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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規範不實廣告之法令，除公平交易法外，尚包括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之法規，則

複數法規間如何適用，即成問題。目前實務上雖然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進行分工，但商品與服務可能難以分類或具有多樣化特徵，導致個案中往往不易明

辨有否特別法規之適用。此外，不論是實體法上不實廣告的構成要件抑或程序上的

處理方式，公平法與其他法規亦有相當差異，則於適用上是否產生規範競合或衝突？

各主管機關間在執法上該如何協調與分工？均為值得探討之議題。 

鑑於不實廣告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甚鉅，本文擬藉由通盤瞭解與評

析各主管機關查處所轄不實廣告之相關法規、實務案例，並就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

關對於不實廣告管轄分工之實務進行分析，另由行為經濟學之觀點分析消費者行為

與廣告的關係，以作為未來公平會精進執法成效與落實機關間對於不實廣告之管轄

分工與合作之參考。 

關鍵詞：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管轄分工、法條競合、行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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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商品與服務的多樣化、複雜化，不實廣告亦隨之與日俱增。關於不實廣告

的法律規範，除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外，尚散見於其他事業法規中，如食品

或藥物廣告，即涉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藥事法」中與廣

告相關的規定。因此，於探討不實廣告執法時，必須於規範層面上先行釐清相關法

律於適用上的優先次序；另一方面，不同法律的主管機關間於執行層面上的協調與

分工，亦是探討此議題時不可或缺的切入點。 

在規範層面上，公平法中規範不實廣告之條文主要係規定於該法第 21 條，按同

條第 1 項規定，其規範客體，係直接於商品、「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以條文之文字敘述觀之，其他使

公眾得知之方式，並未被包含於廣告方法之內，只是同為第 21 條所規範之行為客體

的一部分。而本項規定雖提及「廣告」二字，但從條文文字並無法得知其明確定義。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雖然有對廣告加以定義1，然而此一定義是否可普遍適

用於公平法或其他個別法規上，不無疑義。此外，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針對廣告代

理業、廣告薦證者等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但其他個別法規中則並無針對廣告

薦證者的特別規定。則當某行為人從事不實廣告，形式上可能同時違反藥事法等個

別法規與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此時二法之適用關係應如何處理？其次，假設

某藥物廣告的薦證者明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但廣告主

之行為係違反藥事法上關於藥物廣告的規定時，公平法關於薦證廣告之相關規定是

否仍有適用？均為實務上面臨的重要問題。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15 點第 1 項：「有

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本會與其他主管機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

亦即，關於不實廣告的執法立場，公平會係採取「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平會」

之執法原則。此外，公平會多年來亦積極與相關機關進行業務協調，以與其他行政

機關共同打擊不實廣告。然而，商品或服務可能難以分類或具有多樣化的特徵，從

                                                        
1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

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

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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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難以一望即知有否特定事業法規或公平法的適用；再者，公平法與其他法規關於

不實廣告的規範，亦非全然一致，則於法規適用的層面上，是否發生競合？ 

除了上述單純法規適用的競合問題外，公平會作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對於不

實廣告之規範，以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為主，並輔以特定商品服務或廣告促銷方

式所另定之相關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以作為執法之基準2。而其他個別法規中關於不

實廣告規範的構成要件，則多為簡要、抽象，且並無相關之具體判斷基準可供執法

機關參考，故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則往往成為相當具有參考之依據。然而，在各該

法規之規範目的各有不同的情況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行參考公平法的相關基準

適用於個別法規之解釋認定，是否妥適，亦有疑義。 

此外，於執行層面上，其他主管機關就違反主管法規的不實廣告行為所為調查

與處分的方式，有否值得公平會借鑑之處？例如，全國各衛生機關近 5 年就食品、

藥物（含中藥）及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每年有高達將近 8,000 件違規廣告處分案件

數3，其如何兼顧執法之效率與品質，或有值得公平會參考借鑑之處。就探討不實廣

告的執法時，上述相互關連的議題，均有探討之必要。 

最後，除行政機關對於不實廣告所為取締行為外，由於於多數情形下廣告的受

眾係為一般消費者，如何處理不實廣告實與消費者權益亦息息相關，則公平法與消

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間應該如何適用與協調，以謀求消費者權益的提昇，即

屬重要。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禁止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2 目前除了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之外，尚有：(1)對於第 21 條第 5 項、第 6 項有關之薦證廣告（包

括薦證人等）之定義與說明以及相關具體事例，定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

明」。(2)過去可能視情況分別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修法前之第 24 條），而修法後統

一適用第 21 條之比較廣告的部分，定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3)
對用促銷方式來行銷商品的廣告，則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4)
對於交易價金相當高之不動產所涉及之不實廣告問題，制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

件之處理原則」。(5)常見以追求美麗窈窕為廣告內容招徠消費者，而引起爭議之瘦身美容案件，

則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6)對於現今蓬勃發展之電子商務模式

下，對於網路廣告定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網路廣告案件處

理原則）。以及(7)公平會對於違法事業命其刊登更正廣告時應採取之適當方式，則定有「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令為刊登更正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供受規範的事業參考。 
3 數據資料來源：衛福部，「中華民國 105 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華民國 106 年版衛生福利年

報」、「中華民國 107 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華民國 108 年版衛生福利年報」、「中華民國

109 年版衛生福利年報」，https://www.mohw.gov.tw/lp-3196-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另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公平交易委員會 110
年委託研究報告，85-87（2021）的說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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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而實務上認為本條僅保護理性消費者，廣告若造成一般或相關消費者之誤認，

始有非難之必要4。換言之，若廣告內容屬於廣告創意之誇張表現，即使內容有與事

實不符之處，但若不致引起一般或相關、理性消費者之誤認者，不應評價為違反本

條規定。故此二要件中，仍以是否「引人錯誤」，為主要評價對象。然而，近年來

常見運用行為經濟學之概念於廣告行銷手法之實例，一般消費者未必全然是理性而

客觀者，其消費決策往往會受到部分心理上的偏誤影響，則在不實廣告之管制以及

消費者教育上，適度納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以降低消費者被害的可能性，亦屬於不

可忽視之面向。 

基於上述背景與問題意識，本文擬先整理我國除公平會以外之各主管機關對於

不實廣告之執法案例，瞭解目前其他主管機關之規範與執行面的現況，有無值得公

平會借鑑之特色；其次將分析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對於不實廣告管轄的分工現

況，檢討現行做法是否妥適；再由行為經濟學的觀點，探討在不實廣告規範上，運

用行為經濟學的特定行銷手法對於消費者認知可能造成的影響，以供未來主管機關

適度調整其對於廣告是否引人錯誤的判斷基準；最後總結本文的研究建議，以作為

公平會將來強化執法時之參考。 

二、各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之執法現況分析 

我國涉及不實廣告規範的相關法規眾多，而各法的主管機關亦非一致。首先，

關於公平法中涉及不實廣告的一般性規範，依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係由公平會

負責調查並處理事業不實廣告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至於其他牽涉不實廣告或標示的

法規之主管機關，包括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藥事法、醫療器材管理法、食

安法、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下稱化粧品法］等）、經濟部（商品標示法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藥管理法等）、財政部國庫署（菸酒管理法）、教育部（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等）、勞動部（例如就業服務法等）、交通部觀光局（發展觀光條

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期貨交易法等）、內政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用藥管理法等）、法務部（法醫師法）在內，共計十餘個

不同的主管機關，各自轄有為數眾多規範不實廣告的法令5。 

                                                        
4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9 版，自版，239（2021）。 
5 相關法規之詳盡整理與分析，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前揭註 3，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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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角度，公平會以外的主管機關係如何處理不實廣告的案

件，對於提升公平會的執法效率而言，或有值得借鑑之處；而當涉及不實廣告的事

件，因其人、事、時、地、物等要件可能未與相關法令中不實廣告的規範要件完全

契合時，行政實務上對於此類處於灰色地帶的案件係如何處理與分工，亦是本文所

欲檢討者。唯由於涉及不實廣告的法令者眾，礙於篇幅，本文不擬逐一分析適用案

件類型，以下擇定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上案件數占比最多之衛福部相關案件，予以分

析說明；而後以補習班案件為例，凸顯當個案中案例事實落入法令規範的灰色地帶

時，實務上複數行政機關係如何處理，以及其潛藏之問題。 

（一）衛福部相關案件重點分析 

本文透過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6蒐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間我國各級行政法院針對不實廣告裁罰處分提起救濟的判決，就案件數而言，相

關判決件數最多者，係為涉及由衛福部所主管之藥事法、食安法、化粧品法、醫療

法等相關案例7。綜觀相關案例的內容後，本文歸納出下列三項值得探討之議題：第

一，廣告的內容應如何認定（依廣告整體圖文綜合認定；抑或可針對廣告中特定部

分認定）。第二，行為主體的認定。第三，廣告內容是否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

解之舉證責任（是否應由處分機關負舉證責任）。以下分點簡要論述之。 

1.廣告內容之認定標準 

關於應如何認定廣告的內容，多數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應依廣告整體圖文綜合

認定。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153 號判決，即肯認原審法院綜合考量廣告

之文字，加上廣告版面右側載有「臺灣 TFDA 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之

字眼，來判斷系爭廣告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產品屬於具有醫療效能的醫療器

材之標準，係屬適法8。 

                                                        
6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最後瀏覽日期：

2021/12/10。 
7 關於法院判決案例之索引整理，詳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前揭註 3，225-267。 
8 「本案被處分人於報紙上刊登『超能量萬用巾（典雅紫）2 件（50x75cm）、超能量隨身墊（19x19cm）」

產品（下稱『系爭產品』）廣告（下稱『系爭廣告』），內容載有『…近年來健康意識抬頭，吹

起落實規律運動與預防醫學的推廣概念，國人開始明白血液循環不良原來才是身體產生不適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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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117 號判決亦指出，要區別系爭食品廣告

究竟涉及食安法第 28 條第 1 項的誇張、易生誤解、或係同法第 28 條第 2 項宣傳醫

療效能之情形，應綜合該廣告全部，所使用之文字、敘述、圖像及符號等，以所傳

達予消費者訊息之整體表現認定之，不應咬文嚼字，更不能拘泥於廣告一小部分文

字、敘述、圖像及符號等。本件值得注意者在於，法院指出：雖然系爭網站分頁廣

告中所刊登茶葉的保健功效，含有「『……降血脂、抑制血壓上升、降血糖、抗菌

及抗病毒效果、預防齲齒、抗癌及抗病變……清除人體自由基及延緩老化……』等

詞句，但僅係廣告之一小部分，且非針對本件上訴人所生產之茶葉，而係泛指茶葉

的保健功效。」並依此指謫「網站內所有網頁，及經由該網站連結之網頁、網址等

內容，均屬於廣告範疇，而應列入考量。則原審自應詳予查明，當初查獲時廣告網

站之全部內容，包括本件刊登『高山烏龍茶』網頁，以及大部分之內容為其他茶葉

之記載，經全體觀諸系爭廣告傳達予不特定消費者之整體表現，是否僅係涉及誇張

或易生誤解者而已。」（底線為筆者所加）。進而認為原審判決以系爭廣告涉及宣

稱具有醫療效能的違法，係屬違背法令，而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 

由上可知，司法實務見解特別強調應綜合該廣告全部所傳達予消費者訊息之整

體表現認定之，甚至認為在涉及網站時，該網站內的所有網頁與所連結的網址，均

屬於該廣告的範疇。 

2.行為主體的認定 

關於廣告行為主體的認定，值得討論者在於，除了廣告主以外，接受廣告主委

託刊播廣告的廣告媒體業或廣告代理業，是否亦應負責？ 

關於此一問題，除廣電法規相關規範外，例如衛福部所轄不實廣告的相關法規

中，亦有少數法規明確規範廣告媒體業之相關義務與責任9，但也有部分並未明確規

                                                                                                                                                  
鍵…尋求醫療協助的比例大幅增加…創新技術醫界大為驚嘆…多位醫師一致好評…改善睡眠品

質，有助血液循環…促進局部血液循環…』等文字，宣稱使用系爭產品得改善睡眠品質、促進血

液循環，而改善睡眠品質及促進血液循環，均屬改善、減輕、治療或影響人類的生理機能，且系

爭廣告版面右邊又載有『臺灣 TFDA 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等字眼，客觀上已有暗示

或影射系爭產品具有醫療效能，而足以使消費者誤認系爭產品屬於具有醫療效能的醫療器材，違

反藥事法第 69 條規定。」 
9 例如藥事法第 66 條第 3 項、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42 條、食安法第 29 條、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5 條、

化粧品法第 10 條第 3 項等，有些條文係課予廣告媒體業不得為不實廣告之義務、有些則僅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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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廣告媒體業之責任，或者對於行為主體規定不明者，例如醫療法第 84 條僅稱「非

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或人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法第 16 條僅規定「機構不

得刊登內容誇大不實之保存庫廣告。」在欠缺明確規定，或者對於行為主體規定所

使用文字不明確之情形，廣告媒體業是否亦為該等不實廣告規範所適用之對象，即

生爭議。 

例如，實務上最常見者，為有線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受託播放醫療廣告，此時

該購物頻道業者刊播醫療廣告，是否構成違反醫療法第 84 條之違規行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簡字第 111 號行政訴訟判決採否定說，認為若要求

