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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詞：新興薦證廣告、網紅、負面薦證廣告、社群媒體、揭露利益關係、
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不實廣告、欺罔
一、研究緣起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
台，因而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
大影響力。網紅會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
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
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
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為一個新議題。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主要使用比較法研究、文獻蒐集整理與案例研究。本研究主要比
較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之相關法
規文件，並整理處理案例，瞭解各國之作法。進而分析回顧臺灣相關法規與
案例，對臺灣法規或執法方式提出建議。
三、重要發現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於網路影響者行銷，均要求需於貼文中清楚且
明顯地揭露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對於何種利益關係該揭露、
何種揭露方式才屬於清楚且明顯，均有明確規定，或制訂明確的案例指引。
日本目前也正思考試否要將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納入規範。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網紅未揭露利益關係，以及素人收受利益對產
品為負面評價留言卻未揭露利益關係，均已有裁罰案例。
四、主要建議事項
以下為本研究具體建議：
（一）立即可行之建議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未揭露利益關係相關
條文，可參考外國法規，進行修正。對該揭露的利益關係清楚定義，對揭露
的方式也應以文字明訂，並對該規範說明之案例，進行調整與修正。

v

另外，可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執法機關所訂定的「網路影響者行
銷指引」，訂定臺灣版之「網路影響者行銷指引」，讓臺灣廣告代理商與網紅
均有所依循。
（二）長期性建議
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關係，仍有待審慎思考是否應調整。不
論欲將影響者行銷未揭露利益關係，歸於第 21 條或第 25 條處理，均應思考
是否應修法調整，如何直接處罰廣告代理業者與薦證者。

vi

第一章 緒論
網路社會之基本價值，透過網路分享生活經驗，已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
也因此買東西、選餐廳及找服務等，常有先上網查看他人分享之消費經驗及
評價。因為消費者樂意參考網路上他人分享的消費經驗，作為購買商品的重
要依據，故近年來業者於商品行銷時，係以邀請素人撰寫「使用經驗分享」，
而前揭「使用經驗分享」與法律規範之「薦證廣告」不易區分，確實可能為
探求真實資訊之消費者帶來困擾，也對不實廣告相關法律規範之執行構成挑
戰。

第一節 新興網路薦證廣告形式
透過專家、名人（包括藝人、名嘴等）或者一般人以推薦、見證的方式
來促銷商品、服務，是生活中常見的廣告模式，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
平法」）與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將其稱之為薦證廣告與薦
證者。為何要特別關注這樣的廣告型態，因為消費者在選擇交易前，多會參
考各方意見。因此，若有專業知識之專家（醫師、藥劑師、營養師等）
、媒體
上具有說服力形象之名嘴、藝人，或甚和消費者一樣的一般民眾，提供專家
意見或者個人體驗談、使用感想，會比一般簡單陳述方式或者表演方式的廣
告更具影響力與渲染力。通常對一般消費者具影響力之人，我們稱之為「意
見領袖」
（Opinion Leader）
，此係指那些經常會非正式影響他人的態度或行為
朝其所欲方向的人1。換言之，意見領袖不具備商業色彩，且因其具備某些特
質或能力，而獲得團體成員的信任。他常會被團體成員們詢問，並能有效的
影響詢問者的態度和行為。因此，新興薦證廣告會有影響力，主要來自於這
些專家名人具備的意見領袖特質所致。

1

Roger, E.M. and F. Flovd, Shoemaker (1971), Communication of Innovation: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1

此外，若此等廣告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可能更會影響消費
者的判斷與決定，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言，則是影響與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公
平競爭。因此，對與此廣告類型有多加重視之必要。我國公平法中主要規範
不實廣告之第 21 條中，於第 5 項與第 6 項中分別列出廣告薦證人之責任與定
義，亦有相關處理原則來提供相關判斷基準。
其實由專家、消費者等之薦證方式，可以透過任何一種廣告模式來呈現。
目前我國常見的薦證廣告類型，約莫如下：
一、典型廣告型態
所謂典型廣告型態，是指數位網路時代之前即存在之廣告方式。例如電視
節目中穿插之廣告，報章雜誌頁面中廣告、發送家戶之 DM、廣播節目中插
播之廣告等。在此類廣告中出現專家、名人推薦，或看似消費者之一般人以
經驗談方式推薦商品、服務。
二、透過電視節目型態推薦
有別於上述之節目中的插播廣告，透過電視節目型態的薦證廣告，大約
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為商品（或服務）製播一個節目
此種型態又可分為兩類:
（1）一是多見於有線電視頻道在下午時段播映的推銷型節目。其常使用
的表現方式，是為了某個商品做成節目型態，取名「健康◎◎◎」
，有主持人
亦有來賓，來賓中包含專家還有所謂一般體驗者。對於要推薦之商品可能用
較為隱藏的方式，先請專家就成分來說明與推薦某成分如薑黃、益生菌等，
再請所謂使用者（常見名人與所謂一般消費者共同推薦方式）來分享體驗，
藉此彰顯商品的好處，然後於節目中或節目快結束時提供商品品名與購買方
式。

2

（2） 電視購物台販售商品時也時常使用這樣的方式，由購物專家主持，
再請專家推薦與名人或消費者分享使用感想。不同於前段的表現方式，電視
購物頻道會相強調商品價格的優惠，例如限定本檔節目、比實體賣場便宜等，
配合節目畫面中提供購買專線，以吸引消費者即時購買。
（二）節目中的置入性行銷
現在有不少談話綜藝節目，每集探討有特定討論主題，來賓會在討論過程
中拿出某商品，分享自己使用經驗與推薦。如此置入性行銷的做法，也見於
某些戲劇性節目中也會透過演員演出的方式進行，但談話性節目中以體驗分
享的說服力與影響力可能更高。
上述的各種透過節目方式來薦證商品的廣告模式，較常見於公平會處分的
類型是電視購物台模式。
三、網路模式
在網際網路盛行的現在，透過網路資訊來促銷商品、服務的方式相當常
見。薦證廣告在網路時代最明顯的變化，在於素人薦證廣告及相關衍生廣告
手法的崛起，以及薦證廣告與單純經驗分享在外觀上難以區別。
除了如前述的典型廣告模式，把專家、體驗者等之知識、經驗分享於銷
售網站之外，以下討論幾種具有網路模式特有的促銷方式。
（一）網紅的分享文
許多人會在社群網站方想自己使用商品或者到哪家餐廳的經驗分享文。
若在個人的臉書、Line 等作此等資訊分享並無可厚非。但不乏許多名人（尤
其是藝人）會刻意經營自己的臉書粉絲社團、Youtube 頻道等，除了分享自
己的生活、時事感想等，也穿插所謂的業配開箱文來介紹商品，通常會宣稱
自己使用的效果相當好而做推薦。

3

在薦證廣告的三種主要類型（名人薦證廣告、專家薦證廣告與素人薦證
廣告）裡，名人薦證廣告顯然是最受廣告主歡迎的一種2。專家薦證廣告則是
傳統企業行銷最常採用的行銷手法，目前於社群平台亦常見許多專家，如醫
生、藥師或運動選手等薦證廣告。再者，受惠於網路科技（包括行動網路），
素人薦證廣告更為普及。網路時代興起的各種網路紅人，利用網路世界的特
性而使廣告更加生活化與無形化。網紅可以每天透過網路直播，宣稱體驗過
各式各類的產品或服務，但實際上卻是與業者進行業配。
（二）線上直播主
線上直播主除了透過直播方式來宣傳自己獲得打賞的類型外，不乏是透
過直播來宣傳販賣商品，相當類似電視購物台的現場直播節目。直播主亦是
可能透過自己或請來賓來說明使用商品之經驗。但要注意的是，直播主或許
並非如購物台的購物專家只是主持節目，而是自己即是販售商品的業者，若
為如此，直播主應該當廣告主。
（三）製造口碑模式
製造口碑的方式，除了透過上述的網紅、名人的開箱文來製造口碑之外，
例如公平會處分的三星寫手門案一般，廣告主透過行銷公司聘請素人寫手到
相關產品的討論平台網路做分享的手法，不但以自身體驗的方式來誇示商品
的優點，甚至還攻擊具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或者，自行建立討論社團，
再用類似手法請人寫不實的使用經驗等方式。
1.素人薦證廣告
素人薦證廣告，就是以許多一般民眾的推文，進行口碑行銷「口碑行銷」
（buzz marketing）3。
2

王明禮 (2017)，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28 卷 4 期，頁 139，
2017 年 4 月。
3
王明禮，同上註，頁 138。

