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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107年 1月份 

處  分 

一、舒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與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 

二、康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依法向本會報備；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以傳銷商購買退貨

商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 

三、○○○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處分案。 
14 

四、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泰昀企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

分案。 

18 

五、禾楓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2 

六、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十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28 

七、格連杜曼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 

八、香港商永久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

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4 

九、歐得葆家具有限公司因以比較廣告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48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退出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57 

二、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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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107年 2月份 

處  分 

一、中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59 

二、台灣森那美起亞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62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32家事業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聯

合行為許可期限案。 
65 

 

 

107年 3月份 

處  分 

一、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75 

二、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與光鈴興業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83 

三、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87 

四、善慧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

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4 

五、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因對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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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4月份 

處  分 

一、○○○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處分案。 
102 

二、元氣早餐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106 

三、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浩軒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14 

四、緯嘉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未依法定期限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18 

 

 

107年 5月份 

處  分 

一、順連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1 

二、雙贏富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6 

三、台灣和冠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下游事業就 Wacom 數位繪圖產

品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9 

四、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43 

五、○○○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處分案。 
146 

六、○○○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處分案。 
149 

七、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與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因聯合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53 

八、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及傳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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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九、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與寶興行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187 

十、忠欣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經銷商轉售商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處

分案。 
191 

十一、恩錸富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增銷售商

品及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未依規

定於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01 

十二、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變更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

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

處理傳銷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

案。 

206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一、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函報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加入

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213 

 

107年 6月份 

處  分 

一、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未依本會

105 年 4月 13日公處字第 105028號處分書停止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214 

二、金世紀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225 

三、天行健國際青創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

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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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36 

五、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54 

六、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70 

七、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

結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86 

八、○○○與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02 

九、美商美安美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15 

十、優森美淨化科技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18 

十一、康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27 

十二、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因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331 

十三、豐禾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5 

十四、鼎極國際汽車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40 

十五、建來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經銷商轉售商品之價格，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344 

十六、愛宓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

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

包括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49 

十七、○○○與○○○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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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十八、○○○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58 

十九、○○○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62 

二十、○○○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66 

二十一、○○○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0 

二十二、○○○與○○○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4 

二十三、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

備；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

契約；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

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

之退出退貨；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

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9 

二十四、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

面參加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

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5 

二十五、騰峰全球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

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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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1號 

被處分人：舒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053036 

址    設：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787 號 18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與銷售商品，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查被處分人於 91年 5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營

養保健品及女性衛生用品，本會 106 年 8 月 28 日赴被處分人主

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變更與新增「綜合量多」衛生棉

等 12 項商品積分與品項，以及停止銷售「保健牙膏」等 36 項

商品未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據本會業務檢查所獲被處分人之訂購單，查悉被處分人停

止銷售「老虎牙子LIGHT有氧飲料」、「老虎牙子氣泡有氧

飲料」、「西印度櫻桃錠」、「牙孢素乳酸錠」、「花粉」、

「海松素」、「高山湧泉礦泉水0.6L」、「高山湧泉礦泉水

1.4L」、「常淨酵素」、「蜂王乳」、「維生素E全效原錠」、

「膠原蛋白」、「檜木精油」、「EFA」、「胡蘿蔔全效原

錠」、「外出包」、「即溶鈣粉」、「含硒穀胱甘鈦」、「保

健牙膏」、「硒全效原錠」、「舒力爽」、「舒爽鞋墊」、

「鈣」、「試用包」、「鉀全效原錠」、「精緻組」、「綜

合維生素與礦物質」、「維生素B全效原錠」、「維生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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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效原錠」、「酵素皂」、「酵素帽墊」、「鉻全效原錠」、

「鋅與銅全效原錠」、「鎂全效原錠」、「鐵與鉬全效原錠」、

「醴王微量水」等36項商品外，尚有變更「婦幼(紫色)單包」、

「綜合整箱」、「綜合量多整箱」、「夜用/日用家常(粉紅)

單包」、「夜用量多(黃色)單包」、「護墊(綠色)單包」、

「日用(藍色)舒眠單包」與「舒眠(橘色)單包」等8項商品

之積分與報備不符，以及新增銷售「夜用/日用加長(粉紅)

整箱」、「夜用量多(黃色)整箱」、「護墊(綠色)整箱」及

「日用(藍色)整箱」等4項商品，雖購買整箱之平均單價與

單包相同，惟購買整箱可獲更多積分，應視為不同品項商品，

且積分不同亦會影響獎金發放之計算。是舒爽公司變更傳銷

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二、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與銷

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本會 106 年 8 月 28 日業務檢查所獲之訂購單。 

二、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 年 10月 12 日、同年

月 17 日)、106年 11 月 27日陳述書及 106年 11月 16 日陳

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6條第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

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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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

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六、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21條第3項後段或第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

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7條第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1項第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

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15日內報備。 

第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7條第1項、第9條至第12條、

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7條、第19條、第25條第1

項或第2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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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3條：本法第6條第1項第2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傳銷組

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及其他經

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

之最高比例。 

第19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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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2號 

被處分人：康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78270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17號10樓之7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

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

以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

法行為。 

四、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

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於辦理傳銷商 A 君之退出退

貨疑涉扣除非法定項目之手續費新臺幣(下同)3,108 元，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爰主動立

案調查。 

二、 另本案於調查過程中，併查悉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健

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組-床墊」及「能量保健套組-

腰帶」等傳銷商品之套組內容，均包含「精準保健服務」

品項，該品項內容為「健康商機資訊講座」(預防醫學新藍

海、健康新世紀新趨勢、精準保健養生新觀念，各 1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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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 3小時)、「營養保健諮詢」(營養師保健諮詢、營養保

健講座，各 1 堂，每堂 1 小時)等 5 門課程(下統稱案關 5

門課程)及「特約夥伴商店優惠使用權利」，惟被處分人疑

似形式上報備銷售「精準保健服務」課程商品，惟實際上

卻是銷售「基因檢測服務」商品，而與報備商品項目不符，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此外，本

會亦接獲民眾 E君於 106 年 4 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檢舉，被

處分人未報備銷售基因檢測健康管理建議書之傳銷商品，

卻以購買「基因檢測服務」並送等值保健商品之方式行銷，

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相關規定。 

三、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於收到本會 104 年 11 月 11 日公競字第

1040016238 號函，通知其報備停止銷售「基因檢測服務」，

俾免有違反衛生法規之虞，旋於 104 年 12 月 18 日起將該

商品變更為「贈品」，亦即購買「健康密碼套組」、「能量

保健套組-床墊」及「能量保健套組-腰帶」等 3 項套組商

品，贈送「基因檢測服務」，即發票所載精裝報告書及盒

裝採檢包(3 支入)。又倘於 30 日內送檢，另可獲得營養

保健食品「康見寶 EPlus」1 盒。因被處分人認為贈品並

不計入多層次傳銷之銷售金額，且與傳銷制度、傳銷商參

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以及解除

及終止契約並無直接關係，故未就該贈品向本會辦理變更

報備。 

(二) 104 年 12月迄 106 年 3 月止，「健康密碼套組」共計銷售

１,023 組，「能量保健套組-床墊」及「能量保健套組-腰

帶」等 2 項商品則為 55組。 

(三) 又被處分人於 106 年 4月另行報備銷售「鑽石級套組 A」、

「白金級套組 B」及「白金升鑽石套組 F」，前揭商品均不

含自行刪除之「基因檢測服務」品項，改以贈送贈品券方

式為之，即傳銷商可憑券至特約診所免費檢測基因檢測服

務 1 次。106 年 5 月至 8 月銷售鑽石級套組 A 計 268 組、

白金級套組 B 計 69 組、白金升鑽石套組 F 計 50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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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處分人並未對傳銷商已使用之「精準保健服務」案關 5

門課程進行控管，且無保留每堂人數簽到表，故無法確認

傳銷商已使用多少課程，亦無資料可佐證。而被處分人提

供給傳銷商案關 5 門課程之課程名稱及課程內容與向本

會報備不符，係課程名稱與內容會依講師主講內容略為微

調，但主軸與大方向不會偏離，因時間久遠及人員異動，

致有部分資料已無保存。 

(五) 傳銷商 A 君分別以本人、B 君、C 君及 D 君之名義計購買

6 個經營權，有關加入、購貨交易及退出退貨辦理情形等

情形，摘要彙整如下： 

1、 A 君(經營權 1)於 105 年 8月 11日加入被處分人，並承接

其上線傳銷商 F君轉讓 104年 9月 25 日之訂單，購買「基

因檢測回饋套組」39,800 元，附有承接轉讓證明。因被

處分人僅針對訂單承接轉讓提供資格變更，相關款項是由

傳銷商自行協議付款。因 A 君 105 年 8 月承接之「基因檢

測回饋套組」，被處分人已停止銷售無法提供，遂改為提

供「精準保健服務」商品。嗣後 A 君 105 年 8月 31 日向

被處分人主張解除契約，被處分人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

務○○○○○元，退回款項○○○○○元。 

2、 A 君(經營權 2)於 105 年 8月 11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

買「能量保健套組」49,800元，分期刷卡加收手續費 2,000

元，共 51,800元。105 年 8月 31日向被處分人主張解除

契約，並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務○○○○○元，退回款

項○○○○○元(含手續費 2,000元)。 

3、 A 君(經營權 3)於 105 年 8月 12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

買「健康密碼套組」39,800元，105 年 8 月 31 日向被處

分人辦理解除契約，並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務○○○○

○元，退回款項○○○○○元。 

4、 C 君於 105 年 8 月 17 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買「健康

密碼套組」39,800 元，105 年 8月 31 日向被處分人主張

解除契約，並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務○○○○○元，退

回款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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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 君於 105 年 8 月 11 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買「能量

保健套組」49,800 元，分期刷卡加收手續費 2,000 元，

共 51,800元。105年 8月31日向被處分人主張解除契約，

並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務○○○○○元、科技能量床墊

24,000元、贈品康見寶EPlus2,300元及手續費2,000元，

退回款項○○○○元。 

6、 D 君於 105 年 8 月 12 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買「健康

密碼套組」39,800 元，105 年 8月 31 日向被處分人主張

解除契約，並扣除已使用精準保健服務○○○○○元及贈

品康見寶 EPlus2,300 元，退回款項○○○○○元。 

(六) A 君等 4人均有使用「精準保健服務」之課程，然被處分

人無法確認渠等使用案關 5門課程之哪些課程，亦無資料

可佐證，故派被處分人業務主管與 A 君協調退回款項，惟

該主管經驗不足且不熟悉作業流程，誤將贈品「基因檢測

服務」之成本扣除。 

(七)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傳銷商品之價格為經銷商價格，以康

見寶 Eplus及科技能量床墊為例，被處分人銷售給傳銷商

為較低之經銷商價格分別為 1,800 元及 18,000 元，銷售

給一般消費者之價格分別為 2,300 元及 24,000 元，為避

免有心人士鑽漏洞先加入會員以經銷商之價格購買後再

辦理解除契約，故於 105 年 6 月 1 日起，傳銷商欲解除或

終止契約時，已使用之商品係以一般消費者價格扣除，本

案 B 君及 D 君解除契約時已非被處分人之傳銷商，故以

2,300 元及 24,000 元扣除，而非以經銷商價格 1,800 元

及 18,000元扣除。 

(八) 為因應傳銷商需求，被處分人提供刷卡分期服務，依被處

分人與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所簽訂合約書所載，該公司向

被處分人收取之 3 期手續費為刷卡金額 3%、6 期為 4%、

12 期為 6%，18 期為 9%、24 期為 10%。以 B 君分 12 期刷

卡為例，被處分人需支付該公司之手續費為 51,800×

6%=3,108 元，倘非分期刷卡，被處分人需支付銀行之手

續費為 49,800×2%=996 元，故分 12 期刷卡較一般刷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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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需額外負擔 2,112 元(3,108-996)，而被處分人僅

向傳銷商收取分期刷卡手續費 2,000 元，實為因應傳銷商

需求所提供之額外服務，非被處分人之營利來源。 

四、 經函請被處分人之傳銷商 B君到會說明，略以： 

(一) 渠於 105 年 8 月 11 日簽約加入被處分人，購買「能量保

健套組」49,800 元，分期刷卡加收手續費 2,000 元，共

51,800 元。該商品套組內容為「精準保健服務」及「科

技能量床墊」，其中「精準保健服務」即為「基因檢測服

務」，並提供採檢包及報告書，且於購買日起30日內送檢，

加贈「康見寶 Eplus」1 盒。B 君於入會後 1 星期內拆封

採檢包，並將口腔黏膜檢體送至新竹被處分人，故獲得贈

品「康見寶 Eplus」1盒，而基因檢測報告書於 105 年 10

月才收到。 

(二) 渠等 4人已使用商品為「科技能量床墊」、「康見寶 Eplus」

及「基因檢測服務」，於 106 年 9 月 5 日與被處分人協商

退款內容，扣除之金額為：已使用之 6 件「基因檢測服務」

成本○○○○○元(○○○○○元×6)、1張科技能量床墊

24,000 元及 2 盒康見寶 Eplus4,600 元(2,300 元×2)。 

(三) 渠表示被處分人從未告知精準保健服務為案關5門課程，

該課程並無包含在渠所購買之商品套組內，故未曾使用該

課程等相關服務，並提供渠與 A君之基因檢測報告書及 A

君與被處分人協商退款內容為證。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

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

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擬

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

價格及來源。(下略)」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

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

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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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更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 條第 1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期限報備

即違反同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條、第 25條第 1項或第 26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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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 被處分人報備銷售「精準保健服務」，實際上係銷售「基

因檢測服務」： 

1、 查被處分人於 104年 12月至 106年 4月間向本會報備「健

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組-床墊」及「能量保健套組-

腰帶」等 3項商品之套組內容，均包含「精準保健服務」

品項。另查，106年 4 月變更報備刪除前揭商品，並新增

「鑽石級套組 A」、「白金級套組 B」及「白金升鑽石套組

F」等商品，上開 3 項商品均贈送贈品券，而傳銷商可憑

券至特約診所免費基因檢測服務 1 次，合先敘明。 

2、 復查被處分人銷售「健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組-床

墊」及「能量保健套組-腰帶」等 3 項商品，均包含精準

保健服務之案關 5 門課程，依常理而言，被處分人應備置

課程名稱、課程表、每月開課堂數、每堂開課人數、教材

講義、會員簽到表、會員已使用堂數紀錄表等相關資料，

以核對傳銷商使用該傳銷商品之情形。查被處分人僅提供

該課程講義、開課日期表及發票為憑，本會多次請被處分

人提出每堂開課人數、上課人員簽到表、傳銷商已使用課

程彙整表等重要具體事證，被處分人均未能提出，僅一再

推稱公司內部並未對傳銷商已使用之課程進行控管，且無

保留每堂人數簽到表，故無資料可提供。惟商品或服務已

使用與否，涉及日後被處分人辦理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

扣除款項之計算依據，如無傳銷商已使用其購買之服務課

程等相關資料，被處分人如何據以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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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返還，是被處分人之辯稱，顯與常理相違。 

3、 經檢視被處分人提供之課程講義內容，預防醫學新藍海、

健康新世紀新趨勢及精準保健養生新觀念、營養保健講座、

基因保健培訓課程 I 及 II 等 5門課程講義內容，均與被

處分人康見寶 EPlus 及贈品「基因檢測服務」有相當之關

聯。次經檢視開課日期表，其所載之課程名稱除與向本會

報備之案關 5門課程名稱不符外，課程講義名稱亦不相符。

被處分人辯稱課程名稱與內容會依講師主講內容略為微

調，其主軸與大方向不會偏離。姑且不論被處分人所提供

資料與報備課程名稱不符之情，但就被處分人安排之課程

觀之，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5 月間僅開設 3 門課程，分

別為「精準專業認證教育」、「基因專業講座」及「精準營

養學」，105 年 6 月無提供任何課程，同年 7 月僅開 1 門

「大健康網商連鎖平台」課程，8月亦僅開 1門「基因保

健培訓課程」課程，換言之，104 年 12 月至 106 年 8 月

方開立完整之 5門課程。如傳銷商係於 104年 12月至 105

年 1 月間購買「健康密碼套組」或「能量保健套組」商品，

需遲至 105年 8月之長達 7至 8個月時間才能將 5門課程

使用完畢，與常理相違。復經比對「健康密碼套組」或「能

量保健套組」之每月銷售量，105 年 6 月共銷售 71 組，

惟同年 6 月被處分人並無課程可提供使用，此亦不符商業

經營常情。 

4、 次查 A君、B君、D 君及 C 君等 4 人於 105 年 8月上旬加

入被處分人，同年月 31日辦理解除契約及退出退貨，經

與公司協商後扣除已使用之精準保健服務○○○○○元。

被處分人表示因無法確認 A君等 4 人已使用那些課程，故

指派被處分人業務主管與 A君協調退回款項，因該主管經

驗不足且不熟悉作業流程，誤將贈品「基因檢測服務」之

成本予以扣除等云云。惟查被處分人於 105 年 8月份僅開

1 門「基因保健培訓課程」，而 A 君等 4 人係 105 年 8 月

上旬加入，隨即於同年 8 月 31日向被處分人主張退出退

貨，渠等僅能於 8 月使用課程，是渠等倘已使用當月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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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退還款項僅需扣除 1 門課程費用，並非如被處分人所

陳述因無法確認渠等所上課程，是被處分人所稱顯係辯詞。

綜觀上情，足認被處分人實際上並未銷售「精準保健服務」

之案關 5 門課程。 

(三) 此外，被處分人陳稱「基因檢測服務」係以贈品方式提供，

然未能提供訂購單或文宣等相關事證舉證，僅以發票所載

精裝報告書及盒裝採檢包(3支入)即為贈品為證，惟基因

檢測服務包含檢體之檢測、基因報告書盒、報告書封面、

採檢刷等項目，發票上所載僅能證明基因報告書及採檢刷

為贈品，尚不足佐證檢體之檢測服務亦為贈品，且據 B君

表示渠等購買之「精準保健服務」實為「基因檢測服務」，

被處分人退回款項所扣除○○○○○元即為基因檢測之

成本，此有 A 君與被處分人協商之退款內容，以及 A 君、

B 君之基因檢測報告書可稽，且 B 君亦表示渠等 4 人並無

購買且無使用案關 5 門課程，顯見被處分人對於傳銷商扣

除已使用商品(服務)之依據並非以案關5門課程之使用，

而係以基因檢測服務之使用與否為依據。是以，被處分人

陳稱「基因檢測服務」係為「贈品」之陳述，難謂可採。 

(四) 又 104年 12月間被處分人將基因檢測服務以贈品之方式，

搭配「健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組-床墊」及「能量

保健套組-腰帶」等商品銷售，及自 106 年 4 月間被處分

人向本會報備變更商品品項，將基因檢測服務以贈品券之

方式，搭配鑽石級套組 A、白金級套組 B 及白金升鑽石套

組 F 等商品銷售，惟據被處分人報備所附成本資料查悉，

所謂之「贈品」基因檢測服務成本均高於上開 6項常態銷

售之商品套組之成本，此顯與常理相違。且查 104 年 12

月 18 日起，「基因檢測服務」以贈品形式固定且常態性地

與「健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組-床墊」、「能量保健

套組-腰帶」、「鑽石級套組 A」、「白金級套組 B」及「白金

升鑽石套組 F」等 6 項商品套組搭配銷售，且該贈品之成

本甚或高於上開商品，似與「贈品」係為短期促銷及低於

主要商品價值之通念相悖，據上所述，堪認「基因檢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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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屬上開套組品項之一，而非贈品。 

(五)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健康密碼套組」、「能量保健套

組-床墊」及「能量保健套組-腰帶」等 3項商品套組，其

內含「精準保健服務」課程商品，惟實際上被處分人未提

供課程商品，而係以「基因檢測服務」併同銷售；另「鑽

石級套組 A」、「白金級套組 B」及「白金升鑽石套組 F」

等商品套組，係以贈品券提供「基因檢測服務」，惟如前

述，該服務商品屬套組品項之一，而非贈品，依法應事先

辦理變更報備，被處分人辯稱其為贈品，而無須報備，意

圖逸脫法律規範之報備義務，顯不足採，是被處分人變更

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 

(一) 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

請、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

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項。」亦即傳銷

商自加入至退出前所付之價金及其他一切款項，不論是入

會費、講習費或教育訓練費等名義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任何費用均應返還。倘多層次傳銷事業於法定計算方式外

另行扣除或收取其他費用，即無異侵蝕或架空退貨機制，

而應構成違法。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條第 2 項、

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

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 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之科技能量床墊價格為18,000元，

與被處分人計算 B 君之退貨價額扣除「科技能量床墊」

24,000 元不符。被處分人表示向本會報備傳銷商品之價格

為給予傳銷商之經銷商價格，因 B 君解除契約時已非被處

分人之傳銷商，為避免有心人士鑽漏洞以經銷商價格購買

後再辦理解除契約，故於解除或終止契約時，被處分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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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扣除已使用商品之退貨價額是以一般消費者價格計算，

而非以經銷商價格計算。惟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

第 2 項規定，被處分人應依傳銷商當時購買退貨商品所付

價金予以返還，是 B 君加入伊始係以經銷價格購得商品，

退出退貨時即須依該商品之經銷價格扣除，而被處分人依

一般消費者價格扣除之計算方式顯然悖於前揭法令。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以傳銷商

購買科技能量床墊商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足堪認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於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

以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分別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第 20條第 2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者之規模及經營

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 項及

第 34 條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萬

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4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3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規定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本會於 106 年 5 月主動上網查悉被處分人 105 年 12 月 26 日於

其臉書（下稱案關臉書）網頁張貼圖文，載有 ALLYSIAN SCIENCES

公司（加拿大商愛力思科學有限公司，下稱愛力思公司）網站

之網址（http://marcuslin.allysian.com/）、「在首頁有加

入和創業機會……直接線上刷卡加入會員 US 59.95 就可以經營

這份事業」等說明文字，及聯絡地址、手機號碼、電子郵件帳

號等聯絡資訊；次查案關臉書 106 年 3 月起張貼圖文，載有愛

力思公司簡介、參加方案、「台北愛力思商機會議」、「基礎

訓練」等說明會活動訊息，以及被處分人介紹愛力思公司獎金

制度之照片、獲得獎金歷程、聯絡資訊等；另被處分人 106年 2

月 7 日於求才令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求才令公司）網站刊登招

募傳銷商廣告（下稱案關徵才廣告），載有愛力思公司簡介、

網址、產品資訊、傳銷商成功案例、參加方式、被處分人獲得

獎金歷程及聯絡資訊等。案關臉書所載之愛力思公司會員網頁

連結，及案關徵才廣告內容，均可見載有雙軌制團隊獎金、對

等獎金等數種傳銷獎金之愛力思公司傳銷獎勵計畫資料。惟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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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思公司台灣分公司係 106 年 5 月間始向本會報備完成之多層

次傳銷事業，被處分人前揭行為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臉書網頁及徵才廣告連結之愛力思公司獎勵計

畫資料，其獎金制度略為：愛力思公司傳銷商需繳交美金

59.95元以註冊成為會員並設立會員網頁；合格之傳銷商可

領取其雙軌制團隊最高 20%之團隊獎金；晉升至特定聘階以

上之傳銷商則可領取其下線傳銷商 1 至 9 代，每代 2.5%至

10%不等之對等獎金；該公司另有數種傳銷獎金、銷售折扣

及旅遊活動等經濟利益。綜觀上述獎金制度具有「多層級

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徵，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3 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是愛力思公司為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推廣、銷售商品之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 

二、 次查被處分人自承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加入外國多層次傳

銷事業愛力思公司，並自 105 年 12 月起於案關臉書網頁張

貼有關愛力思公司傳銷計畫或組織之圖文，載有愛力思公

司簡介、會員網頁連結、參加方式與方案、「台北愛力思

商機會議」、「基礎訓練」等說明會活動訊息，以及被處

分人講授愛力思公司獎金制度之照片、獲得獎金歷程、聯

絡資訊等；被處分人亦自承於 106 年 3 月間，數次於臺北

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段 410號 15樓介紹愛力思公司傳銷組

織、產品及獎金制度；另案關臉書所載之愛力思公司會員

網頁連結，及案關徵才廣告內容，均可見愛力思公司傳銷

獎勵計畫資料。是被處分人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外國

愛力思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

事業，惟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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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

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

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

狀，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臉書網頁圖文截圖，及被處分人於愛力思公司網

站會員網頁截圖。 

二、 求才令企業有限公司網站所刊登之愛力思公司簡介、徵才

廣告，及會員註冊網頁等截圖。 

三、 求才令企業有限公司 106 年 7 月 7 日求才令字第

1060707001 號函。 

四、 被處分人 106 年 10 月 26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次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

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外國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

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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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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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4號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105號 1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泰昀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86680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4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千山

CHANSON 智慧型冰溫熱飲水機 CR-9833AM」商品宣稱「榮

獲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泰昀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及泰昀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泰昀公司）105 年 4 月至

106 年 10 月於「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千山

CHANSON 智慧型冰溫熱飲水機 CR-9833AM」商品(下稱案關商品

)，於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然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全

球資訊網未有案關商品獲證資訊，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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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理   由 

一、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

網路平台顯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之事業名稱，交易完

成後由其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換貨、

退貨退款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時應可認知交易對象為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復就交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

網路家庭公司係案關商品最末端之銷售者，並藉商品銷售

價格與銷售成本之價差來賺取利潤，其因使用案關廣告、

銷售案關廣告商品而直接獲得利益，故被處分人網路家庭

公司係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復查被處分人泰昀公司除提供

案關商品於「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外，並自

行製作及刊登案關廣告至「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

平台，其就銷售商品所得與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具有利

益共享關係，故被處分人泰昀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

體。 

二、 本案案關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予人案關商品已獲

證而得使用節能標章之印象。惟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及

被處分人泰昀公司皆未能提出型號「CR-9833AM」商品獲有

節能標章認證之相關事證，另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

品(型號：CR-9833AM)非屬節能標章獲證產品。被處分人泰

昀公司雖辯稱型號「CR-9833AM」商品原本型號為「HS-900」，

而型號「HS-900」商品獲得編號 105187節能標章使用證書，

惟經查被處分人泰昀公司僅能提出案關商品背面有型號

「HS-900」電路圖之照片，且自承無法提出其他有關型號

「CR-9833AM」等於型號「HS-900」商品之證明。復據經濟

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型號「CR-9833AM」商品縱係運用型號

「HS-900」商品之電路圖，但因案關商品之能源效率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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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受其使用材料、製造過程及其他環境與人為等因素影響，

非單依電路圖即可認定其能源效率可達節能標章之基準；

另編號 105187證書係該局核發予豪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

豪星公司）型號「HS-900」等 4 款冰溫熱型飲水機之節能

標章使用證書，依豪星公司與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所簽訂之節能標章使用合約書第 11條規定，僅豪星

公司之該 4 款商品具有節能標章使用權，並依合約內容負

擔相關義務；而該合約所載之商品型號並無案關型號

「CR-9833AM」商品，爰型號「CR-9833AM」商品不具有使

用標章之權利。另被處分人泰昀公司亦自承本案廣告係員

工一時誤植，故未能提出型號「CR-9833AM」商品獲有節能

標章或被授權可使用節能標章之相關事證，是以，案關商

品實際未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卻於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

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案關廣告宣稱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泰昀公司於

「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銷售「千山 CHANSON 智

慧型冰溫熱飲水機 CR-9833AM」商品宣稱「榮獲節能標章」，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

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網站之案關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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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106年 10月 20 日、106年 10 月 31
日陳述書、106年 12 月 27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泰昀公司 106 年 11 月 20 日、106 年 12 月 12 日

陳述書、106年 12 月 26 日陳述紀錄。 

四、 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 10 月 24 日能技字第 10600684070 號

函及 106 年 12月 4 日能技字第 10600253110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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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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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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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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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5號 

被處分人：禾楓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036514 

址    設：新竹市竹光路 78 巷 13 弄 2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儷尊別墅」建案，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

房屋交易網站廣告刊載「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貴配

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原用途為停車空間、陽台、

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以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

以及空地增設停車空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 106 年 3 月主動查悉被處分人為銷售南投縣南投

市「儷尊別墅」建案(下稱案關建案)，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4月間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房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房

屋網)刊登案關建案廣告，其「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

貴配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

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將空地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用，

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水

箱間、挑空等空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內

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3 

（一） 被處分人於 104 年 7 月取得案關建案之 4 張建造執照規

劃興建 26戶，並於 105年 4月中旬開始興建編號 A8~A12、

W、B8~B12、K1等12戶，預計106年底完工。另編號A1~A3、

A5~A7、K2、B1~B3、B5~B7、K3等 14 戶尚未開工，目前

辦理展延開工。 

（二） 案關建案廣告之配置圖將陽台、屋突 1 層水箱間等規劃

為室內空間部分，係為考量加大室內空間使用，並善意

提供圖示為參考建議，且該配置圖亦有特別加註「本案

以核准建照圖面標示為憑」等字樣。該配置圖僅是草圖，

並未符合建管單位相關法令規定，其目的僅供被處分人

自行參考用，且興建中尚未完成之案關建案均會依建管

單位核發之建照圖興建，無需申請變更設計，並不會依

網站刊登之配置圖興建，故興建中之 12 戶將會符合建管

單位之規定，況案關建案尚未興建完成，嗣後將依建照

圖施工完成，再據以修正銷售宣傳圖示，並未有做廣告

之宣傳意圖。 

（三） 案關建案迄今未曾與任何代銷廣告業者合作，被處分人

網站廣告是由被處分人提供廣告所需內容、未定案之平

面圖(手稿繪圖)及其他相關資料委由美工人員設計，經

被處分人審閱確認完成後，再行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

而 591 房屋網之廣告係被處分人之員工誤將未興建完成

之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 房屋網，被處分人直至收到本會

書函後方才知悉疑涉違法，實屬無心之過。 

（四） 案關建案廣告於被處分人網站刊登期間為 106 年 1 月刊

登，106 年 4月 25 日刪除相關圖片。於 591房屋網刊登

期間約為 106 年 1 月刊登，106年 4 月 20 日刪除相關圖

片，約於 106 年 5 月將廣告下架。 

（五） 591 房屋網乃免費廣告平台，與被處分人並無任何委任

或合作關係，故並未支付任何費用及簽訂任何契約。 

（六） 案關建案尚無實體接待中心，亦無聘請銷售人員，且無

印製銷售海報、預售屋買賣合約書或訂單，廣告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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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銷售戶數。 

三、 經函請南投縣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按建築法第 70條規定：「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

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其主要構造、

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

使用執照。…」及同法第 39 條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

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

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

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

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 

（二） 案關建案各戶壹樓於建造執照為停車空間，倘部分停車

空間規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

用，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竣工圖之陽台、花

台及露臺、挑空等空間倘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

廁等室內空間使用，與原核定圖說不符，且增加其容積

樓地板面積，應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惟查本案建造執

照卷內建築圖說，法定容積率及建蔽率為 150%及 50%，

而設計之容積率為 149.63%、148.51%、149.84%、149.16%

及設計之建蔽率為 48.8%、49.2%、48.62%、46.55%等，

顯無法再增加其樓地板面積，即使辦理變更設計，亦無

法通過審核。 

（三） 該府查無被處分人申請變更設計之相關資料。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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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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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

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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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經查案關建案廣告係由被處分人

將廣告所需內容、未定案之平面圖(手稿繪圖)及其他相關

資料委由美工人員設計，並經被處分人審閱確認完成後，

再行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 房屋網，是被處分人為廣

告出資者及廣告活動實際實施者，對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

定及監督能力，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體。 

三、 案關建案廣告之「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貴配置圖」

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浴廁使

用空間或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

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

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一）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

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若事業對其商

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

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

其原有效能，而足生不正競爭之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

害消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

法上之責任。 

（二） 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房屋網

刊登銷售廣告，其配置圖將編號 A1~A3、A5~A12 戶及

B1~B3、B5~B12 戶之壹樓平面圖將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

浴廁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肆樓、伍樓平面圖將陽

台、花台、露臺、水箱間等空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

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編號 A1~A2戶、A5~A12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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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B2戶、B5~B12 戶及編號 K1~K3 戶之壹樓平面圖將空

地增建停車空間使用；編號 K1~K3 戶之貳樓平面圖將壹

樓夾層之挑空位置規劃為客廳、臥室、餐廳等室內空間

使用；及編號 K2~K3 戶之參樓、肆樓平面圖將陽台空間

規劃為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其整體內容綜合觀之，予

人印象為購買案關建案後，得據以比照廣告所呈現之規

劃為室內空間配置並合法使用。據南投縣政府之專業意

見，被處分人未有申請變更設計之相關資料，倘依廣告

表示將前揭所述之空間規劃作為室內空間使用，與原核

定圖說不符；且增加其容積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而案關建案之法定容積率已幾

乎已達上限顯無法再增加其樓地板面積，即使辦理變更

設計，亦無法通過審核。復據被處分人陳稱興建中之建

案將按圖施工，無需申請變更設計。綜上，案關建案廣

告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增建停

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規劃為客

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應無將該等空

間合法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之可能性，縱被處分人主張

事後並未依廣告之表示興建案關建案，而係依據建管單

位核發之建照圖興建，於興建完成交屋後，消費者雖無

違反建築法規而遭查報、拆除之風險，惟此亦將使買受

人未能於交屋時獲得或合法享有案關廣告所示之室內

空間使用，而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發生招徠

效果，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決定交易致權益

受損，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

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行為之責，是以，案關

廣告配置圖所示內容，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

或相關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

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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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辯稱 591房屋網之廣告係公司員工誤將未興

建完成之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房屋網等語，惟依行政罰

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

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

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本案雖是由被處分人之員工

誤將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 房屋網，然依前開規定被處分

人旗下員工所為之行為，仍應歸責於被處分人，尚不能

以被處分人員工所為而據以卸責。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南投縣南投市「儷尊別墅」建案，

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房屋網廣告刊載「禾楓尊榮配置圖」、

「禾楓尊貴配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原用途為停

車空間、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以室內

空間之使用表示，以及空地增設停車空間之使用表示，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

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

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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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6號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105號 1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十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850730 

址    設：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 1 段 42 號 10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PChome 24h購物網銷售「【HOT SPA】美國 NEOTEX

懶人剋星腰瘦爆汗壓力褲」商品，宣稱「強效燃燒 4 倍爆

汗」、「運動時間比較表 跑步機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

=一般褲子穿 30 鐘」等，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十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本會查悉被處分人 106年 4月 30日至 106年 8月 21日於 PChome 

24h 購物網銷售「【HOT SPA】美國 NEOTEX懶人剋星腰瘦爆汗壓

力褲」商品，宣稱「強效燃燒 4倍爆汗」、「運動時間比較表 跑

步機 穿 HOT SPA爆汗褲 10分鐘=一般褲子穿 30鐘；踩腳踏車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45 鐘；走路 穿 HOT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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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有氧舞蹈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鐘；瑜珈 穿 HOT SPA爆汗褲 10分鐘

=一般褲子穿 90鐘」等，涉有廣告不實之情事。 

理   由 

一、 依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路家

庭公司)與被處分人十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十夢公司)

所簽訂「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線上訂購合作合約書」，

並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網路家

庭公司經營之 PChome 24h購物網，消費者得藉由網站廣告

得知商品內容等資訊，並於該網站進行訂購商品、付費等

交易流程，且發票開立者為網路家庭公司，消費者所認知

交易對象為案關網站之經營者，是網路家庭公司以其經營

之 PChome 24h 購物網刊載、散布廣告，並以出賣人地位銷

售案關商品，獲取銷售商品之利潤，而為本案之廣告主；

另十夢公司於交易流程中，除為案關商品之供貨者，且案

關網頁廣告為該公司製作，並自行於 PChome 24h 購物網後

台登載、上傳或修改，其將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

利潤，故十夢公司亦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二、 有關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商品宣稱「強效燃燒 4倍爆汗」，予

人印象穿著案關商品運動相較穿著一般運動褲出汗量多 4

倍。另據十夢公司表示，因為案關商品為不透氣、不透水

類潛水衣材質布料，在室內溫度約 25 至 28 度下，穿著案

關商品運動即會感受到出汗，腹部也因出汗而有「灼熱感」，

實際比較，穿著案關商品相較一般運動褲目測出汗量為 4

至 5 倍，因此於廣告宣稱「強效燃燒 4倍爆汗」，惟未有其

他客觀依據佐證穿著案關商品出汗量為一般運動褲 4 倍。

另有關案關商品宣稱「運動時間比較表 跑步機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30 鐘；踩腳踏車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45 鐘；走路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有氧舞蹈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鐘；瑜珈 穿 HOT SPA爆汗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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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一般褲子穿 90 鐘」，予人印象為穿著案關商品以不同

方式運動 10分鐘相當於穿著一般褲子運動 30分鐘至 90分

鐘，另據十夢公司表示廣告中運動時間比較表，係指「出

汗量」的比較如：穿 HOT SPA爆汗褲 10分鐘跑步，排汗量

大約是穿 30 分鐘一般褲子。次查，十夢公司雖提供消費者

實際穿著案關商品出汗量之照片、國外模特兒穿著案關商

品與一般褲子運動之測試資料及十夢公司自行實測穿著案

關商品與一般褲子騎室內腳踏車之出汗量之影片，惟由該

等資料均無法獲悉廣告所欲表達穿著案關商品以不同方式

運動 10 分鐘出汗量相當於穿著一般褲子運動 30 分鐘至 90

分鐘等情形。另十夢公司表示除前揭資料，未有其他客觀

依據可資證明穿著案關商品如運動時間比較表所述情形。

爰被處分人提供之資料，尚無客觀事證足資證明案關廣告

宣稱「強效燃燒 4 倍爆汗」、「運動時間比較表 跑步機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30 鐘；踩腳踏車 穿 

HOT SPA爆汗褲 10分鐘=一般褲子穿 45鐘；走路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有氧舞蹈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瑜珈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90鐘」等係屬真實，核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廣告所描述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

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

知穿著案關商品出汗量為一般運動褲 4 倍或穿著案關商品

運動具廣告運動時間表所示情形等，而難以知悉廣告援引

數據是否合理。案關廣告內容足使消費者誤認可達其所宣

稱之效果，其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已難為一般消費大眾

所能接受之程度，有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

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使守法之競爭同業蒙受

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三、 至網路家庭公司雖稱案關網頁廣告內容均由十夢公司自行

製作、撰擬、及上傳於 PChome 24h 購物網，網路家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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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參與其內容之製作、撰擬，亦無從審核其內容。惟如前

述，網路家庭公司對 PChome24h 購物網擁有支配權能，且

對消費者而言乃立於商品出賣人之地位，其經營系爭網路

平台，並開立發票予消費者，自應負廣告主真實表示義務

之責，尚不得諉稱廣告非由其製作，或未經其審核，而卸

免廣告主應負之義務。 

四、 綜上，被處分人於 PChome 24h 購物網銷售「【HOT SPA】美

國 NEOTEX懶人剋星腰瘦爆汗壓力褲」商品，宣稱「強效燃

燒 4 倍爆汗」、「運動時間比較表 跑步機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30 鐘；踩腳踏車 穿 HOT SPA 爆汗

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45鐘；走路 穿 HOT SPA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有氧舞蹈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一般褲子穿 60 鐘；瑜珈 穿 HOT SPA爆汗褲 10 分鐘=

一般褲子穿 90 鐘」，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

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

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PChome 24h 購物網銷售「【HOT SPA】美國 NEOTEX 懶人剋

星腰瘦爆汗壓力褲」之網頁廣告資料。 

二、 網路家庭公司 106 年 8 月 23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11 月 8 日

陳述紀錄。 

三、 十夢公司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年 9月 21日)陳述書

及 106 年 10 月 27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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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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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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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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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7號 

被處分人：格連杜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301990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45 之 1 號 2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推廣銷售其「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於銷售展

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杜曼胎

教法」等文字及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下稱北市法務局）於 106 年 5 月

15日來函表示被處分人販售「格連杜曼教學法」相關教材，

惟美國總部授權處理亞洲業務之新加坡代理商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下稱 GD Baby’s 公司）於 106 年

3 月 29 日聲明並未授權給臺灣任何公司，販售格連杜曼相

關教材及服務者皆非獲正版授權等，然被處分人 106 年 5

月 11 日到該局說明時出示 GD Baby’s 公司相關授權書及

經銷合約，並主張其並未收到任何終止授權之通知。因該

局無法認定相關契約真偽及內容，難以判斷被處分人販售

案關教材是否確經合法授權，爰請本會調查被處分人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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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嗣於 106 年 5 月 25 日與北市法務局、多名購買「格連

杜曼教學法」教材之陳情人共同出席就相關爭議召開之協

調會，會議主席請本會參考陳情人提供之婦幼展展場照片

等資料，了解被處分人是否有使人誤認與美國格連杜曼教

育學院相關之違法行為。案經本會檢視陳情人所提出事證

資料，渠等所提出被處分人於婦幼展展場張掛之海報布條

相片，可辨識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

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格連杜曼博士(Dr. Glenn Doman)

肖像，且渠等係反映被處分人於展場銷售「格連杜曼教學

法」教材涉有廣告不實，被處分人所提出 GD Baby’s 公司

之授權書及契約均僅涉及書籍之授權，與上開教材無關，

本會爰就被處分人於相關展場銷售教材之宣稱內容是否涉

有不實立案調查。 

三、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 被處分人與美國、新加坡相關機構或事業間關係 

（１） 格連杜曼博士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設立「人類潛

能 發 展 協 會 」 (The 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其下設有

「人類潛能發展學院」。被處分人創辦人暨代表

人曾於 101年 8月間在新加坡接受格連杜曼博士

與珍娜杜曼博士(Dr. Janet J. Doman)授課。 

（２） 被處分人原名超級小天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超

級小天才公司），設立於 91 年 12月間，並於 101

年 1 月間以超級小天才公司之名與 GD Baby’s

公司簽署出版及經銷合約，嗣於 101 年 2 月及 8

月間分別獲得 GD Baby’s 公司及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授權，是以 GD Baby’s 公司稱其所從

事範圍從未授權給臺灣任何公司或單位，並非事

實。被處分人嗣於 101 年 8 月 14 日改為現行名

稱，GD Baby’s 公司當然知悉被處分人更名之舉，

不影響原契約的法律效力，被處分人經銷權於

105 年 12月 31日仍繼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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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被處分人提出相關契約及授權文件，內容要以： 

甲、 被處分人與 GD Baby’s 公司於 101 年 1 月 1 日

簽 訂 之 出 版 合 約 (Publishing Agreement 

between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 and 

Super Little Genius Co. LTD., Taiwan)及其

中文簡譯，與本案有關內容為： 

1.  格連杜曼與珍娜杜曼就渠等之 6本著作，包括：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math, Yes! your baby is a genius, 

How to multiply your baby’s intelligence, 

How to give your baby encyclopedic knowledge, 

What to do about your brain injured child

等，獨家授權 GD Baby’s 公司為正體中文版複

製、翻譯、出書、販售及全球經銷。 

2.  GD Baby’s 公司就上開 6 本著作給予超級小天

才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

經銷之獨家授權，授權期間為 5年，經雙方同意

得延長 5 年。 

3.  超級小天才公司應將上開著作之著作權登記於

格連杜曼名下。 

乙、 被處分人與 GD Baby’s 公司於 101 年 1 月 1 日

簽 訂 之 經 銷 合 約 (Distribution Agreement 

between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 and 

Super Little Genius Co. LTD., Taiwan)及其

中文簡譯，與本案有關內容為： 

1.  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擁有相關商標及著作權物，

及/或有權授權使用上開商標及著作權物。 

2.  格連杜曼擁有「GLENN DOMAN」之英文、正/簡

體中文翻譯之名字及商標。 

3.  超級小天才公司同意讓與登記於我國之所有

「GLENN DOMAN」之英文、正/簡體中文翻譯之商

標，不請求任何賠償、商譽損失或任何類似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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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該合約自 101 年 1 月 1 日生效，效期 5 年，除

非經一方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否則得自動續約。 

丙、 GD Baby’s 公司 101 年 2 月 21 日出具之授權書

(Power of Attorney)及其中文簡譯，與本案有

關內容為： 

1.  GD Baby’s 公司為格連杜曼與珍娜杜曼 7 本著

作(前開 6本著作及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be physically superb)的獨家代理商。 

2.  GD Baby’s 公司就上開 7 本著作給予超級小天

才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

經銷之獨家授權。 

3.  GD Baby’s 公司委任超級小天才公司為其在我

國之法定代理人，有權代表該公司就涉及或侵害

上開著作權物之行為、法律訴訟及命令，採取各

種法律上之因應措施。 

丁、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 101 年 8 月 29 日出具之

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及其中文簡譯，與

本案有關內容為： 

1.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委任 GD Baby’s 公司及

超級小天才公司為獨家代理人，執行並保護載於

此授權書之著作權，有權採取各種法律行動及必

要措施以因應對於上開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2.  該授權書自 101 年 8 月 29 日生效，效期 1 年，

經雙方書面表達意願得續約 1年。 

２、 被處分人在臺灣銷售書籍與教材內容： 

（１） 被處分人自承於 103年 2月 28日至 106年 4月 4

日間，於臺北、臺中、高雄等地共計參加婦幼展

43 次，並製作海報布條張掛於相關展場。被處分

人從未在案關展場銷售過書籍，只有銷售教材，

包括：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製作嬰幼兒啟蒙教材、GD 

Baby's 公司簡體字版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等 6 種

教材。系爭 6種教材均非格連杜曼博士本人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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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所創作、製作、發行，亦非

其授權被處分人於臺灣代理銷售。 

（２） 上開 6種教材當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

科知識圖畫卡等 4 種「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

為被處分人之代表人於 91年創作，並於 93年推

出發行。國語文教材內容包括：國語文精裝課本

12 本、國語文自然發音識字卡 209 張、國語文識

字卡 837 張、國語文數位教學課程 DVD13 片、國

語文教學課程 CD13 片；英語文教材內容包括：

英語文精裝課本 12 本、英語文自然發音識字卡

130 張、英語文識字卡 426 張、英語文數位教學

課程 DVD13 片、英語文教學課程 CD13 片；數學

教材內容包括：數學精裝課本 12本、數字卡 109

張、圓點卡 100張、算術卡 264張、數學數位教

學課程 DVD13 片、數學教學課程 CD13 片；百科

知識圖畫卡教材內容包括：百科知識圖畫卡第一

集 414張、百科知識圖畫卡第二集 414張、百科

知識圖畫卡第三集 414張、教學百科有聲書 CD10

片、自然百科有聲書 CD10 片。消費者可選擇購

買整套共 4 種學習系統教材，亦可單買特定教

材。 

（３） GD Baby's 公司簡體字版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為香

港經銷商 Smart Kid’s Club 公司聘請大陸地區

英文教師製作，並與新加坡 GD 公司共同掛名。

被處分人依據前與 GD Baby's 公司簽訂之經銷合

約之授權為臺灣唯一合法經銷商，及被處分人之

代表人親赴新加坡 GD 公司，受其負責人

Lawrence Lee 當面委託代於臺灣銷售，然因未能

受臺灣市場接受，並未售出任何一套。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製作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為印度 VAP 

Enterprises 製作，再由新加坡 GD 公司代被處分

人向美國總部訂購 200套，在臺灣主要作為贈品

並不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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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被處分人計翻譯及發行 7本格連杜曼博士單獨或

共同創作之書籍，包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寶

是閱讀的天才、寶寶是數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

知識的天才、倍增寶寶的智能成天才、如何幫助

腦傷兒童復健成天才、寶寶是運動的天才，全數

均委由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發行公

司）代為出版銷售，從未透過各類展場銷售。 

３、 被處分人於婦幼展展場張掛海報內容 

（１） 就系爭海報布條所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

「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內容及使用格連杜曼

博士肖像乙事，實際上「格連杜曼教育學院」之

名稱，係被處分人之代表人為紀念曾為其授業且

已去世之格連杜曼博士，自行創造「美國格連杜

曼教育學院」此一名詞，用於銷售被處分人之「格

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被處分人實際上並未設

立學校，亦無「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之存在，

該名詞僅係提倡特殊教育要趁早之意。 

（２） 「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一詞是被處分人之代表

人的一本著作名稱，與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毫無關係。據被處分人了解，格連

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從未提倡或

教授任何「胎教法」，此一「杜曼胎教法」純為

被處分人之代表人的創造發明。被處分人之代表

人將其命名為「杜曼胎教法」，係因格連杜曼博

士於幼教領域極為知名，藉此有助於推廣銷售被

處分人之代表人創造之「胎教法」。被處分人之

代表人所創作「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及「培

養天才寶寶的杜曼胎教法」等書籍係委託聯合發

行公司代為出版銷售，被處分人從未透過各類展

場銷售上開書籍。 

（３） 被處分人自 98年起陸續申請「杜曼教學法」、「格

連.杜曼 GLENN DOMAN」等商標，在申請之前從

未與格連杜曼博士本人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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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有權人士接洽聯繫。被處分人嗣後於 101年

1月 1日與GD Baby’s公司簽訂前開之經銷合約，

約定將被處分人持有與「格連杜曼 GLENN DOMAN」

相關之商標權讓與 GD Baby’s 公司，惟該公司

迄未來臺辦理受讓程序。 

４、 被處分人銷售案關「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管道包

括於婦幼展展場銷售、業務同仁平日自行開發客源或

親朋好友推薦、由已成交客戶推薦有嬰幼兒的家長進

行教材介紹推薦等。 

（二） GD Baby’s 公司就本案表示意見，略以： 

１、 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前於 100 年稍早驟然往訪該公

司，當場出示未經授權之書籍及教材之目錄，及臺灣

商標主管機關所發給未經授權之「GLENN DOMAN」及

「DOMAN」商標。該公司立即表示上開商標均未經授權，

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坦承未經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

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同意申請系爭商標，為此致歉，並

表示渠欲協助在臺灣推廣格連杜曼博士及美國人類潛

能發展協會著作。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提議在其獲

得授權翻譯格連杜曼書籍後，將歸還上開商標予權利

擁有者，即格連杜曼博士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

該公司則提議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應先歸還系爭商

標，再進行未來合作事宜。在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

同意此議後，雙方進行契約之磋商，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簽訂出版及經銷等 2 份契約。 

２、 該公司主張因超級小天才公司後續多項違約行為，上

開出版及經銷契約業已失效，並主張撤銷該公司 101

年 2 月 21日給予超級小天才公司之授權書。 

（三） 聯合發行公司提出陳述意見，略以： 

１、 被處分人與該公司於 102 年 1 月 22 日簽約，委託該公

司經銷相關書籍，銷售網頁資料係由被處分人提供刊

登。 

２、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6 月 7 日通知該公司將 7 種書籍下

架，包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寶是閱讀的天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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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是數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知識的天才、倍增寶寶

的智能成天才、如何幫助腦傷兒童復健成天才、寶寶

是運動的天才等。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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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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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之品質、內容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

規定。同法第 42條前段復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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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關展場海報布條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一） 被處分人於 103年 2 月 28日至 106 年 4 月 4日間，陸

續於臺北、臺中、高雄等地共計 43 度參加婦幼展，於

展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

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創

辦人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用以銷售其國語

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 4 種「格連杜

曼學習系統教材」。就被處分人使用案關具有招徠效果

之宣傳文字、人物肖像以推廣銷售上開教材，是否曾

獲格連杜曼博士、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美國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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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曼教育學院合法授權，以及案關教材與上開人物或

機構是否具有合理關連等疑義，被處分人主張其已於

101 年 1 月間以前身超級小天才公司之名與獲授權處

理亞洲業務之GD Baby’s公司簽署出版及經銷合約，

嗣於 101年 2月及 8月間分別獲得 GD Baby’s公司及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授權，相關授權均仍屬有效，

並提出所稱合約及授權書以為佐證。 

（二） 案經檢視被處分人所提出其與GD Baby’s公司簽署之

出版及經銷合約，及 GD Baby’s 公司、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所出具授權書內容，查 GD Baby’s 公司獲得

格連杜曼博士及珍娜杜曼博士獨家授權複製、翻譯、

出書、販售及全球經銷渠等 7 本著作，包括：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math, Yes! your baby is a genius, How to multiply 

your baby’s intelligence, How to give your baby 

encyclopedic knowledge, What to do about your 

brain injured chil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be 

physically superb 等之正體中文版，GD Baby’s 公

司復就上開著作給予超級小天才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

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經銷之獨家授權，是案關契

約及授權書範圍僅涉及上開 7 本著作，被處分人亦據

此翻譯成 7 本中文書籍，包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

寶是閱讀的天才、寶寶是數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知

識的天才、倍增寶寶的智能成天才、如何幫助腦傷兒

童復健成天才、寶寶是運動的天才等，並委由聯合發

行公司出版銷售，上開契約及授權書均未涉及案關國

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 4 種「格連

杜曼學習系統教材」；復按被處分人已於調查過程自承

上開教材實為其代表人於 91 年創作，並於 93 年推出

發行，遠早於被處分人與 GD Baby’s 公司及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於 101 年簽署合約及取得授權。依現有

事證，要難認被處分人於婦幼展展場所售其代表人自

行創作之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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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與 GD Baby’s 公司或美

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之契約或授權有所關連，另被處

分人與GD Baby’s公司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間合

約及授權書目前是否仍屬有效，則與本案廣告是否不

實無涉。 

（三） 復就被處分人於相關展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

育學院」、「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文字及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

被處分人亦於調查過程自承「格連杜曼教育學院」並

不存在，該名詞實係被處分人自行創造，用於銷售相

關教材；另「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純為被處分人之

代表人的創造發明，與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毫無關係，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發

展協會從未提倡或教授任何「胎教法」，被處分人之代

表人將其創造發名命名為「杜曼胎教法」，係因格連杜

曼博士於幼教領域極為知名，藉此有助於推廣銷售被

處分人之代表人所創造「胎教法」。 

（四） 按被處分人為有利於推廣銷售其代表人自行創作之國

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格連杜曼

學習系統教材」，於相關婦幼展銷售展場張掛海報布條，

載有具招徠效果卻屬杜撰之「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

與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及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均

無關之「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非為

相關教材創作人之格連杜曼博士之肖像，使人誤認案

關「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與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

會、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及虛構之「美國格連杜曼

教育學院」有關，依現有事證，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為銷售其「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

於展場張掛海報布條，使人誤認案關教材與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及虛構之「美國格連杜

曼教育學院」有關，係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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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經審酌本案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

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

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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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8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永久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22657389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130號 5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

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 106年 8月 28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

檢查，主動查悉被處分人部落格網頁資料，於最新消息之「熱

門 情 報 」 項 下 載 有 「 4/1-12/31 消 費 有 禮 大 FUN 送

HOT-2017/3/31」、「 3/1-12/31 永久新人加入好禮 3 重奏  

HOT-2017/3/1」、「永久新人入會方案 HOT-2017/3/1」、「2017 永

久生日禮 HOT-2017/1/1」、「【新人限定】新朋友獨享限定好禮 

HOT-2017/1/1」等 5 項短期優惠措施，及另於「業務訊息」項

下載有「5/27-12/31 永久快速晉升專案 HOT-2017/6/5」、「永久

榮譽俱樂部獎勵辦法 HOT-2017/5/1」等 2項短期優惠措施，俱

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係於 81年 4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主要銷售營養保健品及美容保養品，於 106 年陸續新增

「 4/1-12/31 消費有禮大 FUN 送 HOT-201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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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31 永久新人加入好禮 3 重奏  HOT-2017/3/1」、