傳播媒體於刊播前，必須就所有委託刊播廣告者之身分及廣告內容進行事前審查，

無異係要求不具各項領域專業之傳播媒體必須熟稔所有行政管制規範，扮演媒體警

察之角色，不僅有礙傳播資訊之傳布，更嚴重箝制其他委託刊播者之言論自由，故

應認醫療法第 84 條管制之對象不包含傳播媒體在內。 

惟本案第二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簡上字第 13 號判決）對於廣告

行為人的認定，則採實質認定的見解，而非僅以購物頻道業者形式上屬於傳播媒體，

即否定其責任。本判決指出，根據雙方所簽訂之契約條款，「被上訴人與亞洲公司

約定由亞洲公司提供產品及素材，供被上訴人製作廣告行銷並統籌物流，嗣由被上

訴人收款及分配銷售收入予亞洲公司，依上開約定內容被上訴人與亞洲公司應屬共

同合作銷售關係，被上訴人所稱僅受委託於平臺刊登廣告，非為自己計算云云，核

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綜上，被上訴人對於系爭醫療廣告，不但與亞洲公司為共

同合作實施，其對於廣告內容不但明知且係居於決定之地位，而非僅係受託宣播系

爭醫療廣告，賺取廣告收益而已，被上訴人負責宣播系爭醫療廣告以行銷招徠不特

定人前來購買接受醫療行為，其主觀上出於互相利用他方行為作為己用之意，而故

意共同實施違反醫療法第 84 條之違規。」（底線為筆者所加）。 

上開案件雖然是針對醫療法所為之判決，惟此種見解亦有可能適用於其他法規

下的不實廣告案件。亦即，透過行為主體之實質認定，將經營媒體或銷售平臺之業

                                                                                                                                                  
保存委託者的資料並於必要時提供予主管機關的義務，其規範內容與違反義務時的法律效果不盡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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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實質認定為系爭違規廣告的行為人，以追究其法律責任。此種見解對於公平會

關於公平法第 21 條的執法而言，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0。 

惟應注意者在於，上開法院判決係實質認定作為傳播媒體的購物頻道業者對於

廣告內容不但明知且係居於決定之地位，因此構成廣告行為之主體，但並未將醫療

法第 84 條所稱的「非醫療機構」解釋為及於單純受託刊播廣告之廣告媒體業。蓋若

將該法所稱之「非醫療機構」解釋為及於單純受託刊播廣告之廣告媒體業，則適用

上有可能導致：雖然醫療機構所委播的醫療廣告內容符合相關醫療法令，惟此際受

託刊播的廣告媒體業或網站業者，卻仍因其不符醫療廣告的主體要件（須為醫療法

第 2 條下的醫療機構）而有受裁罰的可能性。可知此種解釋似嫌偏頗而悖離現實，

難謂妥適。是以，即便採取肯定說，仍應考量該條規定之規範目的，適度限縮其範

圍。 

3.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舉證標準 

衛福部所主管之藥事法、醫療器材管理法、食安法、化粧品法、醫療法等諸多

法規中，對於廣告內容管制最嚴格者，當屬藥物廣告與醫療器材之廣告11。有鑑於藥

品具有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效能（藥事法第 6 條第 3 款），而醫療

器材亦係直接作用於人體（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3 條），藥物與醫療器材廣告與國民

                                                        
10 關於此點，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雖有明確規定，在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形下，廣告代理業與廣

告媒體業應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並無行政責任；但若屬於同法第 21 條第 1 項的不實廣

告行為人，則依同法第 42 條，仍須負行政責任。關鍵在於第 21 條第 1 項的行為主體應如何實

質認定。實務上，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1827 號行政判決即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廣告行為主體，並不以本身製作廣告為限，而應就廣告內容之提供、製作至使公眾得知

之過程中，各事業對於廣告行為之參與程度而定，倘事業就製作、刊載廣告行為、廣告商品交

易流程有所參與且因而獲有利益，即難卸廣告主責任而應就廣告內容為真實表示。」此外，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83 號判決所採見解亦同。 
11 藥事法與醫療器材管理法所規範的不實廣告，係作用於人體之藥物廣告，有鑑於藥品及醫療器材

安全性的保障，直接影響國民健康程度甚鉅，因此此二法對於廣告或標示的管制程度，亦採取

最嚴格的事前審查核准制；至於非用於人體之藥品，如動物用藥、環境用藥、農藥等，則另有

專法予以規範，如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農藥管理法、環境用藥管理法以及相關的法規命令等。

而這些專法中，有鑑於此些藥品對於人體健康的潛在危害，因此對於藥品的標示與廣告，亦多

設有一定程度的內容與方式管制，其中農藥管理法甚至與藥事法相同，對於廣告採取事前審查

核准制（農藥管理法第 36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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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我國關於藥物與醫療器材廣告之刊播，係

採高度管制的事前許可制12，僅有藥商與醫療器材商始得為藥物廣告，而且藥商與醫

療器材商應於刊播前將所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

准（參照藥事法第 65 條、第 66 條第 1 項、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40 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至於食安法、健康食品管理法、化粧品法、醫療法等其他衛福部所轄法

規，除依醫療法 85 條第 2 項規定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仍須經醫療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事前核准外，其餘類型的廣告係採取事後追懲制。然而，

不論對於廣告言論的管制係採取事前審查抑或事後追懲制，衛福部所轄各法令對於

廣告的內容皆設有獨自規範，其規範主軸大致有二：一、得為醫療效能之宣傳者，

限於經主管機關核准的藥物及醫療器材廣告。二、標示或廣告不得涉及誇張、不實

或易生誤解。以下說明之。 

首先，關於廣告得否宣稱具有醫療效能之規範，由於一般民眾對於標榜醫療效

能之宣傳內容，通常不具備判斷其宣稱療效真偽的能力；並且醫療效能所連結者既

為人體健康，其內容涉及醫學上的專業判斷，通常情形下消費者對於所宣稱療效（即

便客觀上正確）的主觀上理解不一定正確，亦難以評估所具備療效就其自身疾病的

妥適性，僅能選擇相信其宣稱與否。考慮到療效所具備的招徠效果，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的療效記載，實具有間接影響國民健康的高度可能性，因此藥事法第 69 條明

確規定：「非本法所稱之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亦即，非屬藥品

或醫療器材（如食品、化粧品等），卻於該商品之標示或宣傳中宣稱具有醫療效能

者，即構成本條之違反。於其他衛福部所轄法規中，亦可見此一立場的重申，如醫

療器材管理法第 46 條、食安法第 28 條第 2 項、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4 條第 2 項、化

粧品法第 10 條第 2 項等規定皆屬之。 

其次，商品的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情形。此一概念

於衛福部轄下各法規中的規範文字呈現上略有不同，如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 4

款：「藥物廣告之內容，具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刪除或不予核准：四、誇張藥

                                                        
12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14 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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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效能及安全性者13。」醫療器材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款：「依本法第四十

一條申請刊播之醫療器材廣告，其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一、內容不

實、誇張或易生誤解。」食安法第 28 條第 1 項：「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

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

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項：「健康食品

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誇張之內容。」化粧品法第 10 條第 1 項：「化粧品

之標示、宣傳及廣告內容，不得有虛偽或誇大之情事。」（各底線皆為筆者所加）

此些規範文字於用語上雖存在些許差異，然從相關的解釋性行政規則以及實際的裁

罰案例觀之，本質上其所欲規範者皆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而與公

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之規範，有其相通之處。 

由於上述的「醫療效能」或「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等構成要件，皆屬於不

確定法律概念，為明確化其概念內涵，我國中央或地方醫藥主管機關就涉及醫療效

能或誇大不實的廣告詞句，多透過各種行政函釋、解釋性行政規則甚或法規命令，

向外界提示相關黑名單與白名單。此類黑名單或白名單雖不具拘束法院的效力，但

由於行政機關多係基於此類名單的詞句，對於個案中廣告是否涉及誇大不實進行判

斷，此類黑白名單可謂具有事實上的拘束力，且實務上法院對於行政機關基於黑名

單所列詞句所為判斷亦多持肯認態度，因此此類黑白名單實具有一定程度明確化「醫

療效能」與「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內涵的效果。本文經盤點

基於相關醫事法規的黑白名單例示後，整理如表 1。 

  

                                                        
13 此外，於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76 條之 6，對於藥品的品名，亦規定

不得涉有虛偽或誇大效能，或使人對品名與效能產生不當聯想或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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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涉及醫療效能或誇大不實之例示詞句 

法令／產品 
涉及醫療

效能或誇

大不實 
黑名單．白名單詞句之例示 

藥事法 誇張14 【黑名單】 
1.藥物不適當之共通性廣告詞句15 
2.中藥成藥不適當共通性廣告詞句16 

醫療效能 【白名單】 
一般牙膏得標示之詞句17 
 
【黑名單】 
一般商品廣告之不適當詞句例示18 

醫療器材管

理法 
醫療效能 【白名單．黑名單】 

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及不得宣稱廣告詞句例示19 

                                                        
14 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第 4 款參照。 
15 衛福部，「藥品廣告法令及審查原則」，第五版，25-26，http://www.homediy.tw/capa/1453085 

042.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又衛福部於最新版（第九版）「藥品廣告法令及審查原則」

中雖已刪除該例示，惟仍有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如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於其網站上

（https://www.fds.taichung.gov.tw/1244668/post，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刊載該例示。 
16 衛福部，「中藥成藥效能、適應症語意解析及中藥廣告違規態樣釋例彙編」，227-228（2015），

https://www.mohw.gov.tw/dl-10531-d8d7ed06-fc19-4a22-a8af-6f0869342591.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1/12/10。 
17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17 日衛署藥字第 0940314920 號函。牙膏含氟量在 1,500ppm 以下者，於 110

年 6 月以前，屬於一般商品，由經濟部依商品標示法管理；而於 110 年 7 月起，係由衛福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以化粧品管理之，而此白名單亦由「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

能認定準則」第 4 條附件 3 所取代；惟不論何時・其廣告內容均不得涉及醫療效能。至於牙膏

含氟量大於 1,500ppm 及添加藥品成分者，屬於藥事法上的藥品，若需刊登廣告，需事先申請藥

品廣告許可字號。 
18 新北市衛生局，「一般商品廣告之不適當詞句例示」，https://www.health.ntpc.gov.tw/archive/file/ 

%E4%B8%80%E8%88%AC%E5%95%86%E5%93%81%E5%BB%A3%E5%91%8A%E4%B9%8B
%E4%B8%8D%E9%81%A9%E7%95%B6%E8%A9%9E%E5%8F%A5%E4%BE%8B%E7%A4%B
A.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19 如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FDA 器字第 1071607315 號公告、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5 日 FDA
器字第 1081605457 號公告、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0 日 FDA 器字第 1091611419 號公告。 

http://www.homediy.tw/capa/1453085
https://www.health.ntpc.gov.tw/archive/file/%20%E4
https://www.health.ntpc.gov.tw/archive/file/%20%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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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法 不實、誇張

或易生誤

解20 

【白名單】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

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第 4 條附件 1、附件 2 
 
【黑名單】 
1.以「健康」字樣為品名之一部分（「食品及相關產品

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

定準則」第 4 條第 2 項） 
2.「『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

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Q&A」21 
3.衛福部暨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廣告例句22 

醫療效能 【黑名單】 
1.「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

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第 5 條 
2.「『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

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Q&A」 
3.衛福部暨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廣告例句 

化粧品法 虛偽或誇

大 
【白名單】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

準則」第 4 條附件 2、附件 3 
 
【黑名單】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

準則」第 3 條附件 1 

                                                        
20 「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第 4 條及所參照

之附件 1、附件 2，自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施行。 
21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8 年 8 月 15 日發布。 
22 臺北市衛生局，「110 年版食品、藥物、醫療器材及化粧品廣告相關法規暨案例彙編」，65-86

（2021），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jg0L3JlbGZpbG 
UvNDcxOTEvODQxMjMxNi84MGU4MjRjNy0yZjdjLTRlMDMtOTk5MS1hZDAzZjBkODcxMWI
ucGRm&n=MTEw5bm054mI6aOf5ZOB44CB6Jel5ZOB44CB6Yar55mC5Zmo5p2Q5Y%2bK5YyW
57Kn5ZOB5buj5ZGK55u46Zec5rOV6KaP5pqo5qGI5L6L5b2Z57eoLnBkZg%3d%3d&icon=.pdf，最

後瀏覽日期：2021/12/10。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jg0L3JlbGZp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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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效能 【黑名單】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

準則」第 5 條附件 4 

精油類產品 醫療效能 【黑名單】 
「精油類產品涉醫療效能之不適當宣稱詞句列舉」23附

表 1 

醫療法 虛偽、誇

張、歪曲事

實、誇大醫

療效能 

【黑名單】 
「醫療法第八十六條第七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

為宣傳』之範圍」2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而關於行政機關就違法宣稱醫療效能或誇大不實廣告進行查處時的舉證責任，

一般而言，行政機關為裁罰處分時，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

始能據以對人民作成負擔處分，亦即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違法事實之存在負有舉證責

任，人民本無須證明自己無違法事實。如調查所得證據不足以證明人民有違法事實，

即應為有利於人民之認定25。則關於違法宣稱醫療效能的廣告，主管機關係依職權調

查並認定事業所刊播的廣告內容是否涉及違法宣稱醫療效能，而其認定亦受司法審

查之確認，於此情形，對於違法宣稱療效一事的舉證責任，係由行政機關負擔，較

無疑義。 

而關於標示或廣告涉及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舉證責任，就採取事前審查制

的藥物及醫療器材廣告而言，由於其廣告內容所用之文字圖畫受有法令上的限制（藥

事法施行細則第 45 條參照），且核准刊播的行為本質上屬於授益性行政處分，依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主管機關於行政程序中得依職權調查當事人所申請刊播