4

王明禮指出，素人薦證者的大量湧現，其中許多無需賴此為生，使廠商
得以極低微之代價來換取網路推文。目前常見之小誘因包括低價贈品、試用
品、商展貴賓券或入場券、新產品發表會參與機會或其他優先接觸尚未上市
產品之機會、抽獎等等，不一而足4。素人薦證廣告通常必須以量取勝。既然
網路上素人薦證者招募容易且代價低廉，某些廣告主或廣告商甚至與某些網
友進行長期合作，在熱門消費者論壇之類之場所擔任其品牌之常業護衛軍，
也就是所謂的「寫手部隊」
。近年來甚至出現之專業機構，專門負責組織「圍
事」性質的寫手部隊5。
2.負面薦證廣告
所謂負面薦證廣告，指的是以薦證廣告之手法（例如陳述自己的使用經
驗）
，對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反推薦。基本手法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由薦證
者指陳對手產品之缺點或貶抑對手之公司形象，另一種則是由具明顯負面形
象之人來推薦對手產品，藉以讓後者與薦證者的負面形象發生連結6。
在網路發達的現今，消費者通常在購物前會上網搜尋相關資訊做為參
考，上述的資訊可能成為被蒐集的內容，若有涉及虛偽不實之內容，就會造
成消費者錯誤的選擇與決定。
（四）其他類型薦證廣告
除了前述網紅薦證廣告類型之外，目前亦有企業採取其他類型的
薦證廣告。例如，肯德基採用 虛擬網紅扮演炸機銷售員，代言或作薦證
廣告。另外，戴森（Dyson）用寵物來扮演網紅以提升人氣。

4
5
6

王明禮，同上註，頁 138-139。
王明禮，同上註，頁 139。
王明禮，同上註，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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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政策或法令依據
一、相關法令
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主要規範在第 21
條和第 25 條。
（一）公平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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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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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與第 2 項是對於不實廣告之要件的規定。
第 3 項：「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第 4 項：「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5 項：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
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
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
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
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 6 項：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
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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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與第 6 項主要針對在廣告中非廣告主之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與
廣告薦證人之責任。雖然在本條文中直接規定薦證廣告之態樣，但若透過薦
證者來表達對商品、服務之效能等，即屬於薦證廣告。
（二）公平法第 25 條
對於不符合第 21 條之要件，但使用欺罔不實之手法而引人錯誤之行為，
則有適用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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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可能性。因為本條屬於公
平法規定之補漏條款，是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概括條款為構成要件，以保
留給主管機關在具體個案中，用專業知識與執法經驗得以進行衡量判斷違法
與否。所以有一些不符廣告要件之欺罔行為，則可能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來處
理。實務上有各種類型案例，例如：（1）找寫手在口碑網站上寫文章，混淆
消費者的資訊。如三星寫手門案； （2）假冒瓦斯公司名義販售瓦斯防爆器；
（3）透過媒體釋放不當訊息造成搶購商品風潮，如衛生紙風暴事件； （4）
購買他事業名稱之關鍵字廣告事件等。透過公平法第 25 條，可以補足各式各
樣公平法第 21 條所無法規範之欺罔行為。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除了公平交易法母法規定外，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
對於薦證廣告相當重視，最早在 2007 年，就定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
廣告之規範說明（以下簡稱「薦證廣告規範說明」）」
，在此規範中，從名詞解
釋，到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薦證廣告之違法態樣、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
到違法之法律效果，有相當明確之說明。
前開規範說明，最近的幾次修正，包括 2013 年 10 月初進行修訂，以增
加對社群網站推文行為之規範為主，首度直接面對網路時代所帶來的新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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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此後，於 2015 初與 2017 年初，分別再次為小幅度之文字修正7。最後
三次之修訂內容，可知有三大重點：第一是在薦證廣告定義中增加「或以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文字，「以涵蓋社群網站推文行為」；第二個重點在
於增加「利益關係」揭露之相關規定，包括「利益關係」之定義、揭露之義
務與未揭露之後果；最後則是針對薦證者本身即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或銷
售者之情形，明示彼等「即為......廣告主，適用有關廣告主之規範」8。
其中，第 3 點關於「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第 5 款規定：
「（五）薦證者與
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充分揭露。」
第 5 點（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則規定：「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
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
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在此一規範中可以發現，一般之不實薦證廣告主要還是論以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為主。但是若「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
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點第 1 項）
，
「社群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同點第 2 項）。
二、代表裁罰案
以數年前相當受到矚目的「三星寫手門案」為例（公處字第 102184 號）
，
身為網路行銷服務之出資者及商品出賣人之三星公司，與行銷公司間簽訂病
毒行銷服務契約，本於銷售三星公司各類別產品之意思，委託其支付報酬費
用聘用工讀生於 Mobile 01 等討論平台，隱匿事業身分進行議題操作，散布
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意見。公平會即以違反當時公平法第 24 條（現
行法第 25 條）之「欺罔」行為處分之。公平會處分書提及：「按事業與寫手
7
8

王明禮，前揭註 1，頁 140。
王明禮，前揭註 1，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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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利益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對相關意見之信賴度，依一般交易習慣，
難謂非屬重要交易資訊，是以倘寫手未揭露其與事業間之利益關係，容有構
成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欺罔行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事
業身分行銷自身商品，及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或評論，致交
易相對人無從判斷或合理預期該等資訊係因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第
三人之意見，據納為交易決定之參考，而有增益交易相對人與該事業交易，
或降低與其競爭者交易可能者，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現為第 25 條）
規定。9」
由於該案中的行為屬於推文或使用意見的分享，不是典型的廣告，故公
平會認為屬於公平法第 25 條所規範之行為。如此透過社群網路來散布自身或
對手之商品、服務之意見或使用經驗談等方式，雖被置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
中，但似乎被列於「廣告」類型之外，不以第 21 條檢視之，此一認定基準相
當值得思考。在廣告模式多元化的現今，似乎可以把所謂的「廣告」
，做更廣
義的解釋與認定。藉由本研究之進行，會嘗試著蒐集各國對於廣告的定義與
實務上的認定，以做為我國之參考。
三、違反其他法律案例
除了公平交易法，亦有網紅的薦證廣告觸及不實廣告內容。例如，
YouTuber 理科太太近期推出「只要 1 分鐘就能在家中做子宮頸癌篩檢」影片，
除呈現醫療器材廠商，還附上官網連結。此薦證廣告涉及無照醫材廣告，遭
臺北市衛生局認定違反藥事法，而對理科太太及廣告商慧智基因各開罰 20
萬，成為網紅代言醫材遭罰首例10。事實上，理科太太推薦的是合法醫材，
影片內容也無誇大不實，被罰款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未先經廣告申請許可而
觸法。為了產生嚇阻作用，衛生局給予的罰款已超過雙方代言的價金關係，
9
10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公處字第 102184 號（2013/10/31）。
吳堂靖（2019 年 3 月 19 日）
，理科太太違法代言醫材罰 20 萬，中國時報，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319000586-260107?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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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呼籲凡是藥物、醫材廣告必須事先送衛生局審查，通過後才能刊登，違者
可處 20 萬以上、500 萬元以下罰鍰。由此可見，面對新興薦證廣告的快速崛
起，政府單位應儘速規範完善的薦證廣告適用內容與申請流程。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依據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之分析，人類行為受到情緒、
環境、參考架構，以及選項如何呈現所左右，而目前部落客（初代網紅）及
新興之網紅（指 Youtuber、Instagramer、粉絲頁或直播主等）等薦證廣告，
在網路上擁有自己的平台與粉絲群，大量帶動國內產品行銷，越來越多品牌
主以操作「內容生產—行銷推廣—粉絲維護」的過程，達到行銷之目的，而
前揭網紅直播薦證商品使用情形，已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與決策，當網紅走
向有影響力之時，廣告主將從形象包裝、異業合作及內容製播等，走向專業
化路線，以發展出有別於過去代言型態的臺灣行銷產業的新風貌。
為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新型態廣告所造成之競爭法相關議題，本研究重
點擬針對部落客及網紅等新興薦證廣告可能產生之競爭法議題進行研究與分
析，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及實際執法案例，作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案與執
法之參考。本研究計畫之重點如下：
一、蒐集資料並比較我國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及日本等各國薦
證廣告之規範內容、執法案例及目前發展之新趨勢。
二、透過學理分析薦證廣告對於消費者行為、廠商行為與市場結構可能
產生之影響並歸納「非一般大眾可合理可預期之利益關係」之態樣，作為執
法依據。
三、蒐集資料並比較各國薦證廣告中薦證者與廣告主間非一般大眾可合
理預期之利益關係，並研擬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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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興薦證廣告態樣在不同刊載平台或社群媒體之運作實務與競爭法
之關係。
五、探討新興薦證廣告之違法行為態樣，並研擬對廣告主及薦證者之具
體裁罰考量因素，作為執法參考。

11

第二章 新興薦證廣告之實際運作
第一節 新興薦證廣告態樣在不同刊載平台或社群媒體之運作
實務
一、新興薦證廣告之發展
根 據 臺 灣 數 位 媒 體 應 用 暨 行 銷 協 會 （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DMA）於 2020 年 6 月的調查報告顯示11，2019 年臺灣數位廣告
總產值達新臺幣 458.41 億元，相較於 2018 年的新臺幣 389.66 億元，整體投
資金額成長幅度達 17.6%。其廣告類型占整體廣告產值比率由高至低，依序
為展示型廣告（Display Ads.）占 35.78%、關鍵字廣告（Search Ads）占 24.62%、
影音廣告（Video Ads）占 24.24%、口碑12/內容行銷（Buzz/Content Marketing）
占 15.04%，以及其他廣告類型占 0.21％。儘管口碑/內容行銷僅排第四，但
其中網紅業配（即網紅薦證廣告）的金額，就佔了整體金額的 48.2%，將近
五成，達 33.23 億新臺幣。企業投資薦證廣告金額，較去年（2018 年）成長
12.5%。