「永久新人入會方案 HOT-2017/3/1」、「2017 永久生日禮

HOT-2017/1/1」、「【新人限定】新朋友獨享限定好禮 

HOT-2017/1/1 」、「 5/27-12/31 永 久 快 速 晉 升 專 案 

HOT-2017/6/5」、「永久榮譽俱樂部獎勵辦法 HOT-2017/5/1」

等 7 項短期優惠措施，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此有本會

業務檢查紀錄與被處分人陳述紀錄及相關資料可稽。 

二、 案經被處分人表示，係因誤認前揭「4/1-12/31 消費有禮

大 FUN 送 HOT-2017/3/31」等 7 項短期優惠措施，為與獎

金及箱積分計算無關之活動而無需報備，被處分人遲至 106

年 9 月 27 日始向本會完成補報備作業。然查案關

「4/1-12/31消費有禮大 FUN 送 HOT-2017/3/31」方案，內

容為購買永久全產品單筆訂單滿 3,000 元，就能獲得一張

抽獎券，可以參加 3 梯次的抽獎，分別可抽得 Apple Watch 

Nike+等獎項；「3/1-12/31 永久新人加入好禮 3 重奏  

HOT-2017/3/1」方案，內容為加入會員即可享有新會員加

入禮、新會員消費禮及新會員晉升禮；「永久新人入會方案 

HOT-2017/3/1」方案係併同永久新人加入好禮 3 重奏方案

辦理；「2017 永久生日禮 HOT-2017/1/1」方案，內容為會

員於生日當月消費，單筆訂購永久產品相同品項 12 份，可

獲得同品項 1 份；「【新人限定】新朋友獨享限定好禮 

HOT-2017/1/1」方案，內容為加入會員即享連續 6 個月的

入門好禮，單筆訂單滿 3,000 元，可免費兌換贈品；

「5/27-12/31 永久快速晉升專案 HOT-2017/6/5」方案，

內容為新會員可以選擇永久快速晉升 1 或 2 專案，以 2CC

晉升為助理主管位階；「永久榮譽俱樂部獎勵辦法 

HOT-2017/5/1」方案，內容為每月個人業績達到 5CC 榮譽

俱樂部、25CC 蘆薈大使及 25CC 全勝獎勵之條件，即可獲

得相關榮譽獎狀及贈品短期優惠措施活動內容。是前揭 7

項短期優惠措施活動內容，係限定新進傳銷商或原傳銷商

達到一定條件之傳銷業績，而取得參加資格，涉及傳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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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佣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核屬傳銷制度之變更，爰

尚難以對於報備制度了解不夠完備為由而予以免責。是本

案永久公司新增短期優惠措施卻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者之規模

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8 月 28 日業務檢查紀錄。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0 月 6 日陳述書及 107 年 1 月 16 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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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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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

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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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9號 

被處分人：歐得葆家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89951 

址    設：桃園市平鎮區雙連里民族路雙連2段113巷33弄28-1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

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康」、「身體

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泡棉，擠壓出有毒物質(VOC)

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等語，及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

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
3
;於 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

書刊載「歐得葆家具-無害篇」影片，以比較廣告就自身及

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被檢舉於其網站、臉書及 YouTube 刊載比較廣告

宣稱所有家具會揮發有毒物質(VOC)，及 TDI 泡棉產品經身

體重量擠壓會產生有毒物質(VOC)，惟未有相關科學實驗依

據，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被處分人計刊載 4 則廣告，包括： 

1、105年7月7日及同年7月11日分別於被處人網站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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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

(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康」及「根據歐洲 MDI 的

泡棉檢驗報告顯示，CertiPUR 規定泡棉中揮發性有

機物必須低於500μg/m
3
，歐得葆的泡棉僅含13μg/m

3
，

遠低於歐洲許可標準值！」並附有105年8月28日通過

之CertiPUR證書封面圖示。 

2、自102年4月19日起於被處分人網站刊載「號稱記憶床

墊的真面目（TDI泡棉）」一文，並載有「市面上的記

憶枕頭或記憶床墊，幾乎都是TDI發泡，這是很危險

的，因為TDI揮發出來的有機化合物（VOC）都是有毒

的，對人體是有害的。」 

3、104年11月27日於臉書刊載「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

填充物TDI泡棉，擠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

入體內」。 

4、104年2月10日、同年8月20日及106年6月30日分別於

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具-無

害篇」影片，孩童於TDI泡棉之床墊上跳動，會釋出

多溴二苯醚、甲醛、鹵代烯烴、四氯化碳、甲苯、苯，

相同情狀下，MDI泡棉則不會釋出該等物質。 

（二）被處分人從事家具業已 30年，本身也是泡棉廠，以前也

是用 TDI 泡棉，因 TDI 原料對人體有害，尤其對第一線

接觸的員工傷害最大，所以於 97年申請經濟部輔導綠色

家具，由 TDI轉變為 MDI 作綠色家具之主要材料。 

（三）有關廣告稱「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

質(VOC)」乙節，係因產品會使用黏著劑膠合及其他添加

物或油漆，每個材料製程到成品都會揮發出有毒物質

VOC，對人體有害。至廣告稱「CertiPUR 規定泡棉中揮

發性有機物必須低於 500μg/m
3
，歐得葆的泡棉僅含 13

μg/m
3
」係依 99年 7 月 26日獲發之 CertiPUR 證書，目

前有效之 CertiPUR 證書為 105 年 8 月 28 日所獲發。 

（四）有關廣告稱 TDI泡棉會釋出有毒物質(VOC)乙節，因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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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除被處分人外，絕大部分皆係用 TDI 原料，因 TDI

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之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

編號 074-01），從購買、運送、製造、儲存都必須要管

制，因該原物料具有毒性，其 TDI 發泡作成之家具，勢

必也會有毒性，且分子不完全反應發泡之成分愈多，殘

留就愈多，揮發就愈多，即愈毒，相對 MDI 則不是管制

品。然而現階段我國僅對 TDI 原料有管制，未對 TDI 製

成之產品有所規範，被處分人基於教育消費者之立場，

提供相關事實供消費者參考。 

（五）至有關影片廣告部分，係說明 TDI 泡棉記憶床墊貼合結

構製程經過擠壓彈跳會把殘留物質 VOC 加速揮發出來，

「甲醛」係 TDI與 MDI 於 PU 發泡所產生之附反應生成、

「甲苯」係床墊膠合使用、「多溴二苯醚」為鹵素耐燃劑，

為防火泡棉使用、「鹵代烯烴」如二氯甲烷，係供發泡劑

使用、「四氯化碳」用作 F11 及 F12 原料，作 PU 發泡劑

用、「苯」為生產 MDI 及 TDI 之原料。歐得葆公司 MDI

泡棉產品獲有歐洲 CertiPUR 認證，其「甲醛」、「甲苯」

符合標準。 

三、經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提出專業意見，

略以：環保署於 88年 8月 16日公告二異氰酸甲苯（Toluene 

Diisocyanate,簡稱 TDI）為毒性化學物質，經歷次修正公

告，屬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濃度為 1%，依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法規定，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前，應取得相關許可

文件，並製作紀錄定期申報，另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係管

理原物料，本案以 TDI 產製之商品，非屬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管制範疇；至於 4，4-二異氰酸二苯甲烷（MDI）非環

保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四、經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提出專業意見，

略以： 

（一）案關泡棉家具產品非屬標準局應施檢驗商品，標準局未

曾就案關產品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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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簡稱

VOC）依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係指沸點介於 50℃至 260

℃間之有機化合物；另歐盟指令 2004/42/EC 中定義，VOC

是指在 101.3kPa（相當於 1 大氣壓或 760 mmHg）下，沸

點最高可達 250℃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 VOC 所含化

合物之種類廣泛，非全為有毒物質。 

（三）案關產品常見由主原料二異氰酸甲苯或二苯基甲烷二異

氰酸酯（Methylenediphenyl Diisocyanate，簡稱 MDI）

與多元醇經由聚合反應，再經發泡分別製成 TDI 泡棉及

MDI 泡棉產品。然 TDI泡棉是否會經擠壓而釋出 VOC（含

TDI），因標準局並未針對該項商品進行檢測試驗及研究，

尚難提供相關資料。 

（四）依據被處分人提出歐盟 CertiPUR 指定實驗室之試驗報

告，僅提供甲醛（Formaldehyde）、甲苯（Toluene）之

檢測數據，並未包括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

苯之檢測項目，無法判斷該 MDI 商品不會釋出多溴二苯

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及苯等物質。 

（五）我國國家標準並無針對 TDI 作原料之「產品」有相關規

範及檢測標準，目前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 TDI 及 MDI

作業廠場勞工列為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範疇；至家具產

品有關 VOC 之國家標準有 CNS 11677「家具－表面材料

有害物質之安全要求及試驗法」、CNS 16000-9「室內空

氣－第 9 部：建築產品與家飾逸散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

測定－逸散試驗箱法」等標準。 

五、經查勞動部及環境職業醫學會 103 年 10 月修訂之「勞工特

殊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分級建議指引」，從事 TDI 及 MDI 之製

造、處置或使用作業列為「特別健康危害作業」類別，TDI

之最高容許濃度為 0.005PPM，MDI 之最高容許濃度為

0.02PPM；另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GHS 化學品全球調

和制度」網站「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查詢系統」公告之

TDI 及 MDI 之安全資料表，兩者危害成分均為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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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符號均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及「健康危害」，並載

有「此物質非常毒」之文字，就化學品危害分類而言，兩

者均屬「刺激皮膚物質第 2 級」、「刺激眼睛物質第 2A級」、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1 級」、「皮膚過敏物質第 1 級」，另

TDI 屬「急毒性物質第 1級─吸入致命」及「致癌物質第 2

級」，MDI 為「急毒性物質第 1級─吸入有害」及「特定標

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 單一暴露第 3 級─可能造成呼吸道

刺激」。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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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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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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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

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

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事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

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或就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

觀陳述為比較，亦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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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廣告主體：被處分人自承於其公司網站、臉書及

YouTube 網站刊載案關廣告，是被處分人本於銷售其 MDI

泡棉家具產品之意思刊載案關廣告，為本案廣告行為主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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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屬比較廣告：案關廣告以他事業之「TDI 泡棉」與被

處分人銷售之「MDI 泡棉」作比較，宣稱 TDI 泡棉會釋出

有毒物質(VOC)及其他化學物質，MDI 泡棉則否，且本案檢

舉雙方均屬泡棉家具市場之競爭同業，具競爭關係，被處

分人之廣告自會對被比較事業之公平競爭產生影響，案關

廣告核屬比較廣告。 

四、有關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

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康」、

「歐得葆所有產品中所採用的歐洲進口 MDI 泡綿都已獲得

了 CertiPUR 認證，表示歐得葆的泡綿不含對人體健康有

危害的化學材料」及「CertiPUR 規定泡棉中揮發性有機物

必須低於 500μg/m
3
，歐得葆的泡棉僅含 13μg/m

3
，遠低於

歐洲許可標準值」，並附有 105年 8月 28日通過之 CertiPUR

證書封面圖示，廣告予人印象相較於被處分人之 MDI 泡棉

家具，其他所有家具均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健

康，而被處分人 MDI 泡棉家具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

g/m
3
。惟查廣告所稱數據為其於 99 年 7 月 26 日通過之

CertiPUR 認證結果，而被處分人 105 年 8 月 28 日獲發之

CertiPUR 證書實際所載之 Organic volatils(total)數據

為 72μg/m
3
，是被處分人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

機物僅含 13μg/m
3
，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另

據標準局表示，「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係指沸點介於 50℃至 260℃間之有機化合物，或指在

101.3kPa 下，沸點最高可達 250℃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因所含化合物之種類廣泛，非全為「有毒物質」。惟被處

分人指稱「所有家具」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

害身體健康，卻無法提出相關實驗數據佐證他事業家具產

品之VOC含量已達危害健康程度，其廣告宣稱尚難謂有據，

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亦屬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五、有關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分別刊載「市面上的記憶枕

頭或記憶床墊，幾乎都是 TDI 發泡，這是很危險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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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 揮發出來的有機化合物（VOC）都是有毒的，對人體是

有害的」及「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 泡棉，擠

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乙節： 

（一）案關廣告予人印象，市售的「TDI 泡棉」記憶枕頭或記

憶床墊，經身體重量擠壓，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對

人體有害。案據標準局表示，泡棉產品常見由主原料 TDI

（二異氰酸甲苯）或 MDI（二異氰酸二苯甲烷）與多元

醇經由聚合反應，再經發泡分別製成 TDI 泡棉及 MDI 泡

棉產品，又「VOC」非全為「有毒物質」。查被處分人自

承其MDI泡棉產品亦含有VOC，只是符合CertiPUR標準，

惟被處分人無法提供 TDI 泡棉產品之 VOC 含量數據，僅

以懷疑、臆測之主觀陳述，宣稱 TDI泡棉產品揮發之 VOC

會危害身體健康，使一般消費者就「TDI 泡棉」與「VOC」、

「有毒物質」產生聯結，是被處分人就 TDI 泡棉產品之

宣稱內容並無客觀數據為依據，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

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知或

決定之虞，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另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廣告依據係因 TDI 屬環保署列管之

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編號 074-01），MDI 不是管

制品云云。惟據環保署表示，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係管

理原物料，本案以 TDI 產製之「TDI 泡棉產品」，非屬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管制範疇。另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查詢系統」公告之 TDI 及

MDI 安全資料表，兩者危害成分均為百分之百、圖示符

號均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及「健康危害」，並載有

「此物質非常毒」之文字，就化學品危害分類，兩者均

屬「刺激皮膚物質第 2級」、「刺激眼睛物質第 2A級」、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1級」、「皮膚過敏物質第 1級」。

是以縱使 TDI相較於 MDI屬環保署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

然依兩者之安全資料表，TDI 及 MDI 均屬危害健康之有

毒物質，又該等資料皆係針對原物料之管理，與本案係

經加工產製之最終「TDI泡棉產品」及「MDI泡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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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屬二事。是被處分人引為比較之資料不足以支持其廣

告表達之意涵，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六、至被處分人於 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

葆家具-無害篇」影片，孩童於「TDI 傳統泡棉」之床墊上

跳動，會釋出多溴二苯醚、甲醛、鹵代烯烴、四氯化碳、

甲苯、苯，相同情狀下，「MDI 健康泡棉」則不會釋出該

等物質，廣告予人印象，使用傳統之 TDI 泡棉將有暴露於

該等化學物質之風險，而 MDI 屬「健康」泡棉，不會釋出

該等化學物質。就案關廣告之真實性，被處分人無法提出

TDI 泡棉會釋出廣告所稱物質之客觀實驗數據以為佐證，

僅片面主張該等化學物質為生產泡棉家具產品之原物料或

添加劑，而推論 TDI 泡棉經過跳動會釋出該等化學物質，

另被處分人以其 MDI 泡棉獲有 CertiPUR認證，故宣稱不會

產生該等化學物質。惟據標準局表示，案關 CertiPUR 認證

報告，僅提供甲醛（Formaldehyde）、甲苯（Toluene）之

檢測項目，然並未包括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

苯之檢測項目，無法判斷被處分人之 MDI 泡棉不會釋出該

等化學物質。是被處分人為推廣銷售其 MDI 泡棉產品，以

比較廣告方式與競爭事業所銷售之 TDI 泡棉產品作比較，

廣告內容為被處分人支配之範圍，被比較之競爭事業於該

廣告中並無解釋或辯駁之機會，惟案關影片廣告除無客觀

數據及實驗報告為基礎，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或相關大眾

所能接受程度，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對被比較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核屬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七、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

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

康」、「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 泡棉，擠壓出

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等語，及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
3
; 於 YouTube、被

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具-無害篇」影片，以比

較廣告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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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月    3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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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余韋蓁 

電話：23517588#321 

 

受文者：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代表人：○○○ 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2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60021031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中心函報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

本會104年12月24日公聯字第104007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

之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案，准予備查，請查照。 

說明：依據貴中心106年12月22日聯卡客服字第1062000378號函

辦理。 

 

正本：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代表人：○○○ 君 

副本：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11073臺北市信義區

松仁路7號16、17、18樓)、本會綜合規劃處（請登載於本會行政決定電子資料

庫）、服務業競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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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余韋蓁 

電話：23517588#321 

 

受文者：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代表人：○○○ 君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700000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中心函報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本會104

年12月24日公聯字第104007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信用

卡業務聯合行為案，准予備查，請查照。 

說明：依據貴中心107年1月2日聯卡客服字第1062000380號函辦

理。 

 

正本：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代表人：○○○ 君 

副本：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本會綜合規劃處（請登載

於本會行政決定電子資料庫）、服務業競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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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0號 

被處分人：中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06107 

址    設：臺中市北區中清路 1段 369 號 2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0 年 6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寢具

及營養保健等商品。惟本會於 106 年 9 月 29日派員赴被處分人

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得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

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

約，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理    由 

一、 按本會 106年 9月 29日於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 月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君

為傳銷商，其參加契約並無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資料。雖

被處分人到會表示，○君於加入時將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以

電子檔案寄送被處分人，惟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不得

以電子文件為之，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至被處分

人嗣後補正前揭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尚無礙其違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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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二、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

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

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3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年 9月 29日業務檢查紀錄及所得會員契約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1 月 1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11 月 2 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6 條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

並附於參加契約。 

第 16 條第 3 項：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第 33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1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

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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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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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1號 

被處分人：台灣森那美起亞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53402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151 號 2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KIA CARENS 德式 7 人座 MPV 79.9

萬起」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6年 6 月 7 日至 106 年 7 月 22日於公司網站、「K

IA Taiwan台灣森那美起亞」臉書粉絲團網頁及電視廣告宣稱「K

IA CARENS 德式 7 人座 MPV 柴/汽油 全新上市 79.9 萬起」、「K

IA CARENS 德式 7 人座 MPV 79.9萬起」等，惟該車款 7人座之

建議售價實際係 99.9萬元起，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一、案關「KIA Taiwan台灣森那美起亞」臉書粉絲團廣告首頁

刊載「KIA CARENS 德式 7 人座 MPV 柴/汽油 全新上市 

79.9萬起」之圖文，雖係將「KIA CARENS 德式 7人座 MPV」、

「柴/汽油 全新上市 79.9萬起」等文字分開表述，惟其 106

年 6月 7日貼文內容則係刊載「KIA CARENS 德式 7人座 MPV 

79.9萬起」等，並無將「7 人座」及「79.9 萬起」等文字

分開，而係將「7 人座」、「79.9 萬起」合併陳述；又該公

司網站及粉絲團所載案關影片及電視廣告最終畫面標示

「KIA CARENS 柴/汽油 全新上市 79.9 萬起」，雖未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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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座」字樣，惟旁白係陳述「KIA CARENS 德式 7 人座MPV 

79.9萬起 全新上市」，亦即將「7 人座」、「79.9萬起」合

併陳述，難謂不會使人產生KIA CARENS德式 7 人座MPV 79.9

萬元起之印象，惟該車款 7人座之建議售價實際係 99.9萬

元起，上開廣告宣稱使人誤認KIA CARENS德式 7 人座MPV

價格為 79.9 萬元起，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洵堪認定。 

二、綜上，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KIA CARENS 德式 7人座 MPV 

79.9萬起」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公

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KIA Taiwan 台灣森那美起亞」臉書粉絲團廣告資料。 

二、 台灣森那美起亞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 7 月 27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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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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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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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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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 107001號 

申請人：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02298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段 453號 

代表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251209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 30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3651478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87號 17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192402 

址 設：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45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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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台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54321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2 段 206 號 6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廣成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9856305 

址 設：彰化縣員林市中央里中央路 61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8795706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 1 段 30 號 2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中美嘉吉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514787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段 149 號 7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35562 

址 設：臺南市東區裕農路 3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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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豐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9283361 

址 設：臺南市東區裕農路 375號 8 樓之 1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三福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5010369 

址  設：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太保 1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008303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蔦松二街 3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中華全球食物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68614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201 號 9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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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裕興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331426 

址 設：臺中市清水區國姓里三美路 73之 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農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096182 

址 設：高雄市路竹區竹園里環球路 21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萬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780748 

址 設：雲林縣虎尾鎮公安里明正路 49號 1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凱迪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587698 

址 設：雲林縣虎尾鎮西屯里大屯 280 之 7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佑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897240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3段 245 巷 68 之 8號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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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生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920518 

址 設：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大同路 213 巷 7 號 1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泰衍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056789 

址 設：雲林縣斗六市榴南里斗工七路 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大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0250963 

址 設：屏東縣萬丹鄉社上村萬丹路 3 段 361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358925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30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70 

申請人：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660894 

址 設：屏東縣屏東市工業區工業一路 11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高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452523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88 號 5 樓之 1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延尚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367325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 35巷 17 號 15樓之 1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益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6711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7 號 37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必立信企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89601 

址 設：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忠孝路 80號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聯合行為許可決定 

 71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專賀貿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48807 

址 設：嘉義縣大林鎮平林里中興路 282 之 51號 1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東峰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6640034 

址 設：嘉義縣朴子市朴子工業區二街 4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威峻貿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877465 

址 設：屏東縣長治鄉德榮村下厝街 61之 7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壹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33783 

址 設：臺中市北屯區仁愛里四平路 69巷 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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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94905 

址 設：臺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事項 

一、 申請人依公平交易法第 16條第 2項規定，申請延展聯合採

購合船進口玉聯合行為之許可期限。 

二、 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民國 107 年 3 月 1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2 月 28日止。 

許可內容  

一、 申請人原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期限至 107 年 2 月

28 日。本次申請延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

第 1 項但書第 5款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准予許可展期，

期限至 112年 2月 28 日。 

二、 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

之登記採購量、實際採購量、價格、採購裝船期、裝貨港

名稱、船抵裝貨港日期、自裝貨港開航日期、船抵我國港

口日期等，按季函報本會。 

三、 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任一申

請人自由決定其聯合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請人

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本聯合採

購。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備查。 

許可理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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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效能，而

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同法第16條

規定：「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許

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5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

期限屆滿前3個月至6個月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

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5年。」 

二、 申請人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可降低進口成本，分

散風險，避免增建倉儲設備，減少儲存原料耗損，降低利

息支出及積壓資金等。合船採購有計劃、有秩序之進口，

減少碼頭壅塞，便利提貨及減少延遲卸貨，有助於降低社

會成本。合船進口採購量大且穩定，可促使供應商重視並

提供良好品質之原料，確保飼料品質。另因進口業者眾多、

市場競爭激烈，參與事業有誘因將節省之成本反映在調降

售價及較穩定的供應量上，進而使中、下游飼料廠、畜牧

業者得以合理分享聯合行為之經濟效益，有益於整體經濟

及公共利益。 

三、 依財政部關務署之進口玉米量值統計資料，我國104年、105

年及106年（1月至9月）全國玉米進口數量（包含散裝進口

及貨櫃進口）分別為3,747,508公噸、3,815,618公噸與

2,860,166公噸。本案合船組104年、105年及106年（1月至

9月）合船進口量分別為1,035,234公噸、988,037公噸與

702,458公噸，分別占同期間我國玉米總進口量之27.62％、

25.89％與24.56％，104年至106年(1至9月)合船組總進口

量占全國總進口量之26.15％。另玉米為自由進口物資，事

業之進口資格並未受限，進口業者可自由選擇合船進口（除

本案「飼料聯盟組」外，尚有「大成長城組」），亦可自行

以貨櫃方式進口，或直接向以專船銷售(Parcel)方式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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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穀物供應商採購(如嘉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嘉榖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三井物產股份有限公司等)，進口管道多

元，且非集中於少數事業，原料玉米取得並無困難，故本

聯合行為進口玉米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尚屬有限。 

四、 綜上，本次申請人申請延展合船採購玉米許可期限，有益

於整體經濟利益與公共利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

項但書第5款及第16條第2項規定，准予許可。惟為避免因

本聯合行為之許可，致申請人內部及對外交易上發生弊端，

並利於本會監督，爰依公平交易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予以附

加期限及負擔如許可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8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許可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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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2號 

被處分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69567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 段 239號 6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登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

測三連霸 No.1」等圖文及新聞稿載有「成功挑戰各大跨年

晚會地點 4G 測速三連霸」、「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

遠勝同業 10 倍」、「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

維持 67.6Mbps」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檢舉，略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刊登跨年網

速實測廣告（下稱案關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

速實測三連霸No.1」等圖文，並於106年1月1日發布新聞稿

（下稱案關新聞稿）載有「在2017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

再度締造電信界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4G

測速三連霸，完美展示台灣之星用戶享有全台個人頻?最大

的優勢。跨年尖峰時段22:00-00:30進行4G實測，台灣之星

均速達67.6Mbps，遠勝同業10倍，再度蟬聯第一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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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6/12/31跨年夜全台9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

段22:00-00:30的實測結果，……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

加亮眼，均速維持67.6Mbps」等語，廣告整體予人被處分

人網速最快、遠勝同業10倍之印象，惟上開宣稱係以其自

行測速之結果為廣告製作之基礎，且使用最高級用語連結

客觀陳述，並無第三方公正單位之客觀數據可佐證；另案

關廣告及新聞稿宣稱跨年網速實測3連霸，予人被處分人

103年至105年跨年期間行動上網速率均優於其他同業之印

象，惟被處分人103年跨年新聞稿（發布日期為104年1月5

日）內容僅載有被處分人之傳輸速度，未見其他同業之測

速資料，足見被處分人跨年網速實測3連霸之宣稱並無實據，

涉有廣告不實之情事。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103年至105年連續3年於12月31日晚間，於全

臺各主要跨年活動場地進行行動寬頻服務網路速度實

機測試，案關廣告內容係以上開實測所得數據為基礎製

成，相關測試結果並有照片佐證，惟103年部分實測照

片因電腦檔案毀損未能提供。另案關廣告下方貼心提醒

處載有「上述係指台灣之星於2014年至2016年連續三年

12月31日於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各主要跨年活

動場地實際測速之比較結果皆為第一。（以上統計尖峰

時間為12月31日22:00~1月1日00:30）」等語。 

(二) 被處分人行動上網速率實測標準及方式如下（下稱案關

條件）： 

1、特定時間：103年至105年之每年12月31日晚間22時至

翌年1月1日零時30分。 

2、特定地點：臺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全臺主要跨

年活動場地。 

3、測速軟體：SPEEDTEST測速軟體。 

4、測速硬體設備：同時間同區域採用相同規格之手機。 

(三) 上開SPEEDTEST測速軟體之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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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載速率之測試係於指定時間由用戶端要求測速伺

服器端傳送初始資料，並視實際網路資源調整傳送的

資料量，再由用戶端即時計算下載傳輸速度。 

2、測試項目之速率數據，系統先排除最高的2個測試值

後，再排除最低25%之測試值，將剩餘數值平均後得

到最後結果。 

(四) 被處分人與上開SPEEDTEST測速軟體之開發廠商OOKLA 

INTERNATIONAL公司（下稱OOKLA公司）簽訂授權合約，

購買104年及105年SPEEDTEST軟體測試數據資料庫，並

就跨年活動場地中心點之經緯度半徑500公尺內之範圍，

篩選SPEEDTEST數據資料庫內與案關條件相同之測試數

據進行分析。上開SPEEDTEST資料分析結果，各主要電

信業者105年平均下載速率，被處分人為20.22Mbps、中

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為7.68Mbps、台

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為8.54Mbps、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為6.51Mbps；

104年被處分人則為22.72Mbps、中華電信為7.55Mbps、

台灣大哥大為6.58Mbps、遠傳電信為6.19Mbps。又被處

分人未購買103年度之數據資料庫係因被處分人自103

年8月25日起始提供4G行動上網服務，而SPEEDTEST資料

庫需以年度計算合約費用，被處分人基於成本考量下並

未購買103年SPEEDTEST資料庫。另被處分人與OOKLA公

司間之授權契約規定，不得就SPPEDTEST數據資料庫之

資料用於行銷用途及不得對外公開，但被處分人實際測

試結果仍與該資料庫數據資料一致。 

(五) 被處分人案關廣告及新聞稿之內容係基於被處分人實

際測試之結果，並與SPEEDTEST數據資料核對確認後，

就實測之結果製作案關廣告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刊登

期間為106年1月1日至106年2月24日。上開網頁瀏覽量

於106年1月至2月間占被處分人網站整體之0.5%，故一

般消費者對此網頁內容之關注有限。案關廣告另製成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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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傳品「T報」刊物置於各營業地點供消費者閱覽，

惟並未透過電視或其他媒體進行廣告。 

(六) OOKLA公司網路速度測速數據資料係提供全球各電信業

者、網際網路提供者、政府單位等機關作為分析並改善

網際網路服務之參考，其SPEEDTEST軟體資料庫之數據

已達98億筆，平均每日約有900多萬人次使用。臺灣主

要電信業者分別於SPEEDTEST註冊其所屬伺服器，俾利

其用戶透過該軟體進行網路速度測試。 

三、 經函請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下稱電信技術中心）提供

相關專業意見，略以： 

(一) 影響行動上網速率之因素包括：基地臺與手機載波聚合

功能、基地臺建設密度、基地臺訊號涵蓋範圍、用戶使

用手機環境、手機本身功能、用戶共享頻率資源、無線

電波隨機傳遞特性、網路傳輸頻寬、應用服務類型、電

信資費方案等。 

(二) 電信技術中心進行定點量測資料蒐集係歷時5個月，於

全國7,851個量測點量測5家4G業者行動上網速率資料

後，分析相關數據統計，被處分人亦為受測業者之一。

考量影響定點量測行動上網速率之因素眾多，該中心因

未能詳實瞭解被處分人測試當下情境與設定，故難判別

被處分人之測試結果。 

(三) 電信技術中心行動上網速率定點量測係使用自行開發

之量測軟體安裝於5支4G智慧型手機，並於靜止狀態下，

依序進行檔案下載及上傳速率測試，每1量測點連續測

量5次後取其平均值為該點量測數據。 

(四) 本案建議由公正第三方基於相同基礎下進行量測後分

析。 

四、 經本會檢視被處分人實測證明照片，查悉被處分人105年使

用於臺北市政府廣場、臺北美麗華、桃園藝文特區、高雄

夢時代及高雄義大世界等實測手機之型號，似與上開證明

照片註釋之型號不符；另被處分人於桃園藝文特區及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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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際棒球場等地點不同時段實測使用之手機型號亦未一致。

被處分人爰函復更正上開證明照手機型號，並表示被處分

人105年12月31日於桃園藝文特區原使用HTC One A9智慧型

手機，惟其中1支手機於該日24時前故障，故更換為Huawei 

Media Pad X2，惟該手機並未支援FDD 2600MHz頻段，以此

設備進行網路實測對被處分人較為不利。同日於臺中洲際

棒球場原使用之智慧型手機為Samsung Galaxy S5，惟現場

進行測試時查悉其中1支手機故障，故更換為HTC One A9，

因該手機支援頻段與其他3支手機相同，對實測結果並無影

響。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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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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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規定：「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

準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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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

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

反前開規定。又按事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與他事業商

品或服務之比較項目，所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

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

或詮釋，亦違反前開規定。次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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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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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關網頁廣告刊登「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之圖文佐以其他各電信業者行動上網速率，並於案

關新聞稿刊載「在 2017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

信界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 測速三連

霸」、「跨年尖峰時段 22:00-00:30 進行 4G實測，台灣之星

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

及「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項

規定： 

(一) 被處分人刊登網路廣告載有智慧型手機搭配 SPEEDTEST

網路測速軟體之圖片，並分別標示測試年度及測試數據

於上開圖片之下方及右側，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於 103

年至 105年連續 3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之行動上網速率

均優於其他電信業者。惟查被處分人提供之 103 年至

105 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行動上網速率實測之佐證照片

及相關資料，其 103 年於若干時間及地點之實測照片因

電腦儲存設備問題遺失，被處分人 105年於行動上網測

速不同時段所使用之智慧型手機型號亦未能完全相

同。 

(二) 次查被處分人 103 年至 105 年自行測試結果，其行動上

網速率分別為 18.72Mbps、22.50Mbps 及 67.60Mbps，均

高於各年度其他電信業者中之最高值（ 103 年為

13.56Mps、104 年為 7.34Mbps 及 105 年為 6.73Mbps）。

被處分人雖稱其數據皆經與 OOKLA公司之 SPEEDTEST資

料庫核對，且依案關條件篩選後之 104 年及 105 年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分析結果，其於上開資料範圍內

之行動上網速率確高於其他電信業者，然被處分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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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行施測之結果並未與相同限制及條件之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核對，亦未提供其他可資證明其為 103 年跨

年行動上網速率高於其他電信業者之佐證資料，爰難認

被處分人跨年行動上網速率 3連霸之宣稱係屬有據。 

(三) 復查被處分人所提供之 SPEEDTEST 資料庫分析數據，被

處分人於105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之平均行動上網速率

為 20.22Mbps，餘 3 家電信業者之平均行動上網速率最

高者為 8.54Mbps，最低者為 6.51Mbps，是被處分人之

行動上網速率約為其他電信業者之 2.4 至 3.1倍，此與

新聞稿宣稱之｢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及「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語，實屬有間，爰難認被處分人於上開廣

告及新聞稿刊登前，業與第三方 OOKLA 公司之

SPEEDTEST 資料庫相關數據比對確認，而有該第三方機

構之數據予以佐證。 

(四) 綜上，被處人案關廣告及案關新聞稿係引用自行測試資

料為據，且 103年之測試數據並未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

構之數據資料佐證，難認其 3連霸之宣稱係屬有據；又

被處分人 105 自行測試之跨年平均行動上網速率

67.6Mbps，與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之上網速率

20.22Mbps，兩者差距達 47.38Mbps，其差距顯逾越一般

或相關大眾能接受程度，復以 SPEEDTEST 數據為比較基

礎，被處分人之上網速率約僅為其他電信業者之 2.4 至

3.1 倍，亦難認案關宣稱均速 67.6Mbps 及遠勝同業 10

倍等語與事實相符，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

實測三連霸 No.1」、「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測速三

連霸」、「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倍」、「下

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語

未能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提供之數據佐證，就足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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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

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

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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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3號 

被處分人：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17014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1 段 11 號 13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光鈴興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5915191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慈愛里仁美街 119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17Life 購物平台銷售「多功能日式不銹鋼削皮

刀」，宣稱「台灣專利商品」，並附有專利證書為新型第

M399680 號證書之圖片，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光鈴興業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 106 年 7 月 24 日至 106年 9月 18日於 17Life 購物平

台銷售「多功能日式不銹鋼削皮刀」，宣稱「台灣專利商品」，

並附有專利證書為新型第 M399680 號證書之圖片等，涉有廣告

不實之情事。 

理   由 

一、 依被處分人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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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數位公司）與被處分人光鈴興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

人光鈴公司）所簽訂「17Life團購商品合作合約書 主約」，

並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網頁廣告刊載於被處分

人康太數位公司經營之 17Life購物平台，消費者得藉由網

站廣告得知商品內容等資訊，並於該網站進行訂購商品、

付費等交易流程，且發票開立者為被處分人康太數位公司，

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案關網站之經營者，是被處分人

康太數位公司以其經營之17Life購物平台刊載、散布廣告，

並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獲取銷售商品之利潤，而

為本案之廣告主。另被處分人光鈴公司於交易流程中，除

為案關商品之供貨者，且案關網頁廣告為該公司製作、審

核後提供被處分人康太數位公司刊載，其將因廣告招徠銷

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故被處分人光鈴公司亦為案關廣告

之廣告主。 

二、 有關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廣告宣稱「台灣專利商品」，並附有

專利證書為新型第 M399680 號證書之圖片，予人印象為案

關商品專利為新型第 M399680 號且持續有效。另據被處分

人光鈴公司表示案關廣告所附新型第 M399680 號之中華民

國專利證書圖片與案關商品無關係誤植。案關商品取得之

專利為新型第 225802號證書，專利權人為被處分人光鈴公

司負責人，專利權期間為 2004年 6 月 21日至 2015 年 3月

18 日，因此案關商品於廣告期間已逾專利權有效期間。按

商品是否具專利為影響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之因素，案關

廣告既使用「專利」字樣，予人印象較其他未獲專利之商

品更具獨創性、新穎性、進步性，且受專利法之保障，惟

案關廣告除所附專利證書新型第 M399680 號證書之圖片為

誤植外，縱案關商品獲有新型第 225802 號專利證書，其專

利期間業已過期，是以該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有引

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 17Life購物平台銷售「多功能日式不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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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削皮刀」，宣稱「台灣專利商品」，並附有專利證書為新

型第 M399680 號證書之圖片，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

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

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17Life 購物平台銷售「多功能日式不銹鋼削皮刀」之網頁

廣告資料。 

二、 被處分人康太數位公司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年 9月

25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11 月 28 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光鈴公司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年 10月 16

日)陳述書及 106年 11 月 28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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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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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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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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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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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4號 

被處分人：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556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306號地下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實促銷，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

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 107年 2月 23日媒體披露衛生紙業者擬於 3月中旬漲

價，漲幅 1 至 3 成，導致市場上搶購乙事，本會旋即主動

立案調查業者擬調漲衛生紙價格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倘有業者以揭露不完整訊息，而趁機促銷或試圖拉

抬民眾搶購心理之違法事證，併同查辦。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被處分人提證案關資料並到會說明，略以：  

１、2 月 23 日自由時報 12 時許、蘋果日報 13時許所披露

之被處分人發言內容確實由被處分人提供原始資訊，

且由被處分人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書面「衛生紙確定大

漲 30% 賣場業績急飆 5 倍」，line 群組摘錄前半段新

聞稿資料於當日 11時發送予記者。當日發出新聞稿後，

嗣後未再向媒體發送任何書面新聞資訊，亦未張貼任

何公告，引發如此效應始料未及。 

２、被處分人新聞內容載明「調漲時間點最快落在 3 月中

旬，最慢 4 月前必漲」等語，為採購人員所估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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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點，係以供應商促銷檔期結束時點計算，惟此並

非上游衛生紙業者今(107)年初陸續與被處分人討論

擬調漲之時點，尤其雙方均未展開協商，協商談判後

仍有可能遞延、不同意、或上游衛生紙業者撤回。所

稱 3 月中旬並不精確。 

３、被處分人新聞內容復載明「漲幅高達 10%至 30%」係參

酌上游衛生紙製造商所提供之調價表後，對照被處分

人去年各衛生紙品項的平均採購成本推估所得，亦有

被處分人自行推估其一製造商可能調漲 30%。上述調價

資訊雙方均未展開研議協商。 

４、被處分人稱新聞內容並未向媒體揭露擬調價之業者名

稱，僅泛稱「叫得出名字」的品牌衛生紙，對於前揭

發送新聞之本意係為促銷被處分人即日(2 月 23 日)至

2 月 27 日檔期「金得意強韌抽取式衛生紙」、「大潤發

FP 抽取式衛生紙」之產品及促銷價格。被處分人無預

期民眾需求大增，故未有大量備貨而有缺貨情形，截

至 2 月 27日還有負庫存(已被預購而未交貨)。被處分

人提證漲價訊息發布後，衛生紙銷售成長數倍。 

（二） 函請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等三大衛生紙製造業者到會，針對 2 月 23 日

被處分人發布新聞之說明，重點擇要如次： 

１、對於被處分人 2月 23 日所稱之報導毫無所悉，故後續

引發生產排程、物流運送等應接不暇，所有產線幾乎

全開因應，員工疲憊不堪，絕非上游業者所樂見。 

２、3 家業者均表示被處分人發布新聞之時，對於調價之

金額、漲幅及時程均未確定，報導所稱「3 月中旬、3

成漲幅」均與事實不符，並未有如此高之漲幅，無從

說明被處分人何以向媒體透露此類訊息。 

（三） 函請主要量販業者到會，針對 2月 23 日被處分人發布

新聞之說明，重點擇要如次： 

１、對於被處分人所發布衛生紙製造商相關調價訊息，原

並不知悉，迄至媒體求證後才知情，且不清楚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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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計算之調價漲幅及時間。 

２、依業界經驗，被處分人常以發布新聞稿之方式作為促

銷策略，其他量販通路頻率並不高，且過去未曾以上

游製造商擬調價之新聞訊息作為促銷手法，且往例年

後為衛生紙銷售淡季，本次被處分人發布之訊息可能

為其促銷目的，造成輿論發酵造成衛生紙搶購之原因

可能係被處分人所發布之調價訊息所致。 

３、部分業者過往未提供預購服務，惟為因應此波衛生紙

搶購風潮，推出衛生紙預購措施，消費者得先結帳日

後再憑提貨券取貨，且每日仍接獲極大之客訴量，客

服人員必須查證追蹤衛生紙貨源，衍生出額外交易成

本。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揭示本法立法目的旨在維護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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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有多重性質，包括藉由

建立市場競爭機制與維護交易秩序，進而實現自由經濟體

制之消費者福祉。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

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審酌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固為公平

交易法第 1 條所明定之立法目的，惟為區別兩者之保護法

益重點，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入，

應以規範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涉及公共利

益之行為為限。另，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

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括生產、銷售等產銷階段及商

品或服務競爭機制之正常運作，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

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

神之交易秩序。至於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

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行為人與

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交易習慣與產業特

性等不一而足，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

限。 

二、 再按本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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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 3項第 2款規定，「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為欺

罔行為類型之一。依前揭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定，公

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

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

行為。所稱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

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

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

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而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

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

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而事業是否有欺罔之情形，

本會當依所取得之證據，並衡酌市場交易秩序受侵害之客

觀事實，綜合判斷是否構成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違法構

成要件。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

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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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查，被處分人陳稱主動於 2 月 23 日上午以公關手機發送

「衛生紙確定大漲 30%  賣場業績急飆 5 倍」乙則訊息，

邀請媒體報導衛生紙漲價訊息，且透過電子郵件系統發送

新聞稿，相關文稿內容亦為被處分人所撰擬，後雖經自由

時報、蘋果日報登載，及其他媒體或有出入之不斷轉載，

惟被處分人對於當日率先提供衛生紙確定調漲 3 成訊息，

及提供其上所刊載之照片等行為均不爭執，被處分人為 2

月 23 日發布衛生紙漲價訊息之行為主體無誤。 

四、 依量販店營收及總店數等面向觀之，被處分人顯為國內量

販店之主力業者無疑。尤其據同業證稱過年後為業界淡季，

被處分人 2月 23日為促銷而發布之新聞資訊，本係同日至

27 日為賣場促銷所為，亦係針對促銷「金得意強韌抽取式

衛生紙」100 抽 24 包、「大潤發 FP 抽取式衛生紙」130 抽

36 包等 2款衛生紙之促銷檔期，故當日所發之訊息係為促

銷而帶入衛生紙價格市場資訊，此亦由被處分人筆錄陳明。

而被處分人所為之促銷手段對同業有仿效之作用，對交易

相對人更存有交易衍生之信賴感，爰其所為之訊息揭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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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舉足輕重之市場效果，故被處分人發布誤導消費者之

不實訊息而為促銷行為，當為公平交易法所不許。 

五、 其次，先就被處分人 2 月 23 日撰擬之系爭新聞整體觀之，

標題即為「衛生紙確定大漲 30%」，內容提及市面上多家衛

生紙，確定將調漲，影響遍及各大小通路，進一步提及漲

幅可能時點及幅度等，其後帶出被處分人促銷方案，並宣

稱被處分人將努力苦撐，繼續維持衛生紙低價策略。前後

對照，被處分人先行以上游大廠衛生紙確定漲價之未經證

實訊息，再說明促銷方案，試圖以衛生紙確定漲價之訊息

趁機拉抬消費者青睞促銷方案之意圖甚明。 

六、 承上，前段該等訊息所稱「叫得出名字」的品牌衛生紙、「漲

幅還不是 1%、3%而已，而是高達 10%至 30%間」、「調漲時

間點最快落在 3 月中旬，最慢 4 月前必漲」等語，經查，

衛生紙屬民生必需品，多年來社會大眾對於相關品牌有相

當之熟悉度，該等字眼狹義上由個人主觀認知可能不盡相

同，倘集合個人不同之認知，則對消費者心理而言，該等

字眼實已涵蓋所有市場知名品牌均漲價之投射。再者，上

游衛生紙製造商均未與被處分人完成價格協商，且未作成

最終調價決定，遑論有確定之價格漲幅，相關文案內所稱

之確定調漲時點、調漲幅度區間均未有所憑，被處分人自

始無法提供確定漲幅 3 成之佐證資料以實其說，尤其進一

步比對被處分人與上游衛生紙廠供應業者所提之事證，以

及後續媒體向各業者訪查所得亦未得證，被處分人亦自陳

此揭自行推估研判，有其筆錄可稽，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

者之不實訊息進行促銷行為可臻明確。 

七、 復衡諸過去媒體報導民生物資價格漲幅 1 至 2 成已足引消

費者之注意，被處分人文稿標題及報導內容所稱衛生紙漲

幅達 3 成等字句，相對於其他民生物資所稱漲幅，給予社

會大眾或消費者之漲價觀感甚鉅，同業及上游亦證稱此宣

稱之嚴重性。按價格促銷常作為經濟上誘因以刺激消費者

購買意願，藉此增加銷售數量，達到行銷推廣商品之目的，

係屬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而同業亦證稱市

場調查顯示衛生紙為消費者最希望能促銷之產品，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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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人頻繁接觸之日常用品，對於價格變化之感受度較

為強烈，價格實為消費者購買衛生紙之重要交易資訊。被

處分人作為量販店業之主力業者，藉由媒體發布衛生紙 3

成漲幅之不實訊息，誤導消費者以遂行其促銷之目的，此

從被處分人於 2月 24日單日衛生紙銷售金額增加數倍有餘，

則藉由不實促銷行為所獲利益甚明。 

八、 此外，依據業界交易習慣，過年後為衛生紙銷售淡季，本

次造成衛生紙搶購風潮實有別以往，尤其量販店業者縱使

發布促銷訊息，未見以發布不實之上游製造商確定漲價之

未經證實訊息作為促銷手段，顯見被處分人系爭行為有悖

於產業行銷慣例，破壞正常競爭機制，導致通路業者為因

應衛生紙搶購潮平息消費者不滿，亦緊急僅就衛生紙採用

預購措施，並接獲大量客訴，客服人員疲於應付，均為交

易成本之增加；加以不實訊息所引發後續市場需求暴增數

倍結果，使衛生紙製造及銷售業者備貨周轉未能及時，上

游衛生紙製造商為滿足通路業者銷售需求，所有產線幾乎

全開因應，亦造成生產成本增加，故被處分人此舉所衍生

之其他交易成本，實為同業及上游業者所負擔。 

九、 被處分人辯稱發布新聞訊息實為推銷其於 2月 23日至 2月

27 日之衛生紙促銷檔期，無可預見後續所引起之社會搶購

衛生紙風潮等語，查被處分人固基於營業自由規劃進行促

銷活動，惟其發布足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不實訊息，

實屬誘引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以遂其行銷意圖之舉；影

響所及，除上游業者對於衛生紙產品配送時有未及而使賣

場備貨亦有不及；復加深消費者預期心理需求，導致足以

影響衛生紙市場交易秩序之結果，此有媒體廣為報導及本

會自其新聞發布日起數日內訪查市場之紀錄可稽。故其發

布不實訊息有使消費者正常消費行為受到干擾，亦耗費時

間、交通費用等成本；亦足改變其既有之消費行為模式，

如因恐缺貨而迅即購買非習慣性產品、抑或提前購買未促

銷品等，實為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十、 綜上，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

實促銷，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現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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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

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

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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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5號 

被處分人：善慧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297810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 2 段 6 號 6樓之 5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未

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0 年 4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保

健食品及美容保養品等商品。惟本會 106 年 11 月 10 日派員赴

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之產品價目

表載有「樟姿纖體驗組」及同年 5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之進銷貨

資料載有「樟の美妍-體驗組」(即樟の美妍體驗組)、「樟の美

妍-黃金保濕精華液」(即黃金保濕精華液)及「樟の美妍-酵素

SPA 面膜」(即酵素 SPA 面膜)等傳銷商品，惟「樟姿纖體驗組」

遲至同年 11 月 11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而「樟の美妍體

驗組」、「黃金保濕精華液」及「酵素 SPA 面膜」遲至同年 7月 4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又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公告 106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新靜態返利獎勵專案」之獎金制度，却遲至

同年 11 月 21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前述行為俱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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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3 月及 5 月分別新增銷售「樟姿纖體

驗組」、「樟の美妍體驗組」、「黃金保濕精華液」及「酵素

SPA 面膜」等 4項傳銷商品，惟「樟姿纖體驗組」遲至 106

年 11 月 11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而「樟の美妍體驗

組」、「黃金保濕精華液」及「酵素 SPA 面膜」遲至 106 年

7 月 4 日始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此有本會業務檢查紀錄

與被處分人陳述紀錄及相關資料可稽。被處分人表示 3 月

新增銷售「樟姿纖體驗組」係因被處分人疏漏，而 5 月辦

理預購新增銷售「樟の美妍體驗組」、「黃金保濕精華液」

及「酵素 SPA 面膜」係因預購之商品外包裝等資料尚未明

確，而無法事先報備，且不瞭解預購期間之商品依法亦須

報備。惟被處分人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上開 4

項商品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礙難

以商品外包裝等資料尚未明確、不瞭解預購期間之商品依

法亦須報備、公司疏漏等事由而予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變

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二、 復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新靜態返利獎

勵專案」，經被處分人到會說明表示，「新靜態返利獎勵專

案」係因被處分人疏漏而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然該獎

金制度並不影響獎金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46.4%，因被處分人目前之傳銷商層級尚低，實際撥放獎金

比例約 28%，為提升傳銷商實際領取之獎金比例，自組織

獎金、輔導獎金及全球分紅等 3 項獎金制度中未達最高層

級而未撥放之獎金比例(46.4%-28%)中提撥 16%發放予傳銷

商，故倘再將「新靜態返利獎勵專案」所發放之 16%計入

獎金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即會有重複計算之

情形。然「新靜態返利獎勵專案」屬獎金制度，縱被處分

人表示該獎金制度並未影響獎金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

高比例，因其涉及獎金計算方法之異動，核屬傳銷制度之

變更，依法仍應於實施前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是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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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11 月 10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人網頁、產品

價目表及進銷貨資料。 

二、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15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12 月 12 日陳

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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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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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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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6號 

被處分人：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62257 

址    設：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 175 號 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舉辦「中元嘉年華 大拜拜來頂好 買 300送 100

抵用券」優惠活動，未完整揭露現金券、抵用券之限制條

件，對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經營頂好超市，被檢舉於 106 年 8月 2日至 8 月 20 日

舉辦「中元嘉年華 大拜拜來頂好 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優

惠活動（下稱案關優惠活動），內容為消費者於活動期間至頂好

超市購物，單筆滿 300 元可獲得 100 元現金券，滿 600 元可獲

得 200 元現金券等，並於電視、報紙、型錄、公司網站、臉書

及 Line等登載或使用推廣案關優惠活動之廣告，惟未同時於案

關廣告主動揭露系爭現金券、抵用券之限制條件，涉有廣告不

實。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經營頂好超市，於 106年 8 月 2 日至 8月 20 日舉

辦「中元嘉年華 大拜拜來頂好 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

優惠活動，並透過電視、報紙、DM、臉書、Line、公司網

站及店頭海報等廣告以推廣案關優惠活動。消費者於上開

活動期間至頂好超市購物，單筆滿 300元可獲得 2 張 50 元

共計 100 元之現金券，單筆滿 600 元可獲得 4張 50 元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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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元之現金券，以此類推。 

二、 按被處分人舉辦案關優惠活動，透過消費達一定數額贈送

現金券、抵用券方式以達到招徠消費效果，雖按一般商業

習慣及消費者普遍認知，現金券、抵用券等優惠措施常有

使用期間、使用範圍及使用方式等限制條件，惟如廣告主

未於相關廣告揭露系爭優惠措施之限制條件，且該限制條

件足以影響消費者對其優惠活動之價值判斷，係消費者作

成交易之重要依據，可能引致消費者自廣告表示所認知現

金券、抵用券價值與實際所取得價值差異過鉅，引起一般

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相關廣告內容即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 綜合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店頭海報內容及現金券券面記載，

系爭現金券使用期間為 106 年 8 月 21 日至 9 月 17 日間，

使用方式為單筆消費滿 300 元可抵用 50 元消費金額，滿

600 元始可抵用 100 元（需有 2 張 50 元抵用券），以此類

推，使用範圍排除菸、酒、一歲以下嬰兒奶粉、頂好 2 元

塑膠袋、集點活動加價購消費、悠遊卡票證儲值金額、其

他票券、台北市/新北市垃圾袋等代售商品。消費者欲使用

系爭現金券，須遵循被處分人上開使用期間、使用方式及

使用範圍等限制條件。 

四、 惟經檢視被處分人於電視、報紙、型錄、公司網站、臉書、

Line、店頭海報等推廣案關優惠活動廣告，除店頭海報之

外，上開廣告均未揭露系爭現金券之使用方式即須單筆消

費滿 300 元始可抵用 50元消費金額，滿 600 元可抵用 100

元等，且報紙、型錄、Line、公司網站亦未揭露使用範圍，

部分廣告雖加註「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背後注意事項」、

「活動詳情請洽店內活動海報」、「抵用券活動詳情請依照

店內門市公告及券面背後注意事項為準」、「活動注意事項

請見現場公告及券面背後說明」等，然消費者無從此得知

系爭優惠活動之完整限制條件，仍需親至被處分人各門市

現場洽詢，甚至消費達到一定數額獲取現金券後，方能完

整得知案關優惠活動之限制條件；復依其使用辦法，消費

者於規定使用期間前往購物，須另行支付至少 600 元，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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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完整利用先前消費 300元所取得 2張 50元共計 100元之

現金券，且使用之範圍亦設有限制，核此已非案關廣告僅

揭示「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等語得以涵蓋。 

五、 按現金券、抵用券之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為影響消費者作

成交易決定之重要考量因素，被處分人藉由廣告宣傳案關

優惠活動招徠消費者，即應同時主動揭露系爭現金券、抵

用券之限制條件，況案關限制條件尚非難以完整呈現於被

處分人所使用各種廣告載體及傳播媒介。被處分人未盡其

所能於相關廣告完整揭露限制條件，致消費者無法藉由廣

告完整評估其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需親赴頂好超市門市

現場洽詢或消費達一定數額後始能獲悉，業已具有不當招

徠消費者前往其門市消費之效果，亦將引致消費者對該優

惠措施之價值產生錯誤認知，被處分人舉辦「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活動未併同揭示重要限制條件，核已構成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舉辦案關優惠活動，未完整揭露限制

條件，對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本案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

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

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電視、報紙、型錄、公司網站、臉書及 Line等

登載或使用之相關廣告。 

二、 被處分人 106年 9月 12日惠財字 106年第 0057號函及 106

年 10 月 17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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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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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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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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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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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7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於106年8月檢舉被處分人招攬未報備之美國ASEA公司

（下稱ASEA公司）會員，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經查悉

被處分人於106年7月至11月分別於高雄市及臺北市辦理多場商

品說明會，以推廣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ASEA公司之傳銷制度，

並介紹他人加入該外國公司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被處分

人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查 ASEA公司係於美國設立之公司，依被處分人對外招攬會

員所提供之「ASEA 經營者獎勵計劃」內容，其組織層級自

最低層級起分別為經營者、主任級、主任級 300、主任級

700、青銅行政、白銀行政、黃金行政、白金行政、鑽石、

雙鑽石及三鑽石等共 11層組織；獎金種類計有零售業績、

優惠顧客獎金、快速獎金、主任級獎金、團隊佣金、行政

動力獎金及支票匹配獎金。前揭獎勵計畫行銷模式係會員

每個月購買積分 100PV 之商品以維持經營者資格，並可透

過介紹他人加入形成多層級組織，倘推薦 1人購買 ASEA套

裝商品並參加成為 ASEA公司會員，則可獲得快速獎金；於

14 日內達成主任級資格，並於左、右 2 線各推薦 1 名新會

員，則可領取主任級獎金；於每 1 週就左、右 2 線計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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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業績的 10％組織積分發放團隊佣金。承前，ASEA 公司會

員依「ASEA 經營者獎勵計劃」規範之資格與晉升條件，可

獲得快速獎金、主任級獎金、團隊佣金、行政動力獎金及

支票匹配獎金。是「ASEA經營者獎勵計劃」內容為參加之

會員可介紹他人加入 ASEA公司，以形成多層級組織，並藉

由該組織推廣、銷售商品，該會員可獲得快速獎金、主任

級獎金及團隊佣金等，是前揭獎金制度具有「多層級獎金

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徵，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3條所稱之多層次傳銷。 