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與適法性，若其對於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有所疑慮時，得依職權自

                                                        
23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FDA 器字第 1041600232 號函。 
24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衛署醫字第 1051667434 號令。 
25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494 號判決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432 號判決：「行

政機關為裁罰人民之處分時，本應具體認定受處分人之違章行為，且就其認定之理由為說明並

負舉證責任。」亦同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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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或要求當事人補提相關資料以查核其廣告內容是否涉及誇張不實；當主管

機關經職權調查後，當事人若於申請時或補件時未能成功提出有利之證據26，即可能

須承受不利益之後果，包括主管機關不予核准所申請廣告，或遭主管機關刪除其認

定不符審查基準之畫面、詞句或圖畫（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47 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23 條參照）27。 

另一方面，就採取事後追懲制的其他類型廣告（包括食品、化粧品廣告等）而

言，由於此類廣告之刊播無須事前取得主管機關核准，若主管機關對於廠商刊播的

廣告內容，認為有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疑慮，固然亦得依職權進行調查，並對

當事人處以罰鍰等行政罰。行政罰既屬於侵益性行政處分，原則上行政機關對於人

民違法事實之存在應負有舉證責任，既如前述。然而食品與化粧品的種類與數量遠

較藥物為多，且其標示、宣傳與廣告所用之文字圖畫亦不受有法令上的限制，其內

容更為多元繁複，有鑑於行政資源的有限性，於制度面上似難期待主管機關就市面

上所有食品與化粧品廣告的內容進行監督，並於當事人未予協力的情況下，依職權

獨自進行調查判斷有否誇張、不實或易生誤解之情事；此外，由於食品與化粧品廣

告係由當事人所製作，相較於行政機關，當事人更為接近支持該廣告所宣稱內容的

證據資料，從而當事人較行政機關更易取得並提出該證據。或基於上開理由，衛福

部於其經授權發布之「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

效能認定準則」28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

效能認定準則」第 3 條第 2 款，均將標示、宣傳或廣告內容「無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佐證」者，明確列為構成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事由，形同將食品與化粧品廣

告所宣稱內容有否充足證據足以支持一事的舉證責任，例外轉換其分配，而由廣告

                                                        
26 當事人在適用職權調查主義之行政程序中，雖無負有主觀舉證責任，但仍享有主張或提出證據

之權利，得向行政機關提出對其有利或不利之事項，供行政機關作為判斷之基礎，此乃基於正

當程序之要求，使當事人有機會提出對其有利之事項影響行政機關，以獲得對其有利之結果。

參照張文郁，「論行政程序上之事實調查（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227 期，72（2014）。 
27 行政程序係採取職權調查主義，原則上並不承認主觀舉證責任（亦稱形式舉證責任、主張責任）。

惟於行政程序中，亦承認有「實質舉證責任」之適用，亦即事實關係雖經當事人舉證，行政機

關仍無法確認該待證事實之真偽者，則未能證明事實真偽所生之不利益，應由負實質舉證責任

之當事人承擔。而於授益性行政處分之情形，此種舉證責任即係由申請人承受。參照陳敏，行政

法總論，9 版，自版，808（2016）。 
28 早期案例係援引自已於 108 年 6 月 26 日廢止之「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

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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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負擔實質舉證責任29。若廣告主無法舉出充分證據佐證其宣稱之廣告內容者，主管

機關得逕予認定構成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從而依法處分。 

此外，衛福部所發布的「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訊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網

路資訊內容，應由醫療機構負責其正確性，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無法積極證明其為

真實之內容。」（底線為筆者所加）亦課予醫療機構擔保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的資

訊內容係為正確真實之義務，其規範意旨亦係將就醫療機構於網路上所發布資訊的

真實性證明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由上述整理可知，衛福部對於未採取事前審查

制的食藥或醫療類廣告，泰半皆透過舉證責任的轉換，要求廣告主就廣告内容的真

實性，負有實質舉證責任。 

再者，如表 1 之整理所示，衛福部為了提升法律明確性原則下的預見可能性，

主管機關亦發布眾多解釋性行政規則與行政命令，針對藥事法、醫療法等醫藥法律，

公告各種涉及醫療效能或誇大不實例示詞句的白名單與黑名單。實務運作上，只要

有黑名單上所例示的詞句，各地方主管機關即逕予認定涉及醫療效能或誇大不實，

於執法效率上較為明快，另一方面，對於受管制對象而言，白名單與黑名單的公示

亦使其較能預期應如何製播廣告30。 

相對於衛福部轄下法律所涉商品或服務較為具體特定，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理論

上係為適用於全部行業領域的不實廣告規範，而各領域常用的廣告詞句大相逕庭，

要仿效衛福部設立明確的例示詞句供參，恐有其實踐上的難度。目前公平法第 21 條

處理原則的附表二「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示」，亦僅止

於案件類型的例示。惟關於廣告真實性之舉證責任，若於公平法 21 條的制度設計上，

適度的針對部分情況，將廣告真實性的實質舉證責任轉換由廣告主負責，或可提升

公平會的整體執法效率。關於此點，將於後述本文建議之處再行詳細分析。 

 

 

                                                        
29 或有論者認為此處僅為當事人協力義務之明文化，尚非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定。然有鑑於行政機

關認定廣告構成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所生之不利益法律效果，已為法所明定，本文認為此處似

已構成舉證責任之轉換。 
30 唯亦有意見指出，可宣稱詞句（白名單）的公告，時常導致主管機關（尤以地方主管機關更為

明顯）逕以白名單所羅列詞句形式上規束廠商所刊播廣告內容，若是廠商所使用詞句與白名單

所列詞句有所出入，即可能受行政指導甚或處罰。此類白名單對於言論自由的事實上限制，容

有進一步商榷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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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習班廣告案 

由於公平法以外規範不實廣告之個別法規有時規範較為簡潔，於法條適用上，

若因個別法規之構成要件或違法基準不甚明確時，應該如何處理？可否借助公平法

或公平會所定之相關處理原則作為判斷基準？然而，不同法規有各自不同之立法與

規範目的，是否適合如此為之？本文以下以涉及補習班不實廣告的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 105 年度簡上字第 77 號判決為例，探討當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適用公平法外

的法規處理不實廣告，若遭遇上述問題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 

1.事實與判決結果 

某雲林縣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下稱系爭補習班）之負責人，經雲林縣政府先

幾次進行稽查，發現其有於招生廣告使用「雲縣國高中生，理化＋數評價第一」、

「雲林縣，國高中物化，第一品牌」、「物化數評價第一的補習班」等詞句，且未

於廣告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等情事，被認定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

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規定31，以 104 年 11 月 16 日府教社一字

第 1042408386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000 元罰鍰。

被處分補習班不服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被處分人仍不服乃提起行政訴訟，

經雲林地方法院以 105 年度簡字第 13 號行政訴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後，雲

林縣政府（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最後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判決廢

棄，發回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但其後並未見後續判決或處理之資料。 

2.評析 

本案所謂「評價第一」、「第一品牌」的廣告詞，是公平會處理的不實廣告案

件中常見的爭議用語。基本上，「第一」、「冠軍」、「最大」等最高級用語，但

無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證者，可能涉及不實廣告32。 
                                                        
31 「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補習班之招生簡章及廣告內容，以班名、

班址、科別、師資及課程內容、班數、招生人數、開課日期、上課時數及時間、修業期限、報

名資格及收費標準為限，不得誇大不實或引人誤解（第 1 項）。前項招生廣告應載明核准立案

之機關及文號（第 2 項）。補習班不得於學校上課時間對在學學生施以補習課程或至學校校園

或校門口宣傳招攬學生（第 3 項）。」 
32 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註 4，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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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教育部所轄法令中與不實廣告相關者，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招

生廣告）、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已立案補習班廣告）、終身學習法（私立社會教育

機構辦理展演之廣告）。其中，規範補習班之主要法規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以及

依該法所定之「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此外尚有直轄市、各縣市政府所定

之短期補習班相關條例。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僅第 9 條第 3 項提及廣告時要求提供業

主相關資料不可虛偽不實，而「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17 條則明載「補習

班招生應秉持誠信、公開、正確之原則，其宣傳資料或廣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引人誤解、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第 2 項）。前項宣傳或廣告，應

於明顯處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第 3 項）」。若有違反者依第 35 條為糾正、

限期整頓改善或停止招生之處分。而各地方政府則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之授權，制

定相關條例來進行規範。依目前公平會與教育主管機關達成之「公平會與教育部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不實廣告案件之協調結論」，目前的處理方針是，若不

實廣告係由已立案登記之補習班所為，由各縣市及直轄市政府處理，而未立案者則

是由公平會處理33。由補習班相關規定中可知，對於廣告是否「誇大不實、引人誤解」

並無詳細之要件，因此就如同本件，借重了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則。 

(1)雲林地方法院判決理由與評析 

為何雲林地方法院（下稱雲林地院）會撤銷訴願決定與原處分？其在判決理由

中大幅引述了公平法第 21 條之條文與立法目的，並酌以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的

說明，來闡述事業若於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商品（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應認違反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尚還補充說明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顯失公平」之部

分。據此，雲林地院認為本則廣告文宣內容中雖記載「評價第一」、「第一品牌」

等語句，然補習班之師資、教學方向、品質等，接受授課之學生本可透過旁聽之方

式加以比較，其他競爭者並未因系爭廣告即喪失交易機會，且衡諸常情，難有消費

者幾乎依憑廣告即認識該補習班，並作為決定交易與否之依據。雲林地院更進一步

表示：根據資料陳情人僅一人且雲林縣政府亦未提出消費者受損害之事證，難謂系

爭補習班即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亦未可逕論

                                                        
33 例如公平會 109 年公處字第 109063 號處分書。本案即是未立案登記補習班之不實廣告問題。至

於此等管轄分工模式的問題與本文見解，詳見本文以下第三部分的評析。 



6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為廣告不實，認其有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情事。簡言之，雲林地院認為參

酌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相關要件與認定，系爭補習班之行為尚不足以構成不實廣

告。 

雲林地院的論述有兩點可供討論：一、檢視系爭補習班之廣告是否該當雲林縣

政府之「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時，為何需要參酌公平法

之規定以其作為判斷依據？二、退一步言之，在公平法的規定下，對於該當不實廣

告與否，是否應該具體檢視有無消費者受害、競爭者受到影響之事證？對於第一點，

為何討論地方政府的補習班管理條例需要引述公平法？就本研究檢視其他法規中有

不實廣告之規定者，多是以不得「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等較為抽象之要件為

主，卻未進一步說明具體之認定基準。因此，公平法第 21 條以及相關處理原則（以

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為首）就成了主要的參考基準。這樣的做法，亦可能會出現

在其他法規處理不實廣告的情況。但如同本案判決，直接引用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

則以判斷與解釋「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之違法要件與基

準，恐怕會引發一些爭議（請見下述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再者，關於第

二點，若從公平法的角度，判斷事業之廣告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時，得否以陳情

人數或者消費者、競爭者有無可能被影響來做判斷。首先，陳情人數可能不適合作

為判斷消費者是否受到影響的唯一依據，因為受影響者未必提出陳情，且不實廣告

本身即應有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公平法第 21 條中並未如同同法第 25 條以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作為構成要件。雲林地院於判決中尚提及消費者可以透過試聽來評價系爭

補習班，未必會影響消費者的交易決定，也未必影響與其他補習班之競爭。然以本

案為例，涉案事業是以國高中生為對象之文理補習班，前去試聽的是未成年的學生，

其判斷能力是否充足？而且決定交易與否與繳交學費者多是家長，如何以試聽來認

定廣告詞不會影響消費者與競爭者。且於學理上，不實廣告屬公平法所規範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一，在實務處理上，著重於該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因

為不實之商品、服務資訊，會導致引起交易相對人之誤認而做出不正確的交易決定，

因此，基本上只要廣告內容確屬不實，而非僅屬個案消費糾紛的層次，就可能會影

響到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尚無須具體判斷各個競爭者究竟具體上受到何種程度

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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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之判決理由與評析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臺中高行）之所以對雲林地院判決提出質疑而發回更

審，主要是不認同雲林地院判決引用公平法與其相關處理原則，做為判斷系爭補習

班招生廣告所載招生字句未違反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之依據。臺中高行指出：「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之授權

依據是「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並非公平法，主管機關是雲林縣政府而非公平會。所

以，徒以系爭補習班廣告與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等規定之情形有間而撤銷原處分，

卻未提系爭補習班欠缺任何客觀實據卻誇稱第一品牌、評價第一等廣告用語，何以

不該當「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未詳述其形成心

證之理由34。 

檢視本案雲林地院與臺中高行兩件判決之不同結果可知，當適用公平法以外之

規定處理不實廣告案件，由於其他法規中關於不實廣告規範的構成要件多為簡要、

抽象，且並無相關之具體判斷基準可供執法機關參考，故公平法及相關處理原則成

了相當具有參考之依據。惟，公平法乃是競爭法，而其他法規規範不實廣告的目的

通常並非以維持公平競爭為主。以本案為例，對於補習班的相關規範，主要是讓進

入補習班學習之學生能夠獲得充分的保障（較屬於消費者權益保障的部分），至於

其他競爭者是否因系爭廣告即喪失交易機會、或者主張受影響之陳請人是否僅一人

等因素，並非所問。所以，逕以公平法的公平競爭觀點，來檢視爭議廣告是否違反

「雲林縣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條例」，或有未洽之處。因此，本文認為主管

機關或法院在判斷廣告是否違反其他法規之不實廣告規定時，的確可以參考公平會

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相關要件的說明或其判斷基準來做為輔助，因為

判斷廣告是否誇大不實、引人錯誤的標準本身沒有太大差異。但本文要說明的是，

無論如何參考公平法與相關處理原則，終究還是必須回歸原法規之規範目的與精神

對案件作相關之判斷。這也是臺中高行所要表達的重點，本文予以肯定。 

 