11

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6/9)，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MGRTwXbOJ67_/view.
12
口碑係指人際間針對某一品牌、產品或服務，在非正式及無商業利益的前提下，進行口
頭上的溝通過程（Arndt,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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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9 年臺灣數位廣告類型與平台統計
兩大媒體平
台

一般媒體平台
手機/平板

社交媒體平台

桌上型電腦

手機/平板

廣告類型
總金額

百分比

總金額

百分比

兩大平台類型

桌上型電腦

總和

總金額

百分比

總 金
額

百 分
比

總 金
額

百分比

展示型廣告

38.58

8.42%

14.00

3.05%

94.32

20.58%

17.11

3.73%

164.04

35.78%

影音廣告

56.43

12.31%

30.42

6.64%

21.31

4.65%

2.95

0.64%

111.11

24.24%

關鍵字廣告

61.75

13.47%

51.13

11.15%

0.00%

0

0.00%

112.88

24.62%

口碑/內容
操作

26.63

5.81%

9.36

2.04%

6.53%

3.02

0.66%

68.93

15.04%

其他廣告類
型

1.29

0.28%

0.19

0.04%

0

0.00%

0

0.00%

1.48

0.21%

平台*類型
總和

184.68

40.29%

105.10

22.92%

145.55

31.76%

23.08

5.03%

458.41

100.0%

整體廣告量

0
29.92

新臺幣 458.41 億元

資料來源：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 June 9）. 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Retrieved July 8, 2020, fro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MGRTwXbOJ67_/view.

事實上，全球都籠罩在這場網紅風暴裡。根據 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於 2020 年對全球 4,000 家廣告代理商的調查報告顯示， 2019 年美國的網紅
廣告行銷已達新臺幣 1,950 億元，較 2017 年高出 2 倍，其中有 63％企業表態
會加碼投資網紅預算13，預計 2020 年達新臺幣 2,910 億元14。更有甚者，中
國人民網於 202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顯示，2019 年中國的網紅電商市場規模
為新臺幣 1.83 兆元15。儘管臺灣的網紅市場規模較小，但目前已有 65.2％的
消費者會進行網路購物16，且網紅銷售產品的市場規模，已從 2014 年的新臺

13

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2019), The State of Influencer Marketing 2019 : Benchmark Report
[+Infographic],
Available
at
https://influencermarketinghub.com/influencer-marketing-2019-benchmark-report/
14
Streamlabs (2018), Live Streaming Q3'18 Report — 40% Of Twitch Using SLOBS, PUBG
Popularity On The Decline, Mixer & Facebook Live Show Healthy Growth, available at
https://blog.streamlabs.com/live-streaming
-q318-report-40-of-twitch-using-slobs-pubg-popularity-on-the-decline-mixer-fb923cdbd70.
15
人民網（2020/3/16），直播電商市場規模將達 9000 億 "直播經濟"加速走來，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20/0316/c40606-31632864.html
16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2019 台灣網路報告，
https://report.twnic.tw/2019/assets/download/TWNIC_TaiwanInternetReport_2019_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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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5 億元17，擴展到 2019 年的新臺幣 33.2 億元18。這些數據顯見未來的網紅
薦證廣告市場規模，會超越其他數位廣告類型的市場規模。政府單位規範完
善的薦證廣告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原則作為執法依據，以避免廣告主或薦證
者提供不實廣告，實有其必要。
二、新興薦證廣告態樣於不同刊載平台或社群媒體之運作實務
拜資訊科技進步所賜，消費者已能透過電腦或各種行動裝置，收看網紅
薦證廣告19，作為消費決策之參考依據20。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網紅是影
響消費者決策的重要關鍵21,22,23。故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的電商或直播平台（如
淘寶、Youtube Live、臉書、17 直播、Instagram、Twitch 或鬥魚[DouYu]…等）
紛紛透過網紅行銷產品。
在新興薦證廣告刊載平台方面，DMA 於 2018 年 12 月進行的調查顯示，
目前臺灣企業投資網紅代言的各種媒介平台中，以手機/平板的社交媒體平台
占 6.80% 為最高，其次依序為手機/平板的一般媒體平台 6.09%、桌上型電腦
的一般媒體平台 2.15%，最低的是桌上型電腦的社交媒體平台，占 0.68%。

17

蕭文康（2019 年 9 月 19 日），【網紅亂象 4】全台直播市場規模上看 250 億 網紅經濟
持
續
看
俏
，
蘋
果
日
報
，
https://tw.appledaily.com/local/20190919/PUPWBIQOKG7IG74HPNCI4BPIE4/
18
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6/9)，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MGRTwXbOJ67_/view.
19
薦證廣告係指廣告薦證者（如網紅、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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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13021）。
20
Zhou, J., Zhou, J., Ding, Y., and Wang, H. (2019), The Magic of Danmaku: 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f Gift Sending on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34, 8-15.
21
Zhang, X., Xiang, Y., and Hao, L. (2019), 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Hi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3), 1-16.
22
Wohn, D. Y., and Freeman, G. (2019), Live Streaming, Playing, and Money Spending
Behaviors in eSports. Games and Culture, 15 (1), 1-16.
23
Wan, J., Lu, Y., Wang, B., and Zhao, L. (2017), How Attachment Influences User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o Content Creators in Social Media: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54(7), 83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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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體使用方面，根據創市際於 2017 年針對臺灣 20-55 歲有收看直
播的網友執行本次調查，執行時間為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共計回
收 627 份有效樣本24。如下圖 1 所示，目前臺灣社群媒體使用者使用社群媒
體比例，以觀看 Facebook 臉書直播所占比例最高，達 83.4%，其次依序為
Youtube 的 62.2%、Instagram 的 17.4%、17 直播的 14.0%，其餘直播平台收
視均不超過 10%。前三名以社群和影音網站為主，收看族群以女性居多，男
性則使用直播平台比率較高。然而，在收看直播的內容中，競爭白熱化的商
品銷售直播收看率有 25.7%，且收視族群男女差異不大，此與販賣商品路線
廣泛有關。對此，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的調查進一步指出 25，收看商品銷售
直播的消費者有 52.3% 是透過社群媒體；其中，77.1% 的消費者是透過臉書
收看，其他則有 12.5% 的消費者是透過購物網站收看。綜上所述，顯示臺灣
使用者主要是透過手機或平板的社群媒體（尤其是臉書）收看網紅薦證廣告。

圖 2-1 臺灣消費者收視直播平台情形
資料來源：創市際（2017 年 7 月 6 日）
。創市際 2017 合作專題一：臺灣直播市場『臺灣網

友直播看什麼？』調查。2017 年 6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ixresearch.com/news/news_07_06_17.
24

25

創市際（2017 年 7 月 6 日），創市際 2017 合作專題一：台灣直播市場『台灣網友直播看
什麼？』調查，https://www.ixresearch.com/news/news_07_06_17.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 年 12 月）2018 台灣網路報告，
https://www.twnic.net.tw/doc/twrp/20181
2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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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e Are Social 公司和 Hootsuite 社群媒體平台於 2020 年七月發布的
全球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26，全球約有 39 億 6 千萬人使用社群媒體，占全
球人口的 51%，已超越全球人口的半數。報告指出，全球人口使用的社群媒
體，按比例依序為臉書（Facebook）
、Youtube、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
微信（WeChat）、Instagram 和抖音（TikTok），且全球使用人口的年增率為
10.5%，每年約增加 3.76 億人口使用社群媒體。
再者，根據前述全球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顯示，臺灣的活躍社群媒體
用戶占全國總人口數 88%，與韓國同為全球第二，僅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的 99%，且臺灣人平均每天花 102 分鐘瀏覽社群媒體。根據數位時代雜誌與
AI 網紅數據平台「KOL Radar」於 2020 年的「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
察報告書」顯示，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是臺灣網友主要使用的三
大社群平台；其中，Facebook 以文字為主、Instagram 為圖文整合、YouTube
以影片為強項。對此，本研究利用 Google Trend 進一步了解近一年臺灣網友
搜尋「Facebook」
、
「Youtube」
、
「Instragram」之趨勢。如下圖 2 顯示，整體而
言，在三大社群媒體的搜尋趨勢中，以「Facebook」為最多（平均為 93%），
其次為「Youtube」 （平均為 33%）
，而「Instragram」排第三（平均為 43%）。

Facebook
Youtube
Youtube
Instagram
圖 2-2 近一年臺灣網友搜尋「Facebook」
、
「Youtube」和「Instagram」趨勢
資料來源：Google Trend,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trends.google.com.tw/trends/explore?date=today%205-y&geo=TW&q=Instagr
am,Youtube,Facebook
26

Kemp, S. (2020/7/21), Digital 2020: July Global Statshot Report，2020 年 10 月 21 日，取
自：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july-global-stat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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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於 Google Trend 調查近五年臺灣網友搜尋「Influencer
Marketing」主題之趨勢，來了解企業對網紅行銷的重視程度。如下圖 3 顯示，
自 2018 年下半年開始，臺灣搜尋「Influencer Marketing」有逐年升高的趨勢，
顯示網紅行銷對臺灣企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圖 2-3 近五年臺灣網友搜尋「Influencer Marketing」趨勢
資料來源：Google Trend,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trends.google.com.tw/trends/explore?date=today%205-y&geo=TW&q=%2Fm%2F026bgm
q.