二、被處分人係於 106年 6月以網路參加方式成為 ASEA公司的

會員，並自 106 年 7 月開始對外辦理產品使用說明會及招

攬他人加入 ASEA公司，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月至 8 月於

高雄市辦理 4場產品使用說明會、9 月至 11月於臺北市辦

理 6 場次，被處分人於說明會現場係使用「ASEA經營者獎

勵計劃」及「ASEA加入填寫表」等資料對外招攬會員參加，

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據被處分人到會表示，截至 106 年

11 月共招攬下線傳銷商約 70 人。被處分人前揭招攬他人

加入 ASEA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

銷事業，惟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三、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民眾106年8月8日電子郵件及所附資料。 

二、 ASEA經營者獎勵計劃及ASEA加入填寫表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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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處分人106年12月11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

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外國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

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第 6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

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

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

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六、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

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模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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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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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8號 

被處分人：元氣早餐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05685 

址    設：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 112 巷 39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開始營運前之各項

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

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

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

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及「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

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

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元氣早餐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招募「元之氣」早午

餐輕食品牌加盟過程，疑未以書面充分揭露「開始營運前

之各項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授權加盟店

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及

有效期限」、「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及「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

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等加盟重要資訊，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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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 被處分人自 97年開始招募加盟，早期是經由加盟店口耳

相傳，或由其他分店的客人推薦至總店洽詢；自 100 年

後，被處分人委請廣告公司架設品牌網站，採電話預約

方式到店面談、試吃，由被處分人進行口頭解說。倘有

意加盟者後續仍有簽約之意願，被處分人會請渠約 2 至 3

日後再到店洽談合約細節，並於約定當日提供合約予其

攜回審閱，另給予 7 日合約審閱期；於未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被處分人不會要求有意加盟者簽訂任何文件，

亦未收取任何費用。自 103 年起，各年度新招募簽約店

數分別為 103 年 23 家、104年 23家及 105 年 13家。 

(二)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文

件，包括「連鎖加盟合約書」及設備清單明細，迄今有 3

個簽約版本，分別自 97 年、100 年、104 年 2 月開始使

用。有意加盟者於開始營運前應支付予被處分人之費用，

依「連鎖加盟合約書」第 3 條，包括加盟金、教育訓練

費及廚房機器設備費用，惟實際上並未收取加盟金及教

育訓練費，契約內亦載有「甲方給予乙方免收加盟金及

教育訓練費之優惠」等文字；加盟店首次購買之商品、

原物料，會以訂購單內所載之所有品項並依營業所需用

量決定數量，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皆以口頭

方式告知。加盟營運期間應支付予被處分人之費用，則

包括商品、原物料費用及營運管理顧問費，倘有意加盟

者於簽約前有詢問商品、原物料價格，被處分人會提供

載有細項金額的「物料訂購單」予其審閱，惟被處分人

並不會主動提供，而係於簽約後之教育訓練期間始提供

該份文件。 

(三) 有關商標權利內容部分，被處分人獲有「元之氣早午餐

輕食」、「元氣早午餐輕食」之商標註冊證，相關授權內

容則載於「連鎖加盟合約書」第 4 條，並會向有意加盟

者提及有申請註冊商標，惟除非有意加盟者繼續追問，

被處分人始會提供商標註冊證明書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並不會主動揭示。另有關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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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部分，被處分人係依有意加盟者欲設點之縣市，

提供該縣市之加盟地址清單予有意加盟者，以免有商圈

重複之情形；倘有意加盟者有詢問其他加盟店之解約情

形，被處分人會口頭告知該年度之解約家數，但未以書

面揭露。 

(四) 至於被處分人透過品牌網站刊登招募加盟訊息，前開網

站所載「產品平均毛利率 55%」等文字，係依商品單位價

格與單位成本間的計算結果，被處分人於簽約後之教育

訓練期間，會提供「價格分析」表予加盟店參考。惟後

考量商品價格調整會影響毛利之換算，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被處分人已於品牌網站移除該項資訊。 

(五) 對於加盟資訊揭露不足之處，為符合本會相關法令規定，

被處分人已彙整「加盟相關事項審閱」文件，以利往後

向有意加盟者為補充說明。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稱「交易秩序」，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

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加盟重要資

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

之行為爭取交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招募加盟

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

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

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

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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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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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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如購買

商品、原物料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

攸關有意加盟者須投資之成本及評估營業獲利之資訊，且

加盟業主常為確保商品品質一致性，要求交易相對人於開

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

商品、原物料，對於有意加盟者乃為相當且必要支出之費

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

效期限資訊，則攸關有意加盟者加盟後是否有權使用該商

標作為營業表徵、得以繼續使用期間為何、加盟後會否面

臨須變更該營業表徵等事項；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

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

料資訊，亦攸關有意加盟者評估加盟體系規模、店舖分布

情形、品牌穩定性及成長性之資訊，亦為交易相對人評估

是否進入該品牌加盟體系之決策因素；又加盟業主倘以預

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招攬加盟業務，則應

提供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資訊，以使

有意加盟者據以評估該財務預測資訊之合理性或達成預測

目標之難易程度等。是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未以

書面方式充分且完整揭露上開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

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三、 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

加盟重要資訊：被處分人目前係透過品牌網站刊登招募加

盟訊息，採電話預約方式到店面談、試吃，倘有意加盟者

後續仍有簽約意願，雙方會再約定日期洽談合約細節，由

被處分人另提供合約予其攜回審閱，未先與有意加盟者簽

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件，亦未收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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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而係於洽談加盟事宜後，方與有意加盟者正式簽訂

加盟合約，故為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使有意加盟者可為

正確之交易判斷，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

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四、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主要係提供「連鎖加盟

合約書」予有意加盟者審閱：據調查期間被處分人提供之

資料，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被處分人提供予有意加盟

者之文件，包括「連鎖加盟合約書」等資料，迄今有 3 個

簽約版本，分別係自 97年、100年、104 年 2月開始使用，

本案主要係依本會調查時點所獲之契約內容(即自 104年 2

月開始使用之第 3 版契約)進行判斷。 

五、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

露「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

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授權

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以及「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

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等

資訊，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一)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查被處分人提供之「連鎖加盟合約書」，其第 12 條第 4

款訂有「為維護本連鎖加盟體系之經營方式及商業機密，

並確保乙方服務與貨品品質之穩定性，乙方就其加盟店

經營所需之商品及原物料(清單詳如附件)，僅得向甲方

或甲方指定廠商採購，未經甲方同意，乙方非得私自對

外採購…」等文字，其中就加盟店首次購買之商品、原

物料，被處分人自承係於締約前以口頭方式告知有意加

盟者；另除非有意加盟者有主動詢問，否則被處分人係

於簽約後之教育訓練期間，始提供載有細項金額之「物

料訂購單」予加盟店；迄至本會調查後，被處分人始於

106 年 7月製作「加盟相關事項審閱」文件，並新增相關

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足見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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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露「開

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

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等 2 項

資訊，然該等資訊攸關加盟店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

間應支付之主要營運費用。 

(二)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查被

處分人提供之「連鎖加盟合約書」，其第 4條僅載有商標

權之使用範圍及限制條件，未涵括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

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資訊，而後始於 106 年 7

月製作「加盟相關事項審閱」文件，並新增相關商標權

資訊。足見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前，未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露「授權加盟店使用商

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資訊，致有意加盟者無從

判斷倘以該商標作為營業表徵，其商標權利內容及有效

期限為何。 

(三)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被處分人自承係

依有意加盟者欲設點之縣市，提供該縣市之加盟地址清

單予有意加盟者，以免有商圈重複之情形，而後始於 106

年 7 月製作「加盟相關事項審閱」文件，並新增各縣市

店舖地址清單及家數資訊等。足見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前，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

露「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

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致有意

加盟者無從評估加盟品牌體系之穩定性及成長性。 

(四) 「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

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查被處分人係透過

品牌網站刊登招募加盟訊息，並於前開網站載有「產品

平均毛利約 55%」等文字，據被處分人所述，前開文字乃

商品單位價格與單位成本間之計算結果，並自承係於簽

約後之教育訓練期間，始提供「價格分析」表予加盟店

參考；迄至本會調查後，被處分人稱已於 106 年 6 月初

移除品牌網站所載之「產品平均毛利約 55%」等文字。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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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被處分人於 106 年 6 月前，對外提供有「預估營業額

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惟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露「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

經營實績之佐證」資訊，不利於有意加盟者判斷所揭財

務預測資訊之合理性，或達成預測目標之難易程度。 

(五) 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

且完整揭露「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以及「預估營業

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

店經營實績之佐證」等加盟重要資訊，有意加盟者將難

據以充分評估投入加盟資金多寡、加盟營運期間須支出

費用，以及加盟後是否有權使用該商標作為營業表徵、

得以繼續使用期間為何、加盟後是否會面臨須變更該營

業表徵、加盟品牌之成長性與穩定性、財務預測資訊之

合理性或達成預測目標之難易程度之憑據等情形。又前

開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項，並賴

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加盟重

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

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揭露其所

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六、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自97年開始招募加盟「元之氣」早午餐輕食品牌，

又自 103 年至 105 年間之新加盟簽約店數分別為 23 家、23

家及 13 家，截至 106 年 6 月 10 日止，已加盟簽約店數計

123 家，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

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其行為已影

響與其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又加盟經營

關係之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13 

其他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

會。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露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

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

同業喪失締約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對交易秩序

構成嚴重損害，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 

七、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

分且完整揭露「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

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所

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

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及「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

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

佐證」等加盟重要資訊，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

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營業額、已加盟簽約店

數、違法行為期間、配合調查態度、係屬初犯且已改正等

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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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9號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925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96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浩軒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616660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3 段 196 之 8號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momo 購物」網站銷售「小太陽電鍋 TR-1878」

商品宣稱「榮獲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處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處浩軒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及

浩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浩軒公司）105年 10 月 16日

至 106年 11月 3日於「momo購物」網站銷售「小太陽電鍋 TR-1878

」商品(下稱案關商品)，於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下稱案

關廣告)，然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關商品當時已不具節能標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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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

定。 

 

理   由 

一、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momo購物」網路平台係被

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經營之交易網站，案關商品交易完成

後由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

責對消費者之換貨、退貨退款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案

關商品時應可認知交易對象為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復

就交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係案關商品最

末端之銷售者，其因使用案關廣告、銷售案關廣告商品而

直接獲得利益，故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係本案廣告行為

主體。復查被處分人浩軒公司除提供案關商品於「momo 購

物」網站銷售外，並自行製作及刊登案關廣告至「momo 購

物」網站平台，其就銷售商品所得與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

司具有利益共享關係，故被處分人浩軒公司亦為本案之廣

告行為主體。 

二、 案關廣告宣稱「榮獲節能標章」等語，予人案關商品已獲

證而得使用節能標章之印象，惟查案關商品節能標章認證

係由被處分人浩軒公司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使用期限乃

自 103 年 10 月 16 日至 105 年 10 月 15 日止，其期限業已

屆至，被處分人浩軒公司並未續約申請認證。據經濟部能

源局表示，節能標章證書有效期限 2 年，倘於使用期間「節

能標章」產品能源效率修正，廠商得繼續使用標章至合約

期間屆滿，並應依修正後基準向經濟部能源局提出續約申

請，惟獲證廠商被處分人浩軒公司並未於使用期限屆滿前

辦理續約事宜，案關商品已不具節能標章使用權，是以，

案關商品節能標章已於 105 年 10 月 15 日到期失效，而案

關商品 105年 10月 16日至 106年 11月 3日仍持續為獲得

節能標章認證之廣告宣稱，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

決定之虞，案關廣告宣稱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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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與被處分人浩軒公司於「momo

購物」網站銷售「小太陽電鍋 TR1878」商品宣稱「榮獲節

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

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momo 購物」網站之案關廣告。 

二、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公司 106 年 11 月 14 日陳述書及 107 年

2 月 26 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浩軒公司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年 12月 14

日)、107年 1月 24日陳述書及 107年 1月 18日陳述紀錄。 

四、 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 11 月 10 日能技字第 10600695520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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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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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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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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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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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0號                                           

被處分人：緯嘉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849371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 65 號 8 樓之 4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未依法定期限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變

更事業名稱為「威帝嘉國際有限公司」及同年 11 月 10 日變更

事業名稱為「緯嘉國際有限公司」，惟遲至 106 年 12 月 1 日始

向本會報備，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5年 7月以事業名稱「億達環球有限公司」

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美容保養品及營養保健

食品，嗣於 106 年 10 月 30 日變更事業名稱為「威帝嘉國

際有限公司」及同年 11 月 10 日變更事業名稱為「緯嘉國

際有限公司」，惟被處分人遲至 106 年 12 月 1 日始向本會

報備，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並有臺北市政府 106 年 11 月

10日府產業商字第 10660301000號函及相關變更報備資料

可稽。是被處分人變更事業名稱，未依法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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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上，被處分人變更事業名稱，未依法定期限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

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之報備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年 12月 21日陳述紀錄及 107年 1月 15日陳

述書。 

三、 臺北市政府 106 年 11 月 10 日府產業商字第 10660301000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條第 1 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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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4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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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1號 

被處分人：順連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53033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33 巷 26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摘星」建案，於銷售中心現場展示之模型

屋為夾層設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新北市中和區「摘星」建案銷

售中心現場，其銷售人員提供案關建案之模型屋展示夾層

設計，宣稱案關建案臥室樓層高度為4米2挑高可規劃施作

夾層作為臥室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21條規定。 

理   由 

一、 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投資興建並自行銷售，且查被處

分人坦承確曾委製案關建案之模型屋；復查案關建案銷售

中心現場確有擺設模型屋，故被處分人核為本案廣告行為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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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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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之規

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

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符，卻違

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三、 查案關建案銷售中心現場展示之模型屋，於挑高處採上、

下層空間配置，且於上層放置床鋪、棉被、玩偶、椅子等

物品，一側則設有櫥櫃等起居設備，整體效果予人印象案

關建案將來完工後可如模型屋般施作上下層空間配置之

「夾層」設計，增加室內居住使用面積，並有據此認知作

成交易決定之虞。惟據新北市政府表示，案關建案目前核

准內容未有夾層設計，復查案關建案歷經 2 次變更設計，

皆無增加樓地板面積及辦理增建執照。按建築法第 9 條、

第 25 條及第 86 條第 1 款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

自建造，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

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顯見案關建物 4 米 2 挑高處採上下層空間配置之夾層設計

恐有被強制拆除之虞；再者，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建案施

作夾層並不符合相關建築法規，且案關建案之坪數無法施

作夾層，又據新北市政府之建造執照歷次變更設計核准圖

說，並無如模型屋將 4 米 2 空間採上下層空間配置，是案

關建案銷售中心現場模型屋之表示使人誤認可合法施作

「夾層」使用，顯與事實不符，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

能接受之程度，且足令一般大眾對系爭建案內容與用途產

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

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四、 另，本案被處分人雖辯稱其與銷售人員○君為承攬關係，

案關建案之銷售細節、客戶之招攬方式係由銷售人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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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人經驗及銷售能力而定。惟按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

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

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

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

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且參考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438 號判決，於承攬

人應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故銷售人員○

君於執行職務範疇內所為之行為，被處分人即應盡監督防

止責任，如有違法，當須負其責任，不能逕以銷售人員鄧

君之個人行為諉責；又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

廣告主於廣告前後應克盡充分準備及詳加查證之義務，倘

廣告主未就廣告訴求是否得履行為充分準備或詳加查證而

逕予使用，致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者，即當負不實

廣告表示之責任，被處分人自不得據以主張免責。 

五、 復被處分人自承案關建案銷售中心現場展示之模型屋確於

105 年 1 月委由他廠商承作，惟辯稱案關建案於 105 年 3

月間即已提出第一次變更設計申請，室內之開窗面積有所

變更，而該模型屋已不符案關建案之設計，故不曾實際展

示等云云。惟查案關建案銷售中心現場銷售人員仍展示模

型屋向消費者介紹案關建案相關之裝潢及格局，故被處分

人前開所稱尚不足採。 

六、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摘星」建案，於銷售中心現場展示

之模型屋為夾層設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

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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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摘星」建案銷售中心現場展示之模型屋照片。 

二、 被處分人順連公司 106 年 7月 7日、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

期 106 年 10 月 24 日)、106 年 10月 27 日、106年 11 月 3

日、106 年 11 月 17 日、107 年 3 月 7 日陳述函及 106 年

10 月 5 日陳述紀錄。 

三、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6 年 9 月 11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61764461 號函及 106 年 11 月 8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62142021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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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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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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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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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2個月內，

向臺灣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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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2號 

被處分人：雙贏富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614648 

址    設：新竹縣竹北市勝利六街 73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

件，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3 年 9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住宿貴賓

卡」、「住宿貴賓券」、「美國維康保」等傳銷商品。本會 106 年 9

月 18 日辦理「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說明會」，獲悉被處分人實

施多層次傳銷，參加方式及晉升條件提及「啟動就是每一個人

繳“終身學習成長課程費”1,380 元」以及「晉升雙贏（基本）

會員需推薦1人，會員組織獎金可領取3之矩陣至第三層……」，

獎金制度提及「會員組織獎金」、「互助金收入」、「以團隊加入

者，公球一律按制度進階無須煩惱排線之問題……其順序按自

行協調或抽籤方式定均可」，其內容俱未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5 月至 105 年 9 月於花蓮縣試辦「以

團隊加入者，公球一律按制度進階無須煩惱排線之問

題……其順序按自行協調或抽籤方式定均可」之參加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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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傳銷方式，使用「終身學習成長課程費」為收費名義，

並將「會員消費回饋金」名稱變更為「會員組織獎金」，俱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此有該試辦傳銷制度說明資

料及被處分人陳述紀錄可稽。 

二、 經被處分人表示，其不知變更多層次傳銷制度均須向本會

報備後方可實施，且誤認可基於基本制度做些變化而不須

向本會變更報備，惟查被處分人試辦制度涉及傳銷制度及

傳銷商參加條件，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應報

備事項，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俱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

參加條件，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5年 5月至 105年 9月試辦傳銷制度說明資料。 

二、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 106年 10月 13日陳述書暨 107年 1月 24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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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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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

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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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3號 

被處分人：台灣和冠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9061645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37 號 9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律師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1 段 245號 8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就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之轉售價格，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本會接獲某資訊產品經銷商檢舉意旨略以：檢舉人銷售

包含 Wacom 數位繪圖板及繪圖螢幕在內之軟硬體產品。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在國內市場係由被處分人供應，被處

分人透過代理商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奇公司)及

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展碁公司)轉售予經銷商，經

銷商再銷售予最終消費者。被處分人雖未明文規定經銷商

必須用定價銷售，但若特定經銷商售價較低，即可能引起

被處分人出面警告不得低價銷售。102 年 1 月間被處分人

曾透過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不得降價銷售，檢舉人復於 105

年 8 月間接獲上奇公司之電子郵件載稱：「Wacom原廠警告 

請把 Wacom Cintiq 下架 不得販售，我被警告 若查出是

各位出的貨，只能請各位直接原價買回。Cintiq22 部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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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 93 折…還提到代理商幫忙處理物流部分…」，並停止

出貨予檢舉人。據檢舉人之瞭解，被處分人提出警告之原

因，係因接獲下游事業抱怨檢舉人削價競爭，被處分人為

安撫該下游事業而警告檢舉人不得低價銷售，涉及限制轉

售價格。嗣檢舉人具函欲撤回檢舉，惟因其反映事項涉及

公共利益，本會爰依職權續行調查。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下游代理商上奇公司及展碁公司陳述意

見，並調查證據資料，本案事實略以： 

(一) 被處分人為日本 Wacom株式會社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

代表日本 Wacom 株式會社在臺灣負責銷售及各項事宜。

被處分人將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銷售予代理商上奇公司

及展碁公司，再由代理商銷售予下游經銷商。被處分人

與代理商間係採取賣斷的模式，除非產品本身有瑕疵，

否則不接受代理商的退貨。代理商與透過網路銷售之零

售商間交易方式，係零售商接獲訂單後再通知代理商出

貨予最終使用者，惟零售商得自行決定銷售價格，如遇

銷售後無法收得貨款或買方退貨，所衍生成本亦由零售

商吸收，雙方係屬「賣斷」交易模式。 

(二) 被處分人估計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於國內市場占有率約

30%至 40%。但據本會調查結果，Wacom 數位繪圖板依銷

售金額計算之市場占有率為 74.8%。Wacom繪圖螢幕依銷

售金額計算之市場占有率為 70.2%。另據被處分人母公司

日本 Wacom 株式會社網站公開資訊 Wacom 繪圖螢幕全球

市占率達 88%，且擁有無線免電池之數位筆等多項關鍵技

術。 

(三) 被處分人在新產品上市時提供代理商進貨價格及建議零

售價格，由代理商提供建議價格予所屬經銷商參考，但

並未規定下游事業必須依照建議零售價格銷售產品。被

處分人承認曾在102年1月間寄送電子郵件予上奇公司，

表達對檢舉人售價之關切。另上奇公司在被處分人之指

示下，於 105 年 8 月間寄送電子郵件予檢舉人要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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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om Cintiq 下架不得販售」，被處分人承認曾指示上

奇公司暫停對檢舉人出貨 Wacom產品。 

(四) 被處分人表示寄送該等電子郵件之原因，係因接獲零售

商抱怨，指檢舉人銷售 Wacom 產品零售價格過低，造成

其他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被終端客戶(學校)要求調降售

價之壓力，要求被處分人出面解決，被處分人在其他參

與學校標案零售商之關切下，要求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

將 Wacom Cintiq 產品下架、不得販售，並指示上奇公司

暫停對檢舉人出貨 Wacom 產品。被處分人表示曾在少數

其他類似情形，在部分參與學校大型採購案之零售商之

關切下，介入網路零售價格，但未要求停止出貨。 

(五) 被處分人表示其關切及介入網路零售價格係基於以下之

事由： 

１、 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與教育通路(即學校大型

採購案)在市場結構、銷售方式及成本、客戶購買數量、

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等均有顯著差異，為兩個無競爭

關係、產品售價無合理比較性之市場。對於參與學校

大型採購案之零售商而言，從開始參與採購案規劃階

段，即須花費時間成本尋找潛在可能對 Wacom 產品有

需求之大型學校客戶、主動接觸開發對 Wacom 產品之

需求，一旦找到客戶，則由銷售人員向學校介紹 Wacom

產品特色，因此對於經營教育通路之零售商而言，聘

僱銷售人員是不可或缺的經營要素，也可能需要與代

理商或被處分人共同向學校展示介紹產品功能及操作。

倘若採購規劃、預算最終未獲通過，或參與招標採購

之零售商最終未得標，則先前投入資源將無法回收。

即使參與招標採購之零售商順利得標，尚須依照採購

契約提供產品訓練課程及保固服務。前述售前銷售人

員訓練、產品介紹及操作、售後客戶訓練及保固服務

所產生之經營成本，均與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

只須將產品上架，或將照片上傳至網路銷售平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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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銷售業務，兩者經營成本完全不同。 

２、 檢舉人僅在網路平台銷售數量甚少之 Wacom Cintiq 產

品，與參與學校大型招標採購案零售商之銷售通路及

客戶並無重疊，惟因學校會上網查價，一旦發現網路

上有更低價格，即要求投標廠商必須調降售價，復因

學校僅單純比較價格，不考慮投標廠商為鼓勵學校採

購繪圖產品到最終投標間投入之時間與成本，使得原

本各自透過教育通路及網路通路間銷售、彼此無競爭

關係之 Wacom 產品，卻因學校忽略兩種通路所投入之

行銷努力存有重大差距，而逕以網路價格施壓投標廠

商調降售價。 

３、 被處分人考量經營教育通路之零售商需投入較一般零

售通路(含網路銷售)更多之行銷資源及承擔較大風險、

大多數學生經濟能力無法負擔如一般零售通路(含網

路銷售)定價之 Wacom繪圖產品，及培養學生成為未來

Wacom產品之潛在客戶等商業或競爭因素，故針對教育

市場及一般零售通路採取差異化定價策略，以較優惠

價格提供予上奇公司等以教育市場為主之通路商。檢

舉人明知被處分人低價提供 Wacom 產品予教育通路市

場，向上奇公司購買後竟透過網路銷售低價產品，違

反被處分人就不同通路採取差異化定價之行銷策略。 

４、 儘管檢舉人透過網路平台銷售之 Wacom產品數量甚少，

也不會因此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但因學

校通常會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間經營成本之

重大差異，僅膚淺地比較價格，進而施壓投標廠商調

降投標價格，擠壓零售商在教育通路之合理利潤，並

影響零售商繼續投入銷售人力、成本等以維持售前售

後服務之水準。因此，被處分人介入零售價格之原因，

係在緩和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對參與學校標案

零售商之價格壓力，使其能維持基本獲利，以鼓勵其

投資增進售前售後服務之品質與效率，進而促進 W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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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較其他品牌產品更具競爭力。 

５、 電子繪圖產品係新興市場，為拓展市場對 Wacom 產品

之接受度，被處分人與其經銷商投入許多心力舉辦產

品說明會。Wacom產品使用者大多為學校及公司行號，

被處分人及下游業者於銷售前需訓練專業人員熟悉產

品之使用，以安排專業人員至客戶端示範教學。銷售

後，客戶多會要求得標廠商提供原廠保固證明，由被

處分人證明該得標廠商有提供保固之能力，並同意與

得標廠商負連帶保固責任。故若無合理之零售價格，

將使被處分人之零售商刪減人員之訓練成本及售後保

固服務之提供，進而影響被處分人商譽及產品銷售成

果。被處分人表示其對零售價格之關切與介入，係為

協助下游事業維持售前售後服務之服務品質，符合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1款「鼓勵下游事業提升

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理  由 

一、據本案事證顯示被處分人限制其轉售價格之行為發生期間

係自 102 年 1 月起，惟因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

正公布，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

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

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

於受處罰者之規定。」由於被處分人於 105 年 8 月仍透過

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將Wacom Cintiq產品下架、不得販售，

並指示上奇公司暫停對檢舉人出貨 Wacom 產品等為執行限

制轉售價格之配合措施，是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在 104 年 2

月 4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後仍持續中，尚無行政罰法第 5 

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情形，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後公

平交易法規定。 

二、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

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

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限制轉售價格與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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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等聯合行為具有類似的水平效果，均屬於對於價格等

核心競爭變數之限制；但限制轉售價格具有提升通路效率、

促進品牌間競爭之經濟效果，此部分又與共同定價等聯合

行為缺乏任何促進競爭利益之性質迥異，因此公平交易法

第 19 條對於限制轉售價格係採「原則違法，但有正當理由

不在禁止之列」之規範方式。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條

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

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故限制轉售價

格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屬當事人之抗辯事由，當事人就其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

其所提出「正當理由」加以審查。另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 項所稱「限制」之方式，並不限於以契約條件之限制，亦

包含契約以外之其他方式，足以使下游事業遵循該轉售價

格之事實行為，例如對於不遵守轉售價格之下游業者取銷

經銷權、提高供應價格、縮短票期或付款期間及最常見的

拒絕供應(例如要求將商品下架、停止出貨)等手段。復按

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

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億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 

三、據被處分人表示，與 2 家代理商間係採取賣斷模式，除非

產品本身有瑕疵，否則被處分人不接受代理商退貨。復據

代理商上奇公司表示，上奇公司與下游通路商部分採經銷

模式、部分採代銷模式。其中代銷模式係指代銷商接獲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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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後再通知上奇公司出貨予最終使用者，不備有庫存。代

銷商之銷售價格係由代銷商自行決定。若代銷商之客戶退

貨，客戶拆封所衍生之成本，亦由代銷商吸收。按上奇公

司所稱之代銷模式，就 Wacom 產品銷售價格係由代銷商決

定，而非由上奇公司決定，且銷售後倘客戶退貨所衍生之

成本，亦係由代銷商承擔。因此由價格決定、退貨風險承

擔等事項以觀，上奇公司與代銷商間亦係採「賣斷」模式，

而非代銷關係。 

四、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對於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之轉售價

格： 

(一) 被處分人通知低價銷售之零售商將商品下架停售，並指

示代理商暫停供應該零售商：被處分人坦承曾在 102 年 1

月及 105 年 8 月間，因接獲零售商抱怨特定零售商銷售

Wacom產品零售價格過低，造成部分零售商被終端客戶要

求調降售價，遂於零售商之關切下，有要求上奇公司要

求檢舉人將 Wacom Cintiq 產品下架、不得販售，並指示

上奇公司暫停對檢舉人出貨 Wacom 產品，且前述情事均

有電子郵件等書面資料可證。被處分人亦承認曾在少數

其他類似情形，在部分參與學校大型採購案之零售商關

切下，介入網路零售價格，但未要求停止出貨。是以，

被處分人確有透過要求下游零售商將產品下架、指示代

理商停止對該零售商出貨等方式，迫使下游零售商放棄

降價銷售或調高價格之情形。 

(二) 本案 Wacom 產品對通路業者之重要性：被處分人於到會

陳述表示「Wacom數位繪圖產品於國內的市場占有率大約

在 30%~40%左右，另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進入市場較早，

產品線最為完整，因此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在數位繪圖

板或繪圖螢幕等產品市場中，係居於領導地位，在國內

也是最大的數位繪圖板或繪圖螢幕之品牌」。另被處分人

之母公司日本 Wacom 株式會社網站資料亦估計 Wacom 繪

圖螢幕全球市占率達 88%，且擁有無線免電池之數位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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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關鍵技術。另據本會調查所得資料評估，被處分人

Wacom 數位繪圖板依銷售量計算之市場占有率為 47.3%，

依銷售金額計算之市場占有率為 74.8%。Wacom 繪圖螢幕

依銷售量計算之市場占有率 33.6%，依銷售金額計算之市

場占有率為 70.2%。足見 Wacom 產品普遍受到市場歡迎，

加上 Wacom 產品擁有之關鍵技術及 Wacom 產品價格明顯

高於其他品牌產品等因素，對銷售數位繪圖產品之通路

業者而言，Wacom 產品具有相當之重要性不言可喻。 

(三) 被處分人之下架停售要求、停止出貨等手段，足以使下

游事業遵循被處分人對於零售價格之要求：由於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在國內數位繪圖產品擁有高達 7 成之市場

占有率，被處分人為日本 Wacom 株式會社百分之百持股

之子公司，負責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在我國境內之銷售

事宜。下游零售商若未遵守被處分人對於零售價格之要

求，可能引發被處分人通知將 Wacom 產品下架停售，或

指示供應商暫停供貨之反制措施，將面臨失去 Wacom 產

品銷售營收之不利結果。鑒於 Wacom 係最大之數位繪圖

品牌，產品線最為齊全，下游零售商如無法取得 Wacom

產品之貨源，將影響零售商產品線之完整性，進而削減

其在零售通路階段之競爭力。是以，被處分人對於低價

銷售 Wacom 產品之零售商，採取通知下架停售、要求供

應商暫停止出貨等手段，足以使下游事業遵循被處分人

對於零售價格之要求，故有限制下游事業就 Wacom 產品

之轉售價格之情事，至為明確。 

(四) 綜上，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對於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

之轉售價格，業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項「限制

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

轉售時之價格」之行為。 

五、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轉售價格無正當理由： 

(一) 據被處分人表示因考量經營教育通路之零售商需投入較

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更多之行銷資源及承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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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且大多數學生經濟能力有限及培養 Wacom 產品之

潛在客戶等因素，故針對教育市場及一般零售通路採取

差異化定價策略，以較優惠價格提供予上奇公司等以教

育市場為主之通路商。檢舉人明知被處分人以低價供應

教育通路市場，卻向上奇公司購買後透過網路以低價販

售予一般零售客戶，違背被處分人針對教育及一般零售

通路之差異化定價策略。被處分人為避免學校方面忽略

教育通路與一般零售通路間經營成本之重大差異，僅膚

淺地比較價格，進而施壓投標廠商調降投標價格，擠壓

零售商在教育通路之合理利潤，並影響零售商繼續投入

銷售人力、成本等以維持售前售後服務之水準，才介入

關切一般零售通路之價格，目的係為緩和一般零售通路

(含網路銷售)對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之價格壓力，使參

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能維持基本獲利，以鼓勵其投資增進

售前售後服務之品質與效率係基於「鼓勵下游事業提升

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 

(二) 被處分人主張限制轉售價格係避免下游零售商利用教育

及商用市場之差別定價進行套利、鼓勵參與學校標案零

售商投入售前售後服務、避免搭便車效應及防止學校上

網比較價格等節。惟經審酌被處分人所持理由，均尚難

認有正當性： 

１、 避免下游零售商之套利行為：差別定價之福利效果(或

經濟效率)可能為正面、負面或中性。本案縱接受被處

分人所主張其針對教育及商用市場採取的差別定價具

有效率性，但依調查所得事證，不足以支持被處分人

介入零售價格，目的是在防止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

售)零售商利用被處分人對於教育及商用市場之價差，

經由購買原本應供應教育市場之產品銷售至商用市場

進行「套利」。依照展碁公司陳述表示「本公司通常只

有在當下游經銷商訂購 Wacom產品之數量較大(例如要

參與學校或企業的招標案件)，或最終客戶希望提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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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之服務(例如售後教育訓練或安裝服務)之情形，才

會在接獲客戶訂購 Wacom 產品時向被處分人『專案申

請』並告知需求內容(包含最終客戶名稱)…『專案申

請書』是在大量或有特殊需求的訂單之情形下才使用，

故需填報最終客戶名稱，被處分人才能瞭解產品之銷

售用途…」。上奇公司到會陳述表示「通常只有在下游

經銷商要參加學校的招標案件，交易數量比較大，必

須先向和冠公司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顯見一

般參與學校大型標案的零售商，通常須在參與招標前

向被處分人提出專案申請，申請書上要載明購買數量

及供應對象，被處分人藉此便能掌握出貨的流向，並

控制不讓原本要供應予教育市場的產品銷售到一般商

用通路。是以，被處分人所宣稱零售商可能利用教育

市場及商用市場之價差進行套利，實際發生可能性極

低。另外，代理商對於計畫參與學校採購案的零售商

之報價，也與出貨予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零

售商時之定價方式不同。上奇公司知悉檢舉人是透過

網路銷售予一般零售客戶，此有上奇公司員工於 102

年 1 月 30日回復被處分人之電子郵件記載「我也不知

道他們何時開始做網拍了，○○(檢舉人)並沒有門市，

只有一間辦公室…剛剛進去○○(檢舉人)網路商店，

確認他們已將 Wacom 產品下架…」可證。檢舉人係在

接獲訂單後才向上奇公司進貨，每筆訂單數量僅 1台，

上奇公司依照一般價格銷售予檢舉人，此有上奇公司

之出貨紀錄可稽，並無事證顯示檢舉人以低價取得原

本欲銷售予教育市場之 Wacom 產品，再透過網路銷售

至一般零售通路。準此，本案並無事證支持被處分人

限制轉售價格係在防止零售商之套利行為，維持有效

率的差別定價。 

２、 鼓勵下游事業投入以服務為基礎的競爭：雖然鼓勵下

游零售商投入銷售點服務(point of sal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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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聘用訓練銷售人員、提供展示及解說服務、保持

適當存貨水準等)常被引用作為限制轉售價格之抗辯

事由，但在本案情況下，尚難認有該事由之適用。限

制轉售價格之所以能提供下游零售商投入售前服務誘

因，原因在於該限制使銷售相同品牌產品之零售商無

法再以價格作為競爭工具，只能透過提高服務水準爭

取顧客，因此會將行銷資源投資在銷售點服務，此機

制運作的前提是零售商間仍有足夠之競爭壓力存在，

限制轉售價格才能將零售商間的競爭壓力從價格面向

轉到服務面向。以本案而言，如欲達成被處分人所宣

稱鼓勵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售前售後服務之目的，

則其限制轉售價格實施之對象應為參與學校標案零售

商，而非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

被處分人表示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與

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間並無競爭關係，復據上奇公司、

展碁公司等代理商陳述表示學校客戶之需求與一般客

戶不同，學校除採購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外，還有安

裝、延長保固、教育訓練等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之

需求。而且學校每筆訂單數量較大，必須先向被處分

人報備並告知最終客戶名稱，以利被處分人能提前備

貨。此外，倘若採購單位為公立學校，必須依照政府

採購法規定採公開招標。前述情況顯示，對學校客戶

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間，

不具明顯之替代關係，被處分人限制檢舉人等經營一

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零售商之轉售價格，無法

增加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投入服務競爭之誘因。 

３、 避免搭便車效應：縱再考慮另一個與促進服務競爭相

關且常見之抗辯事由「防止搭便車」，亦無法認為在本

案有該抗辯事由之適用。「搭便車理論」所描述情形係

指若不限制轉售價格，則不提供售前服務(no-frills)

零售商，會利用節省下之成本，以低價方式搶走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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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售前服務(full-service)零售商所開發之潛在顧客。

本案檢舉人係經營一般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

商，且據被處分人表示檢舉人「在網路通路低價銷售

予一般消費者，與參與學校大型採購案零售商之銷售

通路（即教育通路）及客戶（即學生）完全不同…」，

因對學校客戶而言，網路銷售零售商與參與學校標案

之零售商間並無替代關係，則參與學校標案之零售商

提供學校規劃、解說展示等售前服務，及教育訓練、

保固等售後服務，並不會增加檢舉人等一般零售通路

(含網路銷售)之交易機會。被處分人復表示檢舉人透

過網路平台銷售之 Wacom 產品數量甚少，也不會因此

搶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足見檢舉人等一般

零售通路(含網路銷售)的低價也不會搶走提供學校售

前服務零售商所開發之客戶。故本案與搭便車理論所

描述情形完全不同，並無「避免搭便車」抗辯之適用。 

４、 防止學校上網比較價格：被處分人辯稱其限制轉售價

格之原因，係為避免學校因為忽略教育通路與一般零

售通路(含網路銷售)間成本之重大差異，逕以 Wacom

產品在網路銷售管道之售價，作為壓低投標廠商價格

之依據，且因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與經營一般零售通

路(含網路銷售)之零售商間不具有競爭關係，故其限

制轉售價格並非基於限制競爭之原因等語。惟前述抗

辯事由仍難認屬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蓋因「價

格資訊」是影響市場機能正常運作及競爭發揮的關鍵

因素，參與市場的買賣雙方都必須在充分的價格資訊

下才能做出正確的交易決定，因此抑制價格資訊的流

通、增加買方的價格搜尋成本、操縱或提供錯誤的價

格資訊，會阻礙市場正常的價格形成功能，而具有反

競爭效果。被處分人透過上奇公司要求檢舉人將 Wacom 

Cintiq 產品下架、不得販售，並指示上奇公司暫停對

檢舉人出貨 Wacom 產品，縱使原因並非擔心檢舉人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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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的客戶，其目的也是要透過抑

制價格資訊的流通，增加學校方面對於價格資訊之搜

尋成本，而墊高學校對 Wacom產品的採購成本。再者，

縱使參與學校標案零售商願意提供學校展示、教育訓

練等售前售後服務，但學校方面是否均有售前售後服

務之實際需求、究竟偏好「高服務/高價格」、「低服務

/低價格」或兩者之間的組合，應由學校等採購單位選

擇，而非由被處分人代替學校選擇，更不應該為了提

供教育市場售前售後服務，而扭曲一般零售通路（含

網路銷售）市場的競爭。 

５、 經綜合考量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在國內之市場占有率

已達 7 成，品牌間競爭較薄弱，被處分人限制轉售價

格更進一步削弱品牌內競爭，也不具促進品牌間競爭

之效果，尚難認被處分人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正當

理由。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限制下游事業就Wacom數位繪圖產品

之轉售價格，且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1項規定，經依同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被處

分人僅針對售價較低之零售商干預其定價自由，但未訂定統

一固定之零售價格，並無全面封鎖零售通路之價格競爭；行

為持續期間；105年營業收入；為初次違法；配合調查態度

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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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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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4號 

被處分人：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81047 

址    設：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 288 號 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於106年8月間檢舉被處分人於同年5月報備從事多層

次傳銷，惟自同年3月起已招募民眾加入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涉

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5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主

要銷售食品，民眾繳交入會費新臺幣(下同)500 元及購買

3,350元、16,750 元與 33,500 元等不同價格之商品，可成

為銀級、金級與白金級傳銷商，並可因介紹他人加入購買

商品享有推薦獎金、推廣獎金以及輔導獎金等具有多層級

抽佣關係之獎金，惟查被處分人自 106 年 3 月起即招募民

眾加入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此有本會於同年 8 月 21 日赴被

處分人現場調查所獲電腦登錄之傳銷商繳費、簽約及發放

獎金等資料可稽，且被處分人亦不否認，是被處分人未於

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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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檢舉人提供被處分人之會員結構表及獎金發放紀錄。 

二、 被處分人之報備資料。 

三、 本會赴被處分人現場調查所獲電腦登錄之傳銷商繳費、簽

約及發放獎金等資料。 

四、 被處分人106年8月21日陳述紀錄及106年9月24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

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

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

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六、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

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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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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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5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Wor(1)d Global Network[下稱沃德傳銷計畫(組織)]係緣起美

國之多層次傳銷計畫(組織)，其於我國設立新加坡商沃德全球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新加坡商沃德公司)，於 107 年 1 月

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Biozen貼片及 Helo LX 手環

等商品。惟 106 年 10 月 11 日媒體報導，被處分人於我國召開

相關直銷說明會推廣沃德傳銷計畫(組織)及 Helo LX 智慧手環，

被處分人於新加坡商沃德公司報備前，於我國推廣沃德傳銷計

畫(組織)及 Helo LX 智慧手環，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新加坡商沃德公司於 107 年 1 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

傳銷，銷售 Biozen 貼片及 Helo LX 手環等商品，在此之

前，沃德傳銷計畫(組織)為未在我國報備之外國多層次傳

銷計畫(組織)。次查，被處分人係於 105 年 9 月在美國加

入沃德傳銷計畫(組織)，成為沃德傳銷計畫(組織)之傳銷

商，被處分人曾於 106 年 8 月在高雄場與臺中場說明會，

以及不定時在臺北市之住所向他人介紹推廣沃德傳銷計畫

(組織)之傳銷制度及 Helo手環，此亦為被處分人所自承。

是被處分人在新坡商沃德公司向本會報備前，即於我國推

廣沃德傳銷計畫(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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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新加坡商沃德全球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之報備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7 年 2 月 23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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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5    月    1 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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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6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 106 年 10 月至 12 月於網站 (網址：

http://www.38fule.com.tw/，下稱案關網站)刊載外國多層次

傳銷「三八婦樂事業」之企業介紹、獎金制度、參加契約與銷

售商品等相關內容，以及我國地址與手機號碼等聯絡資訊，惟

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

定。 

理  由 

一、 依被處分人到會陳述及案關網站內容，其所介紹之三八婦

樂事業係指中國大陸「三八婦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傳銷

商購買「青春」及「普力強」等套組商品可取得白銀、白

金及金鑽入會級別，推薦 1 人參加可獲得 20%推薦獎金；

依入會級別得領取層碰獎(層碰按該層左、右區最大單結算；

任意點位補單升級，按升級後差額補層碰獎金)、量碰獎(依

入會級別最高領取 10%)及層碰對等獎(享受安置關係最高

20 代內所有會員層碰獎金的 0.5%)；依一星、二星、三星、

四星、五星、六星、七星董事等晉升聘級，得領取級差獎、

福利獎及領導獎金等。觀上述獎金制度具有「多層級抽佣

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徵，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是三八婦樂事業為以多層次傳銷

方式推廣、銷售商品之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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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查被處分人到會自承於 106 年 10 月至 12 月架設案關網

頁刊載三八婦樂事業之企業介紹、獎金制度、參加契約及

銷售商品等相關內容，且留有我國地址及手機號碼等聯絡

資訊供瀏覽者聯繫，民眾倘欲參加亦得透過網站連結

BeClass 線上報名表填寫入會申請書。是被處分人以前揭

行為招攬他人加入外國三八婦樂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織，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辯稱實際並無招攬下線傳銷商或領取獎金及網

站已刊載俟報備後始開始運作之聲明等情，尚無礙其於案

關網站刊載外國多層次傳銷三八婦樂事業之傳銷計畫或組

織並留有聯絡資訊等違法事實認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

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

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

狀後，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站(網址：http://www.38fule.com.tw/)刊載外

國多層次傳銷三八婦樂事業之企業介紹、獎金制度、參加

契約及銷售商品等相關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18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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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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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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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7號 

被處分人：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2364797 

址    設：臺中市梧棲區大智路二段 432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663016 

址    設：臺中市梧棲區頂寮里中橫十路 146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等就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05 年至 106 年臺

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合意提高標價，為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該標案市場競標機制

之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處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略謂：臺中港一般散雜貨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

(下稱散雜貨裝卸業者)計有被處分人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港公司)、被處分人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德隆公司)及建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

新公司)等 3 家業者。因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鹽

公司)與中港公司間之 104 年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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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書將屆期，臺鹽公司於該年底辦理「105年至 106

年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下稱系爭招標

案)，而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因深知建新公司銅土轉運業務

遽增，無多餘人力參與系爭招標案，故多次密會討論拉高

標價，並決定由中港公司參與最後議價，再私下回饋予德

隆公司或得標後 2 家同時裝卸，因涉及聯合行為，爰提出

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臺鹽公司提供案關資料及意見，並赴臺鹽公司進口

鹽儲運所實地調查： 

1、97 年以前，臺中港進口鹽卸運作業係由中港公司及德隆

公司以船次輪流方式卸運。惟 97年起，因臺鹽公司臺中

港鹽倉建置完成及建新公司反映之故，而辦理公開招標，

該次因德隆公司得標後放棄承作，故由中港公司承接(契

約單價每公噸○○元)，並經續約或議價簽約(契約單價

每公噸○○元)迄 104年底。 

2、104 年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契約書因無續約

條款，屆期後僅能重新招標，故臺鹽公司進口鹽儲運所

於104年10月14日將採購需求提報予臺鹽公司行政處，

嗣因行政處要求詢價，故臺鹽公司進口鹽儲運所電洽中

港公司提出報價，中港公司 104 年 11 月 10 日製作並提

供之報價單上所載之裝卸費為每公噸(下同)○○元。 

3、105年至 106年系爭招標案之歷次投標情形(含契約期間、

預估卸運量、投標廠商標價、議減價後之單價、契約單

價等)如下表，說明如次： 

契約期間 

預估

卸運

量 

投標廠商標價(元/公

噸) 

議減後之單

價(元/公噸) 

契約

單價

(元/

公噸) 

備註 

105.1.1.- 

106.12.31(2年) 

36萬

噸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次公告 

投標廠商未

達 3 家，標

單未開封即

返還廠商 

  採公開招

標辦理 

 

104 年 12 投標廠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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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第

2次公告 

達 3 家，標

單未開封，

經詢問廠商

後，留至第 2

次開標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次公告 

中港公司：

○○元 

德隆公司：

○○元 

中港公司減價

至○○元，惟

超出底價廢標 

 

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 

中港公司：

○○元 

德隆公司：

○○元 

廠商均未出席

無法議減價，

且超出底價廢

標 

 

105 年 2 月

24 日採限

制性招標 

中港公司：

○○元 

減 價 至 ○ ○

元，同意簽約 

○ ○

元 

採限制性

招標，直

接與中港

公司議價 

(1)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投標期限至同年月 24

日下午 5 時止、25 日下午 2 時開標)：僅中港公司及德

隆公司投標，因未達 3 家投標而流標，標單未開封，

即郵寄返還投標廠商。 

(2)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此次臺鹽公司有變更採

購規範內容，投標期限至同年月 24 日下午 5時止、25

日下午 2 時開標)：僅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投標，因未

達 3 家投標而流標，標單未開封，2 家投標廠商均同意

續留至下次開標。 

(3)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投標期限至同年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31 日上午 11 時開標)：僅中港公司及

德隆公司投標，因系爭招標案投標須知第 37 條規定：

「第 2 次以後招標或標案金額未達『臺鹽公司採購要

點』所稱『一定金額』者，得不受 3 家以上之限制」，

故開標比價，中港公司○○元、德隆公司○○元。中

港公司報價較低，經議減至○○元，惟仍超出底價而

廢標。 

(4)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次公告(重定並提高底價，投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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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至同年月 26 日下午 5 時止、27 日下午 2 時 30 分開

標)：僅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投標，中港公司○○元、

德隆公司○○元，仍超出底價，因 2 家投標廠商均未

出席開標，無法議減價而廢標。 

(5)105 年 2 月 24 日採限制性招標：105 年 2月 24 日限制

性招標會議，中港公司報價○○元，經議減價至○○

元，並要求臺鹽公司於契約加註「若臺中港務分公司

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有調漲裝卸噸數管理費，則本

合約之單價須隨調漲幅度作調整」之條件，故臺鹽公

司同意依其條件於同年 3 月 8 日簽訂 105 年至 106 年

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契約書。 

(二) 經請檢舉書所載曾參與系爭招標案之中港公司業務部前

副總經理Ａ○○提供案關資料及補充說明。 

1、A○○原為中港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於該公司任職超過

30 年。 

2、中港公司管理階層、各部門之業務職掌及內部陳報流程

等情形： 

(1)104 年 10 月迄 105 年 2 月間，中港公司董事長為Ｂ○

○，總經理為Ｃ○○。Ｃ○○主要負責管理、統整各

部門之業務，尤重營運部之現場管理。機務部最高主

管為執行副總經理Ｄ○○，主要負責機械設備管理、

採購、維護等，並協助Ｃ○○處理散雜貨裝卸業務之

勞安事項。業務部最高主管為副總經理 A○○，主要負

責客戶端之業務承攬，經理Ｅ○○則負責業務執行作

業。營運部最高主管為經理Ｆ○○，主要負責散雜貨

裝卸之現場管理。財務部最高主管為經理Ｇ○○，主

要負責財務規劃、薪酬發放等業務。管理部最高主管

為協理Ｈ○○，主要負責總務、採購及人事等業務。 

(2)過去中港公司承攬臺鹽公司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

招標案之價格，係由前董事長Ｉ○○召集Ｃ○○、Ｄ

○○及業務部 A○○共同討論，由 A○○報告業務經營

成本後，前董事長親自精算後決定投標價格。而在 104

年 10 月中港公司董事長Ｂ○○改變內部陳報流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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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務均要向Ｄ○○及Ｃ○○報告，並經決策後始

可執行。故無論是過去或現在，中港公司對外之投標

價格均非一個業務部副總經理(即 A○○)即可決定。系

爭招標案自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至 105 年 2

月 24 日採限制性招標之過程，Ｃ○○皆有參與，且知

悉投標之價格，甚至投標價格是由其為最終之決定，

業務部Ｅ○○則係在 A○○出國期間(105年 1月 24日

至 30 日)代理相關業務，並為後續之投標作業事宜。

至於Ｄ○○因較不熟悉業務，故對系爭招標案無Ｃ○

○熟悉。 

3、中港公司對系爭招標案之討論及投標金額，僅有口頭陳

報及開會討論後即開始執行，並無相關會議紀錄或內部

簽陳資料。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討論如何提高系爭招標

案之投標金額，略以： 

(1)104 年 11月 18 日第 1次公告： 

甲、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至同年月 25 日開標期

間，Ｃ○○曾電話通知 A○○至其辦公室，Ａ君到場

時，德隆公司總經理Ｊ○○亦在場，該次會談即是

商討系爭招標案之投標價格，Ｃ○○先詢問中港公

司向臺鹽公司之報價情況，A○○表示中港公司散雜

貨裝卸平均價格約○○元，可以此價格或略低於○

○元投標，最後討論結果，中港公司會以略低於○

○元投標，德隆公司則要比中港公司高 5 元。德隆

公司會接受比中港公司高 5 元，以○○元投標，係

因Ｃ○○與Ｊ○○談好之後可由 2 家依船次輪流裝

卸，或由中港公司承接再私下與德隆公司議定回饋

之方式。該次會談Ｃ○○尚表示建新公司不會參與

投標。 

乙、依過去經驗，參標不會以整數投標，故 A○○交辦Ｅ

○○於該次標案以○○元投標，德隆公司則依會談

結果以○○元投標。該次標案臺鹽公司於開標日有

先電洽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表達未達 3 家投標，無

須到場開標，並將標單資料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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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A○○仍依Ｃ○○與德

隆公司Ｊ○○會談之結果，交辦Ｅ○○於該次標案以

○○元投標，事後據悉德隆公司仍依照會談結果以○

○元投標。該次標案因未達 3 家投標而流標，臺鹽公

司詢問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標單資料是否留至第 2 次

開標，故原投標資料留至第 2次開標。 

(3)104 年 12月 25 日第 3次公告：仍僅有中港公司及德隆

公司參標，中港公司 A○○及德隆公司副總經理Ｋ○○

出席開標，臺鹽公司將原留置之投標資料開標比價，

中港公司標價○○元、德隆公司標價○○元，中港公

司優先減價並同意減價至○○元，德隆公司則未減價，

中港公司再第 2 次減價至○○元，仍未達臺鹽公司底

價而廢標。A○○會後有向Ｃ○○及Ｂ○○報告出席結

果。 

(4)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次公告： 

甲、中港公司 105 年 1 月 4 日至 18 日召開之業務檢討會

議中(時間已忘)，Ｃ○○提及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

要再加價投標，否則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就不參標，

這樣標價才能再拉高。後來，A○○出國期間(105年

1 月 24 日至 30日)，中港公司在 105 年 1 月 25 日下

午 4 時召開業務檢討會議前，Ｅ○○以通訊軟體

「LINE」向 A○○報告「Ｃ○○叫我投標台鹽價錢是

○○元」，Ａ君詢問「德隆呢，要標嗎」，Ｅ君復以

「要標，○○元」，Ａ君再復以「嗯知道了」，Ｅ君

再告知「等一下 16:00 要開會」、「Ｃ○○交待人不

用去台南(臺鹽總公司)，也不要再減價」、「標單已

寄出了」，Ａ君則再復以「一下不標，一下要標，很

難做，你盡量聽他們講，問完該問的，讓他們去決

定，照做就是了」。故Ｃ○○於 105 年 1 月 25 日召

開業務檢討會議前，已向Ｅ○○指示中港公司及德

隆公司都要參標，中港公司標價○○元、德隆公司

標價○○元，且不派員出席開標。而 105 年 1 月 27

日開標當日，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之標價確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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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元，且因 2 公司均未派員出席，臺鹽公

司因無法議減價而廢標，中港公司則因標價較低，

自然取得下次標案之議價權。 

乙、前開Ｅ○○以通訊軟體「LINE」向 A○○報告之對話

內容，係因Ａ君為Ｅ君之上司，Ｅ君對業務部之事

情(例如例行性之船期表)或總經理、其他長官所交

辦之業務部事項(例如系爭招標案之標價)，會向其

報告，且「LINE」之內容「Ｃ○○交待人不用去台

南，也不要再減價」，事後證明確有此事實，故前等

通訊軟體「LINE」之內容均屬實，並無捏造情事。

至於Ｃ○○為何知悉德隆公司要投標○○元，因 A

○○於 105 年 1 月 24 日至 30 日出國，故不清楚，

但推測有再次密商，不然Ｃ君怎麼可能在開標前即

知悉德隆公司要投標○○元。另中港公司○○元之

價格，不可能係由Ｅ○○精算後所提議，蓋因系爭

招標案開始前，Ｅ○○彙整之中港公司散雜貨裝卸

價格約○○元，而非○○元。又中港公司以○○元

投標，係因Ｃ○○詢問 A○○對臺鹽公司之報價情況，

並與德隆公司總經理Ｊ○○會談後所決定，爰中港

公司○○元之投標價格，應該是由總經理Ｃ○○決

定，而非業務部經理(即Ｅ○○)即可決定。 

(5)105 年 2 月 24 日採限制性招標：系爭招標案改採限制

性招標與中港公司議價之過程，A○○表示不清楚。 

4、臺中港自 94年開放散雜貨裝卸業務後，僅中港公司、德

隆公司及建新公司經營前開業務，前等 3家業者自 94 年

起彼此在業務上即競爭激烈。就臺中港而言，大部分之

散雜貨裝卸業務都非以公開招標方式決定承作廠商，而

是由業者自由承攬，故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係屬少數之

裝卸業務。另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過去並無 2 家同時裝

卸或有私下回饋之情事。 

(三) 經請中港公司業務部經理Ｅ○○、管理部協理Ｈ○○、

執行副總經理Ｄ○○、財務部經理Ｇ○○及總經理Ｃ

○○提出說明，中港公司後續提供之補充說明與到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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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意見，彙整如次： 