 

                                                        
34 臺中高行還提及：原處分尚認定被上訴人有未於廣告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之違規事實，

原審就此部分事實不但未予調查認定，且判決理由就此部分行為何以未違反上開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可不依同條例第 33 條究責，均略而未論，明顯有適用法規不當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背法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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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與未

來展望 

（一）不實廣告規範競合之學理概說 

1.「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之優位性 

如上節所述，我國在公平法之外，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之法令，基於各該管制領

域行政目的的達成，亦多設有制裁不實廣告之相關規範。而這些規範間競合適用之

優劣順位以及主管機關間在執法上之協調，現行實務根據公平會所發布的「公平法

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15 點第 1 項：「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本會與其他主管

機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顯係採取「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平

會」之順序處理。 

然而，在遇到法律針對同一事務有重疊規範的情形，具有支配性的行政法原則

之間，於個案適用上，有時會產生原則間之衝突。例如，基於行政秩序罰上的「一

事不二罰原則」35，於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之情形，我國行

政罰第 24 條第 1 項係採從一重處斷的方式處理（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

而如此一來，在公平法第 42 條對不實標示與廣告最高得處 2,500 萬如此高額罰鍰的

立法設計下，若依循「一事不二罰原則」，實務上不實廣告的裁罰權限便極可能朝

向公平會集中，學說上雖有認為如此做法可避免在特別法之罰鍰較公平法為輕時，

造成輕重失衡之現象36，但不可否認這樣的解釋將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下，

重視各個行政領域管制脈絡的本旨，產生一定程度的齟齬。 

                                                        
35 「一事不二罰原則」在我國已被大法官肯認為「法治國原則」的重要內涵，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 503 號解釋參照（「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行為罰，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

行為即應受處罰；而逃漏稅捐之被處漏稅罰者，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漏稅事實方得為之。

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

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

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同時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

係漏稅行為之方法而處罰種類相同者，如從其一重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再就其他

行為併予處罰，始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36 參見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初版，元照出版公司，37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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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則在個案適用上產生衝突時，究竟何者應予適用何者應為退讓？原本是

一個需要精細衡量的問題37，但目前實務的做法則是傾向透過一般性的法律釋義，試

圖找出一個可以明快解決規範競合與衝突的處理原則。除了前述公平會頒布的處理

原則第 15 點以外，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亦曾決議：「一行為違反二以上行政法

上義務規定，而該二以上規定之間存有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者，於此情形，特別規

定之構成要件必涵蓋普通規定之構成要件，從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依特別法

優先於普通法適用之原則，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而不再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申言之，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原則，為更重要之法規適用原則，在法規適用之順序上，

應更高於從一重處罰之原則，故特別法中對於同一行為雖其法定罰鍰額較低，仍應

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並由該特別法之主管機關為裁罰之管轄機關38。」從而，實務在

學理的採擇上，似乎已經定調，將「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視為優位的法律原則，公

平會就不實廣告案件之處理，與其他機關主管法規發生競合之情形時，優先依循此

一原則處理的結果，公平會管制不實廣告的制度功能，解釋上多居於補充、後備的

地位，乃屬當然。 

2.法條「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與「管制手段」之探求比較 

需注意者，「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係為「『法律條文』間的比較排除」，

而非「『整部法典』的比較排除」，因此針對不實廣告管制的分工，在操作「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時，自當仔細觀察各該法規的立法目的、構成要件以及管制手

                                                        
37 「規則」（rules）間的衝突才有一方效力優越可廢止另一方的情形；「原則」（principles）間

的衝突並不會導致法律原則被廢止，個案中退讓的原則仍然是法體系中有效之規範，而可能在

其他個案中被適用。參王鵬翔，「目的性限縮之論證結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 期，17（2004）。 
38 參照 94 年 8 月 4 日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決議。又，該號決議之作成，即源自公

平會的函請（就公平法對不實廣告之規範言，該會為與其他同樣規範不實廣告之行政法規，諸

如食品衛生管理法、商品標示法等劃分規範權責，業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分與行政院

衛生署、經濟部等機關協商，就各個交錯規範不實廣告之行政法規，釐清商妥各主管機關處理

先後及方式；該等協商結論雖與行政罰法所採從重處斷之原則不同，惟行之已久並頗著成效，

順利各行政機關行使對不實廣告之規範權限。行政罰法施行後依該法第 24 條第 1 項明示之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並採從重處斷原則，得否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排

除其適用，尚有疑義，爰函請本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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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方能精確地把握公平法作為規制不實廣告的普通法，應於何時發揮其補充個別

行政法規不足之功能39。 

廖義男大法官在評釋公平法與消保法上不實廣告的規範競合問題時，即特別注

重闡明公平法第 21 條的立法目的，以作為後續解釋之基礎40。再者，對於不實廣告

的規制手段，公平法第 42 條規定除了罰鍰之外，亦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然而其他法律，以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為例，該法第 39 條對於動物

用藥品製造業或販賣業者，做虛偽誇張之廣告或宣播者，僅有處以罰鍰之規定，而

未有如同公平法所規定的行政管制措施，兩者的規範落差即存在讓公平會行使動物

用藥不實廣告管制權限的空間。最後，就構成要件的部分，亦需注意是否存在規範

落差的情形，例如獸醫師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獸醫診療機構對其業務，不得登載

散布虛偽之廣告」，條文僅規範「虛偽」而不及於「引人錯誤」之廣告，就文義觀

之，獸醫師法對不實廣告的規範範圍，即小於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 

惟若過度重視法規之間的細微差異，恐又會造成機關間對同一事務管制分工過

於零碎化的情事，因此，在法律釋義之外，機關之間的協商溝通程序，可能才是終

局解決法律所造成的權限競合的良方，實務上，以往公平會亦積極地與其他法規主

                                                        
39 不同法典間條文規範目的與構成要件的比較，固然誠非易事；但在決定規範適用順序以及機關

管轄權上，實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以美國為例，食品標示與廣告之內涵，在規範目的及法律效

果固然非完全一致，但某種程度上食品廣告可被視為食品標示之延伸，而有可能為「食品、藥

物與化妝品管理法」（Food, Drugs and Cosmetic Act，下稱 FDCA）之標示規範所涵蓋，但美國

國會在定義上將兩者細緻地加以區隔，在架構 FDCA 對食品之管制體系時，清楚區隔食品標示

係由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下稱 FDA）管轄，以確保民眾受

不當標示之經濟損失；食品廣告係由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
管轄以避免不當競爭。參吳全峰、林勤富，「食品標示規範之檢討－－以美國法之發展為例」，

收錄於：李建良，2015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專書），中央研究院法

律學研究所，248（2018）。又，2014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POM Wonderful LLC v. Coca-Cola Co.
（573 U.S. 102, 2014）一案中，針對 FDCA 與美國商標法（Lanham Act）之間的適用疑義，考

慮到 Lanham Act 對不當廣告的判斷標準較 FDCA 更為全面且嚴格，明確判定兩者是處於相輔相

成（complement each other）關係，國會無以 FDCA 排除 Lanham Act 適用之意，因而即使經 FDA
認定符合 FDCA 的食品標示，仍有可能被法院認為係違反 Lanham Act 的不實或詐欺行為。 

40 「公平法第 21 條禁止企業為不實廣告，其所要保護之法益，除維護市場上公平競爭秩序之公共

利益外，並在保護廣告對象之公眾，即與廣告之商品或服務交易相關之消費者大眾不受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內容或表示方式所誤導，而作成錯誤之交易決定。同時並有保護其同業競

爭者不受他事業以不實廣告騙取交易之不公平競爭手段致減損其公平交易機會之目的。」參廖

義男，「從公平交易法談不實廣告」，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 期，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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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協商不實廣告的處理原則，卓有成效。故以下即先針對就公平會與其他機關

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進行分析之後，再賡續提出未來展望之建議。 

（二）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之現況分析 

公平會對不實廣告之管制權限，既未侷限在特定的事業領域，自易與其他機關

的管制權限產生重疊交錯之情事。就此而言，並可分為兩部分論述之：一為與同樣

具有普遍規範性質的「消保法」之間的規範競合；一為與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掌，針對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規範之競合。 

美國法上，在 1938 年的修法後，消費者保護確立為 FTC 之法定職責之一，FTC

內部依法並設有消費者保護處41。相較之下，我國行政院在公平會之外，另設有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會職掌消費者保護相關事宜，消保法第 4 條並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該法在中央之主管機關。從組織建構與分工角度著眼，公平會的任務似乎應純

化為競爭法的管制機關，方合乎制度理性。然而，由於「消費者利益」仍被公平法

第 1 條納為立法目的，使得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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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用時，與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企業經營者應確

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不免產生規範

重疊之情形42。 

對此，廖義男大法官在仔細比對分析公平法與消保法就不實廣告的條文規範

後，精確地指出，消保法所規範者，乃廣告主之契約責任；而公平法所規範者，則

                                                        
41 關於美國法上對於不實廣告規範的介紹，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前揭註 3，

99-110。 
42 消保法草案於民國 77 年 5 月被送入立法院審議時，公平法恰好也在立法院審議中，尚未完成立

法程序。由於當時的公平法對不實廣告已有禁止規範，課予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因此消保法

草案為避免重複，遂不再就廣告主為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加以規定，而另規範廣告主及廣告媒

體業者所應負之民事責任。然而，二讀時公平法第 21 條做了重大修正，增加第 3 項及第 4 項，

而後立法院審議消保法草案時竟未注意到修正後之兩部法規存在重複規範的部分，因此造成規

範範圍疊合與競合之現象。參見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收錄於：氏著，公平

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332-33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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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告主之侵權行為責任，兩者應屬功能互補，而非擇一適用之關係43。然在執行層

面上，則由於消保法是將廣告內化為契約內容之一部，故在企業不實廣告之違法侵

害具有繼續性，或違法行為有侵害之可能但損害尚未發生的情形，被害人（或可能

受危害之人）須依消保法第 53 條由消費者保護官或消費者保護團體進行不作為訴

訟，方能制止不實廣告的持續傳布；相較之下，則不如依第 26 條、42 條規定直接向

公平會檢舉，由公平會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更為便捷有效44。 

綜合言之，在不實廣告之違法侵害具有繼續性，或違法行為有侵害之可能但損

害尚未發生的情形，消費者依公平法向公平會檢舉，由公平會對於從事不實廣告之

事業進行裁處，相較於依消保法提起不作為訴訟，更為便利且即時，使得實務上民

眾對於由公平會出面處理不實廣告，存有更高的期待；加上消保法並未就廣告代理

業及廣告薦證者規範其行政責任與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倘若遇包含上述二者之不實

廣告案件，仍須回歸公平法予以究責，無疑更加深了公平會作為我國法上消費者保

護管制機關之色彩。 

至於與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掌，針對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規範之競合，

則如前所述，實務上概以「法條競合」的關係理解，根據「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

則擇一適用。然而，由於特別法未規定者，仍有回歸適用普通法之必要，因此對於

公平法與其他個別行政領域的管制規範，在存有適用交錯或管制空隙時，公平會與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如何分工，實務上主要係仰賴機關間的事前協商，樹立案件處

理的原則與程序而為因應。 

（三）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未來展望 

本文針對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就不實廣告分工協調的未來展望，提出以下幾點分

析： 

1.將公平法作為「法條競合」關係下的普通法，並非是機關間分工唯一的

指引 

                                                        
43 同上註，334-342。所謂功能互補，最明顯的事例便是在消費者受不實廣告誤導，而與其他企業

經營者成立交易，此時消費者因與原本發布廣告之企業間無契約存在，無從依消保法第 22 條請

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僅得透過公平法第 21 條請求因該不實廣告所造成之損害賠償。 
44 同上註，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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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對於公平法與其他主管機關對於不實廣告的管理分工，現行做法是依照

公平會發布的「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15 點之規定，完全依循「特別法優於

普通法」原則，意味著將實務上不實廣告管轄分工的問題純化為「法條競合」的問

題，且係將公平法第 21 條預設為不實廣告管制的「普通法」處理。然而，不實廣告

之行為同時違反公平法與其他法律規範時，是否必然為「法條競合」關係，一概排

除構成「想像競合」的可能（亦即排除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從一重處罰」原理

之適用）？又即使站在法條競合的立場，公平法是否必然為管制不實廣告之「普通

法」，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行政罰的「法條競合」與「想像競合」之區別，一般係取決於各該處罰規定所

保護之法益或所欲達成之目的。一行為同時該當數個行政罰構成要件，數處罰規定

所保護之法益或所欲達成之法律目的相同者為「法條競合」，不同者則為「想像競

合」關係45。惟誠如廖義男大法官所言：「行政法所保護之法益，在基於行政管制需

要而立法創設時，常因缺乏橫向聯繫的立法工作，以致從不同的角度、方向創設的

法益，其間甚至具有重疊、相容之關係，法益間如何區別、計算，便有困難」46，故

以法律之目的或保護的法益作為區分基準，必須要做細緻的考察。準此以解，公平

法第 21 條針對不實廣告與標示之規範，其目的固然在於避免消費者權益受損，以及

保護合法業者在市場的公平競爭機會47，然而其他法律就不實標示與廣告之規範，其

法益與目的是否與公平法完全重疊，恐怕不宜做「想當然爾」的理解（儘管絕大多

數的情況確實如此），仍應一一爬梳個別法律的立法理由對照後方能確定48。 

廖義男大法官在分析公平法第 21 條與消保法第 24 條關於商品或服務標示之規

範，即指出公平法所保護的法益，不僅包括保障消費者獲得正確資訊，也包括事業

公平競爭之法益，而與消保法專在保護消費者不同，從而「事業為一個商品或服務

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標示行為，而同時構成消保法與公平法之違反時，乃是一

                                                        
45 參見陳敏，行政法總論，5 版，自版，709、714（2007）。 
46 參見廖義男，「行政處罰之基本爭議問題」，收錄於：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臺灣行政法