因此，如同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的調查所示，2019 年臺
灣的網紅業配金額已占業者口碑與內容行銷預算（68.93 億元）中的 48.2%，
超過 33 億元新臺幣。2020 年在 Covid-19 的疫情肆虐下，已有不少業者開始
進行網紅行銷，光是第一季，就邀請多達 3,303 位網紅進行導購貼文，創造
出近 1.4 萬篇內容。有關企業應用社群平台進行網紅薦證廣告的實務做法，
我們介紹如下。
（一）新興薦證廣告於臉書之運作實務
1.頂美麵包坊：邀請大蛇丸宣傳月餅
大蛇丸是 2020 年 KOL Radar 調查臉書社群互動率（9.25%）和社群人氣
王排名第一名的網紅，臉書擁有 170,272 人追蹤27。大蛇丸具有鮮明的個人特
27

KOL Radar 與數位時代(2020/9/16)，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報告書，2020 年 10 月
29 日，取自：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kol-reports/2020%E7%99%BE%E5%A4%A7%E7%B6%B2%
E7%B4%85%E7%A4%BE%E7%BE%A4%E6%B4%9E%E5%AF%9F%E5%A0%B1%E5%9
1%8Ax%E6%95%B8%E4%BD%8D%E6%99%82%E4%BB%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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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能與其他網紅差異化，如每次開場會以獨特口頭禪「Ya!」開場。以大蛇
丸推廣「頂美麵包坊」的月餅為例進行個案介紹。如下圖 4 所示，大蛇丸在
推廣過程中，首先提到這家麵包坊是姑丈開的，並開始介紹製作各式月餅的
材料與特色，以及教大家如何製作各式月餅。最後，親自分送給親朋好友。
此廣告引起廣大粉絲的迴響，按讚高達 9,391 次，及超過百則的留言與分享，
許多粉絲紛紛留言要下單購買28。

圖 2-4 大蛇丸宣傳「頂美麵包坊」推出的月餅
資料來源：大蛇丸（2020 年 9 月 15 日）
。大蛇丸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2661731563843503/videos/323134252308846/.

2.益植酵-飯減半纖飽生酵素：邀請新生代體育主播李逸涵宣傳
李逸涵是新生代體育主播，臉書擁有 12,683 人追蹤。她在推廣「益植酵飯減半纖飽生酵素」活動中，拿下互動率超高的好成績。如下圖 5 所示，文
案中說明自己因新聞工作緣故，時常無法正常吃晚餐，而且常暴飲暴食吃宵
夜。接著，帶出產品特色，說明產品功效後，並歸納適合產品的族群。該篇
貼文互動率高達 4.97%，遠高於臉書貼文平均互動率 0.51%將近 10 倍之高，

28

大蛇丸（2020 年 9 月 15 日）。大蛇丸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category/Comedian/%E5%A4%A7%E8%9B%87%E4%B8
%B8-266173156384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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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總點擊次數也有超過千次，互動成效亮眼29。然而，這篇文章並未揭露
其與「益植酵-飯減半纖飽生酵素」之關係。

圖 2-5 主播李逸涵宣傳「飯減半纖飽生酵素」產品
資料來源：李逸涵（2020 年 5 月 14 日）
。李逸涵 Yihan Lee 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15 日，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yihanlee0706/posts/669927460233570.

3. 臺灣小農優質紅薑黃膠囊與滴丸團購：邀請筋肉媽媽宣傳
網紅筋肉媽媽是健美國家代表隊選手，臉書擁有 24 萬人追蹤。在與品牌
廠商合作的貼文中敘述（如下圖 6）
，控制身材，我會吃臺灣小農優質紅薑黃
膠囊。運動前吃更窈窕。其實不運動的人更該吃薑黃！我娘常常手腳冰冷，
吃了紅薑黃後改善許多；以前在演藝圈趴踢多，許多朋友夜生活前吃紅薑黃，
第二天都不會不舒服影響到工作。接著，開始介紹產品特色，以及適合族群。
29

KOL Radar 與數位時代(2020/9/16)，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報告書，2020 年 10 月
29 日，取自：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kol-reports/2020%E7%99%BE%E5%A4%A7%E7%B6%B2%
E7%B4%85%E7%A4%BE%E7%BE%A4%E6%B4%9E%E5%AF%9F%E5%A0%B1%E5%9
1%8Ax%E6%95%B8%E4%BD%8D%E6%99%82%E4%BB%A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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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提供產品訂購的線上賣場，以及開團時間與抽獎送禮活動。然而，這
篇文章並未具體揭露其與「臺灣小農優質紅薑黃膠囊與滴丸團購」之關係。

圖 2-6 筋肉媽媽宣傳「臺灣小農優質紅薑黃膠囊與滴丸團購」
資料來源：筋肉媽媽（2020 年 5 月 13 日）
。筋肉媽媽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jzmom/posts/2898397006907555.

（二）新興薦證廣告於 Youtube 之運作實務
1.海倫仙度絲：邀請這群人 TGOP 宣傳
這群人 TGOP 是 KOL 調查 2019 年網紅百大排行榜第二名，他們的 Youtube
有 332 萬名訂閱者，粉絲的平均互動率是 1.15%，平均觀看率是 61.09%。這
群人 TGOP 特色在於他們能用輕鬆詼諧、簡單且不段重複的歌詞給觀眾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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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y），以強化觀眾印象。而且他們的廣告常能貼近人們的生活，與人們
的生活做連結，進而引起共鳴，提升顧客心佔率。如下圖 7 所示，他們為「海
倫仙度絲」拍攝 MV，並搭配搞笑的表演方式和歌詞內容，呈現「海倫仙度
絲」產品的特色。此段影片共吸引 725,304 人次觀賞，以及 7,454 位粉絲按讚
和 370 則留言。此外，這則 Youtube 薦證廣告有直接提供海倫仙度絲的 Youtube
官方網站連結（如下圖 7 紅框）
，但並未明確揭露其與「海倫仙度絲」廠商之
關係。

圖 2-7 這群人 TGOP 宣傳「海倫仙度絲」
資料來源：這群人 TGOP（2017 年 7 月 3 日）
。這群人 TGOP 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30 日，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5x-esJ_-Ao&ab_channel=%E6%B5%B7%E5%
80%AB%E4%BB%99%E5%BA%A6%E7%B5%B2head%26shoulders.

2. 巴黎萊雅的精緻護髮精油：邀請 Sandy&Mandy 宣傳
Sandy&Mandy 是 KOL 調查 2019 年網紅百大排行榜第 19 名，他們的
Youtube 有 124 萬名訂閱者，粉絲的平均互動率是 1.35%，平均觀看率是
27.72%。如下圖 8 所示，在影片中，他們先教粉絲們如何不用電棒捲髮和保
養頭髮的秘訣，然後再帶出「巴黎萊雅的精緻護髮精油」產品，以及介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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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明等。如下圖提到他們已使用巴黎萊雅的精緻護髮精油好一段時間了，
每次只要低兩滴就已經很夠了，所以其實不怎麼傷荷包。此段影片共有 38,200
人次觀賞，以及 1,402 位粉絲按讚，97 則留言。他們的產品推薦行為是在影
片的後段才介紹，但影片中並未揭露其與巴黎萊雅之關係。

圖 2-8 Sandy&Mandy 宣傳「巴黎萊雅的精緻護髮精油」
資料來源：Sandy&Mandy（2020 年 10 月 24 日）
。Sandy&Mandy 臉書網站。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jzmom/posts/2898397006907555.