1、中港公司業務檢討會議之召開及討論情形： 

(1)「業務檢討會議」(僅為泛稱)多由董事長Ｂ○○視業

務需要(時間不固定)請管理部協理Ｈ○○(負責總務

及人事等業務)通知與開會議題有關之部門主管開會，

通常管理部Ｈ○○、財務部協理Ｇ○○(負責財務規劃、

薪酬發放等業務)僅在討論總務、人事或財務議題時才

參加，大部分的業務檢討會議係由營運部總經理Ｃ○

○(負責散雜貨裝卸作業之現場管理)、機務部執行副

總經理Ｄ○○(負責機具管理、採購、維修等業務，並

協助Ｃ○○管理散雜貨裝卸作業)、業務部副總經理 A

○○(負責客戶端之業務承攬)與會，地點均在董事長

辦公室。前等會議皆以電話通知，未透過電子郵件或

書面通知開會，亦未作成會議紀錄。 

(2)管理部Ｈ○○表示，105 年 1 月至 11 月間約召開 5 至

6 次之業務檢討會議，其所參加之會議多為年度出缺勤、

獎金發放等人事方面之檢討，不涉及業務部之檢討事

項，其對業務部之討論事項多不清楚。財務部Ｇ○○

表示，所參加之會議多為獎金發放等財務方面之檢討，

其對業務部討論事項亦多不清楚，又其僅負責普通會

計，對於招標案投標價格合理與否、是否有利潤等成

本會計之評估，非其負責，招標案投標價格過去均由

業務部 A○○及前董事長Ｉ○○決定。機務部Ｄ○○表

示，所參加之會議有討論機具購買、維修及裝卸作業

量萎縮之檢討，且在 105年 1月、2月之業務檢討會議，

Ｂ○○、Ｃ○○及 A○○有討論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參

標相關事宜，惟討論事項非其業務範疇，故細節已無

印象。業務部經理Ｅ○○於 105年 11月3日陳述表示，

105年1月25日前之業務檢討會議皆係由 A○○出席，

其係於Ａ君退休後才參加業務檢討會議，其所參加之

會議有裝卸作業量萎縮之業務檢討、機具購買及勞務

招標案等。另Ｂ○○、Ｃ○○及Ｅ○○於 106 年 7 月

27 日之到會陳述表示，104 年 11月至 105 年 2月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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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之業務檢討會議，未聽聞有人提及或討論臺鹽公

司系爭招標案。 

2、中港公司參與系爭招標案及投標價格形成之過程： 

(1)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及 104 年 12 月 25日第 3次公告期間： 

甲、業務部經理Ｅ○○105 年 11 月 3 日陳述表示，中港

公司散雜貨裝卸業務自 90年起均由副董事長Ｌ○○

與業務部副總經理 A○○負責，惟自Ｌ○○102年 12

月底退休後，則由總經理Ｃ○○與 A○○負責。中港

公司一般參與臺中港散雜貨裝卸作業之勞務採購招

標案，通常係由Ｃ○○、Ｄ○○、A○○等人討論成

本狀況，再決定投標價格。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即

係由前等主管討論後決定，再交辦其填寫歷次標案

資料等事宜。 

乙、總經理Ｃ○○106 年 4 月 21 日陳述表示，其主要負

責中港公司營運部及機務部之業務，系爭招標案起

初由 A○○負責，其係在Ａ君 105年 1 月後請假 1個

月不再管系爭招標案，因Ｅ○○負責收尾，並向上

級陳報，以及董事長Ｂ○○於 105 年 1 月開始要求

所有部門之業務執行情形須陳報至執行副總經理及

總經理，始知悉有系爭招標案之投標，故Ｃ○○對

104年 11 月 18日第 1次公告至同年 12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之投標情形，僅知有流標，至於誰有投標及

投標價格為何並不清楚，該 2 次投標事宜均由 A○○

負責。另Ｃ君亦表示，其在系爭招標案流標後，始

知悉德隆公司有投標、建新公司未投標，至於德隆

公司之投標價格及建新公司未投標之理由，不清

楚。 

丙、中港公司 106 年 5 月 17 日及 7 月 27 日陳述表示，

Ｂ○○自 100 年 11 月接任董事長後，即對業務部副

總經理 A○○越過執行副總經理Ｄ○○及總經理Ｃ

○○之稽核，逕送董事長決行之營運收支簽核流程，

認為不妥，故Ｂ○○於 104年 2月、10月及 11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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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A○○表示，105 年 1 月起業務執行情形均要送執

行副總經理及總經理層層簽核再送董事長決行。惟 A

○○於 105 年 1 月間對其業務執行情況，包括臺鹽

公司系爭招標案，仍未陳報執行副總經理、總經理

及董事長。另中港公司 106 年 7 月 27 日陳述表示，

Ｅ○○104年 11月 10日製作並提供予臺鹽公司之報

價單(每公噸○○元)，係 A○○指示Ｅ○○彙整之裝

卸報價資料，並未向董事長及總經理陳報臺鹽公司

來電詢價及報價○○元，故中港公司參與 104 年 11

年 18 日第 1 次公告至同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

皆係 A○○指示Ｅ○○以○○元投標。 

(2)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次公告： 

甲、業務部經理Ｅ○○105 年 11月 3 日陳述表示，在 105

年 1月 21日第 4次公告標案於同年月 27日開標前，

總經理Ｃ○○曾於同年月 25日下午 4時召開業務檢

討會議之前，直接向其指示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都

要參標，中港公司標價為○○元、德隆公司為○○

元，惟 2公司均不派員出席開標。當時 A○○出國，

故Ｅ○○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向Ａ君報告此事，

Ａ君回復依Ｃ○○交辦處理，因此，Ｅ○○將標價

○○元之投標資料寄給臺鹽公司，而在 105 年 1 月

27日開標當日，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均未派員出席。

至於Ｃ○○為何知悉德隆公司標價之原因及過程，

並不清楚。 

乙、總經理Ｃ○○106 年 4 月 21 日陳述表示，其未與德

隆公司總經理Ｊ○○討論系爭招標案之標價，亦不

知德隆公司於 105年 1月 21日第 4 次公告之標價為

○○元；其亦未向Ｅ○○表達德隆公司之標價為○

○元。Ｃ○○復表示，其不清楚中港公司標價從○

○元改為○○元之原因，僅表示○○元及○○元非

其決定之價格，至於最終價格之決定，其判斷係由

業務部憑其專業決定。另Ｃ○○表示，其對Ｅ○○

有無向其詢問系爭招標案之標價應為多少亦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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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丙、中港公司 106 年 5 月 17 日及 7 月 27 日陳述表示，

105年1月21日第4次公告至同年月27日開標期間，

因 A○○出國，由職務代理人Ｅ○○與總經理Ｃ○○、

執行副總經理Ｄ○○討論投標之價格。Ｅ○○陳報

系爭招標案係 2 年契約，因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

分公司於 104 年召開之會議中表達將於 106 年起調

漲裝卸管理費，故 105年以○○元投標尚不致虧損，

但倘 106 年調漲裝卸管理費則會有虧損情形，爰建

議以○○元投標較合於成本分析結果，且尚能為公

司獲取些微利潤，經Ｃ○○同意，交辦Ｅ君負責投

標事宜。另Ｃ○○106 年 7 月 27 日陳述表示，其於

A○○離職 105年 3月 1日前，均未接觸系爭招標案，

故不知之前投標價格，倘知悉德隆公司要投標○○

元，中港公司無需投標○○元，可投標○○元多賺

一些。 

丁、至於業務部Ｅ○○與 A○○之「LINE」對話內容，經

彙整中港公司 106年 5月 17日陳述意見及所檢附之

Ｅ○○自訴書、7 月 27 日陳述意見，係因業務部 A

○○長期越權把持營運收支簽核流程，中港公司為

改善弊端而准許其請辭，其因而挾怨報復，故刻意

以「LINE」製造假證據，嫁禍於總經理Ｃ○○。蓋

因 A○○向Ｅ○○表達公司在針對業務部檢討，留在

業務部人員需小心，Ｅ○○將來會很危險，故Ｅ○

○才與 A○○於「LINE」表示Ｃ○○告知德隆公司要

投標○○元之意，此係依 A○○指示所配合之對話。

而其中表示德隆公司以○○元投標，係因 A○○過去

曾向Ｅ○○表達德隆公司之裝卸價格加計運輸成本

之後應該會在○○元，故 A○○推測其標價為○○元，

故與Ｅ君配合在「LINE」為前開對話，企圖製作假

證據陷害總經理Ｃ○○，並非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

有不正溝通，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情事。 

(3)105 年 2 月 24 日採限制性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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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港公司於 105年 1月 29日行文予臺鹽公司表達「請

貴公司訂定合約裝卸價格予以『台中港港埠業務費

標準表』訂定之價格為上限。以每噸○○元裝卸費

為下限，區間訂定出合理價格」之訴求。臺鹽公司

嗣於 105 年 2 月 24 日改採限制性招標，中港公司由

Ｅ○○代表與臺鹽公司議減價格，最後以○○元及

合約加註說明簽訂勞務契約。 

乙、94 年 10 月以前，進口鹽裝卸費用每噸超過○○元，

94 年 10月起因港埠作業開放民營化後，則由各散雜

貨裝卸業者在費率上限之下自由競爭。中港公司能

以○○元之低價承作，係因臺鹽公司鹽倉位於中港

公司承租之第 5 至 8 號碼頭內，由中港公司承作可

節省碼頭運輸費用，有地利之便，在臺灣港務公司

臺中港務分公司未調漲裝卸管理費情形下，尚能勉

強與成本打平，又○○元乃臺鹽公司於流標後議減

價時主動提出，非中港公司主動提起。 

3、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間無交叉持股，亦無參與彼此董監

事會及股東常會之情事。 

  (四)函請德隆公司提供案關資料及意見，略以： 

1、德隆公司總經理Ｊ○○於 81 年至 94 年間曾在中港公司

服務，92 年到 94 年間擔任中港公司營運部協理，負責

散雜貨裝卸作業之現場管理，並向總經理Ｃ○○報告執

行情形。後於 94年至德隆公司擔任營運部副總經理，103

年 6 月升任總經理。臺中港之報關、理貨、船務、運輸

等上下游業者，過去常因偶遇而聚餐，Ｊ○○至德隆公

司任職後，仍有與中港公司Ｃ○○聯繫、聚會，例如在

臺中港附近之新天地、新海岸、海港城等餐廳偶遇，均

會敬酒並問候彼此近況、閒聊，偶爾會談及近期裝卸量、

裝卸工人薪資；或因汽車船卸貨(汽車船多為合船進口，

德隆公司承作賓士、中港公司承作 BMW，汽車船卸貨之

8A 碼頭，即為中港公司承租之第 5 至 8 號碼頭後線作業

區)時，偶爾會去拜訪中港公司Ｃ○○。Ｊ○○復表示

104年 11月至 105年 2月間曾與中港公司Ｃ○○聚會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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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大部分皆在候工室、領班室或Ｃ○○辦公室，該期

間曾在候工室遇到中港公司 A○○，並有話家常。 

2、德隆公司參與系爭招標案及投標價格形成之過程： 

(1)104 年 11月 18 日第 1次公告：最早係由德隆公司業務

部副總經理Ｋ○○從臺鹽公司網站公告訊息獲知系爭

招標案，經陳報Ｊ○○及董事長Ｍ○○，Ｍ○○指示

由Ｊ○○負責並要求不要虧損，故Ｊ○○召集相關部

門主管共同討論系爭招標案之投標價格，最後討論之

標價為○○元(已將可能發生之成本納入，包括臺灣港

務公司臺中分公司曾於 104年告知於 105年第 12至 15

號碼頭後線之承租契約到期後，將調漲每公噸○○元

之裝卸管理費，惟實際標價○○元仍有賺)，並由Ｋ○

○執行參標作業事宜，爰德隆公司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以○○元投標。另德隆公司係因系爭招

標案流標而知悉建新公司未參標，推測大概是建新公

司碼頭距離臺鹽公司鹽倉較遠，致運輸成本過高，以

及未注意臺鹽公司網站公告訊息而未參標。 

(2)104年 12月 17日第 2次公告及 104年 12月 25日第 3

次公告期間：依據 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之採

購規範第 3點第 2 項規定，臺鹽公司將停靠於第 5至 8

號以外之碼頭裝卸時所衍生之機具拖吊費、自第 5至 8

號以外碼頭運至臺鹽公司指定卸運地點(即第 5至 8號

碼頭鹽倉)所增加之運輸費及其他一切相關費用轉嫁

給廠商負擔，致德隆公司運輸成本增加且需額外支付 2

次過磅費用，總經理即向臺鹽公司反映，原以為臺鹽

公司之後會修改前開規定，故 104 年 12 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及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仍以○○元投

標。 

(3)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本次標案公告時，Ｊ○

○與Ｋ○○討論應將運輸成本(僅為概估)及地磅費用

(2 次地磅費用成本增加約○○元)加入，故從○○元調

漲到○○元。至於德隆公司未出席該次標案開標之原

因，已忘記，可能係考量應真實反映成本及有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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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能得標就標，不能得標亦不能在損益平衡邊緣

而有虧損風險。另Ｊ○○表示，未與中港公司Ｃ○○

討論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之標價，倘中港公司事先知

悉德隆公司標價○○元，則其標價只會略低，而非○

○元。 

3、德隆公司與中港公司間無交叉持股，僅中港公司之法人

股東慶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德隆公司 4%之股權，並

占 1 席監察人席次，惟德隆公司及中港公司無參與彼此

董監事會及股東常會之情事。 

4、就臺中港而言，同一貨主之散雜貨不曾發生同時請 2 家

散雜貨裝卸業者同時裝卸之情形，蓋因貨主會找長期配

合、較好配合或價格較優之業者來承攬，而在 2 個以上

貨主合船進口時，才可能發生不同貨主所找之散雜貨裝

卸業者同時在同艘船各自裝卸之情形。又系爭招標案，

實屬有心人士惡意中傷，德隆公司、中港公司及建新公

司在貨源有限下相互競爭激烈，時常上演削價競爭搶奪

貨主戲碼，何來同時作業或私下回饋，而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15條規定情事。 

(五)函請建新公司提供案關資料及意見，略以：建新公司 104

年及 105 年因銅土裝卸作業遽增而人力吃緊，雖於 105

年接獲臺鹽公司來電告知辦理進口鹽裝卸作業招標，惟因

臺鹽公司非往來客戶，且其裝卸作業利潤偏低，而未參標。

另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未曾向建新公司董事長Ｎ○○詢

問是否參與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之投標。 

(六)函請臺灣港務公司提供案關資料及意見： 

1、交通部臺中港務局(現為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於 100年、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102年、104

年、105 年共召開 4 次臺中港煤炭管理政策說明會，宣

導於中港公司、德隆公司及建新公司等 3 家採傳統裝卸

方式之散雜貨裝卸業者之租賃契約 105 年 12 月 31 屆滿

後，將傳統作業之煤炭裝卸管理費(每噸○○元)調漲與

機械化一貫作業(每噸○○元)一致，前開說明會宣導調

漲裝卸管理費之貨類均僅有「煤炭」。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67 

2、另為充分反應裝卸作業產生之各項汙染所衍生之成本，

於 106年 7月 18日召開臺中港逸散性貨類密閉式裝卸作

業說明會，敘及未來規劃採傳統作業之逸散性貨類之裝

卸管理費將調漲高於機械化一貫作業，惟該次說明會僅

為意見交流，擬調漲之貨類、漲幅與期程均未定案，未

來倘確定調漲其它貨類之裝卸管理費，定會比照煤炭於

事前辦理數次說明會再實施。 

(七)函請交通部航港局提供案關資料及意見，略以：臺中港船

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計有 16 家，惟可於臺中港全部公用

碼頭提供散雜貨裝卸業務者僅中港公司、德隆公司及建新

公司等 3 家業者，另於專用碼頭經營散雜貨裝卸業務僅鴻

僑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鴻僑公司)1家業者，該公司係

依商港法、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管理規則規

定與專用碼頭業者訂定承攬契約後申請並取得船舶貨物

裝卸承攬業營業許可證，僅於該專用碼頭進行裝卸業務。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 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

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

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

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

前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聯合行

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

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相當依據之因素推定之。」

又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條、第 19 條及第 20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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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二、 次按公平交易法對於聯合行為之規範，係採實質認定，除

以契約及協議達成合意者外，尚包含因意思聯絡而事實上

可導致一致性行為之「其他方式之合意」。是就有競爭關係

之各事業，在明知且有意識之情況下，透過彼此間意思聯

絡，就其市場行為達成不具法律拘束力之共識或瞭解，形

成外在市場上之一致性行為(如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價格，

或限制數量、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

行為)，倘經調查確實有意思聯絡之事實，或得以其他間接

證據(如市場狀況、商品或服務特性、成本及利潤考量、事

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誘因、類似之漲價時間或數量、發

生次數、持續時間、行為集中度及其一致性等)判斷事業間

有意思聯絡，且為其外部行為一致性之唯一合理解釋，即

可認定該等事業間有聯合行為；又倘該聯合行為足以影響

市場供需功能者，即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聯合

行為之禁制規定。 

三、 相關市場界定： 

(一)臺中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市場概況： 

1、查進口鹽裝卸作業係屬散雜貨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

依據商港法第 3 條第 11 款及第 45 條規定，船舶貨物裝

卸承攬業係指於商港區域內利用管道以外方式，提供機

具設備及勞務服務，完成船舶貨物裝卸、搬運工作而受

報酬之事業；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具備有關文

書申請交通部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許可及核發許

可證，始得營業。復依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

貨業管理規則第 3 條至第 4 條規範意旨，申請經營船舶

貨物裝卸承攬業，應與商港經營事業機構（即臺灣港務

公司）、交通部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合作興建或

租賃經營專用碼頭，或與專用碼頭經營業者訂定船舶貨

物裝卸承攬契約；另於未開放租賃經營之碼頭，應與商

港經營事業機構、交通部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關合

作興建或租賃經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且每座專用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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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之裝卸業以 1 家經營為限，不

得越區作業。故前開商港相關法規，業將船舶貨物裝卸

承攬業者區分成「經營專用碼頭(含與專用碼頭經營業者

訂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契約者)」之裝卸業者，以及「於

未開放租賃經營之碼頭(即公用碼頭)，經營碼頭後線倉

儲設施」之裝卸業者 2類，且不得越區作業。 

2、次查臺中港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裝卸業者計有 16

家，其中僅中港公司、德隆公司及建新公司等 3 家業者

屬「於未開放租賃經營之碼頭(即公用碼頭)，經營碼頭

後線倉儲設施」之裝卸業者，並以傳統裝卸作業方式於

全部公用碼頭對外提供散雜貨裝卸服務；至於中龍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業者(含與專用碼頭業者訂定承攬

契約於該專用碼頭進行裝卸業務之鴻僑公司)，則係「經

營專用碼頭」之裝卸業者，惟其受限於申請經營船舶貨

物裝卸承攬業時係採機械化一貫作業方式於專用碼頭提

供散雜貨裝卸服務，而不得越區至公用碼頭作業，以及

專用碼頭裝卸業者，為完成船舶與後線倉棧間之貨物全

程不落地之裝卸作業所設置之自動化機械設備，均係為

輸送申請及獲准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時所規劃營運

之特定貨物種類(如「鋼鐵」、「砂石」、「煤碳」、「肥料」、

「穀物」等)所設計，倘要裝卸其他貨類，可能有調整設

備、增加成本及是否符合申請籌設時營業計畫書所列之

營運貨物種類之問題，故依據商港相關法規之規定及實

務經營情形，於專用碼頭提供散雜貨裝卸服務與中港公

司、德隆公司及建新公司等在公用碼頭提供之散雜貨裝

卸服務間不具需求及供給替代可能性。爰於臺中港全部

公用碼頭經營散雜貨裝卸業務者僅中港公司、德隆公司

及建新公司等 3 家業者，得參與臺鹽公司 104 年 11 月

18 日至 105 年 2 月 24 日辦理 105 年至 106 年臺中港進

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 

(二)本案在審酌相關市場(產品市場、地理市場)之範圍時，

除考量一般市場競爭模式，即臺中港船舶貨物裝卸承攬

業之市場競爭情形外，尚須將典型「競標市場」(bi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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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競爭模式下，標案本身所需提供之商品、服務及

區域之資格條件限制，作為審酌相關市場之範圍，始較

能真實反應競標市場中之反競爭效果。因此，本案復經

審酌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之採購規格，係以進口鹽裝卸

作業作為勞務服務項目，並未涵蓋其他裝卸品項，故本

案系爭招標案應以「進口鹽裝卸作業服務」為產品市場

範圍；又採購規格業已指定以「臺中港」作為進口鹽裝

卸作業之區域，故本案應以「臺中港」為地理市場範圍。

綜上，本案應以系爭招標案之臺中港進口鹽裝卸作業範

圍作為本案之相關市場。 

四、 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聯合行

為禁制規定，析述如次： 

(一)聯合行為主體：本案參與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之中港公

司及德隆公司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1 款所稱之事業，

彼此具有水平競爭關係，故為本案聯合行為之主體。 

(二)聯合行為之合意方式及內容： 

1、本案之市場結構易形成聯合行為： 

(1)查臺中港 3家散雜貨裝卸業者中，中港公司係於 65 年

臺中港開港之初，即合作興建第 5 至 8 號碼頭後線倉

儲設施並承租迄今；德隆公司係於 71 年合作興建第 12

至 15 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並承租迄今；建新公司則於

91 年承租交通部臺中港務局(現為臺灣港務公司臺中

港務分公司)自建之第 24 至 25 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

並於 94 年 10 月臺中港開放港埠裝卸業務自由化後，

始加入經營散雜貨裝卸業務。依商港法第 45 條、船舶

貨物裝卸承攬業及船舶理貨業管理規則第 3 條至第 4

條規範意旨，經營散雜貨之裝卸業者，於國際商港實

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2,000 萬元，裝卸搬運工人

人數不得低於 48 人，作業機具堆高機不得低於 4 臺，

且於未開放租賃經營之碼頭，應與商港經營事業機構

(即臺灣港務公司)、交通部航港局或行政院指定之機

關合作興建或租賃經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且該經營

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之裝卸業以 1 家經營為限，不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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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作業，並應具備有關文書申請交通部航港局或行政

院指定之機關許可及核發許可證，始得營業。因前開

港埠裝卸業務開放時程之差異、產業主管法規及臺中

港碼頭腹地有限之條件限制下，該產業具有相當之參

進障礙，新進業者參進不易，且中港公司、德隆公司

及建新公司間之裝卸服務同質性高而具有高度替代性，

爰在此具有高度集中性之寡占市場結構下，有利於廠

商間之水平勾結。 

(2)復查臺鹽公司系爭招標案係屬臺中港少數以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之裝卸業務，該項業務於 97年採公開招標前，

均係由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以船次輪流方式卸運，不

因建新公司於 94年參進之故，而使進口鹽裝卸業務存

有高度競爭情形，直至 97年臺鹽公司臺中港鹽倉建置

完成及建新公司反映之故辦理公開招標後，爰使得進

口鹽裝卸費用因競標結果從過去超過○○元跌至○○

元及○○元。本次臺鹽公司相隔 7 年再次於 104 年底

重新辦理公開招標，使得系爭招標案成為扭轉過去進

口鹽裝卸費用低落之機會，而本案可參與競標之業者

僅有 3 家，在此高度集中性之寡占市場結構下，彼此

可輕易觀察競爭對手之現場裝卸作業情形(包括人力

安排、裝卸量、作業天數等)，且容易從同業、上下游

業者及裝卸工人間獲悉競爭對手之裝卸作業情形，故

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極易知悉建新公司因承作銅土裝

卸業務無力再承作臺鹽公司進口鹽裝卸作業。而參與

競標之事業、尤其是長期承作進口鹽裝卸業務之事業，

倘欲提高承作價格，又不因提高價格而流失市場(喪失

得標機會)，惟有透過事前之聯絡，降低或阻絕競爭對

手競價之風險，共同使招標案流標以迫使招標單位提

高底價，始得提高最終之得標價格，因此本案確有藉

由卡特爾之運作共同提高系爭招標案投標價格之動機

及誘因。 

2、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就系爭招標案因意思聯絡而合意提

高標價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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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中港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 A○○為實際參與系爭招

標案之行為人之一，其對系爭招標案之投標情形、標

價決定之過程及內部業務檢討會議討論情形均知之甚

詳，當無疑義。據 A○○證詞，中港公司總經理Ｃ○○

及德隆公司總經理Ｊ○○曾於系爭招標案 104年 11月

18日第 1次公告至 25日開標期間於中港公司Ｃ○○辦

公室商討系爭招標案之投標價格，中港公司向臺鹽公

司之報價為○○元，並會以略低於○○元投標，德隆

公司則比中港公司高○○元，以○○元投標，且雙方

談好由 2 家依船次輪流裝卸，或由中港公司得標承接

再私下回饋予德隆公司。104 年 12 月 31 日開標，中港

公司以略低於○○元之○○元投標、德隆公司以○○

元投標，開標結果與前開討論內容相符。該次開標德

隆公司不願減價，中港公司經減價後仍高於底價，而

使該次招標廢標。 

(2)復據 A○○及中港公司業務部經理Ｅ○○陳述之證詞，

中港公司總經理Ｃ○○在系爭招標案 105年 1月 21日

第 4 次公告於 27 日開標前，於 105 年 1 月 25 日即已

知悉德隆公司將標價○○元，並向業務部Ｅ○○指示

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都要參標，中港公司標價○○元、

德隆公司標價○○元，惟 2 家均不派員出席開標，此

有中港公司 A○○與Ｅ○○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紀

錄可稽(「LINE」之內容：105 年 1 月 25 日Ｅ○○向 A

○○報告「Ｃ○○叫我投標台鹽價錢是○○元」，Ａ君

詢問「德隆呢，要標嗎」，Ｅ君復以「要標，○○元」，

Ａ君再復以「嗯知道了」，Ｅ君再告知「等一下 16:00

要開會」、「Ｃ○○交待人不用去台南(臺鹽總公司)，

也不要再減價」、「標單已寄出了」，Ａ君則再復以「一

下不標，一下要標，很難做，你盡量聽他們講，問完

該問的，讓他們去決定，照做就是了」)，且從「LINE」

對話紀錄及德隆公司填寫投標標價清單之日期顯示，

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均於 105年 1月 25日當天完成投

標作業事宜，同年月 27日開標結果，中港公司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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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德隆公司標價○○元，亦與前開「LINE」內容

吻合，且該 2 公司均未派員出席開標，導致臺鹽公司

無法議減價而廢標，中港公司則因標價較低取得下次

標案之議價權。 

(3)嗣後，中港公司於臺鹽公司 105 年 2 月 24日改採限制

性招標直接議價之過程中，再次將標價提高至○○元，

經議減價後，最後以○○元及契約加註「若臺中港務

分公司自 106年 1月 1日起，有調漲裝卸噸數管理費，

則本合約之單價須隨調漲幅度作調整」之條件簽訂勞

務契約。綜上，可證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就系爭招標

案之標價及是否參與開標有彼此討論及交換產業訊息

之行為，並據以完成投標作業之執行事宜。前等行為，

事實上已導致臺鹽公司逐次提高底價，系爭招標案契

約單價從過去中港公司承作之○○元提高到○○元，

而屬合意提高標價之行為。 

3、雖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均否認有前開商討系爭招標案標

價之情事，惟本案別無合意以外個別決定標價之可能性，

論析如次： 

(1)中港公司員工於開標前「LINE」對話內容與開標結果

相同：經交叉比對中港公司 A○○、Ｅ○○、中港公司、

德隆公司之證詞、「LINE」之對話紀錄及系爭招標案之

投標標價清單等資料，顯示中港公司於 105 年 1 月 27

日開標前即知悉德隆公司係以○○元投標，中港公司

及德隆公司亦均於當日(105 年 1 月 25 日)完成投標作

業之執行，且事後證實該 2 公司之標價與「LINE」內

容一致，且價格完全一致無分毫誤差，必與事前經過

聯絡有絕對關聯性，絕非出於 2 家事業各自之經營決

策所為。雖中港公司業務部經理Ｅ○○第 1次陳述(105

年 11 月 3 日)證稱「LINE」內容為中港公司總經理Ｃ

○○向其指示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都要參標，中港公

司標價○○元、德隆公司標價○○元，2 公司均不派員

出席開標；惟其 106 年 4 月 24日自訴書改稱「其實德

隆要標○○元是Ａ副總(A○○)告訴職的，因為德隆每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74 

次都標○○元」之詞，不僅前後差異甚鉅，且查德隆

公司於系爭招標案 105年 1月 27日開標前皆以○○元

投標，與Ｅ○○後來改稱「德隆每次都標○○元」之

事實不符，其證詞前後矛盾，後證詞顯無可採。又中

港公司 106年 7月 27 日陳稱「德隆公司投標價格為○

○元，係因 A副總(A○○)過去曾向Ｅ經理(Ｅ○○)表

達德隆公司之裝卸價格加計運輸成本之後應該會在○

○元，故 A○○推測其投標價格為○○元，並且要Ｅ經

理配合在『LINE』作假證據」等語，惟查德隆公司標

價○○元應於開標後外界始有知悉之可能，倘如中港

公司所稱是 A○○以德隆公司之裝卸價格加計運輸成

本推測方式得知，則殊難想像竟能如此精確而無任何

誤差，更甚者，亦與德隆公司表示從○○元調漲至○

○元，係加入地磅費用及運輸成本 2 項，其中地磅費

用成本增加約○○元，而運輸成本則僅概估，未具體

說明增加多少，則何以中港公司 A○○僅考量運輸成本

即能精確無誤地推測為○○元，故中港公司 106 年 7

月 27 日辯稱之詞，亦顯與事實不符，殊無可採。 

(2)中港公司總經理Ｃ○○及德隆公司總經理Ｊ○○彼此

熟識，且於系爭招標案期間，有聯繫、聚會、事前接

觸以及交換資訊情報之事實：經查德隆公司Ｊ○○過

去長達 13年曾於中港公司服務，且曾擔任中港公司營

運部協理，向Ｃ○○報告裝卸業務執行情形，乃至Ｊ

○○於 94年至德隆公司任職後，仍常因與報關、理貨、

船務、運輸等上下游業者偶遇而聚餐，Ｊ○○自承「本

人偶爾在臺中港附近之餐廳(例如新天地餐廳、新海岸

餐廳、海港城餐廳)遇到中港公司Ｃ○○，都會向老長

官敬酒，並問候彼此近況，偶爾會談到近期之裝卸量、

裝卸工人之薪資彼此閒聊，如果說從未談到裝卸情形，

那就是騙人的…，本公司於汽車船卸貨時，本人偶爾

會去拜訪中港公司總經理Ｃ○○，如果說沒有去拜訪

中港公司總經理Ｃ○○，那也是騙人的」，且Ｊ君復坦

承「本人於 104年 11 月至 105年 2 月間應曾有與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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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Ｃ○○總經理聚會泡茶，大部分都在候工室、領

班室或在Ｃ總經理之辦公室」，故 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2 月系爭招標案期間，德隆公司總經理Ｊ○○確實

曾至中港公司總經理Ｃ○○辦公室等場所聚會，此與

中港公司業務部副總經理 A○○指證，其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至 25 日開標期間，中港公司及德

隆公司之總經理於中港公司總經理Ｃ○○辦公室商討

系爭招標案投標價格之時點吻合，雖 2 家事業總經理

均否認有與他方討論系爭招標案之標價，並表示倘事

先知悉對方標價，則其標價只會略低等語，惟渠等前

開辯稱尚無法合理解釋為何同為競標之事業，一方於

事前能知悉他方之標價，況且渠等不僅彼此熟識，且

於系爭招標案期間，尚有聯繫、聚會、事前接觸及交

換資訊情報之情事。據此，可證二事業對於投標價格

事先已有意思聯絡，而非出於獨立考量決定。 

(3)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調高標價之行為，背離市場競爭

原則：查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於同年月 31日

開標時，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均有出席，該次開標比

價之結果，中港公司標價○○元，並同意減價至○○

元；德隆公司標價○○元，不同意減價，惟該次標案

因超出底價而廢標。衡諸該次標案開標比價後，據德

隆公司表示臺鹽公司將 2家廠商之標價記載於黑板上，

並表示均超出底價，希望 2 家廠商能降價，是中港公

司及德隆公司即知悉對方之標價及其減價之底限，依

據一般經驗法則，渠等於參加下次(即 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次公告)標案時，應會依據對方之標價及可減價

之底限，調整標價以爭取得標之機會。然查，105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臺鹽公司僅將前次標案之底價調

高，其餘採構規範內容未有變動，並未因此增加中港

公司及德隆公司之任何成本。然中港公司於標價○○

元並同意減價至○○元後，反將標價提高至○○元，

高於德隆公司前次○○元之標價，完全不予考量德隆

公司為爭取交易機會調降標價之可能性，則其提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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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之行為，豈非將得標之機會讓給德隆公司而錯失該

項過去長期承作之業務，顯與一般商業競爭之常理不

符；又縱使中港公司預估臺鹽公司會提高底價，為拉

近投標金額與底價之差距，以取得得標機會，其投標

金額應維持與前次相同，若要提高應不致高於前次金

額太多，惟中港公司第 3 次標價○○元卻較前次○○

元增加○○元，顯與底價差距愈來愈大，且不出席開

標比價，亦有違一般商業競爭慣性。復觀德隆公司第 2

次標價○○元明顯高於中港公司○○元之標價，且中

港公司已減價、德隆公司不願減價，倘○○元始符德

隆公司之承作成本，則該公司參中港公司第 2 次標價

及減價情形，已得知悉其價格無法競爭，何以參與第 4

次公告之標案？又該公司既已參標，即應減價，惟不

減反增，且亦不出席，與競標之本意悖離，亦有違一

般商業競爭之常理。綜上，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投標

價格愈來愈高，且未因開標結果適時調整下次投標之

價格，且均未出席開標之行為，顯與個別事業基於自

身利益參與競標之商業行為相違，亦違背市場競爭原

則。 

(4)中港公司無法合理解釋背離市場競爭原則之不合理經

濟現象： 

甲、按中港公司標價從○○元調高為○○元之理由，以

及總經理Ｃ○○曾指示Ｅ○○將標價定為○○元，

並告知德隆公司之標價為○○元等問題，中港公司

Ｃ○○106 年 4 月 21 日陳述表示，不清楚標價從○

○元調高為○○元之原因，並表示該等標價非其決

定，其判斷應係由業務部憑其專業決定，其亦未向

Ｅ○○表達德隆公司之標價為○○元。嗣後中港公

司 106 年 5月 17日補充表示，中港公司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後至 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

告前，中港公司接獲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即將調漲裝卸管理費每噸○○元左右之消息，故決

定以○○元投標。中港公司復於 106 年 7 月 27 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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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陳述表示，因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104

年召開之會議中表達將於 106年起調漲裝卸管理費，

故該公司 105年以○○元投標尚不致虧損，但倘 106

年調漲裝卸管理費則會有虧損情形，經業務部Ｅ○

○建議以○○元投標、總經理Ｃ○○同意後以○○

元投標等語。 

乙、惟審酌Ｃ○○於 65年即至中港公司服務，其身為中

港公司之總經理，負責公司日常營運管理，對公司

內部運作流程及各部門之業務運作情形均相當瞭解，

且董事長Ｂ○○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即要求業務部

將業務執行事項陳報執行副總經理及總經理層層簽

核再送董事長決行，又 105 年 1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

至同年月 27 日開標期間，A○○出國，Ｅ○○僅暫

代理職務，並向Ｄ○○、Ｃ○○等上級主管報告並

遵示執行投標作業事宜，則系爭期間Ｃ○○豈有不

知標價從○○元調高為○○元之理由，甚至表示標

價非其決定，係業務部決定。復據 A○○證稱，104

年12月25日第3次公告於同年月31日開標比價後，

其有向Ｃ○○及Ｂ○○報告開標之結果，且在 105

年 1 月召開之業務檢討會議中，Ｃ○○提及系爭招

標案要再加價投標，否則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就不

參標，這樣標價才能再拉高。對此，執行副總經埋

Ｄ○○亦證稱，在其所參加之業務檢討會議中，Ｂ

○○、Ｃ○○及 A○○等人有討論系爭招標案是否參

標之問題。故Ｃ○○辯稱，不清楚標價、標價非其

決定、最終價格係由業務部決定之詞，顯與事實不

符，殊不足採。 

丙、再者，經查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102 年

至 105 年召開之 3 次臺中港煤炭管理政策說明會，

甚至於交通部臺中港務局(現為臺灣港務公司臺中

港務分公司)於 100年所召開之 1次臺中港煤炭管理

政策說明會中，均是宣導在中港公司、德隆公司及

建新公司等 3 家採傳統裝卸方式之散雜貨裝卸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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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 105 年 12 月 31 日屆期後，將傳統作業之「煤

炭」裝卸管理費(每噸○○元)調漲與機械化一貫作

業(每噸○○元)一致，從未涉及調漲「其它」貨類

之裝卸管理費之議題，此有歷次召開之臺中港煤炭

管理政策說明會資料可稽，可證臺灣港務公司臺中

港務分公司直至系爭招標案結束前，從未有調漲「其

他」貨類裝卸管理費之表示，而中港公司身為參與

會議之一員，豈有不知所宣導之議題僅係針對「煤

炭」裝卸管理費，故中港公司辯稱，從○○元調高

到○○元係為反應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即

將自 106 年起調漲裝卸管理費(含進口鹽)之理由，

並不存在。更何況，倘如中港公司所稱，係在 104

年 12 月 25日第 3 次公告流標至 105年 1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前，收到即將調漲裝卸管理費每噸○○元左

右之消息，然據中港公司 106 年 7 月 27 日到會陳述

自承，其於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104 年」

召開之會議(查臺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於 104

年召開之臺中港煤炭管理政策說明會係於 104 年 5

月 29 日)中即知悉 106 年起將調漲裝卸管理費，則

中港公司早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時，甚

至在中港公司 104 年 11 月 10 日製作並提供予臺鹽

公司之進口鹽裝卸報價單中，即可將此因素反應於

標價之中，而非遲至 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

始將此早已獲悉之訊息反應予標價上，而甘冒錯失

該項長期承作業務之風險。 

丁、綜上，中港公司Ｃ○○前開論述，不僅前後證詞矛

盾，且顯有刻意隱匿其曾指示Ｅ○○投標○○元及

告知德隆公司要投標○○元之事實，並試圖合理化

中港公司調高標價之行為，而其所辯稱係為反應臺

灣港務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即將自 106 年起調漲裝

卸管理費之理由並不存在，顯屬避重就輕、似是而

非之詞，非其提高標價之真正原因。又中港公司既

已參標，其不出席開標比價，寧願放棄議減價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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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及得標之機會，與參標之目的是為了獲取交易機

會之本意悖離，故中港公司調高標價且未出席開標

之行為，不旦背離市場競爭原則，且亦無法提出合

理說明以解釋此一不合理之經濟現象，顯非單純反

映裝卸成本之增加。 

(5)德隆公司無法合理解釋背離市場競爭原則之不合理經

濟現象： 

甲、德隆公司辯稱從○○元調高到○○元，係因 104 年

12 月 17日第 2次公告時，依採購規範第 3點第 2 項

規定，臺鹽公司將停靠於第 5 至 8 號以外之碼頭裝

卸時，所衍生之機具拖吊費、自第 5 至 8 號以外碼

頭運至臺鹽公司指定卸運地點(即第 5至 8號碼頭鹽

倉)所增加之運輸費及其他一切相關費用轉嫁給得

標廠商負擔，致德隆公司運輸成本增加且需額外支

付 2 次過磅費用。經向臺鹽公司反映後，原以為之

後的標案會修改前開規定，故 104 年 12 月 17日第 2

次公告及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仍以○○元

投標。直至 105年 1 月 21日第 4次公告時，德隆公

司認應考量本案標的於第5至8號以外碼頭裝卸時，

所須增加之運輸成本及地磅費用(2 次地磅費用成本

增加約○○元)加入，故從○○元調漲到○○元。 

乙、惟德隆公司表示，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第 1 次公告

之初，即經該公司相關部門主管共同討論標價為○

○元，最後實際以○○元參標。然在 104 年 12月 17

日第 2 次公告時，德隆公司既已發現採構規範內容

已有變更，使得該公司需額外增加運輸成本及過磅

費用，德隆公司於可能面臨虧損情況或利潤下降時，

即應將此因素反應於該次標價之中，甚至在 104 年

12 月 25日第 3次公告，發現臺鹽公司仍未修改前開

規定時，亦應適時反應於標價之中，然德隆公司遲

未因應自身營運狀況適時反應成本以尋求最大利益，

反而在 1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 次公告開標後，在知

悉中港公司之標價及同意減價之情況下，始決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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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早已知悉之訊息反應予標價上，顯悖離一般商業

常理。 

丙、尤其對照中港公司總經理Ｃ○○於 105年 1月 21 日

第 4 次公告於同年 27 日開標前，即已知悉德隆公司

標價為○○元之事實，然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非屬

公司法所稱之關係企業，亦無參與他方董監事會及

股東常會之情事，則原屬公司內部少數決策者始得

知悉標價之訊息，何以外洩？而值此期間，卻有中

港公司Ｃ○○及德隆公司Ｊ○○等 2 位總經理聚會

之事實，此不僅有德隆公司Ｊ○○自承於 104 年 11

月至105年2月間有至中港公司Ｃ○○辦公室聚會，

亦有中港公司 A○○證稱德隆公司Ｊ○○曾至Ｃ○

○辦公室商討系爭招標案之標價等證詞，故德隆公

司於 105 年 1 月 21 日第 4 次公告調高標價之行為，

顯係基於彼此交換產業訊息之結果，而非單純反映

裝卸成本之增加。 

(6)至於檢舉人稱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間有談及可由 2 家

依船次輪流裝卸，或由中港公司承接再私下與德隆公

司議定回饋方式之約定乙節，案經調查，中港公司及

德隆公司雖皆否認上開情事，惟無論二者是否確有執

行輪流裝卸或私下回饋等約定，均無礙渠等就臺鹽公

司系爭招標案達成圍標合意，業已違反公平交易法聯

合行為之禁止規定。 

4、小結：本案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於 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2 月期間，就系爭招標案之標價透過二家事業之總經

理聚會討論、共同決定提高「105 年至 106 年之臺中港

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之標價，達成圍標之

合意，為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聯合行為」。 

(三)系爭聯合行為對市場供需功能之影響： 

1、按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聯合行為必須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

能之程度，實務上對於影響市場競爭較鉅之限制競爭行

為，通常採取較嚴格之認定，而直接判斷其已足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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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功能，構成聯合行為。圍標案件即為典型類型之一，

由於招標制度本質上係透過公平參與之機會，由個別事

業自行決定投標金額，招標單位可取得最有利交易條件

之競爭機制，倘發生圍標行為，不僅有悖於招標制度所

欲達到之透過公平競爭以決定得標者及得標價格之功能，

亦使得該標案市場之競標機制即刻遭受破壞，而損害該

招標市場之競標機能，屬直接限制競爭之行為，毋庸具

體論究圍標行為所足以影響之市場範圍程度。 

2、本案臺中港僅中港公司、德隆公司及建新公司等 3 家業

者可於全部公用碼頭經營散雜貨裝卸業務，而得參與系

爭招標案，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之參標，已占可提供服

務事業之 66%以上，本案中港公司與德隆公司彼此處於

同一水平競爭關係，本應透過較有利之價格，品質、服

務或其他交易條件等爭取交易之機會，由各散雜貨裝卸

業者依據經營成本差異、所處競爭環境及自身之商業判

斷等，個別決定價格參與競標，然渠等卻合意就臺鹽公

司系爭招標案進行圍標，共同提高投標價格，導致系爭

招標案契約單價從過去承作之○○元提高到○○元(承

作單價提高○○%)，已肇致系爭招標案之競標機制遭受

破壞，侵害自由競爭，已足以影響該標案市場競標機制

之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 項規定。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等就臺鹽公司「105年至 106年臺中港

進口鹽裝卸作業勞務採購招標案」合意提高標價，為相互

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足以影響該標案市場競標機制之功

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4條所稱聯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15條第 1項「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禁止規定。依

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經審酌：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圍標行為，屬價格聯合行為；

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期間為 2 年；中港公司自 105 年 1

月至 106年 12月因違法行為之所得利益；中港公司 104年、

105 年營業額約○○億餘元、德隆公司 104年、105 年營業

額約○○億至○○億餘元；中港公司及德隆公司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般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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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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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8號 

被處分人：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10200 

址    設：臺中市北區中清路 1段 100 號 B棟 13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

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傳銷

制度違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自100年2月從事多層次傳銷，目前報備銷

售之傳銷商品為鑽石生活卡、香柏熏蒸木桶(含配件)及粒腺體

營養素等食品。本會106年11月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

檢查，查悉106年1月至6月之銷售分類明細表資料，每月均載有

銷售新臺幣(下同)33,600元(3,000PV)之e趣鑽石生活卡紀錄，

惟查被處分人卻遲至106年4月14日始向本會報備；本會另於106

年4月對多層次傳銷事業進行網站監控時，查悉痞客邦平臺之部

落格於介紹被處分人之e趣鑽石生活卡內容，載有「天璽盛世認

股憑證」與報備內容不符。被處分人前揭變更銷售商品品項及

傳銷制度，俱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本會於 106年 11月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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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悉被處分人 106 年 1 月至 6 月之銷售分類明細表資料，

每月均載有銷售 e 趣鑽石生活卡紀錄，且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7 日到本會亦自承自 106 年 1 月開始對外實施銷售

33,600 元(3,000PV)之 e 趣鑽石生活卡，惟遲至 106 年 4

月 14 日始向本會報備，其並表示係因對多層次傳銷法令規

定不熟悉而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 

二、 次查痞客邦平臺之部落格介紹被處分人 e 趣鑽石生活卡內

容，載有「天璽盛世認股憑證」，惟查被處分人報備實施之

獎金種類，為快速獎金、推薦獎金、區域獎金、輔導獎金、

發展獎金、級別獎金、Key 單中心及 Key 單中心業續達標

再 2％，並無「天璽盛世認股憑證」。據被處分人表示，係

因被處分人所屬之天璽盛世集團規劃 108 年於香港上市，

該集團負責人提供渠於集團 3％股權，作為於 106 年 1 月 1

日以後加入被處分人成為小盤商層級者之獎勵，最高可分

配 300 股之認股憑證，前揭認股憑證係以推廣、銷售商品

及達成晉升層級，做為獲得認股之條件，雖非直接以金錢

給付，惟已涉及其他經濟利益之發放，屬傳銷制度之一環，

被處分人卻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依同法

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6年 4月 14日報備新增銷售 e趣鑽石生活卡。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 至 6 月銷售分類明細表。 

三、 痞客邦平臺之部落格介紹被處分人 e 趣鑽石生活卡內容。 

四、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7 日陳述紀錄、106年 12 月 13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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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3 月 2日補充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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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86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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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29號 

被處分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799802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 1 段 369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寶興行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008638 

址    設：新北市林口區菁埔段中湖小段中湖 53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udnshopping」網站銷售「鍋寶不銹鋼電鍋

ER-1180」商品廣告宣稱「榮獲國家節能標章」，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寶興行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各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及寶興行銷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寶興公司）104 年 7月 1

日至 106 年 11月 7 日於「udnshopping」(下稱 udn)網站銷售「

鍋寶不銹鋼電鍋 ER-1180」商品(下稱案關商品)，於廣告宣稱「

榮獲國家節能標章」(下稱案關廣告)，然經濟部能源局表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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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當時並未取得節能標章使用權，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

符，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理   由 

一、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udn」網站平台係被處分

人聯合報公司經營之交易網站，消費者藉由「udn」網站廣

告得知案關商品內容等訊息，並於該網站進行訂購商品、

付款等交易流程，且消費者付款對象、開立發票主體及換、

退貨退款之對象均為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消費者所認知

之交易對象為 udn 網站之經營者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且

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利用所經營「udn」網站刊載、散布廣

告，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並就所售商品獲有利潤，

故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係為本案之廣告主。復查被處分人

聯合報公司與被處分人寶興公司所締結之合作契約，於案

關商品交易流程中，被處分人寶興公司除為案關商品之供

應者，並自承案關廣告內容為被處分人寶興公司設計、製

作並上傳刊載，被處分人寶興公司係因廣告招徠效果直接

獲有利潤，爰被處分人寶興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案關廣告宣稱「榮獲國家節能標章」等語，予人案關商品

已獲證而得使用節能標章之印象，復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

案關商品從未申請節能標章驗證。是以，案關商品並未取

得節能標章之使用權，案關廣告卻於 104 年 7月 1日至 106

年 11 月 7日期間為榮獲國家節能標章之宣稱，足認被處分

人聯合報公司及被處分人寶興公司未於廣告刊登前查證案

關商品節能標章是否已取得使用權，即於案關廣告宣稱榮

獲國家節能標章認證，實乃未善盡廣告主查證、確保真實

之義務，致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係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與被處分人寶興公司於「udn」

網站銷售「鍋寶不銹鋼電鍋 ER-1180」商品廣告宣稱「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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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

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udnshopping」網站之案關廣告。 

二、 被處分人聯合報公司 106 年 11 月 27 日函、107 年 2 月 26

日函及 107年 2月 27 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寶興公司 106 年 12 月 14 日回函、107 年 2 月 5

日回函及 107 年 1 月 31 日陳述紀錄。 

四、 經濟部能源局 106 年 11 月 8 日能技字第 10600695490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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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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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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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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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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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0號 

被處分人：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59231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2 段 45 號 2樓 

代 表 人：〇〇〇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 THULE、OGIO、CASE LOGIC 及

MARIUS FABRE 等品牌商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檢舉忠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略以：被處

分人經營之 THULE 臉書網頁載有限制經銷商售價情事之相

關公告，上稱「本公司於 2016年 11 月 24日在奇摩購物中

心及超級商城發現 MyRack 車架專家（方貝廣告有限公司）

之都樂經銷商削價惡性競爭，經確認給予廠商停止供貨一

個月，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查價，敬請各經銷商配

合……」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規定，爰向本會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方貝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方貝公司)表示與被處分人簽

有車頂架之經銷合約，知悉系爭臉書網頁訊息，迄未

曾遭斷貨情事。 

（二） 請被處分人提出答辯說明及到會說明，略以： 

1、  被處分人主要營業項目分測驗(辦理多益、托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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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能力鑑定考試)及貿易(代理 THULE、CASE LOGIC

等 6 知名品牌產品)2 業務，分別占總營收 7 成及 3

成。 

2、 被處分人代理銷售 6 品牌商品，包括瑞典都樂 THULE

之車頂架、車頂單車架、車頂行李箱及休閒包、美

國凱思 CASE LOGIC 之 3C 電子用品包、美國 OGIO之

休閒運動型背包、法國法鉑 MARIUS FABRE 之馬賽肥

皂、美國 FOUR Wheel 之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之

露營拖車，主要通路包括休閒用品、多媒體行銷、

百貨通路、電子通路、網路郵購、箱包通路及汽車

百貨等。 

3、 被處分人代理之美國 FOUR Wheel 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露營拖車屬客訂交貨營運模式，故無經銷

商，其餘 4品牌（含 THULE）之經銷均簽有經銷或代

理合約。合約有關價格條款係沿襲行之有年之合約

所致(未有公平交易法時期即沿用迄今)，早年或為

因應經銷商之傳統思維，要求代理商給予訂價標準，

以減少消費者對市場價格紊亂之抱怨及經銷商間之

紛爭，且有助經銷商在合理價格條件下維持對客戶

之服務水準，並無任何限制價格之意圖，經銷商亦

無任何被限制價格之事實或感受，且合約中從未訂

定罰則，亦未發生任何限制價格情事。另於本會調

查期間陸續依照公平交易法規定修訂合約範本。 

4、 方貝公司為被處分人 THULE 車頂架系列產品經銷商

之一。105 年 11 月 28 日 THULE Taiwan 臉書粉絲團

網頁限制方貝公司末端售價之通告發布後，經網友

提醒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隨即撤除系爭公告，

實際上亦無停止供貨或斷貨情事，且於 106 年 3 月

間以 email 通知都樂車頂架之其他經銷商，重簽經

律師審核以遵循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新合約，改以更

周延方式防範經銷商為銷售產品而有損道路安全之

違法行為。 

5、 被處分人代理之 THULE 商品種類包含車頂架、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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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架及車頂行李箱等，經銷模式係向 THULE 買斷

後銷售予各經銷商。被處分人對 THULE 車頂架經銷

商會進行教育訓練，包括如何利用 THULE 瑞典官網

採購指南查詢正確零配件、認識產品特色、適用範

圍及示範安裝方式與注意事項；如「固定式車頂架」

須先經被處分人派員示範安裝並教育訓練，且經銷

商須親自安裝並送監理處檢驗及變更行照登記；對

於「非固定式車頂架」及「車頂行李箱」則要求經

銷商須在消費者初購時親自示範安裝並訓練其具備

該項專業技能與安全認知。因倘消費者未經經銷商

示範指導而自行安裝，將可能因安裝不當，造成產

品壽命縮短而增加保固成本，甚至可能導致交通事

故，進而造成難以負荷之聲譽損失。 

6、 因考量銷售產品之特殊安全責任及重視現場安裝示

範教導之服務特性，爰以「價格變動」作為探究經

銷商是否有不當行為之管理工具，並無控制價格之

動機。所訂建議售價亦供經銷商評估商品價值，然

對於經銷商之實際銷售價格並無以合約限制，此由

經銷合約第 6條約定：「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

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售出，惟乙方對外售價低

於甲方之建議售價九五折時，須以書面方式先經甲

方同意後再實施之……」該條文並未限制價格不得

低於 95折，只是要求經銷商告知，俾便了解其降價

銷售是否有正當理由或查詢其是否有其他不當行為，

無強制約定可證；至調降建議售價須先書面通知被

處分人之約定，係因「Thule（應為 THULE 之誤） 

Dynamic 900 雙開式車頂行李箱」為汽車用品，為符

合政府法令規範及維持行車公共安全，應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 23條規定，經監理機關檢驗合格並辦

理變更登記始得上路；又 THULE 產品價格內含安裝

認證勞務、保固責任及售後服務等費用，為避免經

銷商以消費者自行安裝做為降價銷售方案而產生違

反前揭政府法規，並可能產生危害其他車輛及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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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衍生損失與造成品牌商譽損失，故而糾正，以維

護行車安全。 

（三） 洽詢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公路總局)，獲復略以： 

1、有關小型車裝置固定式置放架（不含活動式)係屬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3 條規定應向公路監理機關

辦理變更登記（須經檢驗合格)之汽車設備。 

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 15 汽車設備規格變更規

定，固定式置放架應取得交通部核發之審查合格報

告，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一發票，經公路監

理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辦理變更登記，並無規定

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另同規則第 7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訂有小型汽車置放架使用遵守之

規定。 

3、  變更登記之審驗通常以書面(即申請人是否附具

審查報告及統一發票)為主，審查報告內容應包含荷

重、安裝位置、材質、規格及功能等資料，且僅查

驗裝置後高度或長度有無超過規定、有無遮蔽車牌

或後方燈光，及所裝設備(或零件)是否適用於被安

裝之車型。另車頂架之安裝並不具技術性，故並未

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查驗。 

（四） 又洽臺北市區監理所，獲復：固定式置放架依規定應

取得交通部核發之審查報告，並繳驗改(加)裝設備之統

一發票，經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後，始得辦理變更登

記。實務上以書面審核(即有無審查報告及統一發票)

為主，且僅查驗裝置後高度或長度有無超過規定、有無

遮蔽車牌或後方燈光，及所裝設備(或零件)是否適用於

被安裝之車型，並未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查驗。 

（五）  復洽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有關車頂架安全檢

驗之規定及實務作法，獲復：車頂架屬小型汽車置放架，

依裝設方式分為「固定式」(需以工具拆裝)與「非固定

式」(可徒手拆裝，或稱「活動式」)，該 2車用物件依

規定均須辦理檢測及審查。安裝於車體後，固定式尚須

至監理處進行檢驗及辦理變更登記（非固定式則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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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規未規定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