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87
（2000）。 

47 賴源河，前揭註 36，369-370。 
48 法條競合發生在當某一法規與另一法規規定之「不法內涵」相同或可涵蓋，且兩法規均予適用

將失去法規特別規定之意義，或造成不當的重疊非難之時，其發生係屬例外且應從嚴認定。參

見林錫堯，行政罰法，2 版，元照出版公司，8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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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想像競合』49」。循此理路，其他個別行政領域不實廣告之規範，當亦有與公平

法構成想像競合之可能。舉例而言，在現行菸害防制法對菸品廣告採取原則禁止的

立場下50，菸酒管理法上關於菸品標示不實的制裁規定51，解釋上恐怕不無超脫消費

者權益與公平競爭秩序這兩個目的，而有延伸到「減少菸品之使用、防制菸害及維

護國民健康」52之可能。 

考察公平法關於不實標示與廣告之規定是否與其他法規存有「想像競合」關係

時，根據行政罰法第 26 條從一重處罰，在公平法第 42 條對不實標示與廣告最高得

處 2,500 萬罰鍰的立法設計下，似乎會讓公平會取代個別行政領域的主管機關，成為

裁罰主體53，此等結果儘管在法釋義上有所本，但從法政策的角度來看並不合理。對

此，有無活用既有行政法概念工具進行調整的空間？ 

為免個別行政領域的調控功能朝向公平會集中，運用體系解釋將裁罰權保留給

個別行政領域的法定主管機關，僅於裁罰時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以定罰鍰的金額，固

然是一個解釋方向54，但須付出完全無視於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2 項「由法定罰鍰額

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文義的代價，實務上的可行性委實不大。因此，較為合理的

折衷方案，恐怕是活用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的機關權限委託之規定55，由公平

會委託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此類案件進行裁罰，方得以兼顧個別行政領域管制

目的與公平法裁罰額度之設計。 

藉由立法目的與保護法益過濾掉「想像競合」的案例後，接下來即可專注處理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條競合」關係。就此而言，依照現行實務將公平法視

為普通法的處理原則，必須在各個法規的構成要件間仔細對照比較，確定其他法規

                                                        
49 廖義男，前揭註 42，350-351。 
50 參見菸害防制法第 9 條。 
51 菸酒管理法第 32 條第 2 項：「菸品容器及其外包裝之標示，不得有不實或使人誤信之情事」；

第 50 條第 1 項：「菸酒製造業者或進口業者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第五項或第三十三條之標示規定者，除第一次查獲情形未涉及標示不實或使人誤

信者，得先限期改正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其限期回收改正，改

正前不得繼續販售；屆期不遵行者，按次處罰，並沒入違規之菸酒。」 
52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94 號解釋理由書。 
53 行政罰法第 31 條第 2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

由法定罰鍰額最高之主管機關管轄。法定罰鍰額相同者，依前項規定定其管轄。」 
54 曾華松大法官在前揭 94 年 8 月 4 日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2 次會議中，即採取此等見解。 
55 「行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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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成要件已涵蓋公平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時，即可認定法條競合特別關係之存

在，而優先於公平法為適用。然而，若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公平法的核心目標

始終是在市場競爭秩序，準此，解釋上亦存在反過來將公平法解為管制不實廣告的

特別法的空間，亦即，特定事物領域的不實廣告，本即應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管制，唯有在不實廣告已經普遍涉及市場競爭秩序的危害時，方有由公平會介入執

法之必要。如此解釋的結果，從法政策的觀點，或許是一個與機關功能分工立意更

加契合的方向。 

2.程序協商仍須以管轄法定原則為基礎 

現行行政實務上，公平會大量透過機關間的協調結論，臚列處理要點作為機關

間處理不實廣告管轄問題分工的指引56，固然不失為一有效且務實的途徑，然而此等

做法，從行政法總論的角度，卻引來兩個法律層面的質疑：第一，協調結論具有何

種法律效力？其為何可以改變法定管轄權的分配？第二，行政程序法第 13、14 條已

經就管轄競合的處理原則有所規定57，實務上所謂的「協調結論」是否規避了行政程

序法之適用？ 

上述對於協調結論的質疑，正確與否，完全繫諸於協調結論是否能夠堅守行政

法上「管轄法定原則」之框架58。意即，機關間經協調後產生的合意，絕不是要改變

原本法律所規定的管轄權分配，而僅是就管轄權不明或是重疊的部分予以澄清而

已。如此一來，所謂的協調結論，其法律上的意涵即無異於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組織性行政規則」，可對內產生拘束力。 

在確立機關間的協調結論並未逾越管轄法定原則的範疇後，則其他關於規避行

政程序法管轄規定的質疑，即無所憑藉。詳言之，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是針對同一事

件數機關均有管轄權時，規定個案中應由受理在先的機關管轄。意即必須有「受理」

                                                        
56 關於公平會與各機關間的協調結論的詳細整理與分析，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

前揭註 3，126-157。 
57 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第 1 項：「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前二條之規定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

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

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第 14 條第

1 項：「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

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58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即

為「管轄法定原則」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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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有該條之適用。而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協調結論，則是一般性

地就機關管轄有所重疊時，應由「何機關受理」預作規範，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據此決定由何機關受理，自不生牴觸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之問題。 

同樣地，行政程序法第 14 條是針對個案中，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規

定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是以，本條之適用，是以機關間就個案管轄權的歸屬「發

生爭議」時始有適用。然而，公平會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間合意達成的協調結論，

正是為了在法律就不實廣告權限歸屬不清或重疊的情況下，預擬解決的步驟，來避

免未來個案中管轄爭議的產生。因此，只要公平會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實按照

協調結論行事，即不致有「爭議」發生，即無行政程序法第 14 條規定之適用。 

綜上所述，若是公平會再與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時，能堅守「管轄法定

原則」，審慎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分配意旨合意訂立處理要點，事後並能確切依據

協調結論忠實執行，該協調結論即無適法性之疑慮59。惟本文亦同意，為了表示慎重

且杜絕可能的質疑，此類協調結論最終若能提報共同上級機關（行政院）裁示後再

發布60，程序上當更為周延。 

3.公平會應堅守競爭法管制機關之定位 

前面第一點已述及，公平會既為競爭法的主管機關，在我國已經另設有行政院

消保會，加上法律業已明定消費者保護事宜在中央主管機關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從體系解釋的觀點，非不可將公平法的不實廣告視為特別法，遇有各事務領域

之不實廣告可能對於市場競爭秩序產生普遍性影響的情形，公平會即優先於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取得管轄權限。此一主張儘管與現行實務的邏輯（公平法為管制不實

廣告的普通法，各個行政領域的管制法律則為特別法）存在一定的差距，短期內或

難以實現，惟若長存於心，仍可對現行實務奉行的處理原則，帶來一定的啟發。質

                                                        
59 本文研究團隊於執行研究計畫期間所舉辦的座談會中，代表消基會出席之律師所舉醫療器材不

實廣告之案例，該案中機關「一部移送效力及於全部」的做法（「醫療器材廣告送往公平會檢

舉，檢舉內容除不實廣告檢舉外，尚包含其他公平交易法違反態樣，公平會回函依據公平會與

衛福部協調結果，因檢舉案涉及醫療廣告故將檢舉案件移送衛福部，衛福部再交由地方衛生局

裁處。」），恐怕就與管轄法定原則有所違背。本座談會記錄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

黃銘輝，前揭註 3，274。 
60 行政院於 102 年 6 月對公平會與經濟部就一般商品不實標示之管轄分工原則所為之裁示，即為

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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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公平會日後在與其他機關協調不實廣告的處理原則時，必須堅持公平會的管

制大刀，僅有在系爭案件具有競爭法上普遍性的意義時，才有出鞘的必要。 

以日前發生的知名健身房連鎖品牌 World Gym 的毛巾爭議為例，以往 World 

Gym 在廣告招攬會員時，均聲稱有提供毛巾此一附加服務，嗣後 World Gym 公告不

再提供毛巾，並聲明會員因此終止會籍無須支付費用，引發消費者的反彈，認為 World 

Gym 有廣告不實之情事。行政院消保處在接獲民眾投訴後，認為本件爭議有違反公

平法第 21 條之嫌，移請公平會調查處理。相對地，針對此一「毛巾之亂」，公平會

在第一時間卻對外表示並非不實廣告之問題，而是消費糾紛，故應由消保會、教育

部體育署以及各縣市政府處理，方為正辦。對此，部分輿論嚴詞批評「消保會與公

平會互踢皮球」61。然而，觀公平會主委對於本案之所以應定性為消費糾紛的理由：

「公平法所要處罰的不實廣告，是以不實內容吸引客人、排除其他業者競爭，而 World 

Gym 在疫情前確實有供應毛巾，目前看不出來公司廣告有不實。……如果 World Gym

不是用不實廣告招攬客人，而是後續因各種原因，未履行提供產品服務，這比較像

是消費糾紛，應根據當事人契約請求債務不履行或是解除契約 62。」儘管一般的普羅

大眾未必能理解，但在法理上卻是有相當的說服力。申言之，我國對於一般的消費

糾紛（包括不實廣告在內），既然在公平法之外已另定專法規範，甚且設有專門組

織以及明定的管轄機關主責，則將公平會啟動不實廣告的管制權限，限於具有維持

市場競爭秩序的指標意義個案，才能讓公平會充分發揮維護交易秩序、確保自由與

公平競爭的核心職能，而不會被大量且細瑣的消費糾紛案件所淹沒。 

本案最終雖然仍是透過非正式的協商，由公平會邀集消保會、體育署以及縣市

政府進行跨部會協議尋求解決，然而前述公平會主委的宣示，充分闡述公平會在行

政院整體組織分工中，所應擔負的功能角色，故公平會在日後類此的協商過程中，

理應繼續堅持此一立場，將其視為公平會與其他機關協調不實廣告分工處理的基

調。若能減少扮演不實廣告個案救濟的角色，可讓公平會投入更多的資源與職能，

聚焦在市場的宏觀調控之上。 

                                                        
61 黃建豪，「World Gym『毛巾之亂』誰處理？公平會、消保會又互踢皮球」，新頭殼（2021/11/10），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1-10/664194，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62 林育瑄，「World Gym 不提供毛巾，公平會：12 日跨部會商議」，中央通訊社（2021/11/10），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11100107.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https://newtalk.tw/
https://www.cna.com.t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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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美國，作為聯邦主要的消費者保護機關之 FTC，針對不實廣告的管

制實務，也是從個案救濟者的角色，逐漸朝向宏觀調控者偏移。此一偏移，可以從

今日 FTC 對於不實廣告的管制策略，多以頒布具有一般性、非正式法效性的「行政

指針」（guidelines）進行行業導正與消費者教育為重心，個案損害的救濟則藉產品

責任（product liability）回歸私人民事訴訟，特別是以消費者集體訴訟（class action）

作為主要管道63，可略窺一二。此外，即便 FTC 早期對於不實廣告，若欲採取具有

正式法效性的管制手法，是以頒布「行政禁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為主（下令

業者即刻停止廣告，如有違反者，後續得由委員會向聯邦地方法院請求處業者罰

鍰），然而近來的發展，行政禁令的規制內涵多由「廣告更正令」（corrective advertising 

order）取而代之。根據「廣告更正令」，業者負有提撥一定比例的廣告預算，刊登

廣告提醒消費大眾渠等先前的廣告有誤導、不實情事之義務。FTC 偏好廣告更正令

的理由，可說是基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考量。蓋單純要求業者停止廣告，未能確

保已接觸該廣告的消費者心中留存的不實廣告印象，亦能因此被一併抹去；相較之

下，廣告更正令則可對不實廣告發揮一定的抵銷（offset）效果，因而導正被不實廣

告所扭曲的市場競爭秩序64。當消費者保護與反競爭管制結合較為緊密的美國法制都

已朝此一方向發展，於消費者保護與反競爭管制在法制上呈現一定分離態勢的我

                                                        
63 相較於個別消費者對業者提起侵權訴訟，得一個人扛起沈重的舉證責任和訴訟成本的負擔，消

費者集體訴訟的設計可緩和上述缺點，提供消費者提起訴訟捍衛權益的誘因。See Dean K. 
Fueroghne, Law and Advertising: A Guide to Current Legal Issues, 4th e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2 (2017). 我國消保法第 49 條（消費者保護團體許可設立 2 年以上，置有消費者保

護專門人員，且申請行政院評定優良者，得以自己之名義，提起第 50 條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或

第 53 條不作為訴訟）、第 50 條（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之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

時，得受讓 20 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消費者得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終止讓與損害賠償請求權，並通知法院）亦設有由消保團體獨立或是代受害人提出集