（三）新興薦證廣告於 Instagram 之運作實務
根據 Socialbeta 調查顯示30，2019 年美國 Instagram 用戶數量為 1.067 億
人次，且目前全球 Instagram 上的網紅行銷支出為新臺幣 2100 億元，Instagram

30

Socialbeta (2020/2/8)，從這 10+ 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 上做影響者行銷（網
紅行銷），
https://www.brandinlabs.com/2020/02/20/%E5%BE%9E%E9%80%9910-%E5%80%8B%E6%
A1%88%E4%BE%8B%E4%B8%AD%EF%BC%8C%E7%9C%8B%E5%93%81%E7%89%8
C%E5%A6%82%E4%BD%95%E5%9C%A8instagram-%E4%B8%8A%E5%81%9A%E5%B
D%B1%E9%9F%BF%E8%80%85%E8%A1%8C%E9%8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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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品牌贊助的網紅帖子數量達 495 萬筆。目前已有許多企業成功的應用網紅
行銷帶來高獲利或人氣。舉例說明如下31。
1.KFC 肯德基：推出虛擬網紅吸引用戶關注
肯德基在品牌官方 Instagram 上發布了一個高大帥氣的虛擬偶像，取代
一直以來微胖中帶點憨的肯德基上校形像。此人物設定是炸雞銷售員，有女
朋友，且腹部還有一個#secret recipe for success# 的紋身。這位虛擬偶像上校
基本上接手了肯德基 Instagram 的日常內容更新，他的個人化特徵非常鮮明，
不僅常曬出不少和網友的照片，還充分發揮自己作為虛擬偶像的特點，幫其
他如 TurboTax（美國報稅）品牌打廣告，如下圖 9 所示，此廣告吸引了 1.8
萬人次按讚。

圖 2-9 肯德基推出的虛擬網紅幫 TurboTax 品牌打廣告
資料來源：Socialbeta （2020 年 2 月 8 日）。從這 10+ 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
上做影響者行銷（網紅行銷），2020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brandinlabs.com/2020/02/20/從這 10-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上做影響者行銷/
31

Socialbeta (2020/2/8)，從這 10+ 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 上做影響者行銷（網
紅行銷），
https://www.brandinlabs.com/2020/02/20/%E5%BE%9E%E9%80%9910-%E5%80%8B%E6%
A1%88%E4%BE%8B%E4%B8%AD%EF%BC%8C%E7%9C%8B%E5%93%81%E7%89%8
C%E5%A6%82%E4%BD%95%E5%9C%A8instagram-%E4%B8%8A%E5%81%9A%E5%B
D%B1%E9%9F%BF%E8%80%85%E8%A1%8C%E9%8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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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on 戴森：借助「寵物網紅」的萌係屬性
寵物經濟的崛起，讓「寵物網紅」也成為社交媒體上品牌青睞的對
象。戴森吸塵器的一大核心產品亮點是幫助清理寵物毛髮。為了推廣戴
森 V10 吸塵器，戴森在 Instagram 上找來許多知名的寵物網紅，不僅邀
請其與主人一起出鏡互動，還以寵物的「第一視角」作介紹，幽默地呈
現產品功能。例如，下圖 10 所示，「helmuttepug」的 ins 影片展現的是
主人清理毛髮時，狗狗驚慌失措的反應。同時配合「我的朋友怎麼了」
等文字介紹，吸引 5.2 萬人次觀賞。

圖 2-10 主人清理毛髮時狗狗驚慌失措的反應
資料來源：Socialbeta （2020 年 2 月 8 日）。從這 10+ 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
上做影響者行銷（網紅行銷），2020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brandinlabs.com/2020/02/20/從這 10-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上做影響者行銷/.

24

3. Revolve：建立龐大的網紅生態網絡
美國時尚潮流購物網站 Revolve 是 Instagram 上網紅行銷的早期參與
者，而品牌的成長也很大程度得益於此。早在 2003 年成立之初，Revolve 就
借助模特 Kendall Jenner 及成千上萬的小微型影響者（網紅）來展示自己品
牌。目前，Revolve 擁有 3500 名品牌大使，而他們為公司帶來了 75%的銷售
額。在 Instagram 上，Revolve 有明確的網紅行銷策略，他將自己定位為網
紅們不可或缺的時尚合作夥伴，而非對消費者推廣。此外，Revolve 經常會
在 Instagram 上 發 起 事 件 行 銷 ， 如 #REVOLVEINTHEHAMPTONS 、
#REVOLVESUMMER、#REVOLVEFESTIVAL 等，借助龐大的網紅行銷生
態，吸引年輕女性群體。如下圖 11 廣告即吸引了 94.7 萬人次按讚。

圖 2-11 Revolve 借助網紅吸引來展示品牌
資料來源：Socialbeta （2020 年 2 月 8 日）。從這 10+ 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
上做影響者行銷（網紅行銷），2020 年 7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brandinlabs.com/2020/02/20/從這 10-個案例中，看品牌如何在
instagram-上做影響者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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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列：多元化的網紅行銷策略
美國知名剃刀品牌吉列刮鬍刀最近開始調整社交媒體的網紅行銷策略。
他們透過不同 Instagram 網紅來觸及不同的目標客群，而其合作對象包括足球
運動員、同性戀父母，還包括知名女性網紅等。其中，運動員、同性戀父母
等男性網紅，主要推廣父子關係、家庭為主題，吸引 18 歲及以上的男性用戶；
而知名女性網紅則透過聖誕節的送禮場景來鎖定女性消費者群體。此外，吉
列還借助 Instagram 知名網紅@Nyle DiMarco 等的推廣，宣傳產品的核心功能
賣點，以提高品牌市場競爭力，成效頗佳。
（四）新興薦證廣告於 Instagram 限時動態之運作實務
限時動態係指 Instagram 使用者所發布的照片或影片將會於 24 小時內消
失，不會留下任何紀錄是其最大的特色；此功能推出後，Instagram 活躍用戶
人數呈爆炸性成長，從 2016 年 9 月的 5 億成長至 8 億人32。
1. Revolve：利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
提升 3.2 倍銷售額
如前所述，Revolve 是美國時尚潮流購
物網站，他們善於利用 Instagram 進行網紅
行銷。如右圖 12 所示，近來，他們邀請網
紅利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功能來行銷產
品，使得產品銷售業績大幅提升 3.2 倍，
觸及限時動態上廣告訊息的社群使用者成
長 2.7 倍，並使得整體的銷售真額成長 2.4
倍33。限時動態能提升廣告效益，最主要
32

圖 2-12 Revolve Instagram
限時動態
資料來源：REVOLVE Instagram。
A spree of designers，2020 年 10 月
25 日，取自：
https://business.instagram.com/succe
ss/revolve

TRANSBIZ(2019/5)，IG Stories 限時動態教學，教你風靡年輕人的 Instagram 神器！
https://transbiz.com.tw/i g-stories-限時動態-instagram-marketing/
33
REVOLVE Instagram。A spree of designers，2020 年 10 月 25 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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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在於 Revolve 利用飢餓行銷思維（利用人們具有害怕損失的損失規避
[loss aversion]心理）
，提供有限定購買時間的產品進行銷售，提升消費者避免
買不到心態進而下單。
2. 星巴克：利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提升購買意願
如右圖 13 所示，星巴克
發 起 事 件 行 銷 ， 透 過
#RedCupContest 活動，結合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方式，邀請使用者
拍下購買聖誕節時候推出的
星巴克杯，並分享於星巴克
官方限時動態上，以借用使
用者人氣，招來他的好友一

圖 2-13 星巴克 Instagram 限時動態行銷
資料來源：TRANSBIZ(2019/5)，IG Stories 限時動
態教學，教你風靡年輕人的 Instagram 神器！，2020
年 10 月 25 日，取自：https://transbiz.com.tw/i g-stories限時動態-instagram-marketing/

起參加這個活動。此利用人們（素人）想要在社群中，透過特定行動來獲得
他人的接受與認同之社會強化（social enhancement）
動機有關34。
（五）薦證廣告於部落格之運作實務
1. 電影《生命》：利用部落格推廣電影
西元 2000 初期，我們常見到企業利用部落格進
行行銷推廣。過去曾有一些成功案例，例如西元 2004
年，臺灣電影導演吳乙峰拍攝電影《生命》
（如右圖
14 所示）。電影描述 1999 年 9 月 21 日臺灣發生的

圖 2-14 電影生命海報

資料來源：
https://blog.xuite.net/j
essecore/freetime/listview/28009343

https://business.instagram.com/success/revolve
Dholakia, U.M., Bagozzi, R.P., Pearo, L.K., 2004. A social influence model of consumer
participation in network- and small-group-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 Int. J. Res. Mark. 21 (3),
241–26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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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描述受難者在災難中失去家人的悲痛，以進一步探究生命意義的優
秀作品。然而，導演沒有錢做行銷。2004 年 9 月，智邦生活館舉辦九二一紀
錄片《生命》網路寫手特映會，近百位部落客和個人新聞台台長參加，並和
導演吳乙峰座談，這些網路寫手會後撰文推介《生命》
，在網路圈廣為流傳，
並被大眾媒體引用報導，讓《生命》票房長紅，開啟民眾進戲院看紀錄片的
熱潮（陳慕君，2004）35。部落格行銷能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利用部落客
本身具有意見領袖特質（openion leader），透過撰文加上新聞媒體的推波助
瀾，方能使得票房長紅。
2. 電影《海角七號》： 利用部落格推廣電影
魏德聖導演的電影《海角七號》於 2008 年 8
月上映（如右圖 15 所示）
，但第一天票房僅四十六
萬元新臺幣，與過去的國片相比並不突出。然而，
藉由部落客自發性的口耳相傳，其後每週票房以約
60%至 90％的速度急速攀升，與傳統電影票房會逐
週下降的趨勢完全相反；到第四週，《海角七號》
的熱潮，已從網路延燒到報章雜誌和電視新聞，又
進一步藉由報導再創高峰，最終突破 4 億票房，是
歷來最賣座的國片（朱學恆，2008 年 10 月 9 日）36。