亦未規定須至專業廠進行安裝，故消費者可自行安裝，

且監理處之檢驗亦可對安全作最後把關。 

（六） 問卷抽查 THULE經銷商獲悉，渠等與被處分人為買斷關

係，對車頂架產品多數免費安裝，惟不乏有計費安裝或

不安裝者；曾看過系爭公告者表示，原本即遵守價格約

定或認同被處分人管制價格之作法。被處分人有限制轉

售價格（包括簽約者表示為合約約定，無簽約者表示為

口頭約定，曾簽約但目前無簽約關係者則表示為舊合約

之約定），且對未依規定販售之經銷商或予以警示、或

拒絕供貨、或終止合約或取消經銷商資格。 

（七） 另抽查 MARIUS FABRE、OGIO及 CASE LOGIC經銷商獲悉，

渠等均以買斷方式經銷被處分人商品，受訪之 MARIUS 

FABRE經銷商均未與被處分人簽約，並表示被處分人無

限制販售價格； OGIO 經銷商多數與被處分人有簽經銷

合約，並表示被處分人無限制販售價格；CASE LOGIC

經銷商均與被處分人有簽經銷合約，並表示被處分人以

合約或口頭限制販售價格，但無罰則。 

（八） 復訪查被處分人車頂架之競爭同業關於車頂架之市場

競爭現況，獲悉市售車頂架品牌除 THULE 外，尚有

YAKIMA、WHSPBAR (與 YAKIMA屬同一家公司所有，被視

為同一品牌)、ATERA及RVINNO等進口品牌及BNB RACK、

TBR、TRAVEL LIFE 及 3D 等國產品牌，市售國產品與進

口品之比重相當，各占一半，而進口品以 THULE 及

YAKIMA 為主，二者市占率相當。另查被處分人及 YAKIMA

進口商 106 年車頂架等車載裝備進口值，THULE 及

YAKIMA 106 年之進口值相當。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

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

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上開條文係在防

止上游事業對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倘事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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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或對交易

相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

間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

無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

其結果將削弱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競爭，故為上

開法條原則所禁止。另在例外情況下，限制轉售價格或有

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而得依前揭但書規

定主張其正當性。再按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本法

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就事業所提

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

服務之效率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3、提升新事

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5、其他有

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是故限制轉售價格究係

限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事業是否於必要之期

間及範圍內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爭之效果，

屬當事人之抗辯事由，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

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之事證，經審酌具有

促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19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 

二、  本案緣被處分人於臉書公告「……發現 MyRack車架專家

（方貝廣告有限公司) 之都樂經銷商削價惡性競爭，經確

認給予廠商停止供貨一個月，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

查價……」而遭民眾檢舉。所涉為 THULE（都樂)之相關產

品。經查被處分人之營業內容主要包括辦理語言測驗及貿

易 2 業務，分別占總營收 7 成及 3 成。貿易業務除代理瑞

典都樂 THULE 之車頂架、自行車架、車頂行李箱及休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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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美國凱思 CASE LOGIC之 3C電子用品包、美國 OGIO之

休閒運動型背包、法國法鉑 MARIUS FABRE 之馬賽肥皂、美

國 FOUR Wheel 之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之露營拖車等 6

個品牌商品。其中美國 FOUR Wheel露營車及波蘭 NIEWIADOW

露營拖車屬客訂交貨營運模式，故無經銷商，其餘 4 品牌

（含 THULE）之經銷均與經銷商簽有經銷或代理合約。 

三、 次查被處分人與其經銷商之商品交易俱為買斷關係。復查

被處分人因不同品牌及商品之經銷需求，其經銷合約未盡

相同，但均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相關約定條款，例如 THULE

車頂架、行李箱、登山背包等全系列商品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經銷價（含稅）計算

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唯乙方對外售價低於甲方之建議售價九五折時，須

以書面方式先經甲方同意後再實施之，違者視同違法，甲

方得以立即終止合約。」THULE SG 系列產品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建議售價(含稅)計

算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倘若因市場行情變動或有大型販促活動需調整售價

時，乙方得以書面方式向甲方說明其原由，並經甲方書面

同意後得以施行之。……末端成交價：不得低於建議售價

九五折。如有違反，並經查證屬實，甲方得不經乙方同意

立即中止合作關係並收回乙方尚未售出之庫存商品，乙方

絕無異議。」OGIO 系列產品、 Case Logic 經銷合約書第

6 點約定「買賣價格係依照附件中商品建議售價(含稅)計

算之。而乙方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附件中建議售價(含稅)

售出，倘若因市場行情變動或有大型販促活動需調整售價

時，乙方得以書面方式向甲方說明其原由，並經甲方書面

同意後得以施行之……」另 Marseille 代理合約書第 5點

約定「……，乙方及其經銷商對外售價，宜照甲方之建議

售價售出。乙方非經甲方之事先書面同意前，乙方及其經

銷商對外售價不得低於甲方建議售價之九折。」該等約款

明顯限制經銷商決定轉售價格之自由，被處分人雖辯稱經

營迄今未處分過任何經銷商，或 OGIO、Case Logic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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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eille 合約中未訂有未遵價格約定之處罰措施條款，

惟前開約款所定事項具拘束締約雙方之作用，此由調查獲

致多家經銷商表示被處分人有限制轉售價格可證，況合約

書係締約雙方之合意，既查被處分人與經銷商訂有經銷合

約書，互為約定，系爭合約書即有一定之約束力，且系爭

公告並載有「我們也將不定時會在網路上查價」，另查被處

分人系爭公告雖僅刊載一天旋即自行撤下，惟經查被處分

人從事 THULE 商品網路銷售之經銷商，亦多表示原即遵守

價格約定。另查我國車頂架市場進口占約 5 成以上，進口

品牌以被處分人代理之 THULE 及溢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

理之 YAKIMA 及 WHSPBAR 為主，二者市占率大致相當，經銷

商對於進口車頂架品牌之選擇有限。經銷商表示原即遵守

價格約定，不無與交易對象轉換受限或經銷之沉入成本有

關，被處分人藉由合約約定限制經銷商商品轉售價格之事

實，洵堪認定。 

四、 案並請被處分人提出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關於 THULE、

OGIO、CASE LOGIC 等包類產品及 MARIUS FABRE 肥皂類產

品等之經銷合約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是為減少經銷商

之紛爭、助於維持客戶服務水準，且合約未訂罰則，實務

上亦無限制轉售價格等情事。惟按維持轉售價格有促進經

銷商勾結之疑慮，而被處分人亦未提出如何以限制下游經

銷商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維持客戶服務水準及促進競爭之

具體作法與事證，被處分人辯詞尚無具體實施之內容及具

體事證以實其說。又被處分人稱 THULE 車頂架、車頂行李

箱等相關產品之經銷合約訂有限制轉售價格係為交通安全

之考量，然查車頂行李箱非屬一次性安裝之商品，向由消

費者依需要而裝卸，其裝卸向附有說明書，經銷商說明之

完善與良莠本即經銷商爭取交易，從事品牌競爭之所在。

復查車頂架依是否可徒手拆裝而有活動式與固定式之別，

其中僅固定式車頂架依交通法規應辦理汽車設備規格變更

登記。另據公路總局、車安審驗中心及監理所表示，法規

未規定須由安裝事業辦理檢驗及變更登記，亦未規定須至

專業廠進行安裝，且安裝不具技術性，消費者可自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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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變更登記之審查僅係查驗是否領有符合高度、長度、適

用車型、規格、功能及荷重等之書面審查報告及統一發票，

並不就安裝牢固與否進行檢查，至被處分人辯稱對「固定

式車頂架」須先經其派員示範安裝並教育訓練，另稱概括

估算安裝、認證、保固、售後服務等成本約占銷售成本 15%

至 20%等語，然認證（產品須取得合格證明始得對外銷售）、

保固、售後服務為銷售之一般性成本，尚難認該等成本係

為公共安全而需額外支付之成本，且被處分人並未提出經

銷商於銷售時為恪盡交通安全考量所需提供銷售服務之具

體內容及前揭服務所須支付成本之具體數據與事證，又查

經銷商中有未提供安裝服務者，故被處分人稱為交通安全

考量，難謂有據。被處分人又稱限制轉售價格之理由係為

避免惡性競爭影響服務品質，亦為避免安裝不當而使產品

壽命縮短、保固成本增加，然查經銷商就安裝即有收費與

否之別以為爭取交易之區隔，故並無事證足證被處分人限

制轉售價格之行為係與提升經銷商注意商品公共安全性有

關。爰本案尚難認被處分人已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提出其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有「促進品牌間之競爭」或「其

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等具體事證，而符合

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項但書規定之正當理由。 

五、 綜上，被處分人上揭限制經銷商販售價格行為，已剝奪事

業自由決定價格之能力，事業將無法依據其所面臨之競爭

狀況、營運策略等訂定產品售價，其結果將削弱經銷通路

間之價格競爭，且無促進競爭之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 THULE、OGIO、CASE 

LOGIC及 MARIUS FABRE 等品牌商品之價格，並無促進競爭

之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

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

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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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素等，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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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1號                                           

被處分人：恩錸富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615578 

址    設：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 段 21 號 11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增銷售商品

及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規定於事先取得該限制行

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三、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105 年 5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

售電位溫熱治療器及美容保養品等商品。本會 106 年 11 月

14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

分人事業手冊與向本會所報備事業手冊不符，不符之處為

被處分人新增加保薦樹獎金制度、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

內容及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標準；另查被處分人商品訂購單

新增水素棒 1 支、水素棒配套（4 送 1）、水素棒配套（15

送 6）及水素棒配套（42 支）等 4 項商品未向本會報備，

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規定；另經抽查被處分人

與傳銷商訂定參加契約，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朱君為傳銷

商，未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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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條規定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曾於 106 年 7 月 9 日向本會報備新增保薦樹獎

金制度、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增加 Team Elite 1

精英領隊 1、Team Elite 2 精英領隊 2 及 Team Elite 3 

精英領隊 3 等 3個層級）、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及

新增銷售水素棒 1 支、水素棒配套（4 送 1）、水素棒配

套（15 送 6）及水素棒配套（42 支）等 4 項商品。嗣後

被處分人僅接獲本會通知新增保薦樹獎金制度、變更明

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及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需補正，

以為新增銷售商品部分已通過報備。另有關新增保薦樹

獎金制度、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退換貨商品價

值減損標準部分，被處分人確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補正報

備。 

（二）有關新增銷售水素棒 1 支、水素棒配套（4 送 1）、水素

棒配套（15 送 6）及水素棒配套（42 支）等 4 項商品，

已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完成變更報備作業；新增保薦樹

獎金制度、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及退換貨商品價

值減損標準亦已於 107 年 1月 2日完成變更報備作業。 

（三）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朱君為傳銷商，因疏失未

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已於 106 年 11 月 20日補正。 

理   由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增銷售商品

及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

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二、傳銷制度及

傳銷商參加條件。……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

來源……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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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準及理由。(下略)」同法第 7 條規定：「多層次傳

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

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

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

效後 15日內報備。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項規定變更報

備，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令其限期補正；屆期不補

正者，視為自始未變更報備 ，主管機關得退回原件，令

其備齊後重行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更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定

期限報備即違反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復按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

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

第 15 條、第 17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

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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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雖於 106 年 7 月 9 日向本會報備新增保薦樹

制度獎金計算、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增加 Team 

Elite 1精英領隊 1、Team Elite 2 精英領隊 2 及 Team 

Elite 3 精英領隊 3 等 3個層級）、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

標準，及新增銷售水素棒 1 支、水素棒配套（4 送 1）、

水素棒配套（15 送 6）及水素棒配套（42 支）等 4 項商

品，然報備資料多所缺漏，經本會通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 29日前備齊變更資料補正，惟屆期仍未補正，本

會爰於 106 年 11 月 2 日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予以退件，該次變更報備視為自始未變更報備，

此有本會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相關資料可稽。 

（三）被處分人雖表示，僅接獲本會通知新增保薦樹獎金制度、

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及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

需補正，以為新增銷售商品部分已通過報備等語。惟被

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 9 日向本會報備變更傳銷制度、新

增銷售商品及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經本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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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1月 2 日退件，該次變更報備視為自始未變更報備

已如前述，且迄至本會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業務檢查當

時，查獲產品訂購單所載商品品項與被處分人向本會報

備之資料不符，所新增之水素棒等 4 項商品，屬影響獎

金計算及發放之傳銷商品，並未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四)另有關新增保薦樹獎金制度、變更明日之星表彰制度內容、

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部分，被處分人自承確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補正報備。是以，被處分人未完成多層次傳

銷變更報備即逕行變更傳銷制度及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

標準，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商，未依規定於事

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

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者，應事先取得該限

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3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

於違反第 1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

下罰鍰」。 

（二）案據本會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業務檢查時，查得被處分

人於 106 年間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朱君為傳銷商，未附

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之情形，且被處分人亦自承，因疏

失未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核上開情事，洵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

增銷售商品及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其傳銷商，未依規定

於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及第 16條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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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

模、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

查等情狀後，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及第 33

條前段規定，分別就違反同法第 7 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5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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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2號 

被處分人：奕璦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882767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37號10樓之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

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並交付契約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 項規

定。 

四、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商解除

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及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五、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第 3 項違

法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與傳銷商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且將處理情形送本

會備查。 

六、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9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

售美容保養品及一般食品等商品。本件係民眾於 106 年 9

月 8 日來會檢舉被處分人疑未依限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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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未交付書面參加契約，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

第 1 項及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同年 9 月 18 日本會派員赴

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另查悉被處分人疑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完成報備前即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即變更主要營業所及入會套組並舉辦海外

旅遊獎勵活動，及未依限辦理傳銷商之退出退貨，爰就被

處分人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1條第 2 項規定部分，併予調查。 

二、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8 月 1 日將主要營業所搬遷至臺北市

中山區松江路 237 號 10 樓之 1 並開始運作，被處分人公

司 106 年 9 月 4日始向本會報備變更主要營業所。 

(二) 被處分人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即辦理海外旅遊獎勵活動，

凡於 106 年 7 月 1 日至同年 7月 31 日期間，以「皇家至

尊配套」加入或個人升級至「皇家至尊配套」者，可於

106 年 9 月 5日至 9 月 8 日補助濟州島旅遊獎勵，該次共

18位傳銷商獲獎勵資格，每人補助 13,500元，共 243,000

元。 

(三) 被處分人於 106年 3 月 16日向本會報備新增銷售「皇家

配套」入會套組後，被處分人推出傳銷商一次以 56,280

元購買「皇家金級」，131,320 元購買「皇家白金」及

281,400元購買「皇家至尊」等 3項入會套組，惟未向本

會報備。 

(四)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9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完成報備程序。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完成報備之前，計招募 35 位傳銷商加入；又

被處分人因誤以為僅須於主要營業所備置參加契約影本，

不以交付書面參加契約及事業手冊為必要，故約於 106

年 2 月開始改讓傳銷商以網路加入，傳銷商僅需於公司

網路頁面勾選同意經銷商申請契約，再鍵入傳銷商基本

資料後，即成為被處分人傳銷商，被處分人目前業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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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傳銷商簽訂書面參加契約。 

(五) 傳銷商陳君 106年 2 月 8 日加入，同年 7 月 12 日申請終

止契約，惟被處分人延誤至同年 8 月 28 日退還款項；另

傳銷商吳君 106 年 8 月 1 日加入，共有 2 個經營權，其

一係以444,000元加入，另一經營權係以88,800元加入，

吳君 106 年 8 月 9 日就 444,000 元之經營權部分申請解

除或終止契約，因被處分人於 106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舉辦濟州島旅遊獎勵活動，一併舉辦員工旅遊，致退

款作業延誤，被處分人業於 106 年 9 月 12 日退還款項；

吳君另於 106 年 9 月 18 日就 88,800 元之經營權部分申

請退出退貨，被處分人業於同年 9 月 19 日就原購價格全

額退費。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未向本會完成報備即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

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

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同法第 4 條規定：「本法

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傳銷行為

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又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下

略)」是倘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未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即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條第1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6條第1項、

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

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9 月 1 日向本會辦理報備從事多層

次傳銷，同年 10 月 13 日始備齊資料完成報備，惟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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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自 105 年 7 月 12 日起即陸續招募傳銷商入會，足

認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

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

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層次傳銷事業

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下略)」同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

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

(下略)」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變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而未依法報備，即違反同法

第 7 條第 1項規定。次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營業所，

指主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地。」同細則第 3 條規

定：「本法第 6條第 1 項第 2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

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

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復按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條至第 12 條、第 13條第 1 項、第 14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

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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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原報備之主要營業所為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 段 201 號 21 樓之 6，嗣於 106 年 8 月 1 日搬遷至臺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 237 號 10 樓之 1，被處分人卻遲至 106

年 9 月 4 日始向本會報備變更主要營業所。被處分人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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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營業所，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三）次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9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辦理濟州島

旅遊獎勵，符合獲獎資格者，被處分人補助每位傳銷商

13,500 元，該項活動涉及獎金及經濟利益之發放，屬傳

銷制度之一環，惟被處分人未於實施前就該項獎勵之內

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之最

高比例等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四）另查被處分人新增銷售「皇家金級」、「皇家白金」及「皇

家至尊」等 3 項入會套組，屬影響獎金計算及發放之傳

銷商品，惟未就該等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商品品項

及價格等向本會報備。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

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

文件為之。」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條、第 17 條、第 19 條、

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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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傳銷商吳君於 106 年 8 月 1 日加入，惟未獲有書面參

加契約，被處分人亦自承約於 106 年 2 月開始改讓傳銷

商以網路方式加入，且並未交付書面參加契約及事業手

冊予傳銷商。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並交付契約正本，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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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20條第 2項及同法第 21條第 2 項規定乙節：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傳

銷商得自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

業解除或終止契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

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傳銷商

送回之商品，並返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

他給付多層次傳銷事業之款項。」同法第 21條第 1 項及

第 2 項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

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

求退貨……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

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

銷商所持有之商品。」多層次傳銷事業倘未於傳銷商契

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日內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即違

反上開規定。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傳銷商吳君 106 年 8 月 1 日加入，共有 2 個

經營權，同年 8 月 9 日吳君先就其 1 經營權申請退出退

貨，被處分人至遲應於同年 9 月 8 日辦理完畢其退出退

款事宜，惟被處分人遲至同年 9月 12 日始退還款項。被

處分人未於傳銷商契約解除或終止後 30日內辦理退出退

款，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 

（三）次查傳銷商陳君 106 年 2 月 8日加入，同年 7月 12 日申

請終止契約，被處分人至遲應於 106 年 8 月 11 日辦理完

畢其退出退款事宜，惟被處分人遲至同年 8月 28日始退

還款項。被處分人未於傳銷商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辦

理完竣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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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

向本會報備；變更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

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

出退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

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及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

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被

處分人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

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34 條前

段規定，就被處分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及

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各處新臺幣 10 萬元、15 萬元、5

萬元、10 萬元、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5   月   3 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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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徐先生 

電話：23517588#32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700071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貴公司函報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加入

本會107年2月8日公聯字第107001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

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聯合行為案，准予備查，許可內容、

許可理由及許可負擔比照前開許可決定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貴公司107年3月29日福明採字第1072-010號函及保證

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107年4月26日(107)豬聯

社業字第090號函辦理。 

 

正本：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副本：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  代表人：○○○  君、本會綜合規劃處

(請刊登本會網站行政決定電子資料庫)、服務業競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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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3號                                                                                                  

被處分人：○○○  

統一編號：○○○○○○○○○○  

址    設：○○○○○○○○○○○○○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散發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及安

檢人員佩戴使人誤認之工作證，使民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

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安全檢查行銷售瓦

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行為，未依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5028 號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其違法行為。 

二、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多位民眾反映，略以：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下

稱樂樂企業社）印製及散發易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

用戶誤認該事業為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

北區瓦斯公司），並假藉安全檢查名義，推銷瓦斯安全器

材。 

二、調查經過： 

(一)檢舉人甲君： 105 年 6 月 10日左右，有名穿著制服並出

示識別證人員，在甲君位於○○○○○○之住家登門表

示其為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曾在信箱投遞瓦斯安全

檢查通知單，要進行瓦斯安全檢查，惟該員出示識別證

的時間短暫，故無法得知其姓名。該員進入住家後，便

使用儀器於廚房進行瓦斯偵測，現場儀器警示聲嗶嗶作

響，該員表示家中瓦斯管線器材有漏氣情形，為安全起

見要求更換瓦斯節流閥，要價新臺幣（下同）1,900 元，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15 

由於懷疑該員是否為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故向渠表

示是否安裝節流閥需要再考慮，如果欲安裝將自行與該

公司聯繫，該員留下 1 張瓦斯安全檢查通知單表示，日

後如有需要可撥打通知單上之電話。檢舉人甲君並表示

如果知道該員非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則不會讓該員

進入家中，並檢送通知單圖檔請本會查處。 

(二)檢舉人乙君：105 年 7月上旬，乙君位於○○○○○○家

中信箱接獲樂樂企業社紅色服務通知單，上面載明「大

臺北區瓦斯服務補檢」。嗣於同年 7 月 14 日晚間，樂樂

企業社之員工穿著藍色制服員工登門檢查天然氣管線及

開關，該員表明檢測器有聲響應有漏氣，當場向乙君收

取更換管線的費用及檢測費 2,900 元。由於與歷次檢測

管線服務收費方式不同（之前均透過下期瓦斯費帳單收

取），經乙君於網路查詢，樂樂企業社曾違反公平交易法，

質疑樂樂企業社可能為冒充，並非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委

託的檢測機關，遂檢附「大台北區天然瓦斯設備申購單 

產品銷售認購明細表」及通知單圖檔請本會查察。 

(三)檢舉人丙君：樂樂企業社於 105 年 10 月 3日派員至丙君

位於○○○○○○家中，聲稱為進行瓦斯設備安全檢查，

因僅有高齡且不識字母親在家，渠母當時向登門人員表

示未接獲通知，惟該員仍表示有投遞相關通知單，並誆

稱自己為大台北瓦斯業者，以使渠母同意該員進入家中，

隨後於檢查熱水器時，表示保險開關已舊須更換，甚至

把固定瓦斯管在牆壁上罩子撬開造成損傷，渠母在不了

解樂樂企業社做何檢查且已更換保險開關，只得付現，

爰提供「大台北區天然瓦斯設備申購單 產品銷售認購明

細表」請本會查察。 

(四)檢舉人丁君：105年 8 月 25日於信箱中發現樂樂企業社

之瓦斯服務通知單，上網查詢得知樂樂企業社曾於 105

年4月間經本會處分，除令樂樂企業社停止違法行為外，

並將樂樂企業社之事業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為何

其仍逍遙法外，隨意投遞傳單，而且傳單內利用話語規

避，混淆民眾，請本會持續追蹤，杜絕不良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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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舉人戊君：106 年 7月上旬接獲樂樂企業社投遞之通知

單外，並表示於該員工登門時，向其表示為大台北區瓦

斯公司之員工，且當時穿著讓人以為其為大台北區瓦斯

公司員工之制服，導致渠誤信該員為大台北區瓦斯公司

之人員，遂同意該員進入家中進行安全檢查。嗣後樂樂

企業社之員工進入家中後，即使用儀器於廚房進行瓦斯

偵測，現場儀器警示聲嗶嗶作響，該員表示家中瓦斯管

線器材有漏氣情形為安全起見要求更換瓦斯節流閥，索

價 2,900 元，惟經檢舉人向其表示，因該房屋係向人承

租，如要更換瓦斯節流閥，則必須先取得房東之同意後

才可更換安裝，該員則表示可以等確認後再來更換，惟

事後便沒有再登門安裝瓦斯安全器材。 

(六)檢舉人己君：106 年 7月上旬接獲樂樂企業社投遞之通知

單外，並表示於該員登門時，向其表示為大台北區瓦斯

公司之員工，且當時穿著白色之工作服，並且快速出示

員工證件，以致無法清楚辨識員工證件上之照片及姓名，

最終導致渠誤信該員為大台北區瓦斯公司之人員，遂同

意該員進入家中進行安全檢查。嗣後樂樂企業社之員工

進入家中後，即使用儀器於熱水器附近進行瓦斯偵測，

現場儀器警示聲嗶嗶作響，該員表示家中瓦斯管線老舊

有漏氣情形，為安全起見要求更換瓦斯節流閥，索價

2,900 元，並向渠介紹瓦斯安全器材具有自動遮斷瓦斯

之功能，但事後被家人獲知此事之後，覺得渠係遭到詐

騙，遂向本會提出檢舉。另己君復表示，嗣後渠與樂樂

企業社取得聯繫，表示想要退貨退款，最終退還一半之

款項。 

(七)函請樂樂企業社到會說明及提供相關資料，摘要如次： 

  1、本會於 105 年 8 月 5 日以公製字第 1051360517 號書函

雙掛號郵寄至樂樂企業社商業登記地址，該調查函已合

法送達，惟樂樂企業社並未依指定日期到會說明。 

2、本會再次以 105 年 9 月 21日公製字第 1051360624 號書

函雙掛號郵寄至樂樂企業社商業登記地址，並另於同年

9 月 23 日以公製字第 1051360639 號書函雙掛號郵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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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之戶籍地址，函文內容已明確告知樂樂企業社

及被處分人若不於期間內到會說明，本會將依現有事證

審議。前開本會調查函均已合法送達，樂樂企業社仍未

到會說明。 

三、檢舉人提供樂樂企業社散發之瓦斯服務通知單內容如

次： 

１、通知單正面之標題以偏大字體顯示「大台北區瓦斯服

務通知」字樣，另該通知單正面其他記載事項為： 

「敬啟者：補檢  服務員編號：11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頻傳，現為 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年○月○日上午 11:00～下午 18:30派員 趨

府實施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工作，希屆時賜予

合作。雨天順延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

本公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片

及編號」。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損

失。 

貴用戶(蓋上不易辦識之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篆

體印鑑)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現場維

修更換器具，一律現場收費辦理，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並祝閤家平安。 

安檢服務專線：(02)22801922(11：00～18：30) 

※本公司為提升安全品質、已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斯

爐前及熱水器下方開關  當瓦斯橡皮管脫落或著火

時、燒毀即自動切斷瓦斯(超流量自動遮斷器)及抗

氧 化 PVC鋼絲管。 

貴用戶 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請來

電向本公司申請換裝以保安全。(瓦斯本無害，不慎變

成災)。」 

２、背面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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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事   項 

一、本公司為加強軟管線維護，確保  貴用戶使用安

全，定於封面所列時間內派員趨府實施瓦斯設備

定期服務，謹先函達，尚請賜予合作為荷！ 

二、敬請注意確認服務人員身份，以防受騙。 

三、貴府瓦斯爐、熱水器所使用之橡皮管易變質老化，

為避免漏氣事故，本公司工作人員將為貴府換裝

服務。 

四、為加強使用安全，可加裝超流量自動遮斷器，設

備開關確保使用安全，本公司一律採現場收費方

式辦理，並開立保證書及收據，貴府可直接要求

現場服務員換裝。 

五、本公司非天然氣導管單位，純為推廣瓦斯器具及

安全設備，同時協助住戶瓦斯使用安全之維護。 

 

        此致 

貴用戶                   統一編號：26730397 

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四、因本案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適用，本會前

於 106 年 4月 12日第 1327次委員會議決議，將樂樂企

業社之事業負責人（即被處分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嗣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復函

（106年 6月 15日北檢泰崑 106他 5892字第 15632號函），

查無被處分人詐欺犯行，業已簽結。 

五、本會再函請樂樂企業社針對本會 106 年 4 月 19 日公處字

第 106026號處分書之事實及理由及上開被檢舉事實，為

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並提供相關資料到會說明，相關情

形如次： 

  (一)本會於 106年 10月 20日以公製字第 1061360623號書

函雙掛號郵寄至樂樂企業社商業登記地址，該調查函

均合法送達，惟樂樂企業社並未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

指定日期到會說明。 

(二)本會再次以 106年 11月 22日公製字第 10613606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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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函雙掛號郵寄至樂樂企業社商業登記地址，函文內

容已明確告知樂樂企業社若不於期間內到會說明，本

會將依現有事證審議。上開本會調查函均已合法送達。

惟約談當日（106 年 11 月 28日）樂樂企業社仍未到

會說明。 

理   由 

一、樂樂企業社已於 107 年 1 月 24 日辦理歇業登記在案，惟依

最高行政法院相關判決，認為獨資之商號，法律上並無獨

立之人格，應以其負責人之自然人為其權利主體，故經查

獲獨資商號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以負責人為裁處對象，

未因該商號已辦歇業登記而有所不同(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

度判字第 1225 號判決、91 年度判字第 1646 號判決意旨參

照)，故於論述本案行為主體時，應以行為時商號負責人即

被處分人認定之，先予敘明。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

意。」第 39 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

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

效果。」第 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

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03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

明白足以確認者。……」 

三、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條及第 39條規定，於 105 年 8

月 5 日、105年 9月 21 日、105 年 9 月 23 日、106年 10 月

20 日及 106 年 11 月 22 日多次以雙掛號方式函請樂樂企業

社及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並於函中告知未到會說明及提供

案情相關資料之法律效果，惟樂樂企業社及被處分人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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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函訂日期到會說明。為落實公權力之執行，本會得依行

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依現有事證逕予認定

本案樂樂企業社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四、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同法第 42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 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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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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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

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經本會限期令其停止其行為，

倘事業屆期未遵行時，本會得繼續令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以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五、本案樂樂企業社於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工作證上刻

意使用「大台北區瓦斯」為事業表徵，並假藉瓦斯管線安

全檢查之名行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之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理由如下：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規定，所稱「欺罔」意指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

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

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2、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3、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而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

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

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

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

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

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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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 

(二)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 4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從

事推廣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不得有下列之行為：……（二）

藉實施瓦斯安全檢查，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

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三）藉瓦斯安全服務通知

單、工作識別證、工作制服等，冒充或攀附有信賴力之他

事業、團體或機關，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

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同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且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反。」按一般民眾普

遍對導管瓦斯公司具有較高之專業信任，基此，倘瓦斯安

全器材業者在銷售其產品時，利用民眾對導管瓦斯公司之

信賴感，假藉其名義，僅告稱瓦斯安全檢查或免費更換瓦

斯管線，未表示目的係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且非屬導管瓦斯

公司之重要交易資訊，民眾在不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內

檢查瓦斯管線，隨後更進而表示現有設備不安全，而推銷

產品，就其整個行銷過程，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交易，

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利，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誤認之欺

罔行為。 

(三)查本案檢舉人等均居住於臺北市，係屬當地供應天然氣之

導管瓦斯公司-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區域。

而樂樂企業社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與大台北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分屬不同業務種類之事業，然樂樂企業社為

便於在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之營業區域內從事銷

售，刻意於安檢服務通知單及工作證上選用「大台北區瓦

斯」為其事業表徵，顯有利用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之名，達到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意圖。復據民眾甲

君等人均表示倘知該事業非當地導管瓦斯公司，而是瓦斯

安全器材銷售業者，即不會使其進入屋內換裝瓦斯安全器

材，顯示該事業確實對消費者隱匿足以影響其交易決定之

重要交易資訊，核屬為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四)另檢視樂樂企業社所製發之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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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正面，其「大台北區瓦斯」之文字均以放大字體方式呈

現，在視覺作用上極易與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產生

聯想。而一般用戶在初步判斷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後，對

何時到府實施安檢或會加以注意，其他部分則多數不再詳

查。因此，即使該通知及工作證反面曾出現「大台北樂樂

瓦斯企業社」及「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字樣，但由

於其記載位置，或記載於背面角落，或於正面以不易辨識

之篆體印章標示，致用戶可辨識程度僅止於聯想為當地導

管瓦斯公司。爰此，該服務通知單及「工作證」文字之列

印、編排及遮蔽性手法，核屬前開處理原則第 4點第 3款

之類型，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五)復查樂樂企業社所發放之服務通知單正、反面載有「本公

司為加強軟管線維護，確保貴用戶使用安全」、「派員趨府

實施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等文字內容意圖讓用戶

誤以為是導管瓦斯公司定期安檢服務之作法甚為明顯，並

隱匿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商業性。背面第 5 點雖表明「非

天然氣導管單位」，但通知單之整體表示仍足以讓民眾產

生誤認。 

(六)更甚者，樂樂企業社為增加用戶之混淆程度，於服務通知

單加印字體放大之「補檢」字樣，企圖使民眾誤以為上一

次並未接受當地導管瓦斯公司之定期安全檢查，而基於安

全考量有必要配合本次補檢，增加樂樂企業社得以進入用

戶家中之機率。故樂樂企業社之銷售模式應與本會先前處

分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行銷手法均為類似。 

(七)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係指事

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於過去、現在及未來對於整體交

易秩序之影響，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行為實施後，

客觀上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為已足，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543 號判決可供參照。是以，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之保障並不限於過去、現在之損害，尚須保護包

括未來、潛在交易相對人，故縱既存受害人少，倘對於交

易秩序有潛在影響可能性者，即合致本條之違法構成要件。

本案據部分民眾表示，倘知道樂樂企業社並非大台北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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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股份有限公司，而是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便不會使

其進入屋內換裝瓦斯安全器材，即樂樂企業社已利用上開

欺罔的手段達成其銷售目的，倘未予以遏止，勢將持續影

響廣大潛在消費者之權益，爰應認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復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

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

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

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

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本案樂樂企業社因上揭不

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前經本會 106 年 4 月 19 日公處字第 106026 號處分書予以

處分，惟因樂樂企業社之負責人（即被處分人）疑涉犯刑

事詐欺罪嫌，故本會於 106 年 5 月 8 日將樂樂企業社之事

業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故對於樂樂企業社違法行為

先令其停止違法行為但不處以罰鍰，俟依行政罰法第 26條

第 2 項規定，倘前項行為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

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本會得再另處罰鍰。嗣

經臺北地檢署調查，因查無刑事詐欺罪之具體犯罪事證予

以簽結。是以，本案即因刑事處罰不可能而重行獲得裁處

權限，爰就樂樂企業社未停止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處罰鍰。 

七、綜上論述，樂樂企業社雖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故

意使用與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相類似之名稱，印製

及發送極易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以及佩戴極易使人誤

認之工作證，使民眾誤認樂樂企業社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

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瓦斯安全檢查之名行銷售之

實，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前

經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 105028 號處分書處分

在案；本會處分後，嗣於 105 年 6 月 15 日、7月 15 日、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24 

8 月 25 日、10 月 5 日及 106 年 7 月 5 日、7 月 6 日陸續接

獲民眾向本會提出檢舉，指稱樂樂企業社銷售瓦斯安全器

材之方式與先前經本會處分之方式類似，經本會依現有事

證顯示，樂樂企業社確實仍持續以散發使人誤認之服務通

知單，使民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

主體，並假藉安全檢查行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體

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足見樂樂企業

社顯然仍未停止違法行為。經審酌樂樂企業社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

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

依同法第 42 條後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7   日被處

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25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4號 

被處分人：○○○即金世紀企業社 

統一編號：○○○○○○○○○○   47666364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350 號 7樓之 2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藉舉辦防災宣導及摸彩活

動，欺瞞或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進而對於商品價

格、數量為不當誤導，再以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進行

強力推銷，強迫或煩擾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

而為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民眾來函檢舉，略以：金世紀企業社（下稱被處分人）

假藉防災宣導以及摸彩活動，吸引民眾參加說明會，再

由業務員跟隨民眾至住家，進行強力推銷防震器，與

本會先前處分震安科技有限公司、安鑫企業社、順陞企業

社及心安企業有限公司等業者不當銷售防震器行為案情相

類，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調查經過： 

（一） 經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復表示，被處分人係於 105

年 3 月 25日申請設立。 

（二） 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復提供被處分人營利情形。 

（三） 被處分人委任○○○君到會陳述摘要如下：  

１、被處分人以銷售防震器為主，以 105 年 6 月為例，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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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器進貨價格新臺幣(下同)545 元；若民眾買 1只防震

器約 3,995元至 4,000元間。 

２、被處分人每週有 5天舉辦防災說明會，每天約舉辦 2 至 3

場說明會，民眾因為摸彩活動而有意願來參加說明會，

每天參與說明會的民眾約 30 多人，估算每月平均營業額

約 20 萬元，營業範圍為臺灣本島各縣市。 

３、被處分人推銷防震器的主要員工為○○○、○○○、○

○○、○○○、○○○等 5 人，其中○○○、○○○、

○○○亦曾分別為震安科技有限公司、南屋企業社、安

鑫企業社、心安企業有限公司之員工。 

４、被處分人在說明會現場掛「新科技發表會」紅布條，紅

布條上並無該事業名稱的文字或標誌，向參加防災說明

會民眾表示，只要當天到現場聽防災宣導的民眾就送防

震器，不然活動結束後，以後要買，1 只就要 7,990 元，

然後請民眾填寫優待登記卡，先填好優待登記卡的民眾

就買一送一，而且只開放前幾個名額。 

５、被處分人並無假藉政府機關名義宣導防災活動。 

６、被處分人業務員在說明會結束後跟隨民眾回家安裝防震

器，而業務員在民眾家裡安裝好 2 只防震器，當場表明

防震器是買一送一，並向民眾收取 7,990 元；如果民眾

身上現金不夠，會催促民眾去領錢付現。 

（四）指稱被處分人不當推銷防震器之民眾，相關檢舉書、陳

述紀錄及問卷調查表資料彙整如次： 

１、民眾 A君、B君、C君、D君、E 君、F君、G君、H 君、I

君、J 君、K 君、L 君、M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以防災宣

導招徠民眾參加說明會，而且在參加說明會活動前，並

不曉得是推銷防震器。 

２、民眾 A君、B君、C君、D君、E 君、I君、J君、K 君、M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以摸彩或抽奬活動招徠民眾參加說明

會。 
３、民眾 B 君、D 君、E 君、H 君、J 君等表示以為是政府機

關或里長辦的社區活動。 

４、民眾 A君、B君、C君、D君、E 君、F君、G君、I 君、K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27 

君、L君、M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聲稱現場防震器限量(例

如：前幾名民眾)免費安裝或贈送防震器。 

５、民眾 A君、B君、C君、D君、E 君、F君、G君、I 君、K

君、L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業務員於說明會結束後，跟隨

民眾至住家安裝防震器，安裝後始告知售價，並要求當

場給付現金。 

６、民眾 A 君、H 君、J 君、K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聲稱 1 只

防震器 7,990 元，現場填寫優待登記卡的前幾名民眾買

一送一。 

７、民眾 B君、F君、G君、H君、I 君、K君等表示，被處分

人業務人員於安裝防震器後不願離去，進行長時間行銷，

民眾於是在煩擾疲憊情況下購買防震器。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前條規定所謂之「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

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所稱「欺罔」行為，意指對於交易

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意指以強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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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斷「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或

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即為已足，並不以其對

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

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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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

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

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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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復按本會迭有接獲民眾及瓦斯導管業者反映瓦斯安全器材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28 

業者以不當之銷售方式推銷瓦斯安全器材，由於該類案件

之受害者具有潛在多數性，極具影響交易秩序，本會爰訂

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

則」，俾使瓦斯安全器材相關業者及消費者知所遵循，以達

維護交易秩序及確保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依上開處理原則第 4 點：「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從事推廣銷售

瓦斯安全器材，不得有下列之行為：1、藉防災宣導、公益

團體或政府補助等名義或機會，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

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4、以欺瞞或隱

匿瓦斯安全器材商品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使

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5、藉贈品、抽奬、折扣或瓦斯安

全檢查為誘因，以強迫或煩擾消費者自由交易決定之顯失

公平行為。」第 5 點：「…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

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反。」

查被處分人以銷售防震器為業，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瓦斯

安全常識欠缺以及對地震、火災、瓦斯氣爆等災害恐懼，

倘其藉舉辦防災宣導說明會名義宣傳防震、火災、瓦斯氣

爆等知識進而推銷商品，復藉抽奬為誘因，隱匿銷售防震

器之實，並於銷售過程中以強迫或煩擾之方式，使民眾於

自由交易之決定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自得論其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三、 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研析如下：  

（一）被處分人藉防災宣導招徠民眾參加說明會以隱匿其為銷

售防震器之目的： 

１、民眾表示被處分人藉舉辦防災宣導名義邀請民眾參加說

明會，在參加說明會前，並不曉得是推銷防震器。例如

民眾 A君表示：「……被處分人說是基金會，並表示只要

聽 20 分鐘防震宣導就可以抽奬，所以去參加……」；民

眾 C 君表示：「……以財團法人名義……舉辦防地震、防

火災宣導說明會……」；民眾 D 君表示：「……挨家挨戶

敲門，說要辦防災演練，並沒有說是推銷防震器，……」

顯見被處分人係藉防災宣導、公益團體名義，招徠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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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說明會。 

２、被處分人以辦理防災說明會為名，現場掛紅布條，其上

書寫類似新科技發表會的文字，但紅布條上並無被處分

人名稱的文字或標誌，致民眾誤認係政府機關或里長或

公益團體宣導防震、火災、瓦斯氣爆資訊；例如民眾 A

君、C 君表示被處分人自稱是基金會或財團法人，民眾 B

君、D 君、E 君、H 君、J 君以為是政府機關或里長辦的

宣導活動，縱如被處分人辯稱並未假藉政府名義推銷防

震器，惟民眾均表示在參加說明會前並不知道是被處分

人所舉辦之活動係推廣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致民眾參加

說明會時亦無預期心理要購買防震器。 

３、被處分人在邀請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前，並未直接表明

是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復依民眾陳述，係因被處分

人宣稱舉辦防災說明會而到說明會現場，故其行為顯係

藉防災宣導之名義或機會，使消費者誤認，並進而達到

銷售防震器之行為，核其行為顯係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

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二）被處分人在說明會現場對防震器之價格、數量資訊為不

當之誤導： 

１、被處分人到會自承，「……只要是今天到現場聽防災宣導

的就送防震器，不然今天活動結束後，以後要買，一只

就要 7,990 元，而且還要填申請書才能申請加裝，然後

請民眾填寫優待登記卡，現場只要是先填好優待登記卡

的就買一送一，而且只開放前面幾個名額，……。」復

據民眾 A 君、B君、C 君、D 君、E君、F 君、G君、I 君、

K 君、L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聲稱現場防震器限量(例如：

前幾名民眾)免費安裝或贈送防震器。另據民眾 A 君、H

君、J 君、K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聲稱 1 只防震器 7,990

元，現場填寫優待登記卡的前幾名民眾買一送一。經查

被處分人在活動現場表示「今天到現場聽防災宣導的就

送防震器」、「1只防震器 7,990元」、「買一送一」、「免費

安裝或贈送防震器」等話語誤導，致使民眾誤認為前幾

名填寫優待登記卡的民眾可以免費贈送防震器，誘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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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讓其業務員至其家中安裝防震器完成後，被處分人業

務員始告知民眾須要付費購買。 

２、復查被處分人於說明會現場發送民眾填寫之「優待登記

卡」，其上除請民眾填寫「姓名」、「電話」、「地址」等空

白欄位外，僅載有「享受福利：1.特加 1,000 萬產品責

任保險。2.三年免費安全服務。3.不定期安全檢修。」

等文字，並無任何價格優惠內容。另依被處分人發票影

本， 1只防震器售價為 3,990元至 3,995元間，2只 7,990

元，並非被處分人所聲稱 1 只 7,990 元；且被處分人亦

自承 1 只防震器售價約 3,995 元至 4,000 元間，故被處

分人所銷售之防震器售價，並無「買一送一」之實，實

際上 2 只防震器售價即為 7,990 元。被處分人確實以欺

瞞或隱匿防震器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致使消費

者誤認。 

３、被處分人故意混淆或隱匿付費訊息，宣稱前幾名民眾免

費安裝或贈送防震器，誘使民眾讓被處分人業務員到住

家安裝防震器，安裝完成後始告知需付費情事；以及宣

稱 1 只防震器 7,990 元，可享買一送一優惠，實則 1 只

防震器售價約 3,995 元至 4,000 元間，致民眾立於資訊

不對等之地位，對於商品交易中甚為重要之價格、數量

資訊誤認，故被處分人欺瞞或隱匿防震器之價格、數量

重要交易資訊，涉有不當誤導消費者之欺罔行為。 

（三）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招徠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

於活動結束後，被處分人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強力推

銷，迫使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而為交易

決定： 

１、民眾 A 君、B 君、D 君、E 君、I 君、J 君、K 君、M 君皆

表示被處分人藉摸彩、抽奬活動邀請他們參加說明會；

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民眾因為有摸彩活動就會有意願參

加防災說明會，顯見被處分人在邀請民眾參加防災說明

會前，並未直接表明該商號實為銷售防震器。 

２、據民眾 A君、B 君、C 君、D君、E 君、F君、G 君、I 君、

K 君、L 君等表示，被處分人業務員於說明會結束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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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眾至住家安裝防震器，安裝後始告知售價，並要求

當場給付現金；民眾在防震器已安裝後才被告知要購買

之情況下，被迫付費。復據民眾 B 君、F 君、G君、H君、

I 君、K 君表示，被處分人業務人員於安裝防震器後不願

離去，進行長時間行銷，民眾於是在煩擾疲憊情況下購

買防震器。 

３、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招徠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

並使民眾誤認為防震器是免費安裝或贈送防震器之情形

下，讓業務員進入家中安裝防震器後，始告知民眾須支

付對價，被處分人上開手法之目的，莫不是希望民眾囿

於業務員已進入家中推銷，且在短暫之時間內完成安裝

之氛圍下，迫使民眾因畏懼地震引發之瓦斯外洩疑慮、

或因被處分人已進入家中安裝後迫不得已購買及無經驗

之交易心理，進而無奈或衝動購買。 

（四）被處分人不當銷售防震器行為，符合「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要件：  

１、按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係指

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於過去、現在及未來對於整

體交易秩序之影響，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行為

實施後，客觀上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為已足，此有最高

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543號判決可供參照。是以，公

平交易法第 25條之保障並不限於過去、現在之損害，尚

須保護包括未來、潛在交易相對人，故縱既存受害人少，

倘對於交易秩序有潛在影響可能性者，即合致本條之違

法構成要件。 

２、依被處分人自承，自 105 年 3月起即進行此種銷售方式，

銷售範圍包含臺灣本島各縣市，每週有 5 天舉行防災說

明會，每天舉辦 2 至 3 場說明會，每天參與說明會的民

眾平均約 30 多人，估算每月銷售 20 多組至 40組瓦斯防

震器，即 50 只至 80 只防震器。 

３、經查被處分人推銷防震器行為確與本會先前所處分之震

安科技有限公司、安鑫企業社、南屋企業社、順陞企業

社及心安企業有限公司違法行為如出一轍，且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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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等人之前亦曾分別為前述

事業之員工，由於被處分人不當推銷防震器之對象為不

特定多數人(潛在消費者)，倘未予以遏止，勢將持續影

響廣大潛在消費者之權益，應認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五）綜上，被處分人藉防災宣導之名義或機會，欺瞞或隱匿

實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並以有贈獎活動，招徠無

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參加說明會，復對於商品價格、數

量為不當誤導，再以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安裝，進行

強力推銷之方式，強迫或煩擾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

之情況下，而為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規定。 

四、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整體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方式，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

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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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5號 

被處分人：天行健國際青創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36876 

址    設：臺南市東區崇誨里林森路二段 192 巷 79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三、 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104年4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商

品以一般食品為主。本會於107年4月2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

業所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現行使用商品訂購單所載「代謝

靈」、「舒樂通」、「補體素」、「牛樟芝」等4項商品，為報

備資料所無，涉未事先辦理變更報備，即逕行新增傳銷商品銷

售，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據本會於 107 年 4 月 2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

檢查所獲之商品訂購單，查悉其內容所載之「代謝靈」、「舒

樂通」、「補體素」、「牛樟芝」等 4 項商品為被處分人報備

資料所無。就此，被處分人自承前開商品俱為傳銷商品，

且均於 107 年 4 月 2 日本會業務檢查之日前即開始上架銷

售。復查被處分人 106 年 1 月至 107 年 2 月期間之商品銷

貨明細資料，顯示「代謝靈」及「舒樂通」等商品於前開

期間即有銷貨之事實。另抽查被處分人 106 年間與傳銷商

締結之參加契約影本，亦有「代謝靈」商品之傳銷商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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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可稽。據上，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品項屬應報備及變

更報備事項，被處分人未事先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即逕

行新增傳銷商品銷售，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即逕予實施，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事業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

法第 34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107年4月2日業務檢查紀錄、被處分人商品訂購單及商

品銷售明細資料。 

二、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107年5月8日到會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

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

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

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六、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

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

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項第 1款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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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稱應於

變更生效後 15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條第 1項或第 26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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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

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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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6號 

被處分人：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05424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20775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崙平北路 71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77735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1 段 256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33007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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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加計從

屬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等共同取得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

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1條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

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等共同直接或間接控制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

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

且未有同法第 12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

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等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四、 就第 2 項部份，處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惠普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自稱某機關退休人員匿名檢舉指稱，公用天然氣事業屬

壟斷事業，早年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投資並派駐董事長職務，詎○○○家族先取得欣雄天

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天然氣）總經理一職，其後

再買通民間股東擠退退輔會所擔任之董事長一職，利用同

手法逐步取得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林天然

氣）、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天然氣）、裕苗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苗天然氣）等 5家公用天然

氣事業經營權後，再透過現金增資方式稀釋其他股東權益

逐漸壯大，○○○家族取得多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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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權之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請本會查辦。 

二、調查經過： 

（一） 上網查詢檢舉人所稱被○○○家族控制之欣雄天然氣、

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及其子女(長子○○○、次

子○○○、三子○○○)均有交叉擔任上開 5 公司董監事

或負責人情事。 

（二） 按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

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監事名單中，○○○家族似有透過

轉投資公司及關係自然人，包含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泰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泰公

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山公司)、大坤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坤公司)、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泰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坤公

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普公司)、和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通公司)、住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華

順企業社等事業持有或取得上開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

份或擔任董監事席次情事，爰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認定該等 18 家事業及其 9位自然人間，相互屬同

一關係企業或關係自然人情事。 

（三）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欣林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提供○○○家族

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在各該公司

之持股比例與擔任董監事情形。顯示○○○長子○○○

控制寶泰、坤泰及寶坤等 3 公司，次子○○○控制大坤

及坤山等 2 公司，三子○○○則控制興泰及惠普等 2 公

司，和通公司則為欣彰天然氣之從屬公司。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由○○○3 子所

控制的控股公司，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故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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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為控制從屬公司。 

（四） 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提供

供氣資料。 

（五） 函請退輔會提供投資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關情形。顯示

退輔會投資欣雄天然氣 23.56%股份、欣南天然氣 26.07%

股份、欣林天然氣 42.37%股份、欣彰天然氣 34.08%股份。 

（六）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分別到會說明○

○○及其關係人在各該事業之持股變化與董事席次變化

情形。 

（七） 針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銷售區域是否重疊情形，函請

台灣中油公司到會說明。 

（八） 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區域、供

氣戶數、供氣數量等資料。 

（九） 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提供陳述意見，答辯略以： 

１、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係各自持有欣雄天然氣部

分股份或擔任董監事，惟各公司間並無意思聯絡，與

公平交易法所稱之共同持有或間接控制尚有不符。 

２、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雖有當選並取得欣雄天然氣

董監事席次，惟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將該等

公司所取得之董監事席次合併計算，故尚難認有直接

或間接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事。 

３、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於欣雄天然氣之股東常會無

法事先預判是否可以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故本會不

能以最後的結果認為被處分人等不事先申報即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 

４、 退輔會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部分公用天然氣事業情事，

該會未申報亦未受罰，故依平等原則，被處分人等主

張得同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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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結果： 

（一） 按依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天然氣事業區分為「天然氣生

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等

3 類，鑒於目前國內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然氣，

皆由公營之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且前 2 類事業所生

產或進口天然氣之供應對象除第 3 類之國內公用天然氣

事業外，尚包括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等共

5 種需求客戶，而第 3 類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售氣對象，

則為以導管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為

主，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惟公用天然氣事業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亦可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

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天然氣，故目前國

內天然氣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

然氣」二個不同商品，目前國內有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

(包含台灣中油公司)，其中 23家屬民營公用天然氣事業，

2 家屬國營公用天然氣事業(台灣中油公司營業區域位

於苗栗縣及新竹縣市部分鄉鎮市、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區域位於新竹縣部分鄉鎮市)，上開 25 家天然氣

事業在公用天然氣市場多數屬分區獨占狀態，彼此營業

區域尚無重疊，係國內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天

然氣之唯一來源。 

（二） 國内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用戶數已達 325萬戶，平均

普及率約為 46%，其臺北都會區的普及率則超過 60%。另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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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復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管

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公

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惟自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立法明定供氣區域以鄉、鎮、市（縣

轄）、區為一基本單位，只有少數區域會及於村里。 

（三） 茲就本案欣雄天然氣之營業區域、105 年供氣量及用戶

數情形，略述如下：欣雄天然氣營業區域包括高雄市鳳

山區、岡山區、旗山區、大寮區、鳥松區、仁武區、大

社區、燕巢區、林園區、阿蓮區、橋頭區、大樹區、永

安區等 13 區。105 年底民生供氣量約 21.5 百萬公秉，

非民生供氣量約 409 百萬公秉。105 年底民生用戶數

72,990 戶，非民生用戶數為 454戶。 

（四） 有關○○○家族親屬關係、○○○家族持有各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１、 ○○○家族關係如下：○○○（配偶○○○）有 3

子 1 女，長子○○○（配偶○○○）、次子○○○（配

偶○○○）、三子○○○（配偶○○○），女兒○○

○，另○○○與○○○係○○○之子女，而○○○、

○○○則為○○○、○○○與○○○等人之堂兄

弟。 

２、 ○○○家族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 ○○○之長子○○○持有寶泰公司 63.3％股

份，控制寶泰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

％股份（○○○及其配偶以自然人身分另持有

坤泰公司 21.1％股份），等於○○○間接控制

坤泰公司；另坤泰公司持有寶坤公司 61％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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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亦間接控制寶坤公司。又○○○以前

述事業、其他控制從屬事業、關係自然人取得

欣彰天然氣半數以上董事席次，欣彰天然氣再

持有和通公司 100％股份，換言之，○○○直

接或間接控制寶泰公司、坤泰公司、寶坤公司、

欣彰天然氣與和通公司等 5家事業。 

(2） ○○○之次子○○○持有大坤公司 85％股份，

控制大坤公司；○○○另持有坤山公司 40％股

份，且坤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大坤公司相同，

坤山公司與大坤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

之，○○○直接或間接控制大坤公司與坤山公

司等 2家事業。 

(3） ○○○之三子○○○持有興泰公司 66.67％股

份，控制興泰公司，興泰公司與○○○夫妻各

持有惠普公司 33.33%股權，且惠普公司半數以

上董事與興泰公司相同，惠普公司與興泰公司

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之，○○○直接或間

接控制興泰公司與惠普公司等 2家事業。 

(4） 另○○○、○○○、○○○與○○○在寶泰公

司、坤泰公司、寶坤公司、大坤公司、坤山公

司、興泰公司、惠普公司等 7 家事業相互兼充

為董事或監察人，且該 7 家事業半數以上之董

事均相同，彼此合致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關於

控制與從屬關係推定之認定標準。 

３、○○○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

人控制欣雄天然氣情形如下：按依欣雄天然氣到會提

供相關資料並陳述供稱，○○○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

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自 93 年 3 月 28 日起，即

持有欣雄天然氣股份超過三分之一，截至本會接獲檢

舉進行調查時，○○○透過興泰(31.57%)、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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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4%)、寶泰(0.02%)、坤泰(0.03%)、寶坤(0.02%)