體訴訟之規定。然據學者統計評析，此一制度尚未能發揮其應有之功能，特別是施行二十餘年

來，僅有一件「不作為訴訟」（且原告敗訴），民眾自然轉向期待行政機關以—對民眾而言程

序負擔較小且便捷的—行政管制措施對抗不實廣告。 
是以如欲減輕管制機關的負擔，消費者團體訴訟的制度即有予以充實之必要，如學者所建議，

立法增設消費者保護基金或團體訴訟基金，並增訂民事不法利得收取訴訟制度，而將該訴訟請

求所得金額（部分或全部）歸入保護基金，以供作團體訴訟之用等。參見沈冠伶，「消費者團

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4 卷特刊期，

1237-1326（2015）。 
64 Dean K. Fueroghne, id. at 9. 附帶一提，或由於廣告更正令可能會加諸業者支付過高的反宣傳費用

之顧慮，FTC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1975-1999 年）停止使用此一管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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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公平會更有理由將自己的職能具焦在反競爭的事務上，適度從不實廣告的個案

爭議中解脫。 

4.個別領域不實廣告規範密度仍有進一步檢討、提升之必要 

目前在我國法上，藉由「公平法＋消保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之法律」

所構築的不實廣告管理規範，規範密度不可謂不高。但隨著社會生活型態的演變，

加上網路傳播的盛行，各種新穎宣傳手法層出不窮，既有的法律仍必須時時檢討，

妥為因應，以避免產生規範漏洞。 

例如近年房市熱絡，不少打著「房市專家」名義的掮客，透過散發宣傳單或是

網路部落格的文章，刻意吹捧建案的成交價，拉抬區域均價，以達到出清手中同一

建案或是同一區域房屋之目的。消保官介入後，相關建案的建商則以此乃部落客的

宣傳手法，非建商所能控制為抗辯（儘管渠等亦可從此一手法中間接提升建案銷售

的獲利）。部落客並非購屋者的交易相對人，無公平法與消保法之適用，亦不在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適用對象之範圍內，故實務上為處理此類事件，最終竟然得仰

賴「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5 款「散布謠言，足以影響

公共之安寧者」之規定，移送法院裁罰65，姑且不論個案是否能夠符合社維法之構成

要件，將此類宣傳手法以當前實務上用以打擊假新聞之規定處理，不僅背景脈絡與

管制目標差異甚大，社維法第 63 條所定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30,000 元以下罰鍰之

制裁，恐怕也難生足夠的嚇阻力。 

是以釜底抽薪之道，應該還是要積極修法，為此類案件的處理提供適當法源。

由於此類案件的產生往往與特定產業交易的特性（例如不動產交易與人力仲介廣告

的問題性，便有所不同，不動產的問題具有在地性，人力仲介則可能涉及跨境移動

的問題）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以為因應，應該會比修訂管制不實廣告

的一般性規範（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此外，前已述及，與其他法規相較，公平法對不實廣告高昂的裁罰金額，一定

程度壓縮了對公平法與其他法律以想像競合關係解釋的空間，蓋此時「從一重處罰」

幾無例外讓案件流向公平會，實務上當事人也樂見機關以法條競合（特別關係）處

                                                        
65 參見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前揭註 3，研究報告之附錄二座談會會議紀錄，新竹消

保官之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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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畢竟實務上將公平法一概定性成普通法，意味著當事人最後會受到的，將會是

根據個別法規所為較輕的裁罰。為了讓法律發生競合時的適用，能夠回歸通常的法

學解釋原理，行政院應該積極盤點分析相關法律，積極推動個別行政法規中有關不

實廣告裁罰金額之檢討修正。 

四、行為經濟學中的消費者與廣告 

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由「公平法、消保法、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之法律」

三者所構築的不實廣告管理規範，各有其不同之規範目的。消保法係基於對「弱勢

消費者」之保護目的，特別是以因資訊不對稱而處於弱勢的消費者，為其所要保障

的對象。另一方面，競爭法則以維護競爭秩序為主要規範目的，於經濟學上的理想

消費者形象，是「理性、會分析而進行最佳決策」的消費者；因此法律之保護必須

是在市場資訊規制失靈導致消費者受害時，才予以介入。於競爭法的脈絡下，在涉

及公共經濟利益（競爭秩序之維護）時，才須由競爭法的角度介入並為矯正。 

關於公平會作為競爭法管制機關，在與其他機關之管轄分工方面，應如何堅守

其定位，限於具有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的指標意義個案，避免過度介入細瑣的消費糾

紛個案，已於前一節加以探討。本節則由行為經濟學的觀點，簡要分析消費者行為

以及廣告對於消費者行為產生的影響。 

（一）行為經濟學中的消費者與廣告 

經濟學本身為一種決策科學，在探討消費者決策行為之分析上，以消費者在有

限資源下如何進行消費決策。傳統經濟學都假設消費者為理性，會自行分析所獲得

的資訊，進行最佳決策。以有限資源追求個人效用極大。惟此種假設不足以解釋某

些現象，因此行為經濟學提供了補充性的架構，增加更實際的心理學基礎協助對於

各種社會現象的解釋能力66。為進行預測了解消費者行為，有二種分析方式：合理的

                                                        
66 Colin F. Camerer, George Loewenstein & Matthew Rabin,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1st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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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理論、以及行為經濟學理論。前者是以人的合理性亦即人係以自己效用最大化

為前提而行動，後者則以人類如何形成其偏好．以其偏好之形成過程為焦點67。 

首先人們會尋找利益最大化，而教育與訓練會使得有經驗的決策者相較於無經

驗的決策者，更容易做出最適合選擇。傳統上理性決策模型認為廣告的目的在於傳

遞產品資訊，有助於消費者進行理性的決策，因理性消費者希望有更多產品資訊，

而有助於其做理性決策。廣告也會傳達消費者所想要的訊息68。而行為經濟學則認為

所謂成功的說服就是要與消費者所認知的信仰產生共鳴69，就算此信仰認知是不正確

的亦無礙。所以廣告的訊息可能會不完整，甚至誤導，但是由於假設一般接受廣告

訊息的人並非完全理性之人，而是會受到感情或情緒、以及其既有的認知與信仰影

響的有限理性的人，所以不用擔心訊息接受者接受到不完整資訊的廣告會有負面回

應70。 

其次，人們做決定為意思表示時，會考慮現在的情境以及參考點（reference points）

的情形。當人們面對損失，通常會有損失趨避的情形（loss aversion），損失帶給人

們的負的效用程度會比利得帶來的正的效用程度來得大。這也容易形成稟賦效果

（endowment effect）。再者，人們有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問題。人們容易產生

現狀偏誤（present bias），常常嚴重低估未來的利益，使得人們常常迅速放棄現下的

各項努力，如減肥、存錢、學習等等。 

雖然大部分消費者都會關心自身的情形，但是其實我們也會考慮到除了我們家

人之外其他人的情形。這種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也產生了許多現象，例如

                                                        
67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Deregulation, Influencing Consumer Behavior: 

Improving Regulatory Design, 27 (2012). 
68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Peter Diamond & Michael Rothschild (eds.),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1st ed., Academic Press, 
235-251 (1978); S. J. Grossman & O. D. Hart, “Disclosure Laws and Takeover Bids,” 35 Journal of 
Finance, 323-334 (1980). 

69 Richard E. Petty & John T. Cacioppo,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in: Richard 
E. Petty & John T. Cacioppo (eds.),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1st ed., Springer, 1-24 (1986). 

70  Sendhil Mullainathan & Andrei Shleifer, “Persuasion in Finance,” 1183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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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回饋（negative reciprocity）、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等。因此政策廣告有時

便可以利用社會偏好，以產生更好的效果71。 

行為經濟理論指出，有時候市場會消除心理現象，但有時候存在心理因子會影

響市場表現。若是市場上大多由理性民眾組成，則少數受到心理因素影響的不理性

民眾不會影響到市場均衡；但若不理性的民眾占了市場一定比例以上，則可能會使

得市場均衡產生偏移，事實上，研究也指出面對金融商品的廣告，消費者的行為也

支持行為經濟模型，而非理性決策模型72。 

如同前述，原本經濟學係建立在人類基於經濟之合理性而採取行動之假設為前

提；近來卻對此產生疑問，認為人類並非是一群合理的經濟人，其意思決定會受到

具有倫理道德性或社會價值很大之影響。為實現消費者之社會，消費者教育的目標

就是要養成消費者為有自覺性的消費者。正因消費者在為意思決定時不全然是理性

的，有時會受到自身情感因素之影響，廣告就是影響消費者認知因素之一。但透過

消費者教育可一定程度消弭此種影響73。然而以教育方式除去消費者既有的認知偏

見，是需要時間的74。 

（二）行為經濟學相關理論運用於廣告的案例 

以下整理數種常見將行為經濟學相關理論運用於行銷廣告的假設案例。 

1.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 focalism） 

所謂錨定效應是認知偏誤的一種75，在進行決策時，人類往往會過度偏重先前取

得的外部資訊（錨點），即使這個資訊與這項決定無關；換言之，於進行決策時，

                                                        
71 Musharraf R. Cyan, Antonios M. Koumpias & Jorge Martinez-Vazquez,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Campaigns on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Tax Complianc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in Pakistan,” 70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0-22 (2017). 

72 Sendhil Mullainathan & Andrei Shleifer, supra note 70; Riccardo Ferretti, Francesca Pancotto & 
Enrico Rubaltelli, “Persuasion in Financial Advertising: Behavioral or Rational?” 71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6-30 (2017). 

73 木村真生子，「行動経済学と証券規制（1）」，筑波ロー・ジャーナル，第 25 号，140（2018）。 
74 同上註。 
75 Amos Tversky &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185(4157) 

Science, 1124-1131, 1128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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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傾向於利用此片斷資訊（錨點）做出決定，在接下來的決定中，再以第一個決

定為基準，逐步修正76。但是人類容易過度利用錨點，來對其他資訊與決定做出詮釋，

當錨點與實際上的事實之間有很大出入，就會出現當局者迷的情況。在有限資訊量

之下，先進入腦中印象的數字或資訊，往往影響之後所作的意思決定的一種心理現

象。 

例如廣告上常使用「通常價格○○元、現在以△△％打幾折出售！」以此方式

表示降價，此類將「通常價格」與「折購後價格」同時並列在標示上銷售的標示，

即為利用錨定效應的行銷手法。一般顧客通常未能同時掌握其他公司同種商品的標

準價格，可能僅因此標示就認為有便宜而為購買的決定。而降價幅度越大，對消費

者而言吸引力越大，所以業者常常先提高販售價格，再大打折扣的方式做廣告77。然

而，如果構成雙重價格標示78，而構成下列情形時，會被認為不當： 

(1) 以不相同的商品進行商品價格之比較。 

(2) 使用對照的比較價格與實際不符。 

例如日本消費者廳於 2017 年 12 月，以不當雙重價格標示為由，依贈品表示法

（有利誤認）處罰電商業者 Amazon79。該業者在 2014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期間，

將透明資料夾的參考價格標示為日幣 9,720 日幣，而以打 9 折的 1,000 日幣為實售價

格。然而、此參考價格是業者隨便標定，實際上廠商根本無法提出該商品曾以 9,720

日幣銷售的證據，且實際訂價亦低於 9,720 日幣。此即為事業利用錨定效應行銷，而

被認定為不當之實際案例。 
  

                                                        
76 Mark W. Bennett, “Confronting Cognitive ‘Anchoring Effect’ and ‘Blind Spot’ Biases in Federal 

Sentencing: A Modest Solution for Reforming A Fundamental Flaw,” 104(3)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489-534, 495 (2014). 

77 岩井航大，「マーケッター必見！アンカリング効果とは？現場などでの具体例紹介」，PLAN-B
（2021/5/16），https://service.plan-b.co.jp/blog/marketing/11203/，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78 所謂雙重價格標示，係指對同一商品、服務，作兩個價格標示以供比較。日本法上對於此種標

示，於其贈品表示法以及相關處理原則中有相當詳盡的規範，參見劉姿汝，「論日本不實廣告

之規範與運用—兼論對我國法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136-137（2019）的說

明。 
79 Amazon 不服消費者廳所為處分，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訴請求撤銷該處分，但遭法院判決駁回。該

判決參見，東京地判令和元（2019）年 11 月 15 日、平成 30 年（行ウ）第 30 号。 

https://service.plan-b.co.jp/blog/marketing/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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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 

試想以下情況，一般人會選擇哪一個選項80？ 

(1) 無條件得到 1 萬元。 

(2) 用投錢幣的方式決定，如翻到正面，可獲得 2 萬元；如翻到背面則得不到任

何錢。 

面對這種情境，絕大多數的人都會選擇「無條件得到 1 萬元」。其理由在於，

相較於蘊含不確定性的成果，人們傾向於過大評價確定可以獲得的成果，此種偏好

被稱為「確定效應（certainty effect）」81。人類對於損失一旦曾經擁有的事物所感受

的負面效益往往大於獲得該事物時所感受的正面效益82。此種偏好會導致當人面對獲

取利益的情境時，往往傾向於選擇確定可以獲得利益的選項，而規避「有可能無法

取得利益」的射倖選項，儘管那些射倖選項所代表的預期利益可能更高83。換言之，

人有對於損失給予過度評價之傾向，也就是係指實際損得與心理面損得不一致的情

形。有得到利益的可能性時，人就會想要得到，以避免受損害之心理面上的恐慌，

亦即在決策時有損失規避的傾向。 

實務上也常見利用此種偏好的廣告行銷手法，例如運用只有一定期間的折扣促

銷，使消費者覺得若不趁此機會購買就會受損（怕買貴了），結果導致衝動性的購

物或買下實際上不太需要的東西。舉例而言，一般常見的「錯過這次就沒下次」、

「現在買正是時機」、「現買現賺不要錯過喔」、或者以「期間限定」的手法強調

「只限今天」、「限前一百名」，諸如此類的廣告用語，均是應用損失規避的心理，

來吸引消費者作成客觀上而言未必全然理性的消費決策。 

3.現狀偏誤（present bias） 
                                                        
80 更多案例可參考，ビジネス思考への転換：ポータルサイトによるネットビジネス網站，「損

失回避性（プロスペクト理論）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リスク回避とは」，https://pharm-kusuri. 
com/psychologia/sonshitu.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81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47(2) 
Econometrica, 263-291, 265 (1979). 