35
36

圖 2-15 電影海角七
號海報

資料來源：
http://angel923.pixnet
.net/album/photo/101
164126

陳慕君（2004）。〈哭乾 3 包面紙的 e 行銷威力〉。《e 天下》雜誌十月號。
朱學恆（2008 年 10 月 9 日）。〈用不計代價回應《海角七號》的觀眾，用「在商言商」
回應觀眾的唱片公司……〉。上網日期：2008 年 10 月 9 日，取自
http://blogs.myoops.org/lucifer.php/2008/10/09/p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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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興薦證廣告於 Twitter 之運作實務
1. Zozotown 電商網站：利用 Twitter 推文推廣
根據臺灣網路資訊中心公佈的「2019 年臺灣網路報告」顯示，有 5.6%
的國人使用 Twitter37。Twitter 的呈現方式，主要包括文字（字數限制 140 字）
、
相片和影片；其最主要特色是藉由重複轉
貼公開的內容，使消息傳達到追蹤者和其
他用戶38。由於國內的使用人口較少，故少
見利用 Twitter 網紅行銷個案。在國外，有
幾個知名的 Twitter 網紅行銷個案。例如，
日本時尚電商大亨前澤友作於 2019 年 1
月，為慶祝旗下 Zozotown 電商網站於耶
誕節至新年期間，營收突破 100 億日圓，
故於推特上公開承諾要發 1 億日圓作為獎
金，給 100 名分享他的推文網友（如右圖

圖 2-16 前澤友作發布之推特訊
息
資料來源：https://medium.com/社
群丼-spotlight/ep18-搞懂-twitter了嗎-4-個行銷人要知道的推特關
鍵-b383de923555
39

16 所示）。而此推文最後竟獲得約 480 萬次的轉發 。

37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 年 12 月 22 日)，2019 年台灣網路報告，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
自 https://report.twnic.tw/2019/
38
今周刊（2019 年 11 月 17 日），IG、FB、Twitter 行銷怎麼玩？解析 3 大社群平台用戶性
格，在打擊區精準
39

陳思傑（2019 年 4 月 21 日），搞懂 Twitter 了嗎？4 個行銷人要知道的推特關鍵，
https://medium.com/社群丼-spotlight/ep18-搞懂-twitter-了嗎-4-個行銷人要知道的推特關鍵
-b383de92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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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星 Galaxy Note 3 贊助奧斯卡
頒獎典禮：利用 Twitter 推文推廣
歷年來，三星一直是奧斯卡頒獎
典禮贊助廠商之一。2014 年，頒獎典
禮主持人艾倫狄珍妮多次拿著三星
Galaxy Note 3 手機到處自拍；他甚至

圖 2-17 艾倫狄珍發布之推特訊息

走 下 觀眾席與許多演 員如梅 莉史翠

資料來源：
http://iservice.ltn.com.tw/2014/specials
/oscar/news.php?no=960760&rno=1&t
ype=l

普、布萊德彼特和安潔莉納裘莉、凱
文史貝西等明星一起自拍（如右圖 17

所示），並上傳至 Twitter，達到超過 320 萬次以上轉貼40。

第二節 薦證廣告對於消費者行為之影響、廠商行為與市場結
構可能產生之影響
一、新興薦證廣告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一）新興薦證廣告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隨著科技變革，薦證廣告已從過去的素人口碑行銷、部落格行銷，發展
到今天流行的網紅薦證廣告。企業操作口碑行銷本無可厚非，但為了獲利而
詆毀對手（如三星寫手門事件），甚至遊走法律邊緣（如理科太太推廣子宮
頸癌篩檢），顯示檢討並訂定完善的薦證廣告規範適用內容有其必要。
如前所述，近年來國內外薦證廣告市場規模已逐漸超越其他類型的廣告
市場。其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薦證廣告的推薦者讓消費者感受是較不具商
業意圖的，故接受度較高。過去大多數的網紅薦證廣告研究，均是從社會心

40

自由電子報（2014 年 3 月 3 日）三星贊助奧斯卡 大咖自拍轉推破表，
http://iservice.ltn.com.tw/2014/specials/oscar/news.php?no=960760&rno=1&type=l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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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觀點出發進行探討。許多的研究也證實，網紅的行為和個人特質會影響消
費者行為41。例如，Wan 等學者（2017）42從社會和科技觀點出發，探討網紅
的行為對觀眾的影響，結果顯示網紅和觀眾的互動程度，以及網紅提供的廣
告信息價值，都會提升觀眾的打賞（donate）意願。Yu 等學者（2018）43從
社會觀點進行探討，發現網紅與觀眾聊天程度，會提升觀眾的打賞行為。Wohn
和 Freeman（2019）44認為網紅與觀眾分享產品使用功能的價值和個人使用體
驗，都會影響消費者選擇。Xu（2018）45認為網紅熱情的回應觀眾，對行銷
產品起了關鍵的作用。
在網紅個人特質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方面，Wohn和Freeman（2019）46認
為，網紅顏值會正向影響觀眾行為，且相較於男性，女性網紅對觀眾的影響
力更大。Wan等學者（2017年）47指出，網紅的社交能力會間接影響觀眾行為。
從主持人的觀點來看，社交能力會提升人們對資訊價值的知覺，並強化主持
人可信度；而幽默感會正向影響觀眾對主持人的喜愛 48。因此，如上所述，
網紅的行為，包括與觀眾互動程度、聊天程度、分享產品使用功能價值和個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Xu, W. W., and Feng, M. 2014, Talking to the broadcasters on twitter: Networked gatekeeping
in twitter conversations with journalist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8 (3),
420-437.
Wan, J., Lu, Y., Wang, B., and Zhao, L. 2017. How attachment influences user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o content creators in social media: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54 (7), 837-850.
Yu, E., Jung, C., Kim, H., and Jung, J. 2018. Impact of viewer engagement on gift-giving in
live video streaming.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5 (5), 1450-1460.
Wohn, D. Y., and Freeman, G. 2019. Live Streaming, Playing, and Money Spending Behaviors
in eSports. Games and Culture, 15 (1), 1-16.
Xu, W. W., and Feng, M. 2014, Talking to the broadcasters on twitter: Networked gatekeeping
in twitter conversations with journalist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8 (3),
420-437.
Wohn, D. Y., and Freeman, G. 2019. Live Streaming, Playing, and Money Spending Behaviors
in eSports. Games and Culture, 15 (1), 1-16.
Wan, J., Lu, Y., Wang, B., and Zhao, L. 2017. How attachment influences user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o content creators in social media: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54 (7), 837-850.
Vraga, E. K., Edgerly, S., Bode, L., Carr, D. J., Bard, M., Johnson, C. N., Kim, Y. M., and Shah,
D. V. 2012. The correspondent, the comic, and the combatant: The consequences of host style
in political talk sho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9 (1),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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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體驗，以及熱情地回應觀眾，均會正向影響消費者行為。而網紅的個
人特質中包括顏值、社交能力和幽默感，亦會正向影響消費者行為。
表 1-2 新興薦證廣告對消費者行為影響
研究

產品領域

Wan et al.
（2017）

YY
live-streaming

Yu
et
al.
（2018）

網紅行為

網紅特質

社會科技觀 問卷調查/結 情緒依附、打
點
構方程模式 賞

與粉絲互動程
度、網紅提供
的廣告信息價
值

人格特質、社交能
力

TV
Live-streaming

社會互動觀
資料庫
點

打賞行為

網紅與觀眾聊
天程度

Wohn
and
Freeman
（2019）

eSport game
in
Live-streaming

情緒依附理
論、外在吸 問卷調查
引力

打賞意願

網紅價值

Zhang et al.
（2019）

Live
video
streaming

互惠

打賞意願

與粉絲互動程
度、互惠關係

社會心理觀 網路爬蟲/層
打賞行為
點
級貝氏模型

與粉絲互動程
度、回應粉絲
問題、分享美
食特色、示範
烹飪技巧、品
嘗體驗分享

林 郁 翔
（2020）

鬥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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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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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數

外在吸引力

性別、顏值、社交
能力、幽默感、說
服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結而言，消費者體驗會正向影響消費者行為；網紅個人特質包括顏值、
社交能力、幽默感會正向影響消費者行為。
（二）卡尼曼的「直覺、快思」與「 思考、慢想」研究模式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被尊稱為行為經濟學之父，200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他 2018 年推出的《快思慢想》一書中，總結
了他五十年的研究結論49。這本書提到，一般人的思考模式有兩種類型，第
一種是屬於直覺式思考的「快思」（系統一），第二種是屬於邏輯式思考的
「慢想」（系統二）。此分類法是源自於心理學家奇思．史坦諾維胥（Keith
Stanovich）和李察．魏斯特（Richard West）的分類法。系統一代表的是反射
性的直覺思考，此系統見多識廣且很會聯想，擅長編故事，並能迅速對眼前
49