及大坤(0.03%)等控制從屬公司共持有欣雄天然氣

45.51%股份。並透過○○○本人與其配偶及父母、兄

弟等二親等以內血親之持股，○○○(5.21%)、○○○

(1.37%)、○○○(3.58%)、○○○(1.28%)、○○○

(0.44%)、○○○(3.04%)共持有欣雄天然氣 14.92%股

份，合計持有欣雄天然氣共 60.43%股份，超過欣雄天

然氣三分之一股份。另欣雄公司之董事席次為 11席，

○○○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

人在欣雄天然氣第 9 屆董事會（任期 97 年 6 月 28 日

至 100 年 6 月 27 日）取得欣雄天然氣 9 席董事之 4

席，尚未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惟在第 10 屆董事會（任

期 100 年 6 月 30 日至 103 年 6 月 29 日）中，取得欣

雄天然氣 9 席董事之 5 席，已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

至 103 年 5 月 27 日第 11 屆股東會議，復取得欣雄天

然氣 9 席董事之 5 席（退輔會持股比例 23.56％，取

得 9 席董事之 2席），分別為興泰公司 2席、寶坤公司

1 席、寶泰公司 1 席、惠普公司 1 席，合計 5 席，超

過欣雄天然氣半數董事席次。另欣雄天然氣自 106 年

6 月 14 日第 12 屆股東會議新增 3 席次獨立董事，董

事席次由 9席增至 11 席，興泰公司與惠普公司各取得

3 席，合計 6 席，超過欣雄天然氣半數董事席次（退

輔會仍維持 2席董事）。 

理    由 

一、 按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

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

之規定。」因公平交易法有關未事前申報結合之罰則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施行，鑒於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於修法後已整併為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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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而為結合，…主

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

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故修

正後公平交易法對於本案系爭行為之可裁處罰鍰之下限金

額，較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之 10 萬元以

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提高，爰發生在修法前之結合行為，

可引前揭行政罰法之規定，而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公

平交易法，甚至各家結合未申報之違法行為，是否罹於裁

處權時效，亦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二、 有關本案裁處權時效及適用公平交易法新舊法乙節：按裁

處權時效事涉結合時點，依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

平交易法第 41條規定，業將獨占、結合、聯合及垂直交易

限制行為裁處權時效由修正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 3 年延長

為 5 年。裁處權係一形成權，法定期間經過，權利即歸於

消滅，故現行公平交易法公布生效前已罹於 3 年裁處權時

效之案件，自不得再施以行政罰。另現行公平交易法既修

正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權時效由 3 年延長為 5 年，倘系爭

違法行為之終了時點係在現行法公布生效之後者，自得適

用 5 年之裁處權時效。至於行為終了時點在新法公布生效

前，於新法生效後尚未罹於時效之案件，依從新從輕原則，

仍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訂 3年之裁處權時效。

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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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而言，凡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者，即應負有結合申報義務，惟倘結合申報義務

人於嗣後不斷增加持股，則其違法事實即業有變動，係屬

新違法事實，故其違反結合申報義務，自應以其最終持股

(即持股不再變動)之持股時點予以認定(按參與結合之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45 

事業持有他事業三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之有表決權

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仍須向本會提出事

業結合申報，惟本會得依簡易作業程序審理，事業尚不得

因曾向本會申報即得免除申報義務)，又其適用之法律及裁

處權時效，亦自應以其最終持股之時點所適用之法律認定

之。又以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而言，其適

用之法律及裁處權時效，依前所述，則亦得以其最終董監

事改選之時點認定之。本案被處分人等共同持有欣雄天然

氣之股份，是否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係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前已

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

易法(或稱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至於控制欣

雄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的認定，因其最終董監事

改選均在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後，故應適用現

行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又已罹裁處權時效之違法結

合行為，雖依行政罰法規定尚不得處以罰鍰，惟本會仍得

命其改正違法行為，按命違法事業改正之性質係一形成權，

非屬『行政罰』或『行政強制執行』之行政處分，爰無行

政裁處權時效之適用。 

三、 復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本法

所稱結合，謂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

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

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

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

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計算前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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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

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三、參與結合之一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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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第 3 項規

定而為結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

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及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合，…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

鍰。」另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並移列為第 10條

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一、與他事業合併。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

分之一以上。三、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

業或財產。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

營。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計算前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

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

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

併計入」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

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

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

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項規定而為結

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

第 13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

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

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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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 20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施行細

則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事業結合，

由下列之事業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與他事業合併、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

業委託經營者，為參與結合之事業。二、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

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業。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 

四、 市場界定： 

（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規定，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

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需

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

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二）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下，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查國內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是特許在特定區域供應天

然氣之業者，以國內家庭主要熱能來源觀之，天然氣與

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二者對末端能源使用者

提供熱量的服務目的應屬相同，惟天然氣之成分為甲烷，

其比重比空氣輕，沸點與燃點均為攝氏零下 160度以下，

該項產品須以管線輸送，因此一般民眾倘欲申設裝表供

應天然氣，所須耗資定不斐，且亦有一段等待供應期，

加上天然氣事業之成本與售價均係由政府管制，此與桶

裝瓦斯無論在製程、成分、物理化學特性、輸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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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便利性、市場區隔及轉換障礙、商品價格決定等存

有差異，故天然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向來

不被認定屬同一商品市場範圍。又目前國內天然氣之供

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其中公

用天然氣事業係以導管零售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屬天然氣事業法所規定之第 3 類天然氣事

業，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至於「非民生天然氣」，公用天然氣

事業除須另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始

得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

者所需之工業用天然氣，且其售價係由台灣中油公司獨

家供應予各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再由各公用天然氣事業

自訂價格零售予各工業用戶，而其銷售氣量尚須陳報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控管，不得影響對家庭、商

業及服務業等 3 種「民生天然氣」需求用戶之供應。是

「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無論在價格、管制

方式與需求對象均有不同，爰本案產品市場應界定為以

導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

用戶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三）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按公用天然氣事業係專指以導

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用戶之事業。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而據台灣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49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故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爰本

案地理市場應以各該公用天然氣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供

氣營業之區域劃分，在直轄市以區，縣（市）以鄉（鎮、

市、區）為地理區域範圍。少部分則及於村里等區域範

圍。 

（四） 市場占有率：欣雄天然氣經許可供氣營業之區域包括高

雄市鳳山區、岡山區、旗山區、大寮區、鳥松區、仁武

區、大社區、燕巢區、林園區、阿蓮區、橋頭區、大樹

區、永安區等 13區，105年民生用戶數 72,990 戶，民生

供氣量約 21.5百萬公秉，在上開供氣營業區域內，尚無

其他公用天然氣事業獲准許可供氣營業，故欣雄天然氣

在上開民生用天然氣營業區域內市場市占率達 100％。 

五、 已達結合申報門檻：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

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

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查欣雄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100％，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 款申報門檻規定，故○○○家族或其所屬轉投資公司倘

持有欣雄天然氣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欣雄天然氣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自應依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

先向本會提出申報，並獲本會審議不禁止其結合後，始得

為之。 

六、 行為主體： 

（一）按本案○○○家族係透過個人持股、○○○3 位子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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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控制之寶泰、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

普等 7家控股公司、併其控制之欣彰天然氣及其從屬公

司和通公司，共同取得欣雄、欣南、欣彰、欣林、裕苗

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上開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其中寶泰、坤

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

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定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按公平交易法規

定，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申報結合事

業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控制事業；且持有

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應加計其控制從屬公

司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

任免者，亦包括間接控制，即得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之

董事席次，以達實質控制之結果。故本案即應依前引規

定，分別認定前述各個違法事實之申報義務人，並以之

作為本案處分之行為主體。 

（二）查本案上開 7 家控股公司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及董

事席次雖有多寡之別，惟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3 規

定係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尚難逕認何者為控

制公司或從屬公司，亦無從認定何者為主導性事業，故

於論究申報義務人時，倘無法論就何事業為其他事業之

控制事業或主導事業，即應視為共同持有或取得，及共

同控制之關係，尚非僅特定事業得認為申報義務人，亦

即倘有數事業共同持有一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

上股份，或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情形者，無論其持有股份或董事席次之多寡，凡持有

股份或擔任董事之事業，行為主體即均應共同論屬為申

報義務人，並對渠等課予結合未事先申報之違法責任。 

（三）另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持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51 

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者，應由最終控制事業提出申報，

按上開 7 家控股公司中，雖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3 規定

僅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惟其中寶泰、坤泰及

寶坤等 3 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坤泰

公司再持有寶坤公司 61.66％股份，故寶泰公司得視為

坤泰及寶坤等 2公司之最終控制事業，爰凡坤泰或寶坤

公司持有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其申報義

務人應由寶泰公司提出事業結合申報，故結合未事先申

報之行為主體即均應認定為寶泰公司，尚非坤泰或寶坤

公司。 

七、 被處分人等應事前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卻未提出： 

（一） 持股部分：按○○○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

內關係自然人持有欣雄天然氣之股份，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

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持股計算及申報義

務人僅及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尚不及於自

然人。按興泰、惠普、寶泰、坤泰、寶坤及大坤等公司

於 104 年 1 月分別持有欣雄天然氣 31.57%、13.84%、

0.02%、0.03%、0.02%及 0.03%股份，又興泰、惠普、寶

泰、坤泰、寶坤及大坤等公司間，董事業有半數以上相

同，則依公司法第369條之 3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

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

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

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故興泰、惠普、寶泰、坤泰、

寶坤及大坤等公司，得視為相互控制從屬公司，得共同

加計持有欣雄天然氣之股份，故興泰、惠普、寶泰、坤

泰、寶坤及大坤等公司共同持有欣雄天然氣 45.51%股份，

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 項第 2款結合型態。 

（二） 實質控制部分：興泰及惠普公司於 106 年 6 月 14 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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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屆股東會議，分別各取得欣雄天然氣 3 席董事席次，

合計取得欣雄天然氣 11席董事之 6 席，超過半數以上董

事席次，得控制欣雄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

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結合型態。 

八、 按興泰、惠普、寶泰、坤泰、寶坤及大坤等公司於 104 年

2 月 4 日前共同持有欣雄天然氣 45.51%股份，合致行為時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結合型態。又被處分人興

泰及惠普公司於 106 年 6 月 14 日第 12 屆股東會議，共同

取得欣雄天然氣 11 席董事之 6 席，控制欣雄天然氣之業務

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 款結

合型態。且欣雄天然氣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故被處分人興泰、惠普、大坤及

寶泰（寶泰公司為坤泰及寶坤公司最終控制事業，負坤泰

及寶坤公司結合申報義務）等公司應申報而未申報，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惟被處分人等持有股份未

申報之裁處權時效已屆，故依行政罰法規定仍得命其改正

而不處罰鍰；至於控制欣雄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未申報部分，因適用公平交易法規定而裁處權時效尚未屆

滿，自得依公平交易法規定令其改正並處罰鍰。 

九、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興泰、惠普、大坤及寶泰（加計從屬

公司坤泰公司及寶坤公司）等公司 - 共同取得欣雄天然氣

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行為時公平交

易法第 6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1 條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

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又被處分人興泰及惠普公司共同直

接或間接控制欣雄天然氣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

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 條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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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分別依行為

時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項規定，以及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254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7號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33007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4363011 

址    設：新竹市民富里北大路 340 號 4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77735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1 段 256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549917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1 段 256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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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直

接或間接控制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款之申報門檻規定，且未有同

法第 12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

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三、 處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40 萬元罰鍰。 

處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

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自稱某機關退休人員匿名檢舉指稱，公用天然氣事業屬

壟斷事業，早年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

投資並派駐董事長職務，詎○○○家族先取得欣雄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天然氣）總經理一職，其後再買

通民間股東擠退退輔會所擔任之董事長一職，利用同手法

逐步取得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

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林天然氣）、

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

經營權後，再透過現金增資方式稀釋其他股東權益逐漸壯

大，○○○家族取得多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或經營權之

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請本會查辦。 

二、調查經過： 

（一） 上網查詢檢舉人所稱被○○○家族控制之欣雄天然氣、

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及其子女(長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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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子○○○)均有交叉擔任上開 5 公司董監事

或負責人情事。 

（二） 按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

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監事名單中，○○○家族似有透過

轉投資公司及關係自然人，包含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泰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泰公

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山公司)、大坤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坤公司)、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泰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坤公

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普公司)、和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通公司)、住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華

順企業社等事業持有或取得上開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

份或擔任董監事席次情事，爰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認定該等 18 家事業及其 9位自然人間，相互屬同

一關係企業或關係自然人情事。 

（三）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欣林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提供○○○家族

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在各該公司

之持股比例與擔任董監事情形。顯示○○○長子○○○

控制寶泰、坤泰及寶坤等 3 公司，次子○○○控制大坤

及坤山等 2 公司，三子○○○則控制興泰及惠普等 2 公

司，和通公司則為欣彰天然氣之從屬公司。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由○○○3 子所控

制的控股公司，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故彼此互

為控制從屬公司。 

（四） 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提供

供氣資料。 

（五） 函請退輔會提供投資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關情形。顯示

退輔會投資欣雄天然氣 23.56%股份、欣南天然氣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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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欣林天然氣 42.37%股份、欣彰天然氣 34.08%股份。 

（六）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分別到會說明○

○○及其關係人在各該公司之持股變化與董事席次變化

情形。 

（七） 針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銷售區域是否重疊情形，函請

台灣中油公司到會說明。 

（八） 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區域、供

氣戶數、供氣數量等資料。 

（九） 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提供陳述意見，答辯略以： 

１、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係各自持有欣南天然氣部

分股份或擔任董監事，惟各公司間並無意思聯絡，與

公平交易法所稱之共同持有或間接控制尚有不符。 

２、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雖有當選並取得欣南天然氣

董監事席次，惟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將該等

公司所取得之董監事席次合併計算，故尚難認有直接

或間接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事。 

３、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於欣南天然氣之股東常會無

法事先預判是否可以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故本會不

能以最後的結果認為被處分人等不事先申報即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 

４、 退輔會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部分公用天然氣事業情事，

該會未申報亦未受罰，故依平等原則，被處分人等主

張得同免受罰。 

三、調查結果： 

(一)按依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天然氣事業區分為「天然氣生

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等 3

類，鑒於目前國內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然氣，皆

由國營之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且前 2 類事業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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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口天然氣之供應對象除第 3 類之國內公用天然氣事

業外，尚包括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等共 5

種需求客戶，而第 3 類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供氣對象，則

為以導管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種需求用戶為主，

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然氣

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具相

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另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

設立、供氣營業，惟公用天然氣事業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後，亦可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

運輸或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天然氣，故目前國內天然氣

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二

個不同商品，目前國內有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包含台

灣中油公司)，其中 23 家屬民營公用天然氣事業，2家屬

公營公用天然氣事業(台灣中油公司營業區域位於苗栗

縣及新竹縣市部分鄉鎮市、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營業

區域位於新竹縣部分鄉鎮市)，上開 25 家天然氣事業在

公用天然氣市場多數屬分區獨占狀態，彼此營業區域尚

無重疊，係國內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天然氣之

唯一來源。 

(二)國内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用戶數已達 325 萬戶，平均

普及率約為 46%，其臺北都會區的普及率則超過 60%。另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域

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區）

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復據台灣中油公司

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期我國行政

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鎮區（縣轄）

市、村里等4級，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管線均鋪設至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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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

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惟自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立法

明定供氣區域以鄉、鎮、市（縣轄）、區為一基本單位，

只有少數區域會及於村里。 

(三)茲就本案欣南天然氣之營業區域、105年供氣量及用戶數

情形，略述如下：欣南天然氣營業區域包括臺南市中西區、

東區、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歸仁區、安定區、

西港區、佳里區、學甲區、關廟區等 12 區。105 年底民

生供氣量約 28.1 百萬公秉，非民生供氣量約 167.5 百萬

公秉。105 年底民生用戶數 76,888 戶，非民生用戶數為

196 戶。 

(四)有關○○○家族親屬關係、○○○家族持有各公用天然氣

事業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家族關係如下：○○○（配偶○○○）有 3 子 1

女，長子○○○（配偶○○○）、次子○○○（配偶○○

○）、三子○○○（配偶○○○），女兒○○○，另○○

○與○○○係○○○之子女，而○○○、○○○則為○

○○、○○○與○○○等人之堂兄弟。 

2、○○○家族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 ○○○之長子○○○持有寶泰公司 63.3％股份，控

制寶泰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

○○及其配偶以自然人身分另持有坤泰公司 21.1

％股份），等於○○○間接控制坤泰公司；另坤泰

公司持有寶坤公司 61％股份，故○○○亦間接控制

寶坤公司。又○○○以前述事業、其他控制從屬事

業、關係自然人取得欣彰天然氣半數以上董事席次，

欣彰天然氣再持有和通公司 100％股份，換言之，

○○○直接或間接控制寶泰公司、坤泰公司、寶坤

公司、欣彰天然氣與和通公司等 5 家事業。 

(2） ○○○之次子○○○持有大坤公司 85％股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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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坤公司；○○○另持有坤山公司 40％股份，且坤

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大坤公司相同，坤山公司與

大坤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之，○○○直接

或間接控制大坤公司與坤山公司等 2 家事業。 

(3） ○○○之三子○○○持有興泰公司 66.67％股份，

控制興泰公司，興泰公司與○○○夫妻各持有惠普

公司 33.33%股權，且惠普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興泰

公司相同，惠普公司與興泰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

換言之，○○○直接或間接控制興泰公司與惠普公

司等 2家事業。 

(4） 另○○○、○○○、○○○與○○○在寶泰公司、

坤泰公司、寶坤公司、大坤公司、坤山公司、興泰

公司、惠普公司等 7 家事業相互兼充為董事或監察

人，且該 7 家事業半數以上之董事均相同，彼此合

致公司法第 369條之 3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推定之

認定標準。 

3、○○○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

控制欣南天然氣事業情形如下：按依欣南天然氣到會提

供相關資料並陳述供稱，○○○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

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自 90年 8 月 1 日起，即持有欣

南天然氣股份超過三分之一，截至本會接獲檢舉進行調

查時，○○○透過大坤(25.89%)、坤山(5.77%)、寶泰

(0.02%)、坤泰(0.03%)、寶坤(0.02%)、興泰(0.02%)、

惠普(0.02%)及欣彰天然氣(0.05%)等控制從屬公司共持

有欣南天然氣 31.82%股份。並透過○○○本人與其配偶

及父母、兄弟等二親等以內血親之持股，由○○○

(2.98%)、○○○ (0.13%)、○○○ (3.01%)、○○○

(1.50%)、○○○(0.27%)、○○○(0.42%)、○○○(1.55%)

共持有欣南天然氣 9.99%股份(其中○○○係屬○○○弟

媳，尚非○○○二親等以內血親，故所持有欣南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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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股份不予計入)，合計持有欣南天然氣共 41.81%股

份，超過欣南天然氣三分之一股份。上開控制從屬公司

及關係自然人於 104年 6月 25日共取得欣南天然氣 9 席

董事之 6 席（退輔會持股比例 26.07％，取得 9 席董事之

2 席），分別為大坤公司 2 席、坤山公司 2 席、寶泰公司

1 席、寶坤公司 1席，合計 6席，超過欣南天然氣半數董

事席次。 

理    由 

一、 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

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

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

罰者之規定。」因公平交易法有關未事前申報結合之罰則

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施行，鑒於修正前公平交易

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於修法後已整併為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而為結

合，…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

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

鍰。」故修正後公平交易法對於本案系爭行為之可裁處罰

鍰之下限金額，較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之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提高，爰發生在修法前

之結合行為，可引前揭行政罰法之規定，而適用行為時(即

修正前)之公平交易法，甚至各家結合未申報之違法行為，

是否罹於裁處權時效，亦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二、 有關本案裁處權時效及適用公平交易法新舊法乙節：按裁

處權時效事涉結合時點，依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

平交易法第 41條規定，業將獨占、結合、聯合及垂直交易

限制行為裁處權時效由修正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 3 年延長

為 5 年。裁處權係一形成權，法定期間經過，權利即歸於

消滅，故現行公平交易法公布生效前已罹於 3 年裁處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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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之案件，自不得再施以行政罰。另現行公平交易法既修

正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權時效由 3 年延長為 5 年，倘系爭

違法行為之終了時點係在現行法公布生效之後者，自得適

用 5 年之裁處權時效。至於行為終了時點在新法公布生效

前，於新法生效後尚未罹於時效之案件，依從新從輕原則，

仍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訂 3年之裁處權時效。

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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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而言，凡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

股份總數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者，即應負有結合申報義務，惟倘結合申報

義務人於嗣後不斷增加持股，則其違法事實即業有變動，

係屬新違法事實，故其違反結合申報義務，自應以其最終

持股(即持股不再變動)之持股時點予以認定(按參與結合

之一事業持有他事業三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之有表

決權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仍須向本會提

出事業結合申報，惟本會得依簡易作業程序審理，事業尚

不得因曾向本會申報即得免除申報義務)，又其適用之法律

及裁處權時效，亦自應以其最終持股之時點所適用之法律

認定之。又以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5款「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而言，

其適用之法律及裁處權時效，依前所述，則亦得以其最終

董監事改選之時點認定之。本案被處分人等共同持有欣南

天然氣事業之股份，是否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

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係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

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

前公平交易法(或稱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至

於控制欣南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的認定，因其最

終董監事改選均在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後，故

應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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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分別規定：「本法

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三、受讓或承租

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四、與他事業經常

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計算前項第 2款之股份或出

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

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又依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

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同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項規定：

「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業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報：一、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

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為參與

結合之事業。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

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

事業。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為控制事業。」又同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

反第 11條第 1項、第 7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

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 13條第 2項對於結

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

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千

萬元以下罰鍰。」 

四、 市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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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規定，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

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需

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

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二）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下，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查國內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是特許在特定區域供應天

然氣之業者，以國內家庭主要熱能來源觀之，天然氣與

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二者對末端能源使用者

提供熱量的服務目的應屬相同，惟天然氣之成分為甲烷，

其比重比空氣輕，沸點與燃點均為攝氏零下 160度以下，

該項產品須以管線輸送，因此一般民眾倘欲申設裝表供

應天然氣，所須耗資定不斐，且亦有一段等待供應期，

加上天然氣事業之成本與售價均係由政府管制，此與桶

裝瓦斯無論在製程、成分、物理化學特性、輸儲設備、

使用便利性、市場區隔及轉換障礙、商品價格決定等存

有差異，故天然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向來

不被認定屬同一商品市場範圍。又目前國內天然氣之供

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其中公

用天然氣事業係以導管零售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屬天然氣事業法所規定之第 3 類天然氣事

業，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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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至於「非民生天然氣」，公用天然氣

事業除須另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始

得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

者所需之工業用天然氣，且其售價係由台灣中油公司獨

家供應予各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再由各公用天然氣事業

自訂價格零售予各工業用戶，而其銷供氣量尚須陳報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控管，不得影響對家庭、商

業及服務業等 3 種「民生天然氣」需求客戶之供應。是

「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無論在價格、管制

方式與需求對象均有不同，爰本案產品市場應界定為以

導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

用戶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三）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按公用天然氣事業係專指以導

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用戶之事業。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而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故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爰本

案地理市場應以各該公用天然氣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供

氣營業之區域劃分，在直轄市以區，縣（市）以鄉（鎮、

市、區）為地理區域範圍。少部分則及於村里等區域範

圍。 

（四） 市場占有率：欣南天然氣經許可供氣營業之區域包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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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中西區、東區、南區、北區、安南區、安平區、歸

仁區、安定區、西港區、佳里區、學甲區、關廟區等 12

區，105年民生戶數 76,888戶，民生供氣量約 28.1百萬

公秉，在上開供氣營業區域內，尚無其他公用天然氣事

業獲准許可供氣營業，故欣南天然氣在上開民生用天然

氣營業區域內市場市占率達 100％。 

五、 已達結合申報門檻：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

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

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查欣南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100％，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 款申報門檻規定，故○○○家族或其所屬轉投資公司倘

持有欣南天然氣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欣南天然氣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自應依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

先向本會提出申報，並獲本會審議不禁止其結合後，始得

為之。 

六、 行為主體： 

（一）按本案○○○家族係透過個人持股、○○○3 位子女所共

同控制之寶泰、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

等 7 家控股公司、併其控制之欣彰天然氣及其從屬公司

和通公司，共同取得欣雄、欣南、欣彰、欣林、裕苗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上開公用

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其中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因董

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按公平交易法規定，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

持有或取得之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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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事任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控制事業；且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應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持

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亦包括間接控制，即得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之董事

席次，以達實質控制之結果。故本案即應依前引規定，

分別認定前述各個違法事實之申報義務人，並以之作為

本案處分之行為主體。 

（二）查本案上開 7 家控股公司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及董

事席次雖有多寡之別，惟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係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尚難逕認何者為控

制公司或從屬公司，亦無從認定何者為主導性事業，故

於論究申報義務人時，倘無法論就何事業為其他事業之

控制事業或主導事業，即應視為共同持有或取得，及共

同控制之關係，尚非僅特定事業得認為申報義務人，亦

即倘有數事業共同持有一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

股份，或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形者，無論其持有股份或董事席次之多寡，凡持有股

份或擔任董事之事業，行為主體即均應共同論屬為申報

義務人，並對渠等課予結合未事先申報之違法責任。 

七、 被處分人等應事前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卻未提出：按○

○○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持有

欣南天然氣之股份，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

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

合相關規定，持股計算及申報義務人僅及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尚不及於自然人。按大坤、寶泰、坤泰、

寶坤、坤山、興泰、惠普及欣彰天然氣等公司於 104 年 1

月分別持有欣南天然氣 25.89%、0.02%、0.03%、0.02%、

5.77%、0.02%、0.02%及 0.05%股份，又大坤、寶泰、坤泰、

寶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公司間，董事業有半數以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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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則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3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

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

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

東持有或出資者。」另坤泰、興泰及大坤等公司實質控制

欣彰天然氣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欣彰天然氣為坤泰、興

泰及大坤等公司之從屬公司，故大坤、寶泰、坤泰、寶坤、

坤山、興泰、惠普及欣彰天然氣等公司，得共同加計持有

欣南天然氣之股份，經查大坤、寶泰、坤泰、寶坤、坤山、

興泰、惠普及欣彰天然氣等公司共同持有欣南天然氣

31.82%股份，尚未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結合型態。又大坤、坤山、寶泰及寶坤等公司於 104

年 6月 25日第 12屆股東會議，分別取得欣南天然氣 2席、

2 席、1 席及 1席董事席次，合計取得欣南天然氣 9 席董事

之 6 席，超過半數以上董事席次，得控制欣南天然氣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

結合型態。且欣南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內市場占有率達 100

％，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之結合申報門檻

規定，故被處分人大坤、坤山、寶泰及寶坤等公司負有結

合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八、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大坤、坤山、寶泰及寶坤等公司共同

直接或間接控制欣南天然氣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

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

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

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

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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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

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同

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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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8號 

被處分人：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555144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5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05424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33007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直接或間接控制欣彰天然氣

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項

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條事前申報之除

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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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三、 處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90 萬元罰鍰。 

處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處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自稱某機關退休人員匿名檢舉指稱，公用天然氣事業屬

壟斷事業，早年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投資並派駐董事長職務，詎○○○家族先取得欣雄天

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天然氣）總經理一職，其後

再買通民間股東擠退退輔會所擔任之董事長一職，利用同

手法逐步取得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林天然

氣）、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天然氣）、裕苗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

氣事業經營權後，再透過現金增資方式稀釋其他股東權益

逐漸壯大，○○○家族取得多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或經

營權之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請本會查辦。 

二、調查經過： 

（一） 上網查詢檢舉人所稱被○○○家族控制之欣雄天然氣、

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及其子女(長子○○○、次

子○○○、三子○○○)均有交叉擔任上開 5 公司董監事

或負責人情事。 

（二） 按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

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監事名單中，○○○家族似有透過

轉投資公司及關係自然人，包含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泰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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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山公司)、大坤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坤公司)、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泰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坤公

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普公司)、和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通公司)、住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華

順企業社等事業持有或取得上開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

份或擔任董監事席次情事，爰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認定該等 18 家事業及其 9位自然人間，相互屬同

一關係企業或關係自然人情事。 

（三）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欣林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提供○○○家族

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在各該公司

之持股比例與擔任董監事情形。顯示○○○長子○○○

控制寶泰、坤泰及寶坤等 3 公司，次子○○○控制大坤

及坤山等 2 公司，三子○○○則控制興泰及惠普等 2 公

司，和通公司則為欣彰天然氣之從屬公司。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由○○○3 子所控

制的控股公司，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故彼此互

為控制從屬公司。 

（四） 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提供

供氣資料。 

（五） 函請退輔會提供投資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關情形。顯示

退輔會投資欣雄天然氣 23.56%股份、欣南天然氣 26.07%

股份、欣林天然氣 42.37%股份、欣彰天然氣 34.08%股份。 

（六）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分別到會說明○

○○及其關係人在各該公司之持股變化與董事席次變化

情形。 

（七） 針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銷售區域是否重疊情形，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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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公司到會說明。 

（八） 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區域、供

氣戶數、供氣數量等資料。 

（九） 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提供陳述意見，答辯略以： 

１、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係各自持有欣彰天然氣部

分股份或擔任董監事，惟各公司間並無意思聯絡，與

公平交易法所稱之共同持有或間接控制尚有不符。 

２、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雖有當選並取得欣雄天然氣

董監事席次，惟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將該等

公司所取得之董監事席次合併計算，故尚難認有直接

或間接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事。 

３、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於欣彰天然氣之股東常會無

法事先預判是否可以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故本會不

能以最後的結果認為被處分人等不事先申報即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 

４、 退輔會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部分公用天然氣事業情事，

該會未申報亦未受罰，故依平等原則，被處分人等主

張得同免受罰。 

三、調查結果： 

（一） 按依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天然氣事業區分為「天然氣生

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等

3 類，鑒於目前國內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然氣，

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且前 2 類事業所生

產或進口天然氣之供應對象除第 3 類之國內公用天然氣

事業外，尚包括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等共

5 種需求客戶，而第 3 類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售氣對象，

則為以導管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為

主，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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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惟公用天然氣事業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亦可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

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天然氣，故目前國

內天然氣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

然氣」二個不同商品，目前國內有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

(包含台灣中油公司)，其中 23家屬民營公用天然氣事業，

2 家屬公營公用天然氣事業(台灣中油公司營業區域位

於苗栗縣及新竹縣市部分鄉鎮市、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區域位於新竹縣部分鄉鎮市)，上開 25 家天然氣

事業在公用天然氣市場多數屬分區獨占狀態，彼此營業

區域尚無重疊，係國內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天

然氣之唯一來源。 

（二） 國内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用戶數已達 325萬戶，平均

普及率約為 46%，其臺北都會區的普及率則超過 60%。另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復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管

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公

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惟自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立法明定供氣區域以鄉、鎮、市（縣

轄）、區為一基本單位，只有少數區域會及於村里。 

（三） 茲就本案欣彰天然氣之營業區域、105 年供氣量及用戶

數情形，略述如下：欣彰天然氣營業區域包括彰化縣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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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市、和美鎮、花壇鄉、鹿港鎮、福興鄉、秀水鄉、溪

湖鎮、埔鹽鄉、大村鄉、伸港鄉、線西鄉、芬園鄉、北

斗鎮、田中鎮、田尾鄉、永靖鄉、埔心鄉、社頭鄉、二

林鎮、芳苑鄉、大城鄉、埤頭鄉、溪州鄉、二水鄉、臺

中市豐原區、東勢區、神岡區、石崗區、大雅區、后里

區、新社區、大甲區、清水區、沙鹿區、外埔區、梧棲

區、龍井區、大安區、大肚區等 39 區。105 年底民生供

氣量約 60.8 百萬公秉，非民生供氣量約 229 百萬公秉。

105 年底民生用戶數 132,913 戶，非民生用戶數為 764

戶。 

（四） 有關○○○家族親屬關係、○○○家族持有各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家族關係如下：○○○（配偶○○○）有 3 子 1 

女，長子○○○（配偶○○○）、次子○○○（配偶○

○○）、三子○○○（配偶○○○），女兒○○○，另○

○○與○○○係○○○之子女，而○○○、○○○則為

○○○、○○○與○○○等人之堂兄弟。 

2、○○○家族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 ○○○之長子○○○持有寶泰公司 63.3％股份，控

制寶泰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

○○及其配偶以自然人身分另持有坤泰公司 21.1

％股份），等於○○○間接控制坤泰公司；另坤泰

公司持有寶坤公司 61％股份，故○○○亦間接控制

寶坤公司。又○○○以前述事業、其他控制從屬事

業、關係自然人取得欣彰天然氣半數以上董事席次，

欣彰天然氣再持有和通公司 100％股份，換言之，

○○○直接或間接控制寶泰公司、坤泰公司、寶坤

公司、欣彰天然氣與和通公司等 5 家事業。 

(2） ○○○之次子○○○持有大坤公司 85％股份，控制

大坤公司；○○○另持有坤山公司 40％股份，且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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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大坤公司相同，坤山公司與

大坤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之，○○○直接

或間接控制大坤公司與坤山公司等 2 家事業。 

(3） ○○○之三子○○○持有興泰公司 66.67％股份，

控制興泰公司，興泰公司與○○○夫妻各持有惠普

公司 33.33%股權，且惠普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興泰

公司相同，惠普公司與興泰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

換言之，○○○直接或間接控制興泰公司與惠普公

司等 2家事業。 

(4） 另○○○、○○○、○○○與○○○在寶泰公司、

坤泰公司、寶坤公司、大坤公司、坤山公司、興泰

公司、惠普公司等 7 家事業相互兼充為董事或監察

人，且該 7 家事業半數以上之董事均相同，彼此合

致公司法第 369條之 3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推定之

認定標準。 

3、○○○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

控制欣彰天然氣情形如下：按依欣彰天然氣到會提供相

關資料並陳述供稱，○○○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

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自 85 年 7月 2 日起，即持有欣彰天

然氣股份超過三分之一，截至本會接獲檢舉進行調查時，

○○○透過寶泰(9.04%)、坤泰 (19.71%)、大坤(0.01%)

及興泰(0.00%，持股數 10,318 股)等控制從屬公司共持

有欣彰天然氣 28.76%股份。並透過○○○本人與其配偶

及父母、兄弟及子女等二親等以內血親之持股，○○○

(1.24%)、○○○ (1.13%)、○○○ (1.24%)、○○○

(0.94%)、○○○ (0.85%)、○○○ (0.40%)、○○○

(0.56%)、○○○(1.72%)與○○○(0.33%)共持有欣彰天

然氣 8.34%股份，合計持有欣彰天然氣共 37.10%股份，

超過欣彰天然氣三分之一股份。上開控制從屬公司及關

係自然人於 104年 6月 10 日共取得欣彰天然氣 9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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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6席（退輔會持股比例34.08％，取得9席董事之3席），

分別為坤泰公司 3 席、大坤公司 1 席、興泰公司 2 席，

合計 6席，超過欣彰天然氣半數董事席次。 

理    由 

一、 按行政罰法第 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

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

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

之規定。」因公平交易法有關未事前申報結合之罰則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施行，鑒於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於修法後已整併為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而為結合，…主

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

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

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故修

正後公平交易法對於本案系爭行為之可裁處罰鍰之下限金

額，較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之 10 萬元以

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提高，爰發生在修法前之結合行為，

可引前揭行政罰法之規定，而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之公

平交易法，甚至各家結合未申報之違法行為，是否罹於裁

處權時效，亦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二、 有關本案裁處權時效及適用公平交易法新舊法乙節：按裁

處權時效事涉結合時點，依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

平交易法第 41條規定，業將獨占、結合、聯合及垂直交易

限制行為裁處權時效由修正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 3 年延長

為 5 年。裁處權係一形成權，法定期間經過，權利即歸於

消滅，故現行公平交易法公布生效前已罹於 3 年裁處權時

效之案件，自不得再施以行政罰。另現行公平交易法既修

正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權時效由 3 年延長為 5 年，倘系爭

違法行為之終了時點係在現行法公布生效之後者，自得適

用 5 年之裁處權時效。至於行為終了時點在新法公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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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於新法生效後尚未罹於時效之案件，依從新從輕原則，

仍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訂 3年之裁處權時效。

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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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而言，凡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者，即應負有結合申報義務，惟倘結合申報義務

人於嗣後不斷增加持股，則其違法事實即業有變動，係屬

新違法事實，故其違反結合申報義務，自應以其最終持股

(即持股不再變動)之持股時點予以認定(按參與結合之一

事業持有他事業三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之有表決權

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仍須向本會提出事

業結合申報，惟本會得依簡易作業程序審理，事業尚不得

因曾向本會申報即得免除申報義務)，又其適用之法律及裁

處權時效，亦自應以其最終持股之時點所適用之法律認定

之。又以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而言，其適

用之法律及裁處權時效，依前所述，則亦得以其最終董監

事改選之時點認定之。本案被處分人等透過控制從屬公司

持有欣彰天然氣事業之股份，是否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

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係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

易法修正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或稱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

規定。至於控制欣彰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的認定，

因其最終董監事改選均在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

後，故應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 

三、 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分別規定：「本法

所稱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與他事業合併。

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

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三、受讓或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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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四、與他事業經常

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

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計算前項第 2款之股份或出

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

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又依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

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

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

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同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項規定：

「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業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報：一、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

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為參與

結合之事業。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

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

事業。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為控制事業。」又同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

反第 11條第 1項、第 7 項規定而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

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第 13條第 2項對於結

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

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

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千

萬元以下罰鍰。」 

四、 市場界定： 

（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規定，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

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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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

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二）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下，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查國內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是特許在特定區域供應天

然氣之業者，以國內家庭主要熱能來源觀之，天然氣與

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二者對末端能源使用者

提供熱量的服務目的應屬相同，惟天然氣之成分為甲烷，

其比重比空氣輕，沸點與燃點均為攝氏零下 160度以下，

該項產品須以管線輸送，因此一般民眾倘欲申設裝表供

應天然氣，所須耗資定不斐，且亦有一段等待供應期，

加上天然氣事業之成本與售價均係由政府管制，此與桶

裝瓦斯無論在製程、成分、物理化學特性、輸儲設備、

使用便利性、市場區隔及轉換障礙、商品價格決定等存

有差異，故天然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向來

不被認定屬同一商品市場範圍。又目前國內天然氣之供

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其中公

用天然氣事業係以導管零售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屬天然氣事業法所規定之第 3 類天然氣事

業，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至於「非民生天然氣」，公用天然氣

事業除須另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始

得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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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需之工業用天然氣，且其售價係由台灣中油公司獨

家供應予各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再由各公用天然氣事業

自訂價格零售予各工業用戶，而其銷售氣量尚須陳報予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控管，不得影響對家庭、商

業及服務業等 3 種「民生天然氣」需求客戶之供應。是

「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無論在價格、管制

方式與需求對象均有不同，爰本案產品市場應界定為以

導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

用戶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三）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按公用天然氣事業係專指以導

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用戶之事業。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而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故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爰本

案地理市場應以各該公用天然氣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供

氣營業之區域劃分，在直轄市以區，縣（市）以鄉（鎮、

市、區）為地理區域範圍。少部分則及於村里等區域範

圍。 

（四） 市場占有率：欣彰天然氣經許可供氣營業之區域包括彰

化縣彰化市、和美鎮、花壇鄉、鹿港鎮、福興鄉、秀水

鄉、溪湖鎮、埔鹽鄉、大村鄉、伸港鄉、線西鄉、芬園

鄉、北斗鎮、田中鎮、田尾鄉、永靖鄉、埔心鄉、社頭

鄉、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埤頭鄉、溪州鄉、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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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臺中市豐原區、東勢區、神岡區、石崗區、大雅區、

后里區、新社區、大甲區、清水區、沙鹿區、外埔區、

梧棲區、龍井區、大安區、大肚區等 39 區，105 年民生

用戶數 132,913戶，民生供氣量約 60.8百萬公秉，在上

開供氣營業區域內，尚無其他公用天然氣事業獲准許可

供氣營業，故欣彰天然氣在上開民生用天然氣營業區域

內市場市占率達 100％。 

五、 已達結合申報門檻：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

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

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查欣彰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100％，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 款申報門檻規定，故○○○家族或其所屬轉投資公司倘

持有欣彰天然氣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欣彰天然氣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自應依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

先向本會提出申報，並獲本會審議不禁止其結合後，始得

為之。 

六、 行為主體： 

（一）按本案○○○家族係透過個人持股、○○○3 位子女所共

同控制之寶泰、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

等 7 家控股公司、併其控制之欣彰天然氣及其從屬公司

和通公司，共同取得欣雄、欣南、欣彰、欣林、裕苗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上開公用

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其中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因董

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按公平交易法規定，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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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或取得之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控制事業；且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應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持

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亦包括間接控制，即得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之董事

席次，以達實質控制之結果。故本案即應依前引規定，

分別認定前述各個違法事實之申報義務人，並以之作為

本案處分之行為主體。 

（二）查本案上開 7 家控股公司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及董

事席次雖有多寡之別，惟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係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尚難逕認何者為控

制公司或從屬公司，亦無從認定何者為主導性事業，故

於論究申報義務人時，倘無法論就何事業為其他事業之

控制事業或主導事業，即應視為共同持有或取得，及共

同控制之關係，尚非僅特定事業得認為申報義務人，亦

即倘有數事業共同持有一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

股份，或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形者，無論其持有股份或董事席次之多寡，凡持有股

份或擔任董事之事業，行為主體即均應共同論屬為申報

義務人，並對渠等課予結合未事先申報之違法責任。 

七、 被處分人等應事前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卻未提出：按○

○○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持有

欣彰天然氣之股份，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

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

合相關規定，持股計算及申報義務人僅及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尚不及於自然人。按坤泰、寶泰、大坤

及興泰等公司於 104 年 1 月分別持有欣彰天然氣 19.71%、

9.04%、0.01%及 0.00%（持股數 10,318 股）股份，又坤泰、

寶泰、大坤及興泰等公司間，董事業有半數以上相同，則

依公司法第 369條之 3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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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

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

或出資者。」故坤泰、寶泰、大坤及興泰等公司，得視為

相互控制從屬公司，得共同加計持有欣彰天然氣之股份，

經查坤泰、寶泰、大坤及興泰等公司共同持有欣彰天然氣

28.76%股份，尚未合致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結合型態。又坤泰、興泰及大坤公司

於 104 年 6 月 10 日第 15 屆股東會議，分別取得欣彰天然

氣 3 席、2 席及 1 席董事席次，合計取得欣彰天然氣 9 席

董事之 6 席，超過半數以上董事席次，得控制欣彰天然氣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 項第

5 款結合型態。且欣彰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內市場占有率

達 100％，已達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之結合申

報門檻規定，故被處分人坤泰、興泰及大坤等公司負有結

合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八、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坤泰、興泰及大坤等公司共同直接或

間接控制欣彰天然氣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

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 條事前

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同法第 39

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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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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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39號 

被處分人：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77735 

址    設：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 1 段 256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33007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加計從屬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欣彰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及和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取得欣林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

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

法第 11條之 1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

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等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會

提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事   實 

一、緣自稱某機關退休人員匿名檢舉指稱，公用天然氣事業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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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事業，早年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投資並派駐董事長職務，詎○○○家族先取得欣雄天

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天然氣）總經理一職，其後

再買通民間股東擠退退輔會所擔任之董事長一職，利用同

手法逐步取得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林天然

氣）、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天然氣）、裕苗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

氣事業經營權後，再透過現金增資方式稀釋其他股東權益

逐漸壯大，○○○家族取得多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或經

營權之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請本會查辦。 

二、調查經過： 

（一） 上網查詢檢舉人所稱被○○○家族控制之欣雄天然氣、

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及其子女(長子○○○、次

子○○○、三子○○○)均有交叉擔任上開 5 公司董監事

或負責人情事。 

（二） 按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

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監事名單中，○○○家族似有透過

轉投資公司及關係自然人，包含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泰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泰公

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山公司)、大坤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坤公司)、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泰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坤公

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普公司)、和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通公司)、住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華

順企業社等事業持有或取得上開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

份或擔任董監事席次情事，爰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認定該等 18 家事業及其 9位自然人間，相互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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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係企業或關係自然人情事。 

（三）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欣林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天然氣公司提供○○○家族透過

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在各該公司之持

股比例與擔任董監事情形。顯示○○○長子○○○控制

寶泰、坤泰及寶坤等 3 公司，次子○○○控制大坤及坤

山等 2 公司，三子○○○則控制興泰及惠普等 2 公司，

和通公司則為欣彰天然氣公司之從屬公司。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由○○○3 子所控

制的控股公司，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故彼此互

為控制從屬公司。 

（四） 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提供

供氣資料。 

（五） 函請退輔會提供投資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關情形。顯示

退輔會投資欣雄天然氣 23.56%股份、欣南天然氣 26.07%

股份、欣林天然氣 42.37%股份、欣彰天然氣 34.08%股份。 

（六）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分別到會說明○

○○君及其關係人在各該公司之持股變化與董事席次變

化情形。 

（七） 針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銷售區域是否重疊情形，函請

台灣中油公司到會說明。 

（八） 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區域、供

氣戶數、供氣數量等資料。 

（九） 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提供陳述意見，答辯略以： 

１、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係各自持有欣林天然氣部

分股份或擔任董監事，惟各公司間並無意思聯絡，與

公平交易法所稱之共同持有或間接控制尚有不符。 

２、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雖有當選並取得欣林天然氣

董監事席次，惟公平交易法並無明文規定必須將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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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取得之董監事席次合併計算，故尚難認有直接

或間接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事。 

３、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等於欣林天然氣之股東常會無

法事先預判是否可以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故本會不

能以最後的結果認為被處分人等不事先申報即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 

４、 退輔會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部分公用天然氣事業情事，

該會未申報亦未受罰，故依平等原則，被處分人等主

張得同免受罰。 

三、調查結果： 

(一)按依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天然氣事業區分為「天然氣生產

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等 3 類，

鑒於目前國內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然氣，皆由國營

之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且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

然氣之供應對象除第 3 類之國內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尚包

括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等共 5 種需求客戶，

而第 3 類公用天然氣事業之供氣對象，則為以導管供應家

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為主，公用天然氣事業

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

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

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設立、供氣營業，惟公用天然

氣事業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亦可供應

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

天然氣，故目前國內天然氣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

與「非民生天然氣」二個不同商品，目前國內有 25 家公用

天然氣事業(包含台灣中油公司)，其中 23家屬民營公用天

然氣事業，2家屬公營公用天然氣事業(台灣中油公司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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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位於苗栗縣及新竹縣市部分鄉鎮市、新竹瓦斯股份有

限公司營業區域位於新竹縣部分鄉鎮市)，上開 25 家天然

氣事業在公用天然氣市場多數屬分區獨占狀態，彼此營業

區域尚無重疊，係國內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天然

氣之唯一來源。 

(二)國内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用戶數已達 325萬戶，平均普

及率約為 46%，其臺北都會區的普及率則超過 60%。另依據

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域之劃

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區）為基

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復據台灣中油公司表示，

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期我國行政區域分

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鎮區（縣轄）市、村

里等 4 級，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

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

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惟自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立法明定

供氣區域以鄉、鎮、市（縣轄）、區為一基本單位，只有少

數區域會及於村里。 

(三)茲就本案欣林天然氣之營業區域、105 年供氣量及用戶數

情形，略述如下：欣林天然氣營業區域包括臺中市霧峰區、

烏日區、大里區、太平區、潭子區、南投縣南投市（含中

興新村）、草屯鎮、埔里鎮、彰化縣員林市等 9區。105 年

底民生供氣量約 34 百萬公秉，非民生供氣量約 34.7 百萬

公秉。105 年底民生用戶數 121,896 戶，非民生用戶數為

236 戶。 

(四)有關○○○家族親屬關係、○○○家族持有各公用天然氣

事業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家族關係如下：○○○（配偶○○○）有 3 子 1

女，長子○○○（配偶○○○）、次子○○○（配偶○○

○）、三子○○○（配偶○○○），女兒○○○，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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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係○○○之子女，而○○○、○○○則為○

○○、○○○與○○○等人之堂兄弟。 

2、○○○家族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 ○○○之長子○○○持有寶泰公司 63.3％股份，控

制寶泰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

○○及其配偶以自然人身分另持有坤泰公司 21.1

％股份），等於○○○間接控制坤泰公司；另坤泰

公司持有寶坤公司 61％股份，故○○○亦間接控制

寶坤公司。又○○○以前述事業、其他控制從屬事

業、關係自然人取得欣彰天然氣半數以上董事席次，

欣彰天然氣再持有和通公司 100％股份，換言之，

○○○直接或間接控制寶泰公司、坤泰公司、寶坤

公司、欣彰天然氣與和通公司等 5 家事業。 

(2） ○○○之次子○○○持有大坤公司 85％股份，控制

大坤公司；○○○另持有坤山公司 40％股份，且坤

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大坤公司相同，坤山公司與

大坤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之，○○○直接

或間接控制大坤公司與坤山公司等 2 家事業。 

(3） ○○○之三子○○○持有興泰公司 66.67％股份，

控制興泰公司，興泰公司與○○○夫妻各持有惠普

公司 33.33%股權，且惠普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興泰

公司相同，惠普公司與興泰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

換言之，○○○直接或間接控制興泰公司與惠普公

司等 2家事業。 

(4） 另○○○、○○○、○○○與○○○在寶泰公司、

坤泰公司、寶坤公司、大坤公司、坤山公司、興泰

公司、惠普公司等 7 家事業相互兼充為董事或監察

人，且該 7 家事業半數以上之董事均相同，彼此合

致公司法第 369條之 3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推定之

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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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

人控制欣林天然氣情形如下：按依欣林天然氣到會提

供相關資料並陳述供稱，○○○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

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於 97 年 6 月 16 日欣林天

然氣第 12 屆股東會議當選 2 席董事席次（共 11 席董

事席次），當時持有欣林天然氣股份不到 20％，直到

100 年 1 月 3 日上開法人股東持有該公司股權比例已

超過三分之一，截至本會接獲檢舉進行調查時，○○

○透過寶泰公司(4.00%)、坤泰公司(7.62%)、大坤公

司(0.02%)、欣彰天然氣(17.91%)及和通公司(4.15%)

等控制從屬公司共持有欣林天然氣 33.70%股份；並透

過○○○本人與其配偶及父母、兄弟等二親等以內血

親之持股，○○○(0.10%)、○○○(0.06%)、○○○

(0.06%)、○○○(0.04%)、○○○(0.10%)、○○○

(0.10%)共持有欣林天然氣 0.46%股份，合計持有欣林

天然氣共 34.16%股份，超過欣林天然氣三分之一股份。

上開控制從屬公司及關係自然人於 106年 6月 13日第

15屆股東會議共取得欣林天然氣 11席董事之 4席（退

輔會持股比例 42.37％，取得 11 席董事之 5 席），分

別為坤泰公司 1席、寶泰公司 1席、欣彰天然氣 2席，

合計 4 席，尚未超過欣林天然氣半數董事席次，於持

股比例及董事席次，係屬欣林天然氣第二大股東。 

理    由 

一、 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

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

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

罰者之規定。」因公平交易法有關未事前申報結合之罰則

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施行，鑒於修正前公平交易

法第 13 條及第 40 條於修法後已整併為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而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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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

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

必要之處分，並得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

鍰。」故修正後公平交易法對於本案系爭行為之可裁處罰

鍰之下限金額，較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之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提高，爰發生在修法前

之結合行為，可引前揭行政罰法之規定，而適用行為時(即

修正前)之公平交易法，甚至各家結合未申報之違法行為，

是否罹於裁處權時效，亦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 

二、 有關本案裁處權時效及適用公平交易法新舊法乙節：按裁

處權時效事涉結合時點，依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公

平交易法第 41條規定，業將獨占、結合、聯合及垂直交易

限制行為裁處權時效由修正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 3 年延長

為 5 年。裁處權係一形成權，法定期間經過，權利即歸於

消滅，故現行公平交易法公布生效前已罹於 3 年裁處權時

效之案件，自不得再施以行政罰。另現行公平交易法既修

正限制競爭行為之裁處權時效由 3 年延長為 5 年，倘系爭

違法行為之終了時點係在現行法公布生效之後者，自得適

用 5 年之裁處權時效。至於行為終了時點在新法公布生效

前，於新法生效後尚未罹於時效之案件，依從新從輕原則，

仍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1項所訂 3年之裁處權時效。

以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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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或資本總額

三分之一以上」之結合型態而言，凡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

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者，即應負有結合申報義務，惟倘結合申報義務

人於嗣後不斷增加持股，則其違法事實即業有變動，係屬

新違法事實，故其違反結合申報義務，自應以其最終持股

(即持股不再變動)之持股時點予以認定(按參與結合之一

事業持有他事業三分之一以上，未達二分之一之有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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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或出資額，再與該他事業結合者，仍須向本會提出事

業結合申報，惟本會得依簡易作業程序審理，事業尚不得

因曾向本會申報即得免除申報義務)，又其適用之法律及裁

處權時效，亦自應以其最終持股之時點所適用之法律認定

之。又以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款「直接或間接控

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之結合型態而言，其適

用之法律及裁處權時效，依前所述，則亦得以其最終董監

事改選之時點認定之。本案被處分人等共同透過控制從屬

公司持有欣林天然氣事業之股份，是否達到他事業有表決

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係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

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前公平交易法(或稱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合

相關規定。至於控制欣林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的

認定，因其最終董監事改選均在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

法修正後，故應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定。又已

罹裁處權時效之違法結合行為，雖依行政罰法規定尚不得

處以罰鍰，惟本會仍得命其改正違法行為，按命違法事業

改正之性質係一形成權，非屬『行政罰』或『行政強制執

行』之行政處分，爰無行政裁處權時效之適用。 

三、 復按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本法

所稱結合，謂事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

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

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

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

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

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計算前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

之事業所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

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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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者。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

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者。三、參與結合之一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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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項規定：

「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事業結合，由下列之事業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報：一、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

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為

參與結合之事業。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

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又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而為結

合，…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限期命其分設事業、

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

其他必要之處分。」 

四、 市場界定： 

（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規定，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

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需

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

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二）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下，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查國內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是特許在特定區域供應

天然氣之業者，以國內家庭主要熱能來源觀之，天然氣

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二者對末端能源使用

者提供熱量的服務目的應屬相同，惟天然氣之成分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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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其比重比空氣輕，沸點與燃點均為攝氏零下 160

度以下，該項產品須以管線輸送，因此一般民眾倘欲申

設裝表供應天然氣，所須耗資定不斐，且亦有一段等待

供應期，加上天然氣事業之成本與售價均係由政府管制，

此與桶裝瓦斯無論在製程、成分、物理化學特性、輸儲

設備、使用便利性、市場區隔及轉換障礙、商品價格決

定等存有差異，故天然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

向來不被認定屬同一商品市場範圍。又目前國內天然氣

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

其中公用天然氣事業係以導管零售供應家庭、商業及服

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屬天然氣事業法所規定之第 3

類天然氣事業，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

業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

核算，並檢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

費時，亦同。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不得設立、供氣營業。至於「非民生天然氣」，

公用天然氣事業除須另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後，始得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

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工業用天然氣，且其售價係由台灣

中油公司獨家供應予各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再由各公用

天然氣事業自訂價格零售予各工業用戶，而其銷供氣量

尚須陳報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控管，不得影響

對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種「民生天然氣」需求客戶

之供應。是「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無論在

價格、管制方式與需求對象均所不同，爰本案產品市場

應界定為以導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

等 3 種需求用戶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三）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按公用天然氣事業係專指以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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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用戶之事業。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而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故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爰本

案地理市場應以各該公用天然氣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

供氣營業之區域劃分，在直轄市以區，縣（市）以鄉（鎮、

市、區）為地理區域範圍。少部分則及於村里等區域範

圍。 

（四） 市場占有率：欣林天然氣經許可供氣營業之區域包括「臺

中市霧峰區、烏日區、大里區、太平區、潭子區、南投

縣南投市（含中興新村）、草屯鎮、埔里鎮、彰化縣員林

市等共 9 區」，105 年民生用戶數 121,869 戶，民生供氣

量約 34百萬公秉，在上開供氣營業區域內，尚無其他公

用天然氣事業獲准許可供氣營業，故欣林天然氣在上開

民生用天然氣營業區域內市場市占率達 100％。 

五、 已達結合申報門檻：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 項規

定：「事業結合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

一者。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者。三、參與結合之一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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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欣林天然氣於其

