」之宣稱，故案關
廣告與事實不符。 

三、車輛配備 



廣告表示 

•被處分人於系爭廣告刊載「履約保證：透過大聯盟專業技師
認證，車況透明雙重認證」，右側並載有相關車輛廠牌、年份
及價格資訊。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廣告意涵係指倘經購車者要求，可請求加
盟之認證公司就車況進行認證，惟其意涵與廣告所載履約保證
之表示未有相符，且查被處分人雖提供數份「順心優質車商聯
盟車輛查驗保證書」，其廠牌型號均與系爭廣告所載車輛資訊
不符，被處分人亦無法提供相關車輛有經其他認證聯盟認證之
事證，難認廣告所示車輛經雙重認證之宣稱為真。 

四、通過保證(1) 



廣告表示 
•被處分人A：「聯盟以140項嚴格查驗，確保良好車況」、「優質車商聯
盟……以140項嚴格檢查，確保聯盟車輛品質」、「聯盟所售之車輛，除了
車輛來源有保障，並經過140項的精密查驗過程」、「聯盟的待售車輛，都
先經過140項的完整檢驗」、「車商聯盟提供『無泡水車、無重大事故車、
無引擎非法變造車』之保證」，及「車商聯盟以原廠技術力的服務廠，提供
引擎、變速箱、方向機三大保固服務」。 

•被處分人B：「阮ㄟ車卡OK CarOK」等標誌及「Car OK三大保證 Car OK三
大保固」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A經營車商聯盟，自承系爭網頁僅係成立之宗旨與期許，並未具體
介入各加盟車商之自主營運模式，各車商如何購入車輛、如何銷售等，均由
其自行處理，未經聯盟查驗或雖經查驗但不符規範之車輛，亦得陳列於車商
賣場出售。 

•被處分人B係被處分人A之加盟車商，表示被處分人A並未要求加盟車商須將
所有銷售之車輛均送認證，或未經認證之車輛不得銷售。該事業所售部分中
古車輛無法通過認證，部分則因時間急迫因素無暇申請認證，是所售車輛並
非均有聯盟之「三大保證」及「三大保固」。 

四、通過保證(2) 



車用產品廣告不實 



廣告表示 

•「電瓶壽命加倍延長 有使用飛樂鋰鐵外掛式救車備用電
池......能節約10%~20%汽油消耗......有使用外掛鋰鐵電瓶
壽命4年以上......沒使用外掛鋰鐵電瓶壽命2年以下」。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並未將案關商品送請主管機關或客觀公正機構進行
檢測，亦無具公信力之研究或測試報告足為佐證，僅以自行檢
測及自行推估案關商品之效能作為系爭宣稱之依據，然影響車
輛油耗及電瓶壽命之因素眾多，至少包括天候、路況、車況、
駕駛習慣、車輛載重、是否使用車上空調系統等，被處分人並
未證明所使用測試方式能有效控制各項影響因素，其所主張測
試結果及自行推論即難謂具有可信度，相關宣稱自難謂有所據。 

一、備用電源&外掛設備(1) 



廣告表示 

•「經過ARTC(車輛測試中心) 的測試最高1公升汽油可節油12.4公里、平均節
油100公里1.6公升的測試數據本產品最高可節油25%、平均節油14%、最低節
油8%，確實達到節油的功效。」 

•「狂賀本產品通過車測中心檢驗，認證具有【節能】、【減碳】的實際功能」 

 

調查結果 

•車測中心表示其所出具測試報告，有關耗能部分，於該中心所提供檢測報告
中市區耗能為7.68km/l(安裝前) 及7.64km/l(安裝後) ，按該數據，使用案
關產品後之市區油耗反較使用前差；再者，具代表性之油耗應為市區油耗與
非市區油耗加權計算後的平均油耗，而案關檢測報告顯示產品安裝前、安裝
後之平均油耗為10.2km/l、10.1km/l，並無被處分人所述油耗較節省之情事。
另關於減碳部分，改裝後有無達到減碳效用，應同時檢視碳氫化合物(THC)、
一氧化碳(CO) 、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而定，案關產品安裝前後比較CO2降
低0.01g/km、THC提高0.011g/km、CO提高為0.032g/km，亦無所述減碳作用。 

一、備用電源&外掛設備(2) 



廣告表示 

•「省油效益5%～40% 馬力加強5%～15% 空氣汙染降低5%～40% 北科大(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香港大學測試有效」 

 
調查結果 

•被處分人提出北科大車輛工程系內燃機實驗室所出具報告、香港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某教授所出具測試報告。惟經函詢北科大，該校表示其車輛工程系內
燃機實驗室所進行實驗結果與系爭廣告宣稱完全不符；復查上述教授雖具香
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身份，該份測試報告實係由私人公司而非香港大學
所出具，要難逕認得以代表香港大學之意見；且縱認其為香港大學之意見，
其結論「在低怠速時在碳氫化合物與一氧化碳之排放上有22%與16%之降低，
但在高怠速時沒有明顯差距趨勢」、「當它從0加速到每小時60公里，在安
裝此省燃油裝置後有些微加速性能提升(增加2%) 」及「其燃油經濟效應提
升6%」等，顯示使用案關商品後，車輛馬力加強程度未達5%、省油效益僅略
高於5%，空氣汙染僅在低怠速時有相當程度降低，高怠速時並無明顯差距趨
勢，亦難謂完全支持案關廣告之宣稱。 

二、省油器 



•目前機油等級之規範和認證，主要係由美國石油協會
(API)、歐洲汽車製造協會(ACEA)所制定。 

•若機油生產商使用「API donut」(即API認證標章)，
其認證須經過一系列之引擎測試，通常機油生產商會
將機油委託合格認證之實驗單位進行測試，再將測試
結果送交API核檢。 API對引擎機油之認證，測試結果
符合API規範者，給予API認證證明文件，並於其網站
（ https://engineoil.api.org/Directory/EolcsResu
lts?accountId=-1）公布認證之品牌及機油名稱。若
進口機油再分裝，並以自有品牌銷售，應以自有品牌
向API重新提出認證，始符合API之相關規定。 

三、機油 



廣告表示 

•「API認證機油」、「國際API認證」 

調查結果 

•經查詢API網站登錄資料，未見案關型號機油之認證。被處分
人自承前揭商品未經API認證，因商品瓶身包裝載有API SN字
樣，其係指符合API規範，被處分人誤認係經API認證，而於網
頁刊載是項訊息。 

三、機油 



廣告表示 

•「在台灣也由103年11月起新車出廠也將胎壓偵測列為必
備品 且在105年7月1日起所有車輛必需安裝胎壓監測報
警器。」 

 
調查結果 

•據交通部意見，該部101年11月5日增訂發布「胎壓偵測
輔助系統」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係針對新型式及各型式
「新車」要求應依期程強制安裝胎壓偵測輔助系統，並
非亦無要求使用中已領有牌照車輛強制需安裝胎壓偵測
輔助系統。 

四、胎壓偵測器 



建議與結論 

刊登廣告應善盡真實表示義務，確保內容與實際情形相符。 

引用資料應善盡查證義務，確保其正確性。 

充分揭露限制條件，避免不當編排，致消費者難以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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