Daniel Kahneman 著(2018)，洪蘭譯，快思慢想，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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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做出反應。系統二代表的是按部就班分析的理性思考，此系統動作比較
慢、擅長邏輯分析，系統一無力解決的問題，都會丟給系統二處理。
卡尼曼指出，雖然一般人都認為自己是經過思考後才做出判斷（也就是
認為是系統二在當家），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決策都是系統一在做。雖然系
統二擁有最後決定權，但由於系統一可以毫不費力地自動產生直覺，因此系
統二就經常「省事地」採納了系統一的建議來過日子。因此，平常我們都是
用系統一在自動運作。事實上，系統一的直覺，確實可以幫助人們省下很多
力氣。例如，你一如往常在開車通勤上班的道路上，不用動腦就可以達到目
的地，這是系統一在主導駕駛（如圖 18 所示）。但如果今天是要將汽車停在
一個非常狹小的停車位，此時系統一無法應付，系統二就會跳出來，仔細判
斷如何停好車（如圖 19 所示）。一般而言，人們的大腦是依循這種規律而運
行的，即系統一自動化運作，系統二只用一小部份資源，並處於省電模式中。
此時系統一會建議系統二該下什麼判斷，並提供系統二直覺或印象，如果系
統二支持，那麼這些直覺或印象最終就會轉成想法和行動。

圖 2-18 人們大腦平日之自動化運作過程
資料來源：張玉琦（2015 年 7 月 3 日）
。一張表讀懂《快思慢想》！了解你的大腦如何運作 。
2020 年 7 月 25 日，取自：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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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人們大腦遇到特殊情況時的運作過程
資料來源：張玉琦（2015 年 7 月 3 日）
。一張表讀懂《快思慢想》！了解你的大腦如何運作 。
2020 年 7 月 25 日，取自：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0905

系統一和系統二會非常有效率地合作，並嘗試把工作量降到最低，以及
提高效能。然而，儘管系統一通常能準確預測且快速反應，但也可能因此更
容易產生偏見而造成錯誤（例如，系統一會自動化判斷：長相兇惡的人盡量
不要靠近）。系統一很情緒化，而且很容易上當，以為親眼所見就是事情的
全貌。如圖 20 所示，系統一會任由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及相較於獲得，
人們更害怕損失，例如損失 1 萬元，比獲得一萬元的痛苦大很多）和樂觀偏
見（Optimism Bias，如他會感冒一定是因為他穿太少，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
這樣）之類的錯覺引導我們做出錯誤的選擇。此外，靠直覺的系統一，容易
產生月暈效果（如這個人外貌不錯，它的工作能力應該也不錯），且僅會作
有限度的評估或基本評估。它常會逃避困難的問題，並用容易的問題去替代。
它對改變很敏感，也會過度重視發生機率非常低的地方（如核電廠發生意外
的機率），而且喜歡把問題規範的很窄，只要有一點證據就快速下結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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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系統二較依賴理性和邏輯思考，雖然不易出錯但卻很懶惰，喜歡走捷徑，
直接採納系統一的判斷結果。
卡尼曼指出，人們的行為常受到未知的因素所影響，且人們對思考的機
制充滿誤解，又很依賴直覺，因此常做出因個人偏見導致的錯誤決策。他進
一步指出，人們的思考存在捷徑（heuristic）、替代（substitution）和錨點
（anchoring）等效應。捷徑係指系統一在面對困難的目標問題時，常常會將
問題簡化成自己可以處理的階段，尤其是當一個相關且較容易的捷徑問題的
答案馬上來到心中的時候，有時消費者會產生情感的捷徑，讓自己的好惡來
決定答案。
第二，替代係指取代問題，意指假如面對一個很難且無法馬上找到滿意
答案的問題。系統一會找一個相對容易的相似問題來替代這個困難的問題，
然後選擇回答這個相對容易的問題。
第三，錨點效應過去是靠判斷和選擇的作業來研究，這是系統二範圍。
調查顯示，系統二會受到錨點的影響，因為它使某些訊息容易被提取出來，
即使是錯誤或誇張的資訊（如告知甘地的死亡年齡是 144 歲），仍然會影響
判斷。在系統二的運作上，錨點的形式發生在判斷的調整過程上，調整是要
消耗力氣和心智資源的。當資源用光時，人們的決策就會停留在離錨點近一
點的地方。此外，在系統一觸發效應上的自動歷程也會產生錨點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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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系統一與系統二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三）從「直覺、快思」與「思考、慢想」研究模式思考網紅薦證廣
告效果
如同卡尼曼所言，人們都是以系統一進行思考的，而且人們的理性決策
是有侷限的。因此，當人們瀏覽薦證廣告時，普遍是以直覺式思考的系統一
作判斷。透過薦證廣告讓消費者產生愉快或甚至興奮的體驗，比理性說服消
費者產品的優點還更有效。
如圖 21 所示，消費者可能會因系統一的直覺式思考，而衍伸六種偏誤。
例如，消費者會因損失趨避而發生偏誤。因此，若網紅進行薦證廣告時，操
弄消費者的損失趨避心理，容易促使消費者購買。例如，網紅在推薦產品時，
採飢餓行銷或競標方式，在產品購買有限的時間下，逼迫消費者購買，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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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沒用便宜價格買到產品所造成的損失，或者會怕日後買不到產品而造成後
悔（系統一直覺式思考）。然而，事實上很多消費者是在一時衝動下而購買
產品的，等到清醒時才感到後悔。因此，利用系統一造成的偏誤，進攻消費
者心理，引導他購買他不需要，但是沒買到會搥心肝的產品，是很常見的網
紅行銷手段。第二，消費者會因樂觀偏見而發生偏誤。例如，網紅不斷強調
產品在使用方面的優點與特色，促使消費者聯想自己日後也能享受到相同的
產品優點或特色因而購買，但事實上可能購買後不會使用或未必想使用。第
三，受到月暈效果的影響，消費者可能會因對網紅個人的正面印象而更容易
接受其所推薦的產品。第四，消費者處於捷思的系統一模式時，容易被網紅
的感性訴求而打動，進而提升好感，增加購買的可能性。第五，消費者通常
難以在短時間內判斷產品價值（如經驗品或餐具），故他們會以另一個角度
（如詢問自己對這個產品的喜好度）來替代產品價值判斷。第六，消費者在
網紅推薦產品時告知產品原價（即使比產品真實原價高很多），消費者容易
以此作為參考定價來判斷網紅提供的折扣是否夠多，進而影響其購買意願。
反之，當消費者驚覺參考定價有問題，而使得決策力成流動到系統二時，其
願付價格仍然會提高。
此外，當薦證廣告太過複雜，系統一無法理解時，就會喚起系統二，此
時消費者的理性層面被喚起，可能會導致購買可能性下降。因此，如何呈現
讓消費者毫無負擔或喜歡的薦證廣告，讓他僅停留在系統一思考，那麼成功
推廣產品的機會就會增加。故消費者瀏覽薦證廣告時的成功關鍵，在於讓消
費者產生感覺，且要避免讓消費者的決策歷程從系統一流動到系統二。
反之，若進一步考慮消費者本身對產品的涉入程度時，其薦證廣告的成
效亦會有所不同。例如，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指出，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程度很低時，企業廣告訴求只要動之以情，即
可說服消費者。此模式與消費者瀏覽薦證廣告時，思考停留在系統一且不太
會運用很多腦資源的思維一致。如同卡尼曼所言，我們大腦裏的世界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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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真實的世界，而且人們經常依據情感來做判斷和決定。換言之，大多數
時刻，我們都是受到情緒指引，而非理智，這就是系統一思考的特性。系統
一是動之以情。
然而，當消費者本身對產品的了解很深時（屬於高涉入程度），此時企
業廣告訴求需訴之以理，來說服消費者。也就是此時的消費者是專家，他們
不會被感性的廣告訴求所影響；反之，他們會去深入了解網紅廣告介紹的產
品特色，是否與他們過去的認知有明顯的不同或能提供更高的價值利益。若
有，則他們購買產品的機會就會提升。此與消費者的決策歷程進入系統二的
思維一致。系統二的思考是理性的，因為警覺性比較高，比較不會受到偏見
或捷徑的影響。對事情想的比較深入，考慮也的比較多，當然也最耗神。此
外，系統二思考會提高我們對證據與推論警覺性，不會輕率下判斷。所以系
統二會促使人們提高涉入，理性思考。
此外，如前所述，錨點效應過去是靠判斷和選擇的作業來研究，這是系
統二範圍。但卡尼曼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即使是錯誤的訊息，不但對系統一
的判斷有影響，也會影響系統二的判斷。原因在於即使是誇張的錯誤訊息，
他仍會向錨點一般影響消費者判斷，尤其在消費者的心智資源不足時，他們
的決策會更接近錨點。因此，網紅薦證廣告的廣告訊息即使有錯誤，仍可能
會影響低涉入消費者在系統一，或者流動到系統二的思考模式下所產生的購
買決策。例如，網紅給予的產品參考定價（此即為錨點，網紅故意將產品定
價拉高）很高，但打了很大的折扣賣給消費者。此時，消費者會覺得好像賺
很多（因為參考訂價和要賣的價格差異很大）而提升購買意願（系統一思考）
，
但當消費者警覺價格有異而使得決策歷程流動到系統二時，他仍然會受到些
微影響，即使他知道參考定價訂得太高，但其願付價格仍可能較外面行情相
對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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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快思」與「慢想」系統 v.s. 網紅薦證廣告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卡尼曼的系統思考模式和 ELM 模式來探討網紅薦
證廣告。結果證實網紅薦證廣告容易觸動消費者系統一思考，且能策略性地
操弄（如損失規避[見前澤友作、Revolve 個案]、樂觀偏見、月暈效果、捷思、
替代、錨點等系統一特質），避免消費者進入系統二思考。然而，前述各種
社群媒體的網紅薦證廣告案例能成功，主要是對推薦產品處於低涉入者的人
們，瀏覽到非具商業色彩的意見領袖（網紅 ）薦證廣告，容易促使人們陷入
直覺快思的思考模式，進而提升購買意願。再者，許多行銷者利用人們的社
群強化動機（見星巴克個案）、意見領袖操作（見李逸涵、Sandy&Mandy、
筋肉媽媽、電影生命、海角七號、三星個案）、形塑差異化個人特質（見大
蛇丸個案）和貼近人們生活引起共鳴（見這群人 TGOP 個案）等行銷手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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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成功。然而，大多數個案均未具體揭露網紅與產品所屬廠商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在薦證廣告後面才揭露。此操弄方式會讓消費者錯誤歸因網紅與廠商
無關，使得網紅得以發揮個人影響力或口碑效應（word-of-mouth effect）促
使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相較於商業來源（如店員、官方網站訊息）的訊息
管道，消費者普遍更重視非商業來源（如強連結[strong tie]的親朋好友，或弱
連結[weak tie]的網友）的口碑效應，且可信度較高50。因此，若網紅於薦證
廣告開始就揭露其與廠商之關係，會大大提升消費者防衛心，對網紅推薦的
產品可信度也會受到影響，所以許多網紅對於揭露與廠商之間的關係都避之
唯恐不及。
二、新興薦證廣告對廠商行為和市場結構可能產生之影響
（一）新興薦證廣告對廠商行為可能產生之影響
根據 DMA 於 2020 年 6 月的調查顯示51，2019 年臺灣企業對數位廣告的
投資金額，最高的是電商/網路原生品牌，占整體數位廣告投資金額的 13.9%，
其次依序為應用程式/遊戲產業 12.9%、美妝/美容/美髮產業 9.5%、快速消費
品/日常生活用品 9.4%、財務金融保險 7.7%、政府/公部門 6.1%、休閒娛樂產
業 5.6%、汽車產業 5.3%、零售產業 5.1%、科技產業 3.8%、時尚精品產業
3.7%、電信及通訊產業 3.0%...等。進一步頗析各產業的數位廣告投資金額，
成長力道最強的是影音廣告，總金額達 111.11 億，成長幅度達 37.2%。若從
產業別投入數位廣告的金額來看，電子商務的投資金額仍是最大的產業，投
資金額達新臺幣 63.59 億元，較去年同期成長增加幅度達 37%，排名第二。