營業區域之民生天然氣市場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100％，達

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申報門檻規定，故○○○

家族或其所屬轉投資公司倘持有欣林天然氣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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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或控制欣林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自應依

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先向本會提出申報，並獲本會

審議不禁止其結合後，始得為之。 

六、 行為主體： 

(一)按本案○○○家族係透過個人持股、○○○3位子女所共

同控制之寶泰、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

等 7 家控股公司、併其控制之欣彰天然氣及其從屬公司

和通公司，共同取得欣雄、欣南、欣彰、欣林、裕苗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上開公用

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其中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因董

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按公平交易法規定，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

持有或取得之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

或人事任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控制事業；且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應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持

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者，亦包括間接控制，即得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之董事

席次，以達實質控制之結果。故本案即應依前引規定，

分別認定前述各個違法事實之申報義務人，並以之作為

本案處分之行為主體。 

（二）查本案上開 7 家控股公司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及董

事席次雖有多寡之別，惟彼此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

定係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尚難逕認何者為控

制公司或從屬公司，亦無從認定何者為主導性事業，故

於論究申報義務人時，倘無法論就何事業為其他事業之

控制事業或主導事業，即應視為共同持有或取得，及共

同控制之關係，尚非僅特定事業得認為申報義務人，亦

即倘有數事業共同持有一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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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或控制該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情形者，無論其持有股份或董事席次之多寡，凡持有股

份或擔任董事之事業，行為主體即均應共同論屬為申報

義務人，並對渠等課予結合未事先申報之違法責任。 

（三）另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持

有或取得他事業股份者，應由最終控制事業提出申報，

按上開 7 家控股公司中，雖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定

僅得認定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惟其中寶泰、坤泰及

寶坤等 3 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坤泰

公司再持有寶坤公司 61.66％股份，故寶泰公司得視為坤

泰及寶坤等 2 公司之最終控制事業，爰凡坤泰或寶坤公

司持有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其申報義務

人應由寶泰公司提出事業結合申報，故結合未事先申報

之行為主體即均應認定為寶泰公司，尚非坤泰或寶坤公

司。 

（四）另查欣彰天然氣或其從屬公司和通公司，復持有欣林天

然氣股份，或取得欣林天然氣董事席次情事，按欣彰天

然氣亦屬於坤泰（最終控制事業為寶泰公司）、大坤及興

泰等公司共同控制之公用天然氣事業，故倘欣彰天然氣

或和通公司涉及結合未事先申報情事，其行為主體依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亦應認屬

其最終控制事業，即欣彰天然氣或和通公司結合未事先

申報之行為主體應認定為寶泰、大坤及興泰公司。 

七、 被處分人等應事前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卻未提出：按○

○○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持有

欣林天然氣之股份，業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

公布前已達最終持股狀態，故應適用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結

合相關規定，持股計算及申報義務人僅及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稱之事業，尚不及於自然人。按坤泰、寶泰、大坤、

欣彰天然氣及和通等公司分別持有欣林天然氣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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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2%、17.91%及 4.15%股份。又坤泰、寶泰及大

坤等公司間，董事業有半數以上相同，則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

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

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者。」故

坤泰、寶泰及大坤等公司，得視為相互控制從屬公司，另

坤泰及大坤公司實質控制欣彰天然氣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故欣彰天然氣為坤泰及大坤公司之從屬公司，又和通公司

復為欣彰天然氣之從屬公司，故坤泰、寶泰、大坤、欣彰

天然氣及和通等公司，得共同加計持有欣林天然氣之股份，

經查坤泰、寶泰、大坤、欣彰天然氣及和通等公司共同持

有欣林天然氣 33.7%股份，已合致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結合型態。且欣林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內

市場占有率達 100％，已達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結合申報門檻規定，故被處分人寶泰（寶泰公

司為坤泰公司最終控制事業，負坤泰公司結合申報義務）

及大坤公司（大坤及坤泰為欣彰天然氣及和通公司最終控

制事業，負欣彰天然氣及和通公司結合申報義務）負有結

合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報，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另欣彰天然氣、坤泰及寶泰公司於 106

年 6 月 13 日欣林天然氣第 15 屆股東會議，分別取得欣林

天然氣 2 席、1 席及 1 席董事席次，合計亦僅取得欣林天

然氣 11席董事之 4 席，尚未超過半數以上董事席次，尚無

實證足認實質控制欣林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並

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5 款結合型態。 

八、 按被處分人寶泰及大坤公司（加計從屬公司坤泰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及和通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等共同取得欣林天然氣 33.7%股份，已合致行為時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結合型態，並符合行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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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門檻規定，負有申報義務，惟其

持有股份未申報之裁處權時效已屆，故擬僅予以處分命其

改正而不處罰鍰。 

九、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寶泰及大坤公司等共同取得欣林天然

氣股份達到有表決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行為時公平

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1 條

之 1 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

反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

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

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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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0號 

被處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址    設：新竹市○○路○○○號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033007 

址    設：新竹市北大路 340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以本人、其控制從屬公司及其二親等以內

血親關係人取得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達到有表決

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

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

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裕苗天然

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已達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法第 12 條事前申報之

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違反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向本會提

出結合申報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四、 處○○○、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60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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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一、緣自稱某機關退休人員匿名檢舉指稱，公用天然氣事業屬

壟斷事業，早年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投資並派駐董事長職務，詎○○○家族先取得欣雄天

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雄天然氣）總經理一職，其後

再買通民間股東擠退退輔會所擔任之董事長一職，利用同

手法逐步取得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林天然

氣）、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彰天然氣）、裕苗

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

氣事業經營權後，再透過現金增資方式稀釋其他股東權益

逐漸壯大，○○○家族取得多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持股或經

營權之過程，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請本會查辦。 

二、調查經過： 

（一） 上網查詢檢舉人所稱被○○○家族控制之欣雄天然氣、

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登記資料，顯示○○○及其子女(長子○○○、次

子○○○、三子○○○)均有交叉擔任上開 5 公司董監事

或負責人情事。 

（二） 按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

裕苗天然氣等 5 公司監事名單中，○○○家族似有透過

轉投資公司及關係自然人，包含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興泰公司)、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泰公

司)、坤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坤山公司)、大坤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坤公司)、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寶泰公司)、寶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坤公

司)、惠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普公司)、和通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通公司)、住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智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華

順企業社等事業持有或取得上開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股

份或擔任董監事席次情事，爰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認定該等 18 家事業及其 9位自然人間，相互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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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係企業或關係自然人情事。 

（三）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彰天然氣、欣林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提供○○○家族

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在各該公司

之持股比例與擔任董監事情形。顯示○○○長子○○○

控制寶泰、坤泰及寶坤等 3 公司，次子○○○控制大坤

公司及坤山等 2公司，三子○○○則控制興泰及惠普等 2

公司，和通公司則為欣彰天然氣公司之從屬公司。寶泰、

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家由○○○3

子所控制的控股公司，因董事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故

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 

（四） 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中油公司）提供

供氣資料。 

（五） 函請退輔會提供投資各公用天然氣事業相關情形。顯示

退輔會投資欣雄天然氣 23.56%股份、欣南天然氣 26.07%

股份、欣林天然氣 42.37%股份、欣彰天然氣 34.08%股份。 

（六） 函請欣雄天然氣、欣南天然氣、欣林天然氣、欣彰天然

氣、裕苗天然氣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分別到會說明○

○○君及其關係人在各該事業之持股變化與董事席次變

化情形。 

（七） 針對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銷售區域是否重疊情形，函請

台灣中油公司到會說明。 

（八） 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營業區域、供

氣戶數、供氣數量等資料。 

（九） 裕苗天然氣函復認為該公司坐落及銷售區域均為苗栗縣，

該縣尚有台灣中油公司與竹建瓦斯等 2 公用天然氣事業

供氣，故認定各區域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地理市場界定，

應以縣市區域為主，而該公司市占率因遠低於台灣中油

公司，甚至未符合區域獨占市場狀態。 

（十） 經函請被處分人等到會提供陳述意見，答辯略以： 

１、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及其他關係企業或自然人，係

各自持有裕苗天然氣部分股份或擔任董監事，惟各公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05 

司間並無意思聯絡，與公平交易法所稱之共同持有或

間接控制尚有不符。 

２、 本會所稱涉法被處分人於裕苗天然氣之股東常會無法

事先預判是否可以取得該公司董事席次，故本會不能

以最後的結果認為被處分人不事先申報即有違反公平

交易法規定情事。 

３、 退輔會也有直接或間接控制部分公用天然氣事業情事，

該會未申報亦未受罰，故依平等原則，被處分人主張

得同免受罰。 

三、調查結果： 

（一） 按依天然氣事業法規定，天然氣事業區分為「天然氣生

產事業」、「天然氣進口事業」與「公用天然氣事業」等

3 類，鑒於目前國內前 2 類事業所生產或進口天然氣，

皆由國營之台灣中油公司獨占經營，且前 2 類事業所生

產或進口天然氣之供應對象除第 3 類之國內公用天然氣

事業外，尚包括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等共

5 種需求客戶，而第 3 類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售氣對象，

則為以導管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為

主，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天

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核算，並檢

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轉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費時，亦同。

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設立、供氣營業，惟公用天然氣事業報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後，亦可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

生系統、運輸或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天然氣，故目前國

內天然氣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

然氣」二個不同商品，目前國內有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

(包含台灣中油公司)，其中 23家屬民營公用天然氣事業，

2 家屬公營公用天然氣事業(台灣中油公司營業區域位

於苗栗縣及新竹縣市部分鄉鎮市、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

司營業區域位於新竹縣部分鄉鎮市)，上開 25 家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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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在公用天然氣市場多數屬分區獨占狀態，彼此營業

區域尚無重疊，係國內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用戶天

然氣之唯一來源。 

（二） 國内 25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用戶數已達 325萬戶，平均

普及率約為 46%，其臺北都會區的普及率則超過 60%。另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 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復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管

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公

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惟自

100 年天然氣事業法立法明定供氣區域以鄉、鎮、市（縣

轄）、區為一基本單位，只有少數區域會及於村里。 

（三） 茲就本案裕苗天然氣之營業區域、104 年供氣量及用戶

數情形，略述如下：裕苗天然氣營業區域包括苗栗縣銅

鑼鄉、三義鄉、通霄鎮、後龍鎮、苑裡鎮等 5 區。104

年底民生供氣量約 6,264 千公秉，非民生供氣量約 13.4

百萬公秉。104年底民生用戶數 13,416戶，非民生用戶

數為 11戶，另查台灣中油公司之營業區域亦包括銅鑼鄉，

與裕苗天然氣在該鄉具有競爭關係。 

（四） 有關○○○家族親屬關係、○○○家族持有各公用天然

氣事業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１、 ○○○家族關係如下：○○○（配偶○○○）有 3 子

1 女，長子○○○（配偶○○○）、次子○○○（配偶○

○○）、三子○○○（配偶○○○），女兒○○○，另○

○○與○○○係○○○之子女，而○○○、○○○則為

○○○、○○○與○○○等人之堂兄弟。 

２、 ○○○家族之控股公司關係如下： 

(1） ○○○之長子○○○持有寶泰公司 63.3％股份，控

制寶泰公司；寶泰公司持有坤泰公司 73％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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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配偶以自然人身分另持有坤泰公司 21.1

％股份），等於○○○間接控制坤泰公司；另坤泰

公司持有寶坤公司 61％股份，故○○○亦間接控制

寶坤公司。又○○○以前述事業、其他控制從屬事

業、關係自然人取得欣彰天然氣半數以上董事席次，

欣彰天然氣再持有和通公司 100％股份，換言之，

○○○直接或間接控制寶泰公司、坤泰公司、寶坤

公司、欣彰天然氣與和通公司等 5 家事業。 

(2） ○○○之次子○○○持有大坤公司 85％股份，控制

大坤公司；○○○另持有坤山公司 40％股份，且坤

山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大坤公司相同，坤山公司與

大坤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換言之，○○○直接

或間接控制大坤公司與坤山公司等 2 家事業。 

(3） ○○○之三子○○○持有興泰公司 66.67％股份，

控制興泰公司，興泰公司與○○○夫妻各持有惠普

公司 33.33%股權，且惠普公司半數以上董事與興泰

公司相同，惠普公司與興泰公司互為控制從屬事業；

換言之，○○○直接或間接控制興泰公司與惠普公

司等 2家事業。 

(4） 另○○○、○○○、○○○與○○○在寶泰公司、

坤泰公司、寶坤公司、大坤公司、坤山公司、興泰

公司、惠普公司等 7 家事業相互兼充為董事或監察

人，且該 7 家事業半數以上之董事均相同，彼此合

致公司法第 369條之 3關於控制與從屬關係推定之

認定標準。 

３、○○○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

人控制裕苗天然氣情形如下：按依裕苗天然氣到會提

供相關資料並陳述供稱，○○○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

司及二親等以內關係自然人自 98 年起即持有裕苗天

然氣股份，惟於 98 年及 101 年均僅由○○○當選裕苗

天然氣 1 席董事席次，直到 104年 5 月 18日裕苗天然

氣股東常會，方當選 5 席董事之 5 席，截至本會接獲

檢舉進行調查時，○○○透過大坤公司 (9.48%)、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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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0.17%)等控制從屬公司共持有裕苗天然氣 9.65%

股份。並透過○○○本人及其父母、兄弟等二親等以

內關係人之持股，○○○(71.68%)、○○○(0.24%)、

○○○(0.08%)、○○○(0.13%)、○○○(0.15%)、○

○○(0.09%)共持有裕苗天然氣 72.37%股份，合計持

有裕苗天然氣共 82.02%股份，超過裕苗天然氣三分之

一股份。上開控制從屬公司及關係自然人於 104 年 5

月 18 日共取得裕苗天然氣 5席董事之 5席，均以大坤

公司法人代表身分取得 5 席，超過裕苗天然氣半數董

事席次。 

理    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及第 2項分別規定：「本法所稱

結合，謂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與他事業合併。二、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三、受讓或承租他事

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

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

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計算前項第 2 款之股份或出資

額時，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該事

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所持有或取

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一併計入。」又依同法第 11 條

第 1 項規定：「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

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

三分之一。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

之一。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另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3 項、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前項所稱

控制性持股，指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

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

如下：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二、

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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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之事業。三、第 1 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

數董事之事業。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

有代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五、同一團體

及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超過半數之事業。」故結合申報主體除了公平交易法所

稱之事業外，復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納為擬

制事業，並得將其關係人之持股納入合併計算。同法施行

細則第 8條第 1項規定：「本法第 11條第 1項之事業結合，

由下列之事業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一、與他事業合併、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

業委託經營者，為參與結合之事業。二、持有或取得他事

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但持有或取

得事業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或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者，為最終控制之事業。三、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

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又同法第 39

條第 1項規定：「事業違反第 11條第 1 項、第 7項規定而

為結合，或申報後經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為結合，或未

履行第 13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主管機關

得禁止其結合、限期令其分設事業、處分全部或部分股份、

轉讓部分營業、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分，並得

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千萬元以下罰鍰。」 

二、 市場界定： 

（一）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規定，需求替代為本會界定相關市場主要審酌之事項，

本會並得視商品或服務特性考量供給替代。相關市場指

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需

求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時，交易相

對人能夠轉換至其他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

服務之情形。供給替代指事業調整特定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時，競爭者或潛在競爭者能夠提供其他具替代性之

商品或服務，以取代該特定商品或服務之情形。 

（二） 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條件下，具

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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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國內 2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是特許在特定區域供應

天然氣之業者，以國內家庭主要熱能來源觀之，天然氣

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二者對末端能源使用

者提供熱量的服務目的應屬相同，惟天然氣之成分為甲

烷，其比重比空氣輕，沸點與燃點均為攝氏零下 160

度以下，該項產品須以管線輸送，因此一般民眾倘欲申

設裝表供應天然氣，所須耗資定不斐，且亦有一段等待

供應期，加上天然氣事業之成本與售價均係由政府管制，

此與桶裝瓦斯無論在製程、成分、物理化學特性、輸儲

設備、使用便利性、市場區隔及轉換障礙、商品價格決

定等存有差異，故天然氣與家用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

向來不被認定屬同一商品市場範圍。又目前國內天然氣

之供應可區分為「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

其中公用天然氣事業係以導管零售供應家庭、商業及服

務業等 3 種需求用戶，屬天然氣事業法所規定之第 3

類天然氣事業，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應家庭、商業及服務

業用戶之天然氣售價及基本收費，應依規定之計算準則

核算，並檢具相關文件，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其調整售價或基本收

費時，亦同。另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申設，非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不得設立、供氣營業。至於「非民生天然氣」，

公用天然氣事業除須另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後，始得供應工業、電業、汽電共生系統、運輸或

其他相關業者所需之工業用天然氣，且其售價係由台灣

中油公司獨家供應予各公用天然氣事業外，再由各公用

天然氣事業自訂價格零售予各工業用戶，而其銷售氣量

尚須陳報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控管，不得影響

對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 3種「民生天然氣」需求客戶

之供應。是「民生天然氣」與「非民生天然氣」無論在

價格、管制方式與需求對象均所不同，爰本案產品市場

應界定為以導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

等 3 種需求用戶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三）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範圍應界定為各廠商提供商品或服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11 

務從事競爭之區域範圍。按公用天然氣事業係專指以導

管零售供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及服務業等用戶之事業。

依據天然氣事業法第 8條規定，公用天然氣事業供氣區

域之劃分，在直轄市以區，在縣（市）係以鄉（鎮、市、

區）為基本單位，又公用天然氣事業之營業區域，非經

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於供氣區域外供氣，而據台灣

中油公司表示，天然氣之供氣必須以管線相連，由於早

期我國行政區域分為省（直轄）市、縣（省轄）市、鄉

鎮區（縣轄）市、村里等 4 級，故各公用天然氣事業之

管線均鋪設至村里，倘供氣區域計算至村里，則各區域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天然氣銷售區域並無發生重疊，爰本

案地理市場應以各該公用天然氣事業經主管機關許可

供氣營業之區域劃分，在直轄市以區，縣（市）以鄉（鎮、

市、區）為地理區域範圍。少部分則及於村里等區域範

圍。 

（四） 市場占有率：裕苗天然氣經許可供氣營業之區域包括苗

栗縣銅鑼鄉、三義鄉、通霄鎮、後龍鎮、苑裡鎮等 5

區。104年民生用戶數 13,169 戶、民生供氣量約 3,321

千公秉，另查台灣中油公司之營業區域亦包括銅鑼鄉，

與裕苗天然氣在該鄉具有競爭關係，經查台灣中油公司

在銅鑼鄉 104年民生供氣量約 274 千公秉，故裕苗天然

氣在上開民生用天然氣營業區域內市場市占率達 95

％。 

三、 已達結合申報門檻：依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事

業結合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二、參與

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三、參與結合

之事業，其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關所公告

之金額。」查裕苗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之民生天然氣市場

之市場占有率已達 95％，達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申報門檻規定，故○○○家族或其所屬轉投資公司倘持

有裕苗天然氣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裕苗天然氣之業

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自應依公平交易法結合相關規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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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會提出申報，並獲本會審議不禁止其結合後，始得為

之。 

四、 行為主體：按本案○○○家族係透過個人持股、○○○3

位子女所共同控制之寶泰、坤泰、寶坤、大坤、坤山、興

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併其控制之欣彰天然氣及其從

屬公司和通公司，共同取得欣雄、欣南、欣彰、欣林、裕

苗等 5 家公用天然氣事業三分之一以上股份，或控制上開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其中寶泰、坤泰、

寶坤、大坤、坤山、興泰及惠普等 7 家控股公司，因董事

有半數以上均為相同，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 規定得認定

彼此互為控制從屬公司。按公平交易法規定，持有或取得

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申報結合事業為持有或取得之

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申報結合事業為控制事業；且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

出資額者，應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

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亦包括間接控制，

即得加計其控制從屬公司之董事席次，以達實質控制之結

果。故本案即應依前引規定，分別認定前述各個違法事實

之申報義務人，並以之作為本案處分之行為主體。本案因

被處分人○○○持有大坤公司 85％之股份，達到控制性持

股，且持有時點亦適用現行公平交易法，則依公平交易法

第 11條第 3項規定，視為公平交易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

○○○除持有裕苗天然氣 71.68％之股份外，又透過從屬

公司大坤公司持有裕苗天然氣 9.48％之股份，故依施行細

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以最終控制事業即○○○

作為申報義務人。又大坤公司取得裕苗天然氣全數董事席

次，得直接控制裕苗天然氣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故有關

○○○家族持有裕苗天然氣股份乙節，結合未事先申報之

行為主體應為○○○1 人，至於控制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乙節，結合未事先申報之行為主體應為大坤公司。 

五、 被處分人等應事前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卻未提出： 

（一） 持股部分：按○○○家族透過控制從屬公司及二親等以

內關係自然人，自 98 年起即持有裕苗天然氣股份，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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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於 102年 1月 1日至 104年 3月 15日對裕

苗天然氣持股比例均為 2.38%，惟○○○透過向其他股

東購買股份，直至 105 年 1 月 31 日止，持股比例已達

71.68%，按○○○除持有裕苗天然氣71.68％之股份外，

又透過從屬公司大坤公司於 105 年 1 月持有裕苗天然氣

9.48％之股份，坤泰公司持有 0.17%股份，又坤泰公司

與大坤公司董事業有半數以上相同，則依公司法第 369

條之 3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一、公司與他公司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

以上相同者。二、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

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者。」故大坤與坤泰得視為控制從屬公司，是以，○○

○持有裕苗天然氣之股份，應再加計大坤及坤泰公司持

有裕苗天然氣之股份，又依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3項至

第 5 項規定：「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人或團體，視為

本法有關結合規定之事業。」「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

前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

或出資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

本總額半數者。」「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

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二、前款之人

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

業。三、第 1 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或過半數董事

之事業。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

表權之人及其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五、同一團體及

前款之自然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

超過半數之事業。」是以，○○○持有裕苗天然氣之股

份、應再加計其二親等血親以內關係自然人持有裕苗天

然氣之股份，包括○○○、○○○、○○○、○○○、

○○○分別持有裕苗天然氣 0.24%、0.08%、0.13%、0.15%、

0.09%股份，故○○○以本人、其控制從屬公司及其二親

等以內血親關係人，共持有裕苗天然氣之股份達 82.02

％，超過裕苗天然氣三分之一股份，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2款結合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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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質控制部分：被處分人大坤公司於 104 年 5月 18日股

東常會共取得裕苗天然氣 5 席董事之 5 席，超過裕苗天

然氣半數董事席次，得控制裕苗天然氣之業務經營或人

事任免，合致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1項第5款結合型態。

且裕苗天然氣於其營業區域內市場占有率達 95％，已達

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第 2款之結合申報門檻規定，

故被處分人大坤公司負有結合申報義務，應申報而未申

報，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以本人、其控制從屬公司及其

二親等以內血親關係人，取得裕苗天然氣股份達到有表決

權股份三分之一以上，又被處分人大坤公司直接或間接控

制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合致公

平交易法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5款規定之結合型態，

已達同法第 11條第 1 項第 2款規定之申報門檻，且未有同

法第 12條事前申報之除外適用情形，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

違反同法第 11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等違法行為

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

同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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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1號 

被處分人：美商美安美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8003409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01 號 1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民眾 106 年 8 月檢舉被處分人未揭露獎勵業績點數(Incentive 

Business Volume，下稱 IBV)計算方式，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規定。 

   理   由 

一、被處分人於94年8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美容

保養品與食品等，及藉由與一般商家簽約成為夥伴商店，美

安公司將夥伴商店提供之優惠作為會員獎勵(包括傳銷商或

非傳銷商 )，會員購買實體夥伴商店或夥伴商店在

TW.SHOP.COM銷售具有獎勵業績點數IBV價值之商品或服務

時，得依消費金額、資格條件不同累積IBV及取得現金回饋。

據被處分人之報備資料，計算獎勵業績點數IBV時，係以優

惠顧客或傳銷商當日在夥伴商店購買以新臺幣為計價單位

之消費金額以及該夥伴商店給予之獎勵業績點數比率再依

當日新臺幣兌換美元之匯率計算後，按期累計獎勵業績點數

核發新臺幣獎金。雖據被處分人表示，於傳銷商加入時業以

夾頁方式提供傳銷商獎勵業績點數IBV須轉換成美元及新臺

幣兌換比率之依據(即每日採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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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貨經紀商和外匯零售經紀商OANDA公司網站公告之匯

率)，並在傳銷商之超連鎖事業帳戶告知，然被處分人未向

本會報備其美元與新臺幣兌換比率之依據，而美元與新臺幣

之兌換匯率攸關計算傳銷商可獲獎金之多寡，且被處分人並

非採固定匯率，倘有變動，實際發放獎金亦將隨之改變，涉

及獎金之計算方法等傳銷制度之內容，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

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

條第1項規定。 

二、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

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

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民眾 106 年 8 月 18 日電子郵件。 

二、被處分人之報備資料。 

三、被處分人 106 年 9 月 20 日、同年 11 月 22 日、107 年 1 月

17 日、同年月 29 日陳述書及 107 年 1 月 17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6條第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

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多

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

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者，其

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六、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21條第3項後段或第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

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

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7條第1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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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

事業名稱應於變更生效後15日內報備。 

第34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7條第1項、第9條至第12條、

第13條第1項、第14條、第15條、第17條、第19條、第25條第1

項或第26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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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3條：本法第6條第1項第2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傳銷組

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及其他經

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營業總收入

之最高比例。 

第19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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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2號 

被處分人：優森美淨化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715210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民有街 50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取得參與者個人資料，且隱

匿商品銷售之事實及重要交易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為活

水機相關產品之交易，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

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下稱檢舉人）於 106 年 3 月以電子郵件檢舉優森

美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略以：檢舉人與友

人於百貨賣場購物，獲告知可參加摸彩活動，一週後接獲

被處分人通知抽中鹼性能量活水機乙台，市價新臺幣（下

同）32,000 元，惟須支付 3,800 元廣告費，認為被處分

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爰向本會檢舉。另同年 8 月媒體

報導活水機（依據報導摸彩券存根聯圖示為優森美鹼性能

量活水機）業者結合在地水果攤辦抽獎活動，接獲活水機

中獎之消費者以為免費，竟需付廣告優惠價 3,800 元，質

疑為變相銷售乙案，因二案事實雷同，且涉法主體相同，

爰主動立案並予併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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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經過 

（一） 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1、 被處分人僅銷售優森美鹼性能量活水機（下稱系爭

商品）， 105 年 3 月承接凡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凡諾斯公司）後，始更改「凡諾斯」品牌為

「優森美」，系爭商品共有 6道濾心，前 3道需經常

更換，後 3道視客戶使用情況約 2至 3年更換一次。

系爭商品以電話行銷為主，無實體店面，另與店家

合作辦理摸彩(即「大樂透+摸彩」)活動，再以贊助

商品之優惠加購價售出。 

2、  系爭商品及濾心係向水將淨化科技有限公司（下稱

水將公司)進貨，大量採購系爭商品成本（含紙箱、

紙盒及產品說明）僅〇〇〇〇元，濾心前 3 道需經

常更換，進貨成本為〇〇〇元（不含紙箱、紙盒及

產品說明書為〇〇〇元)、第 4 至 6 道濾心視使用狀

況約 2 至 3 年更換 1 次，進貨成本第 4 道〇〇元，

第 5 道〇〇元，第 6 道〇〇〇元。 

3、 成立迄今共與 4店家(陸蓬百貨超商、鍋太郎日式食

堂、大盤價五金百貨及世界一蔬果廣場)合辦「大樂

透+摸彩」活動，活動期間約 1個月至 1個半月，均

使用相同樣式摸彩券，分二重活動，第一重以大樂

透為中獎標的，對中，得以優惠價加購產品，第二

重則以摸彩方式免費贈送獎品，相關資訊均載於活

動海報，並張貼店家公告。4 場活動分別發出 4,000

張、3,000 張、11,000張及 5,000 張摸彩券。 

4、 分別與合作店家簽定「簡式契約書」，契約書內容包

括：活動期間、被處分人負責提供彩券、摸彩箱、

獎品、張貼海報、電(話)聯(絡)、送獎及日後維修

保養；另摸彩券由被處分人收回、兌（大樂透）獎

號及通知，並約定若有未中獎者接獲中獎通知，經

查屬實，由被處分人負全責，並賠償店家損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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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樂透+摸彩」活動及宣傳品內容係參考凡諾斯公

司行銷文宣品，再自行加以修改審閱後委外印製及

負擔印製費用，與其他事業無關。 

6、 「大樂透+摸彩」活動第一重之經理獎、店長獎及回

饋獎獎項之建議售價及市價係沿用凡諾斯公司前辦

理摸彩活動相同獎項之價格；另經理獎及店長獎中

獎機率極低，倘有消費者對中，將採購與建議售價

相同且功能或品質優於摸彩券所載之商品，提供消

費者加購，惟迄無人對中經理獎及店長獎。回饋獎

則為系爭商品，一般交易價格(不含任何服務、保固

及維修)為 8 千元至 9 千元，摸彩券載稱市價 32,000

元，係依據凡諾斯活水機(系爭商品先前之品牌)產

品型錄標示之建議售價及東森購物台販售該產品宣

稱之市價(實際以東森價 19,800元售予消費者)訂定

之。至加購價 3,800 元係依進貨成本〇〇〇〇元，

再估算員工薪資、安裝外送人員工資、二重送贈品

費用、管銷費用及日後保固成本等訂定之。加購價

3,800元實內含售後服務、保固（如漏水修護及小白

管氧化更換）及搬家移機（舊址拆除並至新址安裝）

等費用。 

7、 系爭商品前 3 道濾心單次更換含工帶料為〇〇〇〇

元，優惠方案為 5年（更換 10次）原價(29,500 元)85

折，即 25,000元。於安裝（或送貨）系爭商品予加

購客戶時，告知該濾心組之優惠方案，並未強迫購

買，且購買該優惠方案者，可免收加購價 3,800元。 

8、 類似行銷手法早期係透過里長贈送里民、配合新成

屋安裝或辦理抽獎活動，承接凡諾斯公司後，即依

循過往作法邀約店家辦理摸彩活動，辦理「大樂透+

摸彩」活動之初衷，係將商品廣告預算做為提供二

重獎項之支出，免費回饋店家辦理摸彩活動，並安

排現場人員解說，以達宣傳效果。希望創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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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來客戶長期使用購買濾心達到回收並獲利。二

重送獎品均全數如實免費送出並無造假，摸彩券亦

清楚告知一重送屬加價購商品，為避免爭議，已儘

量將活動內容詳細說明於摸彩券內。 

9、 提供 32吋電視 20台、小摺 1台、遙控直升機 12台、

電子琴 11 台、早餐機 7 台、烤箱 30 台、烘碗機 11

台、立扇 10 台、吹風機 32 台、泡茶壺 216 台、小

檯燈 960 台等進貨憑證供參。 

（二）請系爭商品供應事業水將公司提出說明，略以： 

1、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為經銷賣斷關係，未簽定經銷合

約，雙方約定 1 年內系爭商品交易須達 720 台，(1

至 3 道)濾心組達 420 箱(每箱 10 組)給予優惠價。

系爭商品原價〇〇〇〇元，優惠價〇〇〇〇元至〇

〇〇〇元不等(不含外箱、說明書、保證書、型錄及

貼紙)，濾心組 1組原價〇〇〇元，優惠價〇〇〇元

(不含貼紙及內外包裝箱)。被處分人 105 年 3 月至

106年 9月計進貨 871台系爭商品及 15,490組濾心

組。 

2、 該公司就系爭商品、1 至 3道濾心組、第 4道濾心、

第 5 道濾心及第 6 道濾心所訂之建議售價分別為

8,000元、1,200元、700元、400元及 1,500元。 

（三）另請與被處分人合作之店家就「大樂透+摸彩」活動之

辦理情形提出說明，略以： 

1、 「大樂透+摸彩」活動由被處分人辦理，並負責處理

活動相關說明、摸彩券、中獎名單、文宣資料、活

動費用及負責審閱海報、宣傳品內容。 

2、 合作店家僅提供場地擺放海報及獎品，並協助發送

摸彩券，未分攤任何費用與利潤。 

（四）復請台灣彩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彩公司)提供「大樂透

+摸彩」活動第一重以大樂透為中獎標之中獎機率獲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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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中任 2 碼或任 3 碼(含特別號)之中獎機率為 3.22

分之 1。 

2、 對中任 3 碼+特別號之中獎機率為 201 分之 1。 

3、 對中任 5 碼(含特別號)以上之中獎機率為 1,825 分

之 1。 

4、 對中任 4 碼+特別號之中獎機率為 2,619分之 1。 

5、 對中任 7碼(含特別號)之中獎機率為 10,737,573 分

之 1。 

（五） 據被處分人提供(4 店家)摸彩活動後安裝系爭商品

之消費者進行電話訪查，獲悉： 

1、 第一重回饋獎中獎人並安裝系爭商品者，僅 1 人係

自行核對當期大樂透號知悉獲獎，其餘均係接獲電

話通知始知悉獲獎。接獲中獎通知者中，僅少數於

獲通知後對獎查證，其中有未對中卻仍接獲中獎通

知者，另多數受通知者均未對獎查證。 

2、 少數表示安裝系爭商品前，被處分人有告知濾心方

案，惟多數表示係於安裝後始告知濾心方案。另或

有對購買濾心無需求者，被處分人亦未主動告知。 

3、 9 成以上表示倘無中獎，不會購買系爭商品。 

（六） 因合作店家中僅陸蓬百貨超商(被處分人合作店家

之一)保留「大樂透+摸彩」活動第二重(免費獎項)中

獎者名單，爰據以電話抽訪，獲悉： 

1、 多數表示不清楚「大樂透+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 

2、 中獎者係接獲電話或簡訊通知，亦有自行至店家查

看中獎之張貼名單而知悉中獎，並免費領取中獎獎

項。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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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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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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

場經濟秩序。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

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

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

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

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

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

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

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

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

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而利用資訊不對稱之

行為，即為常見類型之一。次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實

際未辦理抽獎而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

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

務，致使民眾在非屬交易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

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

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二、 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11 月至 106 年 7 月計與店家合作辦

理 4 次「大樂透+摸彩」活動，4 次活動之宣傳摸彩券內

容均相同，活動海報內容則大同小異（僅第二重獎項數目

及少數獎項略有差異)。次查宣傳海報及摸彩券載明「第

一重送」「對大樂透加價購」，即以對中大樂透號碼數決定

可加購之獎項，其中對中「四星+特別號」(即當期大樂透

獎號任 4 碼+特別號)可加購經理獎（50 型 LED 電視，建

議售價 42,000 元，加購價 6,000 元)、對中「三星+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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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可加購店長獎（百分百純棉床罩組，建議售價 28,000

元，加購價 4,000 元)，對中 2星或 3 星可加購回饋獎(即

系爭商品，對中 1 星為候補名單)，並限量 20台。據被處

分人自承 4 次「大樂透+摸彩」活動均分送超過 3,000 張

之摸彩券，次據活動店家陸蓬百貨超商估計該次活動參加

摸彩人數約 500人至 600 人；復據大樂透發行事業台彩公

司提供本案之中獎機率，對中經理獎（四星+特別號)之中

獎機率為 2,619分之 1，而據被處分人分送之張數或活動

店家之實際投箱張數計，或有可能無人中獎。又查對中店

長獎（三星+特別號)之中獎機率為 201分之 1，若以被處

分人自估分送 3,000 張摸彩券計，或應有 14 張可獲獎，

若以陸蓬百貨超商稱參加摸彩者 500 至 600 人，而 1 人可

能取得 1 至數張摸彩券計，應至少有 2 至 3張中獎，然被

處分人均稱無人對中該獎項，被處分人是否確實提供該獎

項之兌獎，不無疑義。另查回饋獎（任 2 星或 3 星)之中

獎機率為 3.22分之一，若據被處分人每次活動分送 3,000

張摸彩券論，亦即每次活動約有 931 張可獲得回饋獎加購

系爭商品之機會，據活動店家陸蓬百貨超商估計該次活動

參加人數推估，則至少有 155 至 186 張可中回饋獎，均明

顯大於被處分人提供該獎項之數目（每次 20台)。案復請

被處分人提供各次活動對中回饋獎之名單，被處分人表示

無法提供，僅提供接獲通知並安裝系爭商品之名單；據本

會電話訪查接獲中獎通知而安裝系爭商品之消費者，僅少

數於接獲中獎通知即對獎確認是否中獎，其餘多數表示未

曾對獎，更有若干消費者表示經對獎後未中任何號碼仍接

獲中獎通知，是以，被處分人藉民眾摸彩射倖心理，辦理

摸彩，取得個資以電話爭取推廣行銷系爭商品之事實甚

明。 

三、 另查被處分人與店家合作辦理「大樂透+摸彩」活動於宣

傳海報及摸彩券載明第二重送「免費送」，又查被處分人

提供之第二重獎項進貨憑證及合作店家大盤價五金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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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大樂透+摸彩」活動第二重(免費獎項)中獎名單

及抽查獲悉，被處分人對於第二重獎項確有贈送之事實。

惟查各次活動第二重獎項之所有獎項成本約為〇〇〇〇

〇元至〇〇〇〇〇元不等，且查被處分人自承僅從事系爭

商品之銷售，而該商品於系爭摸彩活動中為加價購之回饋

獎商品，獲獎者須另支付 3,800元（進貨成本為〇〇〇〇

元)，非屬無償商品，且於安裝時銷售濾心，濾心售價自

2 萬 5,000 元（1至 3 道濾心)至 4萬 3,000 元（1至 6 道

濾心)不等，被處分人以摸彩贈送低價商品為釣餌，利用

消費者射倖心理，隱匿商品銷售之目的，實則行銷售活水

機及濾心之情事，洵堪認定。 

四、 按活水機須經常定期更換濾心始能達成淨水目的，民眾於

選購活水機時，非僅考量活水機之購買成本，濾心更換之

鎖入成本亦為民眾選購活水機考量之因素。查被處分人於

摸彩券上載稱系爭商品市價 32,000元，中獎加購價 3,800

元，惟查其進貨成本僅〇〇〇〇元，且系爭商品供應商亦

表示該商品建議售價至多 8,000元，被處分人顯然高估系

爭商品價值，不無令民眾對商品品質產生錯誤期待並有射

倖心理。另被處分人並於民眾安裝後推銷濾心更換方案，

而民眾於同意安裝後始知濾心更換之費用，然查被處分人

系爭濾心前 3道成本合計為〇〇〇元（不含紙箱、紙盒及

產品說明書為〇〇〇元)，第 4 道〇〇元，第 5道〇〇元，

第 6 道〇〇〇元，然被處分人向安裝系爭商品消費者收取

濾心更換費為 1 至 3 道 25,000 元，4 至 6 道 18,000 元，

民眾無從比較更換濾心之價格，立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而

與之交易，此有本會電訪調查所得，9成以上系爭商品中

獎民眾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採購該商品可證。 

五、 綜上，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

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心理，取得參與摸彩

活動者之個資，縱參與摸彩活動民眾非符合中獎資格，仍

偽稱中獎，並就活水機價格為不當陳述，致民眾於資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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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情形下，誤認活水機之價格，甚至可能支付其後之耗

材（濾心）費用，此等使民眾誤認活水機及濾心之價格而

為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之整體銷售活水機及其濾心行為，核

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1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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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3號 

被處分人：康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26973 

址    設：臺中市烏日區環中路 8 段 615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Dancing Queen 美體曲線按摩機」商品，

於廣告宣稱「深入催化消除脂肪分子」、「輕鬆美體塑身  藉

由旋轉震波可促進循環，加速熱量消耗，有助於脂肪燃燒」

、「消除手臂脂肪  運用旋轉震波深入手臂肌肉，催化消除

脂肪分子」、「收腰緊實提臀 將不易動到的腰部、臀部脂肪

分子推開催化，趕走鬆垮肥肌轉換緊實，達到收腰提臀效

果」、「緊實腿部肌肉 旋轉震波可深入腿部肌肉，催化脂肪

分子緊實肌肉」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自106年9月25日至107年3月16日期間，於其網站（網

址：http://www.come-in.com.tw/）刊登「Dancing Queen美體

曲線按摩機」商品（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其內容宣稱「深入

催化消除脂肪分子」、「輕鬆美體塑身  藉由旋轉震波可促進循

環，加速熱量消耗，有助於脂肪燃燒」、「消除手臂脂肪  運用

旋轉震波深入手臂肌肉，催化消除脂肪分子」、「收腰緊實提臀 

將不易動到的腰部、臀部脂肪分子推開催化，趕走鬆垮肥肌轉

換緊實，達到收腰提臀效果」、「緊實腿部肌肉 旋轉震波可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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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肌肉，催化脂肪分子緊實肌肉」等語，惟僅藉由外力按摩

是否可達消除脂肪分子之效果，容有疑義，是前揭宣稱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之慣用手法，其內容所顯現之商品

相關資訊，亦為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時之重要參考依據，

故廣告主於刊登廣告時，當克盡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務，

倘廣告主未就廣告內容之真實性詳加查證而逕予使用，致

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虞者，即應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

任。 

二、 查案關商品廣告宣稱「深入催化消除脂肪分子」、「輕鬆美

體塑身  藉由旋轉震波可促進循環，加速熱量消耗，有助

於脂肪燃燒」、「消除手臂脂肪  運用旋轉震波深入手臂肌

肉，催化消除脂肪分子」、「收腰緊實提臀 將不易動到的腰

部、臀部脂肪分子推開催化，趕走鬆垮肥肌轉換緊實，達

到收腰提臀效果」、「緊實腿部肌肉 旋轉震波可深入腿部肌

肉，催化脂肪分子緊實肌肉」等語，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

具有催化、消除人體脂肪分子功能，使用後可輕鬆趕走鬆

垮肥肌、緊實肌肉，進而達到收腰、提臀、瘦手臂及大腿

等效果。 

三、 就上開廣告宣稱功效，被處分人於製刊廣告時，並無醫學

學理或臨床試驗資料可據，且自承該等用語文案係抄襲自

中國大陸網站相關產品說明資訊而來，被處分人未經審視

其用語是否妥適，即逕交由網站設計維護公司刊登於被處

分人網站。核前開被處分人之行為，乃未善盡廣告主真實

表示及查證義務，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為銷售案關商品而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

並無依據之情形下，逕於其網站刊登案關商品廣告，內容

宣稱「深入催化消除脂肪分子」、「輕鬆美體塑身  藉由旋

轉震波可促進循環，加速熱量消耗，有助於脂肪燃燒」、「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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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臂脂肪  運用旋轉震波深入手臂肌肉，催化消除脂肪

分子」、「收腰緊實提臀 將不易動到的腰部、臀部脂肪分子

推開催化，趕走鬆垮肥肌轉換緊實，達到收腰提臀效果」、

「緊實腿部肌肉 旋轉震波可深入腿部肌肉，催化脂肪分子

緊實肌肉」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

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

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107年1月30日刊登於其網站之案關商品廣告。 

二、 被處分人107年3月19日、6月7日陳述書，以及107年6月7

日到會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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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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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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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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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1 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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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4號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60610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105號 1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56450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66 號 10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三洋

12 吋機械式定時立扇 EF-12STA」商品宣稱「節能標章」，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萬元罰鍰。 

事   實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及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台灣三洋公司）

106 年 10 月 29 日至 107 年 3 月 30 日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三洋 12 吋機械式定時立扇 EF-12STA」商品(

下稱案關商品)，於廣告宣稱「節能標章」，然經查經濟部能源

局節能標章全球資訊網案關商品節能標章期限僅至 1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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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

定。 

理   由 

一、 就案關商品整體交易流程觀之，「PChome Online 24h 購物」

網路平台顯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之事業名稱，交易完

成後由其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換貨、

退貨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時應可認知交易對象為被處

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復就交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網路

家庭公司係案關商品最末端之銷售者，並藉商品銷售價格

與銷售成本之價差賺取利潤，其因使用案關廣告、銷售案

關廣告商品而直接獲得利益，故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係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復查被處分人台灣三洋公司除提供案

關商品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外，並自行

製作及刊登案關廣告至「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平

台，其就銷售商品所得與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具有利益

共享關係，故被處分人台灣三洋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行為

主體。 

二、 本案案關廣告宣稱「節能標章」，予人案關商品獲有經濟

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認證之印象，並透過「節能標章」

辨認出產品較其他未獲證之電扇更具有較少能源消耗之功

效。惟查案關商品之節能標章使用期限為 104 年 10 月 29

日至 106 年 10 月 28 日，其期限業已屆至且製造商並未續

約申請認證。另據經濟部能源局表示，獲證節能標章之產

品於標章使用期限屆至後倘欲繼續使用節能標章，廠商應

於申請續約時檢送符合修正後能源效率基準之產品證明文

件，提送執行單位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繼續使用。是

以，案關商品於 106 年 10 月 29 日至 107 年 3月 30日期間

仍持續為獲得節能標章認證之廣告宣稱而未予修正，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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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案關廣告宣稱核已構

成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與被處分人台灣三洋公司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銷售「三洋 12 吋機械式

定時立扇 EF-12STA」商品宣稱「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

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

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

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7 年 3 月 16 日刊載於「PChome Online 24h 購

物」網站之案關廣告。 

二、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 107 年 3 月 28 日、107 年 4 月 12

日陳述書、107年 5 月 24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台灣三洋公司 107 年 4 月 25 日陳述書、107 年 5

月 28 日陳述紀錄。 

四、 經濟部能源局 107年 5月 2日能技字第 10700571150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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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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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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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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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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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5號 

被處分人：豐禾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904567 

址  設：臺中市南屯區向心里南屯路 2 段 333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facebook社團「農地農舍投資開發運用交流協

會」刊登廣告，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

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於 facebook社團「農地農舍投資開發運用交流協

會」刊登廣告，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

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惟查被處分人與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並無作成相關委託契約、會議紀

錄及土地媒合紀錄，且據海基會表示並未指定被處分人為

其尋找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故案關廣

告表示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提供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廣告內容皆由被處分人人員製作、刊登，刊登期

間自 106 年 5、6 月至同年 12 月止，目前則無刊登任

何案關內容於公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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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被處分人稱其確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

會)找尋工業用地之窗口，被處分人並提供與海基會協

議之會議照片及後續受邀參與活動照片。 

３、海基會邀請被處分人參加「台商回台尋地合作機制會

議」分享被處分人之專業，並於會中指定人員為被處

分人接洽窗口，協助辦理台商回台尋地作業，並邀請

被處分人參加「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及擔

任其他會議講師角色分享相關專業，惟會中並無做成

任何會議紀錄，故被處分人無法提供雙方委託合作契

約；「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係屬餐會及論壇

性質，廠商倘有相關問題皆可向被處分人一對一提問，

由被處分人本於專業給予答覆。因當初會中指定被處

分人為協助找尋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

口時，僅以口頭方式約定，且迄今並無媒合成功案件，

海基會亦未向被處分人提出需求，故無相關紀錄。 

 (二)海基會提供相關意見，略以： 

１、海基會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事務，業務範圍不涉及任

何商業行為，經查從未與被處分人有任何委託關係，

故被處分人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各種

房地產的指定窗口，與事實不符。 

２、被處分人確實於 106 年 4 月 6 日至海基會拜會，僅係

一般拜會，並非台商回台尋地合作機制會議，被處分

人人員自稱為經濟部工業局專案委託專業仲介公司，

雙方會見時僅就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事宜交換意見，會

後確曾邀請被處分人負責人參加海基會舉辦之端午節

台商座談聯誼活動。惟台商回台投資如有廠房、用地

等需求，海基會均轉請經濟部等相關主管機關協助處

理，被處分人指稱其係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

各種房地產之指定窗口，顯與事實不符。 

３、海基會受政府委託，在每年端午節前後均會舉辦「大

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邀請政府有關部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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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界代表以及所有大陸台商協會主要負責人參加，

該活動係數百人參加之大型台商聯誼活動，在活動中

並未介紹個別廠商，亦未在活動中指定被處分人為海

基會尋地之指定窗口。 

理   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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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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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4 項規定：「前 3項規定，於事

業之服務準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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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另按同法第 42條前段：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 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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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不

動產經紀業者所涉廣告不實案件，依內政部與本會 96 年處

理不動產經紀業不實廣告案件之協調結論：「不動產經紀業

所為之廣告內容，倘係涉及事業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

銷策略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其他足以

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之情形者，由公平會依

公平交易法處理。」故不動產經紀業者於廣告所宣稱其服

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策略等事項涉有虛偽不實，係為

增加交易之機會，而有引人錯誤認知之表示，即有違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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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之虞。 

二、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查案關廣告為被處分人之業務承

攬專員○君所製作，並刊登於 facebook「農地農舍投資開

發運用交流協會」社團，該社團為公開平台，一般大眾皆

得藉由該平台得知不動產交易資訊及對象，○君於該社團

張貼印有被處分人名稱之名片，並宣稱被處分人為海基會

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藉以提升

被處分人之企業形象，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係由被

處分人人員所製作及刊登，故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三、案關廣告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各種

房地產的指定窗口……」並非屬實，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案關廣告就被處分人之專

業形象宣稱，予人產生被處分人受海基會委託找尋工業地、

廠房及各種房地產之印象。惟據海基會表示，其從未與被

處分人有任何委託關係，被處分人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工

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與事實不符。另被

處分人雖稱其受海基會邀請參加「台商回台尋地合作機制

會議」及「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並於會中受海

基會委託協助辦理台商回台尋地作業，會中指定海基會人

員為被處分人聯絡之窗口等語，惟被處分人無法提出受海

基會委託協助台商找尋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之相關

會議紀錄或委託契約，亦無相關土地媒合紀錄。且據海基

會表示，被處分人人員雖確實於 106 年 4 月 6 日至海基會

拜會，惟僅係一般拜會，並非台商回台尋地合作機制會議，

被處分人人員自稱為經濟部工業局專案委託專業仲介公司，

雙方會見時僅就台商回台投資相關事宜交換意見，雖亦邀

請被處分人參加「大陸台商端午節座談聯誼活動」，該活動

係數百人參加之大型台商聯誼活動，在活動中並未介紹個

別廠商，亦未在活動中指定被處分人為海基會尋地之指定

窗口。故被處分人宣稱其為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房及

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尚非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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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被處分人於 facebook「農地農舍投資開發運用交流

協會」社團刊登廣告，宣稱其為海基會在找尋工業地、廠

房及各種房地產的指定窗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

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

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

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

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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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6號 

被處分人：鼎極國際汽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723759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民族東路 640 號 1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8891汽車交易網站銷售「BMW 3-Series Seden 

328i 2012款 手自排 2.0L」中古車，宣稱「賣家保證原版

件」，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8891汽車交易網站銷售「BMW 3-Series Seden 328i 

2012 款 手自排 2.0L」中古車(下稱系爭商品)，宣稱「賣家保

證原版件」，惟查被處分人無法提出其所銷售之系爭商品皆符合

「原版件」之檢驗報告，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檢舉人購買之系爭

商品後尾鈑曾受過撞擊，並不符合「原版件」，故案關廣告表示

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理   由 

一、 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刊登於 8891 汽車交易網站，依 8891

汽車交易網站廣告刊登流程，被處分人需支付 8891 汽車交

易網站每一刊登物件一定期間之刊登費用，雙方並無商品

之利潤分配，且交易過程無須透過 8891汽車交易網站，發

票之開立、消費者所聯繫對象及後續車輛維修等事宜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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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為主體，故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係被處分人，

故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據被處分人表示，「賣家」係被處分人，「原版件」則指該

車輛未曾發生重大事故，本案檢舉人所購買系爭商品並不

符合「原版件」之宣稱，係因其後尾鈑曾受過撞擊，惟案

關廣告所刊登「賣家保證原版件」之車輛車身號碼與檢舉

人購買車輛車身號碼不同，且於交車前已清楚告知檢舉人

其購買之車輛後尾鈑曾受過撞擊。查被處分人案關廣告內

容，並無從得知其所刊登之車身號碼為何，實際上車身號

碼刊登處係於 8891 汽車交易網站後台，一般消費者並無法

於廣告中獲得車身號碼資訊，且案關廣告所刊登之物件名

稱為「BMW 3-Series Seden 328i 2012 款 手自排 2.0L」，

予人產生被處分人銷售之系爭商品符合「原版件」之印象，

而檢舉人所購買之商品即為系爭 BMW 3-Series Seden 328i

款式商品相同型號，且亦與廣告刊載同為 2012年款、白色

車身之車輛，惟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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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查，被處分人

雖稱案關廣告所刊登之系爭 BMW 3-Series Seden 328i 款

式商品有數輛，且幾乎皆符合「原版件」，惟被處分人僅提

供部分系爭 BMW 3-Series Seden 328i 款式商品之檢驗報

告，無法提出系爭 BMW 3-Series Seden 328i 款式商品皆

符合「原版件」之相關證明，故其亦無法證明案關廣告所

刊登之商品符合「賣家保證原版件」之宣稱。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 8891汽車交易網站銷售「BMW 3-Series 

Seden 328i 2012 款 手自排 2.0L」中古車，宣稱「賣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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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原版件」，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

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 8891汽車交易網站之廣告。 

二、 檢舉人提供系爭商品之 106年 11月 9日台灣德國萊因中古

車檢測報告。 

三、 被處分人 107 年 4 月 25 日陳述書及 107 年 5 月 29 日陳述

紀錄暨書面資料。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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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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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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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43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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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7號                                                                                                  

被處分人：建來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655259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 之 19 號 1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律師 

地    址：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66 號 7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轉售 cervélo 車架組之價格，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反映人(或稱檢舉人)係被處分人之自行車、車架組等商

品經銷商，其先行來信指稱被處分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規定，嗣後敘明內容及檢附相關事證，本會爰主動立案

調查。 

二、經函請檢舉人到會說明及提出書面陳述意見略以： 

（一）車架組即是自行車主體，高檔車架組之主要消費客群為

專業自行車隊，用來從事長距離騎乘休閒活動。市面上

車架組有捷安特、美利達、HARO 等數十家品牌，價格高

低不等。銷售業者於出售前必須瞭解客戶需求、身材條

件，建議合適之車架組。專業車隊或玩家級消費者除購

買車架組外，可向銷售業者購買其他零件明細，由銷售

業者代為組裝成車或進行零件升級，組裝費用可另計。 

（二）檢舉人銷售國內外各種品牌之自行車、車架組、配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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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起經銷被處分人代理之cervélo等品牌之車架組、

自行車，係向被處分人買斷商品後，以檢舉人名義開立

銷售發票。檢舉人於 106 年 6月以 cervélo R5車架組建

議售價 7 折，承接臉書社團團購，被處分人隨後於同年 6

月 30 日派業務人員至檢舉人營業處所口頭告知取消

cervélo 品牌之經銷資格，且不再出貨。 

三、為瞭解自行車市況與被處分人經銷商營運情形，本會派員

實地訪查略以：cervélo 雖為國際知名運動賽車品牌，但

在我國銷售量、市占率均低，經銷商多依被處分人之建議

售價折扣數販售該品牌商品，惟亦兼營其他品牌自行車或

車架組。而 cervélo 品牌之消費者多為比賽選手，單買車

架組之顧客極少，多購買成車，僅為單車愛好者不會購買

該品牌商品。同時，實體通路須提供自行車組裝、維修保

養等服務，有其專業性，除非消費者只在意價格且具備有

專業組裝與維修能力，否則仍須到實體通路購買車架組。 

四、復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提出書面陳述意見略以： 

（一）被處分人於 102 年成立，營業項目為自行車及其零件批

發，車架組與其自行車代理品牌有 cervélo、BMC、MASI、

Focus，自估 cervélo車架組市占率極低。被處分人於全

國各地有實體經銷商，但無網路經銷商，經銷商向被處

分人進貨買斷商品後，以經銷商自身名義銷售商品與開

立銷售發票。  

（二）經銷商銷售車架組前須向消費者進行專業之身材量測，

並依消費者需求搭配適合之零組件，故為確保經銷商有

足夠之產品知識與組裝能力，被處分人每年舉辦 1 場到 2

場之原廠教育訓練(含新品規格說明)。目前消費者獲得

之組裝資訊並不完整，倘無足夠訓練，自行安裝後無調

整能力，可能有安全問題。 

（三）衡諸經銷商削價競爭增加組裝量，必定影響售前服務品

質，甚至因迅速組裝造成安全問題，故被處分人於經銷

商合作辦法之禁止事項載明：「1.當季商品實際銷售價格

或報價不得低於建議售價 9 折。……違反以上各點經查

證屬實，本公司將提出警告並依情節輕重取消經銷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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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若屢次違反，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合作並要求結清