82 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 Richard H. Thaler,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 98(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325-1348, 1342-1346 (1990); 
Alison M. Newman, “Doing the Public A Disservic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64(6) Duke Law Journal, 1173-1212, 1188-1189 (2015). 

83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supra note 81, 269; Alison M. Newman, id. at 1189-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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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現狀偏誤（ present bias）」，係指人類在時間不一致性的偏好

（time-inconsistent preference）下，往往傾向於「與其等待未來的長期利益，不如以

眼前利益優先」84。換言之，隨著時間遞嬗，客觀上相同的利益所代表的價值往往會

隨之打折扣，而且此折扣的比例會隨著該利益預期可獲得的時間而遞減。舉例而言，

以下面的問題為例85： 

(1) 馬上可得到 5 萬。 

(2) 等待 1 年後一定可以拿到 7 萬。 

多數人會選擇「(1) 馬上可得到 5 萬」。比起忍耐 1 年後所增加之利益、人類偏

向於現下立即獲得利益。這就是一種現狀偏誤。因此廣告利用人類此種心理「現狀

偏誤」行銷商品，如「現在立刻下單！晚了只能再等明年」、「商品僅限今天／先

到的前 100 名」等廣告標語皆然。 

（三）小結 

如上所述，於企業經營者已廣泛將行為經濟學的概念，運用在廣告行銷之下，

公平會與其他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於認定相關廣告是否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判斷上是否也應考量行為經濟學中所強調人性偏誤之觀點，並配合消費者教育，

有助於提升管制之效率，進而避免廣告誤導消費者意思決定。因此藉由了解這些利

用行為經濟學概念而製作之廣告，補充做為造成消費者誤認之原因之一。 

例如，上述利用錨定效應之廣告，以「通常價格○○元、現在以△△％打幾折

出售！」為例，若業者係以先提高販售價格，再大打折扣的方式做為廣告的用語，

仍可認為屬於一種「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是利用損失規避的消

費心理，以「期間限定」的手法強調｢只限今天｣、｢限前一百名｣等此類的廣告用語，

事實上卻是全年都在促銷等，諸如此類運用行為經濟學之概念於廣告行銷手法之實

例，比比皆是。在行為經濟學理論下認為消費者未必全然是理性者，故其消費決策

                                                        
84 Russell B. Korobkin & Thomas S. Ulen,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from Law and Economics,” 88(4)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51-1144, 1120-1121 (2000); 
Richard H. McAdams, “Present Bias and Criminal Law,” 2011(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607-1631, 1608 (2011). 

85 mitsucari 網站，「現在志向バイアスとは？目先の利益にとらわれずに正しい判断をしよう」

（2021/9/10），https://mitsucari.com/blog/present_bias/，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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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這些廣告而產生心理上的偏誤。所以在不實廣告之管制上以及消費者教育

上，應考量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以減少消費者在不理性下而衝動購買所受之損害的

可能性。亦即利用行為經濟學上消費者容易產生心理偏誤之現象，可作為補充雖非

不實廣告，但卻有誤導消費者之認定上的判斷。 

國外執法實務上，目前已有部分競爭主管機關於不實廣告執法時，借助行為經

濟學的觀點，判斷系爭廣告是否有利用心理偏誤而誤導消費者陷入錯誤認知之案例

存在86。例如，英國與澳洲主管機關均曾針對航空公司利用滴漏式定價（drip pricing）
87的方式吸引消費者，於最初提供給消費者的機票價格中並未完整揭露所有價格與費

用資訊，而等到消費者已經完成一連串訂位步驟後，在最後步驟才提示尚須收取額

外的刷卡手續費或其他處理費等的做法，認定已構成引人錯誤之價格標示行為88。其

理由在於，透過行為經濟學與行為洞察（behavioral insight）的實證分析可知，即使

該航空公司最後所提供之價格資訊本身並無虛偽不實，但此種運用錨定效應的價格

標示手法，即使最後加上各種外加費用後整體價格較其他航空公司為高，仍有可能

導致消費者在最初階段比較價格時，誤以為該航空公司之票價較為便宜，而誤導其

消費決策。是以，未來我國公平會與其他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於認定相關廣告是

否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判斷（特別是有無引人錯誤），應可參考此等國外執

法經驗以及行為經濟學相關理論輔助認定。 

五、對於公平會的未來執法精進策略建議 

（一）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 

在產銷多元化及促銷手段多樣化，尤其是電子商務蓬勃發展之現今，許多非典

型廣告的宣傳手法潛在於各產業與各種商品、服務之中。例如藉由刊物或媒體報告

等名目帶入商品的資訊（預售屋的銷售等）或帶動價格風向；抑或透過 Line 或臉書

                                                        
86 OECD, Use of Behavioural Insights in Consumer Policy, DSTI/CP(2016)3/FINAL, 25-30 (2016). 
87 所謂滴漏式定價，係一開始先對消費者提供較低的價格，但是在消費過程中不斷加上各種外加

費用，例如各項稅額、附加費用等。除滴漏式標價之外，例如參考定價（reference pricing）、誘

餌式定價（bait pricing）均為常見的誤導式行銷手法，參見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

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網路廣告之適用與因應」，公平交易季刊，第 28 卷第 3 期，54（2020）。 
88 OECD, supra note 8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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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群媒體網站組團號召購物的團主，實為收受來自廣告主利益的業配，以及類似

三星寫手門案中潛在於各網站中的職業寫手等，導致個別領域各主管機關在實務運

作上面臨困境。 

目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對象包含「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之表示或表徵」。看似在概念上將「廣告」與廣告以

外之「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並列，一併納入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對象

範圍中，使各種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

為均成為同法規範之對象89。如此規範方式固然使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涵蓋之範

圍較為周全，但將衍生出幾個問題： 

第一，由本文第二部分的整理可知，除公平法外的其他關於不實廣告之個別法

規，絕大多數均僅規範「廣告」，而未包含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90；僅有少數例外，

例如食安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或化粧品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係將食品或化粧品

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並列為規範對象91。如此一來，即可能產生當事業係透過社

群媒體等方式提供不實資訊；或如前述將不實資訊提供給媒體報導等行為，可能無

法該當於個別法規之廣告定義，而無法予以規範。此時是否仍可移送公平會處理？

不無疑義。即使實務上肯認此種做法，但以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為例，將導致同

樣是涉及不動產經紀業之不實資訊提供，卻可能依據傳播手段（廣告或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之不同而分別適用個別法規（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公平法的結

果，考慮到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罰鍰金額規定與其他法規頗有差距，若僅因廣告

傳播手段之差異決定處理機關與所適用之法規，而產生責任輕重之差異，似乎並非

妥當。 

第二，由於公平法上對於廣告的定義並無明文，而最高行政法院實務見解則認

為「廣告係透過人為媒體以其事布告於眾，並對不特定大眾傳達商品之存在及特徵

92。」此見解可能導致事業透過社群媒體等平臺為私人訊息或封閉式的即時通訊群組

                                                        
89 關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廣告定義的解釋與問題，詳見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

震宇，前揭註 87，64-67。 
90 例如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就僅謂：「……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既未就廣告為明確定義、亦無如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將其他使公眾可得知之方法之表示表徵列

入規範範圍內。 
91 然而，何謂「宣傳」？是否包含以特定人為受眾的訊息傳播行為，其定義仍不明確。 
92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09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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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時，因為屬於對「特定人」傳遞訊息，而無法該當上述「廣

告」的定義。如前所述，現行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在概念上將「廣告」與廣告以外

之「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並列，一併納入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對象範

圍中，固然使上述在社群媒體網站中傳遞訊息的行為也涵蓋在第 1 項規範範圍中。

然而，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針對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或廣告薦證者的規範，條

文卻僅以「廣告」稱之，而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2

條之定義，「薦證廣告：指廣告薦證者，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反映其

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或對外發表之

表示。」換言之，依據公平會之見解，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所規範「薦證『廣告』」

的意涵，包含「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外發表之表示」。如此

一來，將導致同法第 21 條第 1 項與第 5 項所稱之「廣告」的概念，前後並不一致的

狀況93。另一方面，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對廣告的定義則包含「可使『多數人』

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並不以不特定大眾為限，範圍似乎比公平法更為廣泛。 

則在其他個別法規中對於廣告並無明確定義之情況下，各該主管機關究應參考

上述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同條第 5 項、抑或消保法施行細則之規範，認定不實廣

告的規範對象？似易生疑義。 

第三，如同本文於前面第三部分的分析指出，公平法與其他個別法規間在規範

密度上有一定程度落差。例如目前僅有公平法有針對薦證廣告之類型進行規範，而

其他個別法規主管機關如遇到薦證廣告之案件，做法卻似乎不盡一致。舉不動產經

紀業為例，目前內政部主管法規並未就薦證廣告有明確規範，因此若遇到涉及薦證

廣告之案件，內政部會將整個案件移交由公平會處理。如此一來，雖不會發生一則

廣告可能分成兩個機關來處理的窘境（薦證廣告內容的部分公平會處理，其他部分

由地政機關處理），卻可能發生即使原本非屬公平會處理的廣告問題（例如前述之

房仲的個案型不實廣告），卻因為廣告中出現薦證模式，而須歸公平會處理的情況。

另一方面，實務上常見在電視、網路等媒體以薦證方式促銷商品的保健食品、美容

化粧品等廣告，衛生主管機關經自行檢查或檢舉發現有不實廣告問題時，多自行以

相關法規處理之，不會特別強調廣告採薦證手法，而發生轉送公平會處理的情況。

                                                        
93 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153（2017）即

指出此種規範方式在敘述邏輯上的矛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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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衛生主管機關之裁處內容可知，其重點在於廣告內容的真實與否，並不特意強調

廣告的表現方式（是否以薦證方式為之）94。 

如上所述，由於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罰鍰金額規定與其他法規頗有差距，若

因廣告手法決定處理機關與所適用之法規，而產生責任輕重之差異，似乎並非妥當。

雖然其他法規未如公平法對於薦證廣告有較詳盡之規定（公平會尚定有相關處理原

則），然而，不實廣告之定義或認定應該重視其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而不是廣告的模式。申言之，本文認為，似乎並不適合將所有新穎的廣告或宣傳手

法所涉及不實資訊問題（包括其實由來已久的薦證廣告），全部移由公平會來處理。

例如保健食品、化粧品等有個別主管法規之商品，不論其促銷手法為何，若涉及不

實資訊爭議時，還是應該依各法規之規定，由其主管機關處理較為妥適，且目前實

務上也見到由原本主管機關處理是可行的。畢竟各法規均有其立法目的與欲保護之

權益，並非皆與競爭有關。例如，健康食品管理法對於健康食品的廣告標示之規範，

理應重在保護國民健康與消費者權益，其他一般食品（食安法）與化粧品（化粧品

管理法）亦同。且如此等商品的廣告或資訊的內容多涉及專業認定，交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來處理，應能夠較為迅速且有效率地處理。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儘管個別法規之修正並非公平會之職權，然而關於不實

廣告之規制，各該主管機關仍相當重視公平會之專業意見，在個別法規規範不足時

亦往往會參考公平會所擬定之各項處理原則等輔助其判斷。因此，或許公平會可以

一方面檢討公平法第 21 條所定「廣告」的定義，解決同一條文內概念前後不一致的

問題，另方面積極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包含有強制

力的法律規範、以及無強制力的業界自律規範）。蓋因近來多元化的新型態廣告行

銷問題，除了因應新興傳播方式而生的一般性問題外，更往往與特定產業交易的特

                                                        
94 例如台北市衛生局於 110 年 9 月 14 日處分之由醫師聯名推薦之「私密專利膠囊」案，以及同月

17 日所處分之由知名財經作家所薦證之「晚安益生菌」案等可知，所謂保健食品廣告中常見名

人或素人之薦證模式。參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0 年 9 月份處理食品、健康食品違規廣告處

罰案件統計表」，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jg0L3 
JlbGZpbGUvNDczNjgvODQ2NDYzOC85MzU4MTk4MC0xNGIxLTQyOGMtYjJiZi05NjQ4Zjdj
MmY5NzUucGRm&n=5YWs5ZGKMTEw5bm0OeaciOS7veiZleeQhumjn%2bWTgeOAgeWBpeW
6t%2bmjn%2bWTgemBleimj%2bW7o%2bWRiuiZlee9sOahiOS7tue1seioiOihqC5wZGY%3d&icon=
.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12/10。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jg0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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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因應，或許會比修訂管制不實廣告的一般性規

範（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二）主要大宗案件所涉行業的例示詞句之整理彙編 

如前所分析，衛福部與其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面對大量的疑似違規廣告案件，如

何確保其執法效率，其中一個重要的做法是整理歸納出明確的例示詞句供執法參

考。然而，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適用於所有產業的不實廣告，各領域常用之廣告詞句

大相逕庭，要仿效衛福部設立明確的例示詞句供執法參考，難度恐怕較高。目前公

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的附表二「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