未支付之貨款。」惟非當季車架組之售價不予限制。事

實上，被處分人並無實際查核經銷商實際售價，本次是

因其他經銷商提供檢舉人與消費者之 Line對話截圖，證

明其以低於建議售價 9折之價格販售 107年度新款 cerv
élo 車架組，被處分人即於 106 年 6 月 30 日派員前往檢

舉人營業處所查證屬實，遂決定停止出貨 cervélo 品牌

商品予檢舉人，亦是被處分人首次以經銷商售價低於建

議售價 9 折為由，對經銷商斷貨。 

（四）被處分人已於 107 年 1 月 30 日修正經銷商合作辦法中關

於限制轉售價格等條款，並通知所有經銷商。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

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

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上開條文係在防止

上游事業對下游事業為轉售價格之限制行為。倘事業對於

其交易相對人就所供給之商品設定轉售價格，或對交易相

對人就其銷售商品與第三人後，就該第三人銷售價格為間

接限制，並以配合措施迫使交易相對人遵行，致經銷商無

法依據其各自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訂定售價，其

結果將削弱同一品牌內不同經銷通路或零售業者間的價格

競爭，故為上開法條原則所禁止。然在例外情況下，限制

轉售價格或有相較於自由訂價，更具促進競爭效果，而得

依前揭但書規定主張其正當性。再按同法施行細則第 25條

規定：「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

得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1、鼓勵下游

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質。2、防免搭便車之效果。

3、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4、促進品牌間之競爭。

5、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故限制轉售價

格行為究係限制市場競爭抑或是促進市場競爭，事業是否

於必要之期間及範圍內以限制轉售價格之方法達到促進競

爭之效果，屬當事人之抗辯事由，其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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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合理事證，

經審酌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者，始有依前揭第 19條第 1項

但書之適用。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項前段規定：「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條、第 19條及第 20 條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係透過全國各地有實體店面之經銷商銷貨，無

網路經銷商，亦未與各購物網站進行供貨交易。各經銷商

係向被處分人進貨買斷商品，並以經銷商自身名義銷售商

品與開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此有被處分人到會陳述紀錄

可稽，故被處分人與下游通路商之關係為經銷制。次查被

處分人與經銷商簽訂之「2018 年度 cervélo 經銷商合作辦

法」禁止事項明揭：「1.當季商品實際銷售價格或報價不得

低於建議售價 9 折。……違反以上各點經查證屬實，本公

司將提出警告並依情節輕重取消經銷商權益；若屢次違反，

本公司有權立即中止合作並要求結清未支付之貨款。」後

另附有 cervélo產品價格表，載有各品項建議售價。據上，

足認被處分人以系爭合作辦法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價格之

自由，並以取消經銷商權益、中止合作關係等懲罰措施迫

使下游業者遵行。 

三、再查檢舉人於 106 年 6 月中旬以 107 年度新款 cervélo R5

車架組建議售價 7 折，承接臉書社團團購活動，被處分人

嗣於 106年 6月 30日派員前往檢舉人營業處所查證屬實後，

旋即停止出貨商品予檢舉人並取消經銷資格，此有被處分

人陳述補充理由書、被處分人業務人員與檢舉人間之 Line

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可稽。被處分人以前揭合作辦法限制經

銷商轉售商品價格及其違反效果，足以對下游經銷商心理

上形成壓迫，並限制其自行決定產品價格之權利，核其前

揭行為除使經銷商將無法依其所面臨之競爭狀況及成本結

構自由訂定價格，其結果亦間接削弱同一品牌內個別經銷

商之價格競爭，另因 cervélo車架組係屬國外高價位品牌，

其市占率不高且有固定行銷通路與特定消費族群，是縱使

被處分人限制經銷商之轉售價格，亦難有助於強化車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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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牌間競爭。末據本會派員訪查經銷商獲悉，渠等均依

被處分人之建議售價折扣數販售商品，足認被處分人前揭

合作辦法中之限制轉售價格與懲罰措施條款，有維持轉售

價格之實效。 

四、至被處分人辯稱其限制經銷商轉售 cervélo 當季車架組之

價格，係為確保經銷商有足夠利潤可提供售前解說、組裝

服務，確保騎乘安全，惟非當季車架組尚無售價限制等語。

然被處分人之經銷商均有專屬實體店面，且兼營國內外其

他品牌自行車或車架組相關銷售業務，組裝服務亦可另外

付費，此有檢舉人到會陳述紀錄、陳述書與本會訪查紀錄

可稽。是經銷商利潤來源不限於銷售 cervélo車架組商品，

各經銷商在向被處分人買斷貨品後，自可衡量其他營業項

目之經營成本、行銷策略及獲利概況等，自訂最適零售價

格，甚至可另外收取組裝費用，而無須由被處分人經由限

制轉售價格而保障其利潤。況且被處分人對非當季車架組

則無售價限制，倘其以確保合理利潤供經銷商組裝自行車

之安全性理由，不應因車架組款式新舊與是否過季而有區

別，故安全性理由顯非其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事由。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以經銷商合作辦法限制下游經銷業者

商品價格，並以取消經銷商權益、中止合作關係等手段迫

使交易相對人以其提出之建議售價折扣數銷售系爭商品，

已明顯限制下游經銷商決定其轉售價格，且無促進競爭之

正當理由，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0條第 1項前段規定

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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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8號 

被處分人：愛宓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06458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378 號 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

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

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

第 3 款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與傳銷商

補締結包括法定事項之書面參加契約，送本會備查。 

四、處新臺幣 2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96 年 10 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美容保

養等商品。本會於 107 年 1月 30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

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之客戶訂購單部分商品內容與報

備不同，包括「個人保養系列」(洗髮乳 01、沐浴乳 02、微亮

潔膚乳 03、酵素精靈)未報備；清潔用品類商品(「小精靈」、「滴

滴靈」、「碟碟樂」、「樂樂亮地」、「樂樂亮衣」)疑停售，未變更

報備刪除；「活益素」載積分「65PV」，報備為「50PV」；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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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之傳銷商提貨單載有感恩回饋活動等，未事先報備。又被處

分人與傳銷商簽訂經銷商申請契約書就傳銷商退出載「參加人

得自訂約日起 14 日以內以書面通知 avita 公司解除合約」，涉

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與第 14條規定。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 項規定： 

(一) 按本會 107年 1月 30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

檢查，查悉被處分人客戶訂購單載列之「個人保養系列」

(洗髮乳 01、沐浴乳 02、微亮潔膚乳 03、酵素精靈)及

提貨單載列之「活益素」買 4瓶送 1 瓶 ，係分別於 106

年 8月及同年 1月新增銷售；另報備清潔用品類商品(「小

精靈」、「滴滴靈」、「碟碟樂」、「樂樂亮地」、「樂樂亮衣」)，

業已停售。惟上開商品品項變更，被處分人遲至 107 年

3 月 1 日始向本會報備，並於同年 3 月 22 日完成報備。 

(二) 次查，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月 1日至同年 1月 31日舉辦

感恩回饋活動，傳銷商於活動期間可享一次購買相同商

品第 2 件半價；購買感恩回饋加值配套之百草護膚系列

(洗髮乳 01、沐浴乳 02、微亮潔膚乳 03)，買一組送一

組，惟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此亦有被處分人提貨單及報

備資料可稽。 

(三) 另查，被處分人客戶訂購單載列之「活益素」積分為

「65PV」，與報備之商品積分「50PV」不同，依被處分人

獎金制度，傳銷商品積分涉及獎金之計算，其商品積分

變更將影響獎金發放數額，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四) 綜上，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與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有關傳銷商退出計畫

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

包括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 

(一) 據被處分人表示，被處分人於傳銷商加入時提供之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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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契約資料為「經銷商申請契約書」及「事業手冊」。

經查，上開「經銷商申請契約書」載有「參加人得自訂

約日起 14 日以內以書面通知 avita 公司解除合約」，與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規定猶豫期間係自訂約日起

算 30 日不符，且顯不利於傳銷商辦理退出退貨；其「事

業手冊」並無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至第 22 所訂傳

銷商解除契約、終止契約及退貨相關內容，此亦為被處

分人所自承，故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

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

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

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款規定。 

(二) 另查，被處分人之「事業手冊」雖載有「若獨立經銷商

將任何未售出的 avita 產品退還給公司，公司會採取以

下行動：(a)若獨立經銷商在購買 avita 產品十四(14)

天內，……將未售出的 avita 產品之價錢退還給獨立經

銷商;或者(b) 若獨立經銷商購買 avita 產品超過十四

(14)天內，但又在六十(60)天的限期內，……將未售出

的 avita 產品之原售價的剩餘百分之九十(90%)金額退

還給獨立經銷商」，惟前揭內容並無傳銷商解除契約或終

止契約相關表示，難謂係屬被處分人依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20 條至第 22 條所定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之

權利義務內容。又被處分人雖稱未有傳銷商辦理退出退

貨，無人因經銷商申請契約書刊載「參加人得自訂約日

起 14 日以內以書面通知 avita公司解除合約」而權益受

損，惟查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

為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締結載書面參加契約之法定

應記載事項，已如前述，被處分人所辯尚不足以卸免其

違法之責。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所

定傳銷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

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完整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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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

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條前段規

定處分，並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3

款規定各處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

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7 年 1 月 30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所得客戶訂購單、提

貨單、經銷商申請契約書與事業手冊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7 年 3 月 14 日陳述書及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13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

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前項之書

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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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所定事項。二、傳銷商違約事由

及處理方式。三、第 20 條至第 22 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更

有利於傳銷商之約定。四、解除或終止契約係因傳銷商違反

營運規章或計畫、有第 15條第 1項特定違約事由或其他可歸

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者，傳銷商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五、契

約如訂有參加期限者，其續約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條第 1 項、第 14條、第 15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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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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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49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各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下稱被處分人○君)自 106 年 8月起以「美商V

ASAYO維善優商機……」（https://www.beclass.com/rid=203c7

855954b62b3616b）及「2017 年全球爆炸性的商機……」網站（h

ttp://vasayo.1688tim.com）所載美國維善優公司之銷售商品、

獎金制度及參加條件等資料招攬他人加入該公司之傳銷計畫或

組織；被處分人○○○(下稱被處分人○君)亦以上述資料招攬

他人加入該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

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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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君自承透過被處分人○君獲悉維善優公司之獎

金制度、參加條件及銷售商品，自 106 年 8 月起架設「美

商 VASAYO 維善優商機……」及「2017 年全球爆炸性的商

機……」網站刊載「Dallin Larsen 達林．拉爾森……2017

年 1月創立 VASAYO……」、「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

等商品、「八種賺錢方式……1、顧客銷售利潤 20%  2、推

薦新經銷商獎金：20% 3、團隊業績提成：兩個營業區 480CV：

240CV為 1 個結算週期，產生 28美金，最高 1 週封頂 28000

美金(約 84 萬台幣) 4.團隊管理獎：第 1 代：20%-30% 第

2 代：10% 第 3至 7 代：5%……」、「VASAYO 產品套組 基礎

套組 398美元 240CV積分……積分套組 780美元 480CV積

分……」、「VASAYO 創始會員……地區限額數 10000 名(香

港、中國大陸、臺灣) ……」及「美商 VASAYO維善優 2017

年已經香港合法落地……如想您提早繳費卡位，可請香港

或國外親友幫您想辦法(如沒有!我們全球華人 R3 樂活積

福團隊-香港朋友可幫您先加入) ……請先填列下列報名

表!我們將有專人與您連絡! ……」等公司背景、銷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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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制度、參加條件及報名方式，並提供表單及自身之聯

絡方式供瀏覽者填寫報名與聯繫。另據被處分人○君到會

說明時自承，渠於 106 年 8 月向被處分人○君索取上述兩

網站之公司背景、銷售商品及獎金制度等資料提供他人探

討商機。是被處分人○君及○君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

美國維善優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渠等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

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至被處分人○君及○君辯稱雖有前開行為，惟未成為維善

優公司之會員云云，尚無礙於渠等之違法事實。 

三、 綜上，被處分人○君及○君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

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

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

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

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美商 VASAYO 維善優商機……」及「2017 年全球爆炸性

的商機……」網站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君 106 年 10 月 30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10 月 31

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君 106 年 11 月 16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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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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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0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自 106 年 6 月起以「VASAYO大中華區團隊」網站

（http://vasayo.168line.com）所載美國維善優公司之銷售商

品、獎金制度及參加條件等資料招攬他人加入該公司之傳銷計

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

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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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自承自 106年6月起架設「VASAYO大中華區團隊」

網站刊載「他的名字叫 Dallin Larsen 達林-拉爾森……

2017 年 1月創立 VASAYO……」、「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

養素」等商品、「VASAYO 公司給合作伙伴提供 6 種的收入

方式……第二種是推薦獎金。推薦經銷商可以獲得推薦獎

金。如果推薦人本月個人消費 80CV，可享受 20%推薦獎。

第三種是團隊獎金。獎勵給當月合格的經銷商。用新增業

績和重複消費業績一起計算，當左右兩個市場分別產生

480CV 和 240CV，就形成一次結算週期，結算為 28 美金/

次。最高一週可以獲得 28000 美金的獎勵……」、「我們如

何成為 VASAYO 的合作伙伴呢？公司的註冊費用 49.95 美

金……套裝項目 基礎套餐……臺灣 398 美元……新套

餐……臺灣 780 美元……你是否想成為大中華區的第 1 批

領袖!<<我要商城上~直接報名>>……」等公司背景、銷售

商品、獎金制度、參加條件及報名方式，並提供表單及自

身之聯絡方式供瀏覽者填寫報名與聯繫。是被處分人以前

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美國維善優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至被處分人辯稱雖有前開行為，惟未成為

維善優公司之會員云云，尚無礙於渠之違法事實。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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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VASAYO大中華區團隊」網站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18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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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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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1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自 106 年 5 月起以「Vasayo『分享人生～享受生活』」

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njoylife.ruei/）

所載美國維善優公司之銷售商品、獎金制度、參加條件及會員

註冊平台（https://yang0615.vasayo.com/zh/）等資料招攬他

人加入該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

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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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自承 106 年 4 月成為維善優公司之會員，自同年

5 月起經營「Vasayo『分享人生～享受生活』」臉書粉絲專

頁發布「VASAYO 台北首場事業說明會……免費註冊成為

VASAYO 會員 平台提供：1.免費會員子網站註冊 2.掌握人

脈、免費排線 線上平台訂購創始套組 成為正式經銷

商!……」、「VASAYO 火紅平台<<線上註冊說明>>現階段都

是創始會員，都是免費註冊，能大量註冊及大量推薦，如

果開始收費後，會員平台以後收費標準是 49.5 塊美金

唷……版主隨時 standby 都可以協助大家註冊……」、「維

善優(VASAYO)全球跨境電商計畫 所有獎金按照 CV 結

算……1 套產品 380 美金=240CV……一、推薦促銷獎金：

左右各直推 1個合格會員，獎勵 50 美金，幫助左右直推會

員再推左右會員獎勵 100 美金。……四、領導獎(周結) 拿

直推關係下級對碰的收益壓縮 7代，第 1代：30% 第 2 代：

10% 第 3-7 代：5%……」等公司背景、銷售商品、獎金制

度、參加條件及報名方式，並提供會員註冊平台連結及自

身之聯絡方式供瀏覽者報名與聯繫。是被處分人以前揭行

為招攬他人加入美國維善優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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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明法

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Vasayo『分享人生～享受生活』」臉書粉絲專頁及會員註

冊平台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7 年 3 月 21 日陳述書及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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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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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2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加入美國維善優公司，使用會員註冊平

台（https://conan.vasayo.com/zh/）所載美國維善優公司之

銷售商品、獎金制度及報名方式等資料招攬他人加入該公司之

傳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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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自承 106 年 7 月成為維善優公司之會員，並有使

用該公司所提供之會員註冊平台個人網頁，前揭網頁刊有

「……維善優是由一群充滿活力的人、優質產品和科技，

以及具有豐富經驗、能實現遠大夢想的公司團隊所組成的

社群，我們想要與您分享……加入就是現在」、「獲得收入

的 8 種方式……曾建立 2 家成功直銷公司的維善優創辦人

達林．拉爾森（Dallin Larsen）已反覆證明他能夠提供一

個創造成功的機會給像您一樣的人。……加入這個事

業……加入我們……」「……優能精華液以天然營養成份為

配方，增進活力……立即購買……觀看產品介紹」、「……

核心#2 革命性產品……觀看產品……核心#3 正確的時

機……現在就與維善優合作，一切都將截然不同 加入就是

現在……核心#4豐厚的獎勵……若您想要確實改變財富與

生活方式，維善優獎勵計畫是專為您而設計的……觀看獎

勵計畫 ……加入就是現在……」、「VASAYO REWARD PLAN(US 

Market) ……」等公司背景、銷售商品、獎金制度及報名

方式，並有參加連結及被處分人之聯絡方式供瀏覽者報名

與聯繫。是被處分人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美國維善優

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

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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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所使用會員註冊平台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13日陳述書及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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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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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3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自 106 年 6 月起架設「VASAYOTW中文臺灣事業……」

網站（http://www.vasayotw.com）刊載美國維善優公司之銷售

商品、獎金制度及參加條件等資料，招攬他人加入該公司之傳

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

料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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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自承自 106 年 6月起架設「VASAYOTW中文臺灣事

業……」網站刊載「全球現正免費卡位排線中 請速度用

45秒加入我們 立刻與我聯絡卡位……VASAYO創立於 2016

年 12 月，於 2017 年 1 月正式營運……與我們聯繫……」、

「VASAYO 領先全球的技術……Essentials 基礎營養素(商

品)……Neuro 改善記憶(商品)……」、「獎金獎勵方案

-VASAYO直銷制度……獎勵計畫-美國及加拿大版……維善

優(VASAYO)全球跨境電商計畫 所有獎金按照 CV 結算……

1套產品380美金=240CV……送到臺灣是 398美金……三、

對碰獎金（無限層）240CV：480CV=1:2=28 美金，周封頂

28000美金……四、領導獎(周結) 拿直推關係下級對碰的

收益壓縮 7代，第 1代：30% 第 2代：10% 第 3-7代：5%……」

等公司背景、銷售商品、獎金制度、參加條件及報名方式，

該網站並提供表單及被處分人之聯絡方式供瀏覽者填寫報

名與聯繫。是被處分人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美國維善

優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項規定，視為同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

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至被處分人辯稱

雖有前開行為，惟未成為維善優公司之會員云云，尚無礙

於渠之違法事實。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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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VASAYOTW 中文臺灣事業……」網站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2 月 19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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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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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4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被處分人各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及○○○（下稱被處分人○君、被處分人○君）

自 106 年 8月起於Wechat通訊軟體「R3 TEAM」群組發布美國維

善優公司之銷售商品及活動報名等訊息，招攬他人加入該公司

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

定。 

理  由 

一、 查維善優公司設立於美國猶他州，銷售「CORE ESSENTIALS 

細胞營養素」、「NEURO健腦營養素」、「SLEEP睡眠修復營養

液」、「RENEW重生營養液」、「ENERGY 能量營養液」等食品。

參加者購買前揭商品自身獲得個人積分（下稱 PV）並計入

雙軌組織及直推線計算獎金積分（下稱 CV），達 80PV 者稱

為符合活躍資格，滿足自身達成一定 PV、於雙軌組織直推

一定人數符合活躍資格、直推線新增一定 CV，維持一定週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75 

數等條件可晉升合格品牌合作商（ Qualified Brand 

Partner ）、 執 行 品 牌 合 作 商 （ Executive Brand 

Partner）、……、雙皇冠藍鑽級（Double Crown Blue 

Diamond）及三皇冠藍鑽級（Triple Crown Blue Diamond）

等不同層級，獲有下線首購商品所生 CV20%之產品直推獎

金（Product Introduction Bonus），直推線 1 至 7代所獲

組織獎金 5%至 30%不等之組織對等獎金（Team Commission 

Matching Bonus）、達成黑鑽（Black Diamond）層級以上

分期領取美金 10 萬元至 100 萬元之級別晉升獎金（Rank 

Advancement Bonus）等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維善優公司

用以推廣銷售商品、服務之前揭制度具團隊計酬特徵及多

層級獎金抽佣關係，合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

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君自承自 106 年 8月起於 Wechat 通訊軟體「R3 

TEAM」群組向他人分享「明天 8/30 下午 1 時 VASAYO 公司

的張主任要來台北蒞臨我們的會所，分享電子錢包的操作

流程，請大家擁躍參與！」及「【重磅消息】Vasayo 後臺

管理已經上線半年重覆消費套裝，凡購買(6個月 LCP：6x4

週活躍)套組的伙伴，即可獲贈兩件免費產品……半年重複

消費套裝產品如下：健腦營養素：2 盒……基礎營養素：2

盒……能量營養液：3 瓶……重生營養液：4瓶……睡眠營

養液：2瓶……隨機贈送 2盒方便包裝產品……以上合計：

15 件，總價值：940 美金!會員僅需 808 美金!優惠低至會

員價 85折!趕快行動!」等「維善優公司」香港地區團隊之

銷售商品及活動報名資訊。另據被處分人○君到會說明時

自承，渠自 106年 8 月起於前揭「R3 TEAM」群組向他人分

享「2017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維善優大中華區開幕

大會在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將展開一系列的精采活

動……想和維善優的菁英們一同分享成功與精彩人生嗎?

現在，您距離夢想只有一張門票的距離!詳細活動介紹請參

閱活動 DM，此訊息稍後將發布於官版 App」、「親愛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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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恭喜獲得大中華區開幕大會獎勵招待的創始會員們。

我們將於香港時間 10 月 9 日中午 12 點起，開放合格者第

一階段的註冊報名，相關報名方式及報名截止時間，請詳

閱報名需知。此訊息稍後將發布於官版 App」、「今晚 8 點

鐘將請到全球第 1 位皇家黑鑽 Shelley 老師做精彩的分

享……」、「據消息：維善優全球分紅創始會員，28 號左右

截止! 罕見的項目先機，最後 10天瘋狂搶購。錯過，再等

下個 10年……」及「公司開放，現場購買減肥產品，有意

願購買的人單獨與我聯繫」等公司動態、銷售商品及活動

報名資訊。是被處分人○君及○君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

入美國維善優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渠等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

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於開始實施前未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

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

至被處分人○君及○君辯稱雖有前開行為，惟未成為維善

優公司之會員云云，尚無礙於渠等之違法事實。 

三、 綜上，被處分人○君及○君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

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

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

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

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君及○君於 Wechat 通訊軟體「R3 TEAM」群組

發布之訊息資料。 

二、 被處分人○君 107 年 3 月 27日陳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君 107 年 4 月 23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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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

施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

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條第 2項、第 22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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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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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5號 

被處分人：環宇全球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657572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6號16樓之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所定傳銷

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14 條第 3 款規

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

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之退出退貨；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

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

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 項及

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四、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第二項及

第三項之違法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

就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

與服務向本會變更報備。 

五、 處新臺幣 360萬元罰鍰。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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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處分人係103年11月19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銷售「DreamTrips 黃金會員」、「DreamTrips白金會員」服

務(以下簡稱黃金、白金會員服務)及行李箱商品，前因變

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

與服務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經本會 105 年 12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號

處分書令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應就上開法定

事項向本會變更報備。前揭處分書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送

達，被處分人應於同年月 29 日前向本會變更報備上開法定

事項，雖被處分人有於同年月 29日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惟因逾補正期限(106 年 1 月 18 日)未備齊資料，經本會於

106 年 1 月 26 日退件在案，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自始未變更報備。 

二、 嗣本會 106年 4月 11日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屆至上述變更報備期限(即 105 年 12 月

29 日)之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銷售商

品與服務內容與其 105 年 12 月 15 日最後一次向本會完成

變更報備之資料不符，疑未依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

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提供傳銷商於其

網站（下稱被處分人網站）完成線上註冊後得開始招攬下

線，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疑未與傳銷商締

結書面參加契約，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於事業夥伴同意書等參加文件規範傳銷商退出退

貨之退款應扣除因銷售商品、服務而付予退出者之獎(佣)

金，以及購買其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所贈入會禮會員悠遊

卡(即具悠遊卡功能之會員卡)及「WV 國際風尚行李箱」價

值之金額，疑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扣除非法定事項，且不

利於傳銷商，涉及違反同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傳銷商之

退出退貨文件查無依法定計算方式退還或買回購買 RBS 電

腦作業系統及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所繳費用之說明，疑未

依法辦理傳銷商之退出退貨，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項及第 21 條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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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會 106年 5月 23日上網查悉被處分人網站線上註冊流程

如下： 

（一） 點選被處分人網站之「入會申請」連結並輸入推薦人之

傳銷商編號，依序將連至「選購商品或服務」、「輸入註

冊資料」及「結帳及審閱條款」頁面。 

（二） 於「選購商品或服務」頁面購買傳銷商參加所需 RBS 電

腦作業系統，並選購黃金、白金會員服務與「WV國際風

尚行李箱」。前揭作業系統、服務費用及商品標價均為美

金價格，與被處分人報備資料所載新臺幣價格不符。 

（三） 於「輸入註冊資料」頁面填寫姓名、生日、地址等註冊

人之基本資料。 

（四） 於「結帳及審閱條款」頁面進行確定選購內容及支付方

式、審閱並同意「條款及條件」等欄位之參加條款，以

及結帳等步驟完成線上註冊。前述參加條款包含「我們

已閱讀條款及條件 1.此事業夥伴同意書，包括條款及條

件 2.此政策與程序 3.此獎勵計畫 4.此產品條款……(本

協議)在作出申請之前」、「代表人合約協議  通過點擊

“我同意”並通過完成在線代表申請，即本人同意受

WorldVentures代表協議的條款約束……我/我們已經閱

讀(或同意在進行任何代表活動之前閱讀)並同意本條款

和條件，和納入本協議的 WorldVentures 獎金計劃和政

策和程序(統稱為“該協議“)(下略)」及「5.本人已仔

細閱讀 (或同意在執行任何代表活動之前閱讀)並同意

遵守本條款及條件、 WorldVentures 政策和程序以及 

WorldVentures 補償計畫，上述都在 WorldVentures 網

站上提供 www.worldventures.biz 並被納入和成為本條

款及條件的一部分(統稱為『合約』)。」等，點選「我

們已閱讀……」說明所附連結係被處分人之事業夥伴同

意書、105 年 12 月 29 日生效之獎勵計畫及「會員資格

條款」等文件。前揭欄位及文件所載部分參加條款未見

於被處分人之報備資料，且前揭獎勵計畫所載之被處分

人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銷售商品與服務，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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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資料不同。 

四、 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仍以其網站招收傳銷商，加入者係先於其網站

完成線上註冊流程，始自頁面下載並填寫事業夥伴同意

書，連同身分證件自行寄予被處分人，被處分人人員收

受確認無誤後於參加文件檢查表註記傳銷商完成線上註

冊之日為入會日、收受寄回資料之日為收件日，並將同

意書影本及約定文件寄予傳銷商。又傳銷商於被處分人

網站完成線上註冊流程即取得自身傳銷商編號，可推廣、

銷售被處分人之商品、服務及因被介紹之人推廣、銷售

被處分人之商品、服務獲得各項獎金，惟所獲獎金須待

寄回資料確認無誤後始得領取。 

（二） 被處分人之「國際推薦制度」提供傳銷商得推薦他人成

為美國「 WorldVentures Marketing, LLC」、加拿大

「WorldVentures Canada Inc.」、香港「WorldVentures 

Marketing(Hong Kong) Limited 」 、 新 加 坡

「 WorldVentures Marketing Pte.Ltd.」、澳大利亞

「 WorldVentures Marketing Pty Ltd」、馬來西亞

「WorldVentures Marketing (Malaysia) Sdn.Bhd.」及

荷蘭「WorldVentures Marketing B.V.」等外國傳銷事

業(下稱美國「WorldVentures Marketing, LLC」等 7 家

外國傳銷事業)之傳銷商，透過全球業績跨國累積及聘階

合併計算機制達成晉升條件與獲得各項獎金。另被處分

人表示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所載之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參加契約、銷售商品與服務以及國際推薦制度

等內容業於 105 年 12 月 29 日向本會變更報備，惟經本

會以資料未依限備齊予以退件。 

（三） 被處分人以事業夥伴同意書所載「8.我明白我有權在被

核准入會申請後的 30天內……向 WorldVentures提出終

止合約的申請……WorldVentures 應在扣除就新客戶發

售 WorldVentures 的產品和服務而支付事業夥伴的任何

獎金和傭金後退還全部費用給 RBS(入會費和每月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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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WorldVentures 得因為己身原因從任何退款中扣除

與支付給我產品或服務退還給客戶或任何成員酬庸有關

的 退 款 9. 前 款 所 提 述 期 間 屆 滿 後 我 可 經 由

WorldVentures 發送書面聲明……WorldVentures 應在

扣除就新客戶發售 WorldVentures 的產品和服務而支付

代表的任何獎金和佣金後按 RBS使用的天數退還 RBS(初

次和每月的費用)。WorldVentures 得因為己身原因從任

何退款中扣除與支付給我產品或服務退還給客戶或任何

成員獎金有關的退款。(下略)」及「8.我明白我有權在

WorldVentures 接受入會申請後的 30 天內發送書面聲

明……向 WorldVentures 終止合約……WorldVentures 

應在扣除就銷售 WorldVentures 的產品和服務而支付事

業夥伴的任何獎金和佣金後退還全部已繳納之 RBS 費用

（入會費和每月的費用）。9.前款所述期間屆滿後，我仍

可隨時向 WorldVentures 發送終止合約之書面聲明……

寄給 WorldVentures。WorldVentures 應在扣除就銷售

WorldVentures 的產品和服務而支付事業夥伴的任何獎

金和佣金後退還事業夥伴繳納之 RBS最後 1月月費。」(以

下統稱事業夥伴同意書第 8 點、第 9 點條款) 規範購買

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解除

或終止契約，或於前揭期間經過後終止契約辦理退出退

貨，其退款均須扣除推薦他人購買前開服務及「WV 國際

風尚行李箱」所獲之獎(佣)金，以及曾自他人所退前開

服務及「WV國際風尚行李箱」獲得之獎(佣)金。 

（四） 被處分人之傳銷商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可獲入會禮，

即會員悠遊卡及「WV 國際風尚行李箱」，被處分人以寄

予傳銷商之約定文件所載「……若您在入會後之 30 天內

決定要解約退款，請務必妥善保存會員(悠遊)卡&風尚行

李箱之完整性。若有拆封，公司有權從退款中扣除會員

悠遊卡(US﹩12.5)及風尚行李箱(US﹩78.75)之費用。」

(下稱約定文件之扣除入會禮條款)規範購買前開服務之

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辦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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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貨，倘已拆封前揭入會禮，被處分人得自退款扣除前

揭禮品價值之費用。 

（五） 被處分人傳銷商○君等人之退出退貨處理情形，彙整如

下： 

１、 傳銷商參加須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繳交該系統之首

次費用及用於取得被處分人網站傳銷商後臺系統使用權

與領取獎金資格之首月系統處理費，次月起另須每月繳

交系統處理費維持資格。又傳銷商選擇加購黃金、白金

會員服務係繳交該等服務之入會費與用於享有被處分人

合作業者提供折扣、優惠、參加被處分人或合作業者所

舉辦在地活動(包含餐會、烹飪課程、溯溪等)、租借場

地及線上客服等會員權益之首月月費，次月起另須每月

繳交月費延續前揭會員權益之使用期間。 

２、 ○君於 105年 11月 5 日加入並購買白金會員服務，繳交

RBS 電腦作業系統及前揭服務費用共美金 588.97元，被

處分人收到其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約退出退貨之書

面申請後，因其未返還前揭服務之入會禮會員悠遊卡，

自退款美金 588.97 元中扣除其價值美金 12.5 元。 

３、 ○君等 343 人於 104 年 6 月至 106 年 2 月間加入並均有

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被處分人收到渠等於訂約日

起算 30日後終止契約退出退貨之書面申請後，就渠等終

止前開服務之退費處理方式為曾參加被處分人、合作業

者所舉辦在地活動者係退還渠等所繳最後 1 個月服務月

費 90%或未參加月份服務月費 90%之金額，未曾參加者則

退還所繳全部月份服務月費 90%之金額。至渠等購買黃

金、白金會員服務所繳之入會費，被處分人表示因未將

其報備為前開服務購買費用之一，且已事先付出營運成

本與合作業者洽商，於傳銷商繳納月費期間提供上開會

員權益，故於渠等退出時不予退還。 

４、 ○君等 31 人於 104 年 11 月至 106 年 9 月間加入並均有

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被處分人收到渠等於訂約日

起算 30日後解約退出退貨之書面申請後，因渠等自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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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獎金制度領取之直接推薦獎金、週組織銷售獎金或

領導獎金等各項獎金之總金額已逾退還金額，其中○君

等 22 人不予退款，○君等 9 人退還最後 1 個月之 RBS

電腦作業系統處理費及前開服務月費。 

５、 ○君等 480人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以書面通知被處分人

辦理退出退貨，被處分人收到前揭書面申請後因渠等未

備齊解約文件、曾要求返還他項費用、需確認購買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者有無參加被處分人及合作業者所舉辦活

動或經通知未到場完成解約程序等事由，於收件日後 32

日至 257 日始陸續退還渠等終止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

款項。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未依本會 105年 12月 15日公處字第 105136號處

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條第 1 項或

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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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

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準此，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者經本會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倘屆期未遵行，本會得繼續令其

停止、改正違法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以

罰鍰，至其停止、改正違法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 

（二） 按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

105 年 12 月 19 日送達被處分人在案，被處分人應於前

揭處分書所規範變更報備期限(即 105 年 12 月 29 日)前

就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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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服務向本會變更報備。經查被處分人屆至上開期限

實施之傳銷制度等法定事項內容如下： 

１、 被處分人屆至 105 年 12 月 29 日之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據其 105 年 12 月後所使用事業夥伴同意書、傳

銷商組織系統表、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頁面及獎勵計畫

等參加文件所示，其傳銷組織最低層級之「活躍的事業

夥伴」參加須繳交首次費用美金 104.95元及每月月費美

金 11.54 元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傳銷商於雙軌組織

銷售黃金、白金會員服務達一定數量晉升為「合格事業

夥伴」至「經理」層級，銷售前開服務達更多數量且於

指定期間內達成一定金額「美金」收益等目標者再晉升

為「行銷經理」至「國際行銷經理」層級；傳銷商依「國

際推薦制度」得推薦他人成為美國「WorldVentures 

Marketing, LLC」等 7 家外國傳銷事業之傳銷商，並透

過全球業績跨國累積及聘階合併計算機制達成晉升條件

與獲得各項獎金。又被處分人獎金制度以「美金」計算

業績及發放獎金，如：銷售黃金、白金會員服務、「WV

國際風尚行李箱」者分別可獲美金 20 元、美金 50 元、

美金 20元之直接推薦獎金與行李箱銷售獎金；一定期間

內銷售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予 6 名客戶，可獲美金 250

元之個人銷售獎金；於雙軌組織內購買黃金、白金會員

服務之客戶繳納首次費用時可獲 1 個銷售積分，以雙軌

組織左、右線均累積 3 個銷售積分為 1 個循環，依達成

循環次數領取美金 100 元或 100 單位「差旅服務津貼」

之週組織銷售獎金等。其他獎勵內容包含推薦 6 位客戶

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者，每月可獲 100個「訓練幣」

參與各地區訓練活動、傳銷商自週組織銷售獎金所獲之

「差旅服務津貼」可向被處分人申請核銷班機、租車及

飯店等費用支出，以及自身推薦之 4 位客戶繳交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首次費用或月費時，每月可獲美金 60元、

美金 125 元之輔導推廣獎金等。 

２、 被處分人屆至 105 年 12 月 29 日與傳銷商締結之參加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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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內容，包含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結帳及線上締約」

頁面之參加條款與獎勵計畫等參加文件，如：前揭頁面

「條款及條件」欄位之「我們已閱讀條款及條件 1.此事

業夥伴同意書，包括條款及條件 2.此政策與程序 3.此獎

勵計畫 4.此產品條款……(本協議)在作出申請之前」及

「5.本人已仔細閱讀 (或同意在執行任何代表活動之前

閱讀)並同意遵守本條款及條件、 WorldVentures 政策

和程序以及  WorldVentures 補償計畫，上述都在

WorldVentures 網站上提供 www.worldventures.biz 並

被納入和成為本條款及條件的一部分(統稱為『合約』)。」

等。 

３、 被處分人屆至105年12月29日銷售商品與服務之品項、

價格載於其網站線上註冊流程「選購商品或服務」頁面

及「結帳及線上締約」頁面所附 105 年 12 月 29 日生效

之獎勵計畫，網站頁面所載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入會

費分別為美金 272.99 元、美金 393.74 元，月費分別為

美金 36.75元、美金 78.75元，「WV 國際風尚行李箱-郵

寄」及「WV 國際風尚行李箱-公司領取」2 項商品價格分

別為美金 83.75元及美金 78.75元；獎勵計畫所載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之入會費分別為 272.99 元、美金 393.74

元，月費分別為美金 62.99元、美金 131.24 元，自黃金

會員服務升級至白金會員服務之費用為美金120.75元，

「WorldVentures國際風尚行李箱」之價格為 78.75元。 

（三） 惟查被處分人 105 年 12 月 15 日最後一次向本會完成變

更報備之資料與上述內容不符： 

１、 被處分人報備之傳銷組織最低層級「新進事業夥伴」參

加須繳交黃金會員或白金會員資格之入會費新臺幣

9,170元或 13,226 元，每月繳交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

月費者得以優惠價購買該公司合作廠商之商品與服務，

額外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註冊費用新臺幣 3,525 元

及每月處理作業費 388元）則係晉升至「初階事業夥伴」

層級；被處分人報備之傳銷制度無前述「國際推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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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事業夥伴」至「國際行銷經理」層級之晉升條件、

各項獎金之內容、發放條件及計算方法僅採計銷售被處

分人之商品、服務及招攬他人成為被處分人傳銷商之業

績及人數，如：傳銷商於傳銷組織銷售被處分人所提供

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月費時可獲不等之銷售積點，以

組織左、右線均累積 3 個銷售積點為 1 個對碰，依達成

對碰次數領取新臺幣 300 元之領導獎金，以及加入後 12

週內晉升「經理」層級，可領取新臺幣 150,000 元之輔

導推廣獎金等；獎金制度以「新臺幣」計算業績及發放

獎金，如：傳銷商推薦他人繳交黃金、白金會員資格之

入會費可獲新臺幣 600 元、1,500 元之直接推薦獎金、

於一定期間內達售予 6 人可獲新臺幣 7,500 元之個人銷

售獎金；傳銷商於傳銷組織推薦他人繳交黃金、白金會

員資格之入會費時可獲不等之銷售積點，以組織左、右

線均累積 3 個銷售積點為 1 組對碰，依達成對碰次數領

取新臺幣 3,000元之週組織銷售獎金等。 

２、 被處分人報備與傳銷商締結之參加契約內容未見有其網

站線上註冊流程「結帳及線上締約」頁面所載參加條款

及獎勵計畫等文件之完整內容。 

３、 被處分人報備之商品與服務品項及價格，包括收取月費

新臺幣 1,234 元、新臺幣 2,645 元提供黃金、白金會

員服務，自黃金會員服務升級至白金會員服務之費用為

新臺幣 4,056 元、「台灣版 WV 國際風尚行李箱」商品

價格為新臺幣 2,588 元。至被處分人報備之黃金、白

金會員資格入會費則屬傳銷商參加被處分人傳銷計畫

及組織所繳之入會費，並未報備為前開服務之購買費

用。 

（四） 綜上，被處分人屆至 105 年 12 月 29 日之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銷售商品與服務內容與上述

報備資料不符，未依限向本會變更報備，核未依本會 105

年 12月 15日公處字第 105136號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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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

規定：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

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

文件為之。」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本會對於違反第

13 條第 1項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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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

罰鍰。 

（二） 查被處分人於其網站提供線上註冊成為傳銷商，流程包

含填寫推薦人之傳銷商編號，購買參加所需 RBS 電腦作

業系統與選購商品、服務，填寫姓名、後臺系統密碼、

地址等基本資料、選擇信用卡等支付方式，審閱並同意

載於頁面「條款及條件」各欄位與事業夥伴同意書、傳

銷計畫等附件之參加條款，以及結帳付款完成締約申請

等，完成線上註冊者即得自被處分人獎金制度獲得各項

獎金及發展組織下線，此經被處分人自承並有其網站線

上註冊流程頁面資料、傳銷商於線上註冊後招攬下線及

獲有獎金之相關紀錄可稽。被處分人以上述線上註冊流

程之電子文件與傳銷商締約，而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

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核已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辯稱嗣有要求完成線上註冊者須自網站下

載、填寫事業夥伴同意書並回傳被處分人，無礙於其實

際係先以上述線上註冊流程之電子文件使傳銷商參加其

傳銷計畫及組織之違法事實。 

三、 被處分人於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

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款規定： 

（一）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前條參加契

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三、第 20 條至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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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更有利於傳銷商之約定。(下略)」

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本會對於違反第 14 條規定者，

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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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之事業夥伴同意書及「會員資

格條款」等文件為傳銷商參加契約內容之一，被處分人

向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傳銷商收取入會費及每月

月費，並提供會員悠遊卡及「WV國際風尚行李箱」作為

前開服務之入會禮。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表示，事業夥

伴同意書第 8 點、第 9 點條款係規範購買黃金、白金會

員服務之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30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

或於前揭期間經過後終止契約辦理退出退貨，其退款均

須扣除推薦他人購買前開服務及「WV 國際風尚行李箱」

所獲之獎(佣)金，以及曾自他人所退前開服務及「WV國

際風尚行李箱」獲得之獎(佣)金；約定文件之扣除入會

禮條款係規範購買前開服務之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辦理退出退貨，倘 2 項入會禮已拆

封，被處分人得自退款扣除前揭禮品價值之費用。 

（三）惟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同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購買服務之傳銷商於訂

約日起算 30 日內解除或終止契約辦理退出退貨，傳銷事

業應返還傳銷商購買服務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傳銷事業

之款項，並僅得自返還款項扣除因該項服務對退出當事

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以及因可歸責於退出當事人之事

由致該項服務已使用之價值；購買服務之傳銷商於前揭

期間經過後終止契約辦理退出退貨，傳銷事業應以原購

價格 90%買回傳銷商終止之服務，並得扣除該項交易對

退出當事人給付之獎金或報酬，以及該項服務已使用價

值之金額，而被處分人於參加契約規範傳銷商退出退貨

之退款應扣除推薦他人購買該公司商品及服務所獲之獎

(佣)金、曾自他人所退商品及服務獲得之獎(佣)金，以

及贈予購買前開服務傳銷商之 2 項入會禮價值，已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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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法定扣除事項之範圍，較法令規定更不利於傳銷商，

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第 3款規定。 

四、 被處分人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規定：「傳銷商得自訂約日

起算 30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解除或終止契

約。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解除或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

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受領傳銷商送回之商品，並返

還傳銷商購買退貨商品所付價金及其他給付多層次傳銷

事業之款項。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還傳銷商之

款項，得扣除商品返還時因可歸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致商

品毀損滅失之價值，及因該進貨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

或報酬。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

該商品所需運費。」同法第 24 條規定：「本章關於商品

之規定，除第 21條第 1項但書外，於服務之情形準用之。」

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條第 1項前段及第 2項規定，

本會對於違反第 20 條第 2項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萬元以

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前項規定，於違反依第 24條準用

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者，亦適用之。 

（二）查被處分人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須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並繳交該系統之首次費用及首月系統處理

費；加購被處分人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廣、銷售之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係繳交前開服務之入會費及首月月費，其

所獲會員悠遊卡則係被處分人提供購買前開服務之入

會禮，非其所購商品。是傳銷商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

及黃金、白金會員服務，倘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申請退

出退貨，被處分人應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

第 20條規定辦理，返還其購買 RBS電腦作業系統及黃金、

白金會員服務之各項費用，並僅得自返還款項扣除因售

出前開服務對其給付之獎金或報酬，以及因可歸責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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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致前開服務已使用之價值。 

（三）惟查被處分人辦理傳銷商○君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退

出退貨，於返還其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及白金會員服

務之款項扣除非屬法定事項之會員悠遊卡價值金額，未

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之退

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項規定。 

五、 被處分人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

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24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

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

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

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

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

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其取

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之金額。由多層

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

同法第 24條規定：「本章關於商品之規定，除第 21條第

1 項但書外，於服務之情形準用之。」復按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 項規定，本會對於違反

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

下罰鍰。前項規定，於違反依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者，亦適用之。 

（二）查被處分人提供黃金、白金會員服務之使用內容為於繳

納月費期間內享有使用該公司合作業者提供折扣與優惠、

參加該公司及合作業者所舉辦在地活動、租借場地及線

上客服等會員權益。是傳銷商購買 RBS 電腦作業系統及

前開服務，倘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申請退出退貨，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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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應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規定辦

理，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接受傳銷商終止前開服

務之申請，以原購價格 90%買回前開服務所繳之入會費

及每月月費，並僅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退出傳銷商給付

之獎金或報酬，以及傳銷商終止前開服務時已獲會員權

益時間價值之月費金額。 

（三）惟查被處分人辦理傳銷商○君等 31 人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退出退貨，於買回渠等終止之黃金、白金會員服務

時逕以渠等自該公司獎金制度領取之直接推薦獎金、週

組織銷售獎金及領導獎金等各項獎金之總金額已逾退款

金額為由不予退款或僅退還最後 1 個月之前開服務月費；

辦理傳銷商○君等 343人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退出退貨，

於買回渠等終止之黃金、白金會員服務時逕以前開服務

之入會費未報備為服務購買費用之一，已事先付出營運

成本與合作業者洽商，於傳銷商繳納月費期間提供上開

會員權益為由不以原購價格 90%退還前開服務之入會費；

辦理傳銷商○君等 480人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退出退貨，

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2日至 257日始返還買回渠等終止黃

金、白金會員服務之款項。是被處分人未依法定計算方

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上述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

用第 21條第 2項規定。 

（四）至被處分人辯稱傳銷商○君等 480 人因未備齊解約文件、

要求返還他項費用、購買黃金、白金會員服務後參加活

動情形未確認完畢，經通知未到場完成解約程序等事由，

故未於法定期間內完成退款云云，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業已明確規範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終止契約僅

須以書面為解約之意思表示通知傳銷事業，而傳銷事業

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接受退貨之申請，依法定計

算方法及於法定期間內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及服務，

被處分人尚不得以上述事由據以豁免違法之責任。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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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商參加條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

依本會 105年 12月 15日公處字第 105136號處分書於送

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於傳銷商參加其傳

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違反同

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

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同法第 14條

第 3 款規定；未依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之退出退貨，違反同法第 24 條準用第 20條第 2項

規定；未依法定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

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貨，違反同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條第 2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就被處分人變更上述法定

應報備事項，未依本會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

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部分，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後段規定處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13 條

第 1 項及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部分，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

定各處新臺幣 50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24條準用第 20 條

第 2 項及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部分，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

前段及第 2項規定分別處新臺幣 10 萬元、新臺幣 100 萬元

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36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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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6號                                           

被處分人：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55099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163 號 3樓之 3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

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

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三、處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於 103 年 9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目前報

備銷售商品包含「紫蘇有酵飲 Plus」等食品。本會於 107

年 3 月 23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

悉被處分人招募民眾填寫「經銷商申請書」加入，並請傳

銷商於網站自行下載事業規章，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

契約未包括傳銷制度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涉有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辦理傳銷商 105 年 6 月 29 日終

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於買回傳銷商之退貨商品時，除依其

事業規章扣除退貨商品價值減損及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

給付之獎金外，並扣除退貨商品原購價格之 5%手續費，涉

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條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96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原印製事業規章提供民眾現場攜回或寄送，約

於 106年 10月起告知傳銷商得於被處分人網站下載事業

規章，未提供書面資料予傳銷商，係其內部作業流程之

疏失。因本會進行業務檢查時說明應提供完整書面參加

契約予傳銷商等相關規定，被處分人已補寄事業規章予

106 位傳銷商。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以來，僅受理 1 位傳銷商 105

年 6 月 29 日「產品退貨申請書」，有關扣除 5%手續費部

分，係因該公司誤以為可收取手續費，惟該公司現已改

正「產品退貨申請書」內容，刪除 5%手續費之約定。 

理   由 

一、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

載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前，應告知下列事項，不

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二、傳銷

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四、

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

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項後段或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

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同法第 14條規定：

「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第 10 條

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所定事項。（下略）」是多層次傳

銷事業與傳銷商締結參加契約之內容倘未包括法定應記

載事項，即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條規定。復按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

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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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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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 

（二）經查被處分人「經銷商申請書」背面「經銷商營運規章」

僅載傳銷商之權利義務及違約事由等內容，未包括傳銷

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傳銷商因退出而生之權利

義務、事業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其「經銷商營運

規章」之「第二章 經銷商之權利」項下「3.獎金核發」、

「4.聘階晉升」及「5.退出退款」相關內容，亦敘明須

詳閱欣漾生醫事業手冊「獎金紅利計畫」及「契約解除/

終止辦法及作業」等章節，故完整之書面參加契約應包

括欣漾生醫事業手冊內容。惟被處分人自承於 106 年 10

月起僅與傳銷商簽訂「經銷商申請書」，並請傳銷商自行

於網站下載事業規章而未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是被處分

人招募傳銷商加入其傳銷組織，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

加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14條第 1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

項期間（自訂約日起算 30日）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

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

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

要求退貨。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日內，

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

銷商所持有之商品。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

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

付之獎金或報酬。其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

除減損之金額。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

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未依法

定計算方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款，而另立名目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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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費用，無異侵蝕或架空是項退貨機制，即違反前

揭規定。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項、第 20 條第 2項、第

21 條第 2項、第 22 條或第 23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經查被處分人辦理傳銷商 105 年 6 月 29 日終止契約之退

出退貨，於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除扣除退貨商

品價值減損及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等法定

事項外，並扣除退貨商品原購價格之 5%手續費，顯未依

前揭法定計算方法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之退款。據被處

分人自承係誤以為可收取手續費，並有傳銷商產品退貨

申請書及被處分人匯款資料可稽。是被處分人未依法辦

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

面參加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未依法辦理傳銷商

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

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

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就被處分人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部分，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 5 萬元罰鍰；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部分，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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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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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57號 

被處分人：騰峰全球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850150 

址    設：臺中市西區博館路 117 號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106年9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美容

保養品及一般食品，傳銷商加入並購買新臺幣(下同)9,600元以

上，可分別成為分享商、電商、督導、總監、總裁及董事等聘

級。本會於107年2月5日上網查詢及同年3月6日派員赴被處分人

主要營業所進行現場調查，獲悉被處分人網頁刊載「晉升督導

暨海外旅遊獎勵案 升督導爽領分紅 快樂一起出國趣」活動，

且依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簽訂商品訂購單，查悉被處分人已於106

年11月起銷售「緊定」商品，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涉及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於 106年 11 月 16日至 107 年 2 月 15 日實施「晉

升督導暨海外旅遊獎勵案」活動，將原通路獎小邊業績累

積達到 10 萬 PV(相當於 320 萬元)晉升成為督導之條件調

整為累積達到 1.5 萬 PV(相當於 48 萬元)，亦即小邊首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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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級業績累計 48 萬元，隔日立即晉升督導，涉及傳銷制

度內容之變更，被處分人到會陳述亦自承疏失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另被處分人於 106年 11月起銷售「緊定」商品，

遲至 107 年 2 月 5 日始向本會報備，此亦有被處分人與傳

銷商簽訂商品訂購單及報備資料可資佐證。是被處分人變

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

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 107 年 2 月 5 日網頁及報備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7 年 3 月 29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

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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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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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6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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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依條文別分類 

公平交易法 

 

【第 11條】 

一、興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36 

二、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54 

三、坤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70 

四、寶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

合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86 

五、○○○與大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因應申報而未申報之結合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302 

  

 

【第 15條】 

一、台中港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與德隆倉儲裝卸股份有限公司因聯合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53 

 

【第 16條】 

一、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32家事業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聯合

行為許可期限案。 
65 

  

【第 17條】 

一、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澳盛（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退出信用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57 

二、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函報大眾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退出信用

卡業務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58 

三、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函報保證責任中華民國養豬合作社聯合社加入聯合

採購合船進口玉米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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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 19條】 

一、台灣和冠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下游事業就 Wacom 數位繪圖產品

之轉售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9 

二、忠欣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經銷商轉售商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

案。 
191 

三、建來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因限制經銷商轉售商品之價格，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344 

 

 

【第 21條】 

一、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泰昀企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8 

二、禾楓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2 

三、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十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28 

四、格連杜曼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 

五、歐得葆家具有限公司因以比較廣告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

案。 

48 

六、台灣森那美起亞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62 

七、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75 

八、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與光鈴興業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83 

九、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因對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8 

十、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浩軒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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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一、順連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21 

十二、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與寶興行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

分案。 

187 

十三、康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27 

十四、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331 

十五、豐禾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35 

十六、鼎極國際汽車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40 

  

  

 

【第 25條】 

一、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87 

二、元氣早餐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106 

三、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未依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5028 號處分書停止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處分案。 

214 

四、金世紀企業社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225 

五、優森美淨化科技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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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條】 

一、○○○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14 

二、○○○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102 

三、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43 

四、○○○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146 

五、○○○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149 

六、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

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未

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

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06 

七、○○○與○○○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

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54 

八、○○○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

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58 

九、○○○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

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62 

十、○○○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

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66 

十一、○○○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之文件、

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0 

十二、○○○與○○○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項

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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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第 7條】 

一、舒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與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 

二、康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

依法向本會報備；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以傳銷商購買退貨商

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 

三、香港商永久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

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4 

四、善慧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

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94 

五、緯嘉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事業名稱，未依法定期限向本

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18 

六、雙贏富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

條件，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26 

七、天璽盛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及傳銷

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83 

八、恩錸富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增銷售商品及

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未依規定於事

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處分案。 

201 

九、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

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未與

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商

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06 

十、天行健國際青創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33 

十一、美商美安美台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15 

十二、愛宓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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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計畫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完整

之傳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處分案。 

十三、騰峰全球生醫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00 

 

 

【第 13條】 

一、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

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未

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

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06 

二、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

件、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5年 12月 15日公處

字第 105136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於傳銷

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

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未依

法定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之退出退貨；未依法定

計算方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之退出退

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79 

 

 

【第 14條】 

一、愛宓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所定傳銷商退出計畫

或組織之猶豫期間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亦未包括完整之傳

銷商解除契約及終止契約等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

案。 

349 

二、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於傳銷商參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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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所定

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法定

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之退出退貨；未依法定計算方

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三、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

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5 

 

【第 16條】 

一、中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59 

二、恩錸富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新增銷售商品及

變更退換貨商品價值減損標準，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未依規定於事

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處分案。 

  201 

 

 

【第 20條】 

一、康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

依法向本會報備；辦理解除契約退出退貨時，非以傳銷商購買退貨商

品所付價金為退款之計算基礎，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4 

二、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

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未

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

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06 

  

 

【第 21條】 

一、奕璦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變更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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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營業所、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品項，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未

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未依法定期限處理傳銷

商解除及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二、欣漾生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

契約，未包括法定應記載事項；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95 

 

 

【第 24條】 

一、環宇全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

參加契約內容、銷售商品與服務，未依本會 105 年 12 月 15 日公處字第

105136 號處分書於送達之次日起 10 日內向本會變更報備；於傳銷商參

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所定

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未依法定

計算方式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內之退出退貨；未依法定計算方

式及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傳銷商於訂約日起算 30日後之退出退貨，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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