示」，即僅止於案件類型的例示。然而，例如公平會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中，亦針對瘦身美容廣告中可能出現的不實內

容進行舉例與說明；此外儘管不動產不實廣告的情況各有不同，「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中亦舉出各種可能出現的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由此可知，對於出現不實廣告頻率較高之行業或交易標的，

透過個別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即使非明確的例示詞句，只要將可能涉及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之常見模式或用語做出具體舉例與說明，仍可有效幫助業者遵循相關法令

規定。 

因此，本文認為，公平會或許可以繼續嘗試針對目前處分的主要大宗案件所涉

行業，整理例示詞句的彙編，以供業者參考遵循，應仍可發揮一定程度的明確化作

用。 

（三）減輕主管機關的舉證責任 

如前所述，其他主管機關之個別主管法規主要是針對某部分產業（如金管會是

針對金融業、保險業等）、特定行業（如不動產經紀條例）、某部分商品（衛生主

管機關之食安法、藥事法分別針對食品、藥品等），因此，所涉及之不實廣告問題

亦是屬於較特定之範圍與內容，在處理的流程或違法判斷基準上可能相對單純。相

對之下，公平法中對不實廣告之規範，原則上適用於任何產業之商品與服務，因此

公平會所處理的不實廣告案件也較為多元和複雜。再者，根據公平法第 4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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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不實廣告之廣告主之行政責任規定，較其他法規為重，故公平會在認定事實的

處理流程與事實認定、乃至處分書之內容，似乎不宜過於簡略。 

惟關於舉證責任之轉換，應可大幅提升執法效率，就此部分，本文認為日本贈

品表示法中規定廣告真實性之舉證責任應由事業負擔的規定，應值得參考。其不僅

在贈品表示法中增訂第 7 條第 2 項（最初是第 5 條，修法改變條號），明確規定若

事業對於商品、服務做出效果、性能之內容，可要求其提出確實而具體可以佐證該

廣告內容真實性之資料，將判別廣告內容真偽之舉證責任由廣告主承擔95。此外，主

管機關尚制定相關處理原則（日本公平會所定，經消費者廳沿用），詳細規定可接

受之具實證效果之事證項目，以免事業提出不夠客觀、科學之證據，影響判斷廣告

之真實性。尤其因贈品表示法明文規定事業必須在主管機關提出要求的 15 日之內提

出事證，否則即認定為不實廣告而進行處分，更讓主管機關處理不實廣告問題能更

具效率性，且具有法源依據。 

換言之，日本消費者廳對於不實廣告所採之非實證廣告規範制度，讓在廣告中

宣稱商品的效果、功能的廣告主擔負舉證責任，可讓主管機關不須耗費時日來舉證

廣告所宣稱內容之真實性，增進處理案件之效率性，另方面使一般消費者無需承擔

該商品可能不具備廣告所宣稱之效果、功能的不利益，以迅速減輕不實廣告所帶來

之負面影響96。由於此制度僅適用於優良誤認類型（並非所有廣告），且須主管機關

認為必要時始需要求廣告主在期限內負擔舉證責任，尚不致增加廣告主過重的負擔。 

又我國法制下，就標示或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證明責任，轉換由為標示或廣告之

人負責者，並非無前例。如前述衛福部所發布「食品及相關產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

不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準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指出，無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佐證者，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此一規定形同將食品相關

                                                        
95 關於日本贈品表示法上此種舉證責任轉換的規範的詳細說明，參見劉姿汝，前揭註 78，121-127；

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前揭註 3，112-118。 
96 東京高等法院，平成 22 年（2010）11 月 26 日（平成 21 年（行ケ）第 45 號）判決即指出，有

鑑於過往主管機關為了證明廣告是否較實際商品更為優良，必須進行調查、實證，為了作成判

斷往往需花費大量時間。而不具有廣告所宣稱的效果、功能的商品若得以在市場上持續販賣，

將導致消費者所受的損害有持續擴大之虞。於事業以一般消費者為對象，就其商品宣稱具備一

定效果、功能之情形，該商品有可能不具備廣告所宣稱之效果、功能的不利益，不應由一般消費者

承擔，而應由相對之下對於該商品之相關資訊較為熟悉、知識與判斷力均相對較為優勢的廣告主（事

業）承擔，較為妥適。換言之，事業應在事前對於該廣告所標示的內容具有合理根據的資料的前提

下，方得為該等廣告標示，若不具有相關資料，即不應為該等廣告標示並販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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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之不實的舉證責任轉換於廣告主身上，若無法舉出充分證據佐證，主管機關得

逕予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

療效能認定準則」第 3 條第 2 款亦同。此外，衛福部所發布的醫療機構網際網路資

訊管理辦法第 6 條，亦課予醫療機構擔保其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的資訊內容係為正確

真實之義務，其規範意旨亦係將就醫療機構於網路上所發布資訊的真實性證明責

任，由醫療機構承擔。 

儘管衛福部之上開實務做法與認定，經本文整理相關案例發現多半為行政法院

所接受。然而，考慮到公平法的個案罰鍰金額往往相對較高，且我國最高行政法院

過往亦曾多次強調行政機關應就人民違法事實之存在負舉證責任，若公平會逕以制

定法規命令甚至行政規則之方式規定舉證責任的轉換，恐或有違法的疑慮。因此，

本文認為，較為妥適之做法，應仍係透過修法之方式，於法律位階明定於一定條件

下（例如廣告主就其商品或服務於廣告中宣稱具有特定效果、效能者），主管機關

如認為必要時，得要求當事人應就其廣告所宣稱之特定效果等事項，負有證明其為

真實之舉證責任。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未來可透過修法之方式，於公平法明確規定於不實廣告之

情形，增訂相關舉證責任轉換的規定，令廣告主就其於廣告中所宣稱之效果、效能

之真實性負舉證責任，如此一來較能兼顧合法性與正當性，並有效提升執法效率，

以確保競爭秩序。 

六、結論 

有鑑於實務上公平會為了調查並證明廣告內容是否涉及不實一事往往耗費大量

勞力時間成本，本文建議，對於出現不實廣告頻率較高之行業或交易標的，公平會

宜透過個別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將可能涉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常見模式或用

語做出具體舉例與說明，即使非如衛福部相關函釋般明確的例示詞句，仍可有效幫

助業者遵循相關法令規定，發揮一定程度的明確化作用。此外，未來或可透過修法

之方式，於公平法明確規定於滿足一定要件下（例如廣告主就其商品或服務於廣告

中積極宣稱具有特定效果、效能者），且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要求當事人應於

一定期間內就其廣告所宣稱之特定效果等事項，負有證明其為真實之舉證責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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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相關事證，則公平會得逕予認定為不實廣告而進行處分，如

此一來應可有效提升執法效率，以確保競爭秩序。 

另方面亦可考慮積極協調各機關提升個別領域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密度（包含

有強制力的法律規範、以及無強制力的業界自律規範）。蓋因近來多元化的新型態

廣告行銷問題，除了因應新興傳播方式而生的一般性問題外，更往往與特定產業交

易的特性相連結，在個別的管制規範中修法因應，或許會比修訂管制不實廣告的一

般性規範（公平法與消保法），更能契合個別領域實務之需求。 

再者，與其他法規相較，公平法對不實廣告高昂的裁罰金額，一定程度壓縮了

對公平法與其他法律以想像競合關係解釋的空間，蓋此時「從一重處罰」幾無例外

讓案件流向公平會，實務上當事人也樂見機關以法條競合（特別關係）處理，畢竟

實務上將公平法一概定性成普通法，意味著當事人最後會受到的，將會是根據個別

法規所為較輕的裁罰。本文建議，為了讓法律發生競合時的適用，能夠回歸通常的

法學解釋原理，行政院應該積極盤點分析相關法律，積極推動個別行政法規中有關

不實廣告裁罰金額之檢討修正。 

 

 

  



9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19 版，自版（2021）。 

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17）。 

王鵬翔，「目的性限縮之論證結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4 期（2004）。 

吳全峰、林勤富，「食品標示規範之檢討－－以美國法之發展為例」，收錄於：李

建良，2015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專書），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所（2018）。 

沈冠伶，「消費者團體訴訟之再建構：以擴散型損害及集團權利為中心」，國立臺

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44 卷特刊期（2015）。 

林錫堯，行政罰法，2 版，元照出版公司（2012）。 

張文郁，「論行政程序上之事實調查（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227 期（2014）。 

陳敏，行政法總論，5 版，自版（2007）。 

陳敏，行政法總論，9 版，自版（2016）。 

陳皓芸、杜怡靜、劉姿汝、黃銘輝，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公平交易委員

會 110 年委託研究報告（2021）。 

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網路廣告之適用與因

應」，公平交易季刊，第 28 卷第 3 期（2020）。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

（第二冊），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015）。 

廖義男，「行政處罰之基本爭議問題」，收錄於：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臺灣

行政法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行政救濟、行政處罰、地方立法，初版，

元照出版公司（2000）。 

廖義男，「從公平交易法談不實廣告」，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 期（2021）。 

劉姿汝，「論日本不實廣告之規範與運用—兼論對我國法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

第 27 卷第 4 期（2019）。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初版，元照出版公司（2000）。 



 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以公平法與其他法規之適用為中心 95 
 

外文部分 

Akerlof, George A.,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Diamond, Peter & Rothschild, Michael (eds.),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1st ed., Academic Press (1978).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Deregulation, Influencing Consumer 

Behavior: Improving Regulatory Design (2012). 

Bennett, Mark W., “Confronting Cognitive ‘Anchoring Effect’ and ‘Blind Spot’ Biases in 

Federal Sentencing: A Modest Solution for Reforming A Fundamental Flaw,” 104(3)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2014). 

Camerer, Colin F., Loewenstein, George & Rabin, Matthew,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1st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yan, Musharraf R., Koumpias, Antonios M. & Martinez-Vazquez, Jorge,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Campaigns on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Tax Complianc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in Pakistan,” 70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7). 

Ferretti, Riccardo, Pancotto, Francesca & Rubaltelli, Enrico, “Persuasion in Financial 

Advertising: Behavioral or Rational?” 71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7). 

Fueroghne, Dean K., Law and Advertising: A Guide to Current Legal Issues, 4th e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7). 

Grossman, S. J. & Hart, O. D., “Disclosure Laws and Takeover Bids,” 35 Journal of 

Finance (1980). 

Kahneman, Daniel & Tversky, Amos,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47(2) Econometrica (1979). 

Kahneman, Daniel, Knetsch Jack L. & Thaler, Richard H.,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Endowment Effect and the Coase Theorem,” 98(6)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Korobkin, Russell B. & Ulen, Thomas S.,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from Law and Economics,” 88(4) 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0). 

McAdams, Richard H., “Present Bias and Criminal Law,” 2011(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2011). 

Mullainathan Sendhil & Shleifer Andrei, “Persuasion in Finance,” 1183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5). 

Newman, Alison M., “Doing the Public A Disservice: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64(6) Duke Law Journal (2015). 

OECD, Use of Behavioural Insights in Consumer Policy, DSTI/CP(2016)3/FINAL  

(2016). 

Petty, Richard E. & Cacioppo, John T.,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in: Petty, Richard E. & Cacioppo, John T. (eds.),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1st ed., Springer (1986). 

Tversky, Amos & Kahneman, Daniel,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185(4157) Science (1974). 

木村真生子，「行動経済学と証券規制（1）」，筑波ロー・ジャーナル，第 25 号

（2018）。 

 

 

 

 
  



 我國不實廣告執法實務之評析－以公平法與其他法規之適用為中心 97 
 

An Analysis of 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Enforcement in Taiwan: The 

Concurrent Application of the Fair Trade Act and Competent Regulations 

Chen, Hao-Yun∗ 

Liu, Tsu-Zu 

Huang, Ming-Hui 

Tu, I-Ching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Fair Trade Act (FTA), stipulations regarding false advertising also 

exist in the regulations of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Currently, the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TFTC)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are coordinating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pecial laws 

prevailing over ordinary laws.” For example, advertisements claiming products as having 

medical effects ar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stead of the TFTC. However, whether a specific advertisement is subject to special laws 

is sometimes controversial. Furthermore, the concurrent application of the FTA and 

competent regulations raises problems because the substantial standards and procedural 

stipulations regarding the false advertising thereof are different. How the TFTC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should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poses a significant 

question.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clarify the TFTC’s and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enforcement strategies for 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analyze the cases concerning the enforcement of 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by 

the TFTC and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suggestions on how to urge 

the TFTC and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in a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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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mak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ne of the ways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law enforcement is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clear 

examples and phrases for the reference of law enforcement.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TFTC could try to compile more concrete examples, common patterns, or phrases that 

might constitute false advertising for industries involved in major cases. Doing so could 

effectively help businesses to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2) The shift in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TFTC could amend the FTA to clearly stipulate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uch as in relation to those who actively claim to have specific effects and efficacy in the 

advertisements of their goods or services), the TFTC could, if deemed necessary, require 

that the parties prove that it is true in respect of the specific effects claimed in their 

advertisements. If the relevant evidence is not presented within the statutory period, the 

advertisement shall be deemed to be false advertising. 

(3) Coordinate with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the normative density 

and the amount of fines for false advertising in individual fields  

The TFTC could try to coordinate with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of norms in individual areas related to false advertising (including mandatory legal 

norms and non-mandatory industry self-regulatory norm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the Executive Yuan actively review the relevant laws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amendment of the amount of fines imposed on false advertising in other 

individual regulations. 

Keywords: 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Fair Trade Act, All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Concurrenc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Behavior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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