50

51

Hennig-Thurau, T., Gwinner, K.P., Walsh, G., Gremler, D.D., 2004. Electronic word-of-mouth
via consumer-opinion platforms: what motivates consumers to articulate themselves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arketing, 18(1), 38–52.
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6/9)，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MGRTwXbOJ67_/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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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 2019 年適逢大選，如候選人宣傳或政府與民溝通，都大幅增
加公部門對數位行銷投入。就產業類別的成長來看，2019 年公部門成長幅度
為最高，達 64%，儘管略低於 2018 年的 125%成長率，但投資金額由 16.93
億增至 27.83 億，是臺灣投入數位行銷前十大產業中的第六名。而這些高成
長率的產業，仍以投資口碑/內容廣告行銷成長率為最高，成長動能主要來自
網紅、直播和貼圖等新型態廣告。隨著網紅經濟日漸成熟，除了帶動網紅經
紀公司興起，網紅也開始出現分層化現象，滿足品牌的不同行銷需求52。

實務上，已有許多產業成功的應用網紅薦證廣告行銷產品 53。例如，知
名品牌巴黎萊雅（L'Oréal Paris）在坎城影展上藉由明星代言人進行紅毯直
播，以親民之姿與觀眾聊巴黎萊雅，讓熱賣產品在短時間即銷售一空。韓都
衣舍推出韓國網紅的穿搭直播之旅，並邀請韓國和中國高人氣網紅上鏡傳授
穿搭技巧，吸引 200 萬人觀看。天貓和淘寶等電商已塑造多個網路店長晉升
為網紅，並創造驚人銷售量。
由於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響，2020 年第一季臺灣企業的整體廣告行銷
市場表現，較去年同期衰退 76.3%，顯示大多數企業均受到疫情影響。更有
許多廠商開始將行銷預算轉移到線上，其中網紅薦證廣告成為最受青睞的方
法之一，迄今已有超過 2000 家品牌廠商進行網紅行銷54。若從產業的角度來
觀察，整體產業的實體活動減少，線上活動與消費均增加，業績最好的產業，
依序為電子商務、遊戲 App、與疫情相關醫療保健和快銷日用品；反之，業
績大幅衰退的產業，依序為時尚旅遊、休閒娛樂、房地產、汽車交通與美妝

52

53

54

Wavenet (2020/6/10)，DMA 發表【2019 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 整體市場規模高達
458.41 億台幣！
https://www.wavenet.com.tw/news/dma2019-%E5%8F%B0%E7%81%A3%E6%95%B8%E4
%BD%8D%E5%BB%A3%E5%91%8A%E9%87%8F%E7%B5%B1%E8%A8%88%E5%A0
%B1%E5%91%8A/
李科成（2017），直播行銷革命：13 招直播變現技巧 X8 大產業實戰應用，從企業到素人
都適用的爆紅影響力，台北：商周出版。
KOL Rader (2020/5/4)，【COVID-19 下數位行銷新趨勢】 還在憑直覺做網紅行銷？用數
據成功打造網紅行銷策略金三角，https://blog.kolradar.com/2020/05/04/covid19-kolm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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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55。因此，許多企業開始從新規劃行銷策略。如下圖 22 所示，2020 年下
半年企業的數位行銷投資依序為社群操作（21.3%）
、MarTech 導入（17.9%）、
網紅直播代言（13.4%）、影音廣告（12.3%）、內容置入（8.9%）和口碑操
作（6.7%）…等。其中，網紅直播代言重要性高居第三，由此可見，受到 Covid-19
疫情和科技日新月異的影響，臺灣產業面臨數位行銷轉型已是不可避免之趨
勢。根據調查顯示，企業對數位行銷媒體的投資金額，已於 2017 年後，超過
傳統行銷媒體的投資56。

圖 2-22

2020 年下半年企業最偏好的數位行銷投資

資料來源：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 年 4 月 16 日）
。疫情下數位

行銷市場營運及觀察。2020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VrVcAhEIiVVu4cPDnyioDFD42FY
fIy4/view
綜上所述，廠商開始大量採用數位行銷手段，尤其著重於網紅直播投資，
其最主要原因，主要是受到大環境的改變，包括 Covid-19 疫情影響、新興科
55
56

同 27。
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2020 年 4 月 16 日）。疫情下數位行銷市場營運及觀察。
2020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VrVcAhEIiVVu4cPDnyioDFD42FYfIy4/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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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不斷推陳出新、產業環境變遷、市場競爭行為，以及消費者社群媒體行為
改變所致。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於 2020 年對全球 4,000 家廣告代理商的
調查報告顯示，2020 年有 78%的企業會提出網紅行銷預算，其中更有 66%的
企業會增加 66%的網紅行銷預算，近 30%的企業表示網紅行銷預算不會低於
總行銷預算的三成，72%的企業表示網紅行銷預算不會低於新臺幣 1,500 萬
元57。更進一步的，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調查發現，有 40%的企業主要利
用網紅來增加新產品知曉（awareness），36%的企業利用網紅來進行產品銷
售，24%的企業利用網紅來進行使用者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2019 年有 49%的企業邀請至少 10 位以上的網紅進行產品推廣。
（二）新興薦證廣告對市場結構可能產生之影響
根據 Google 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2019 年度 Youtube 所取得的廣告營
收，達到 151 億美元，較 2018 年的 111 億美元，大幅成長了 36%。其成長最
主要的因素，是網紅行銷。根據 Influencer Marketing Hub 於 2020 年的調查顯
示，網紅行銷市場的平台或業者（agencies）數量不斷成長，從 2016 年的 190
家，提升到 2019 年的 1,120 家，成長了近 6 倍，儼然成為一個新興產業類型。
事實上，網紅產業的興起，主要是受到科技的影響。換言之，科技的變
革，造就很多新的產業，亦使得很多產業消失。例如，現在是數據科技時代，
過去資訊時代的產業，如 DVD 被網飛（Netflex）取代，補習班和老師等知
識產業被 Coursera 等線上學習網站取代，傳統商店、書局或百貨被亞馬遜電
商、掏寶所取代。現代的工廠製造人力，會逐漸被機器人所取代；生產製造
和行銷思維，也從過去的客製化到現今的個人化製造思維。因此，未來產業
57

Streamlabs (2018), Live Streaming Q3'18 Report — 40% Of Twitch Using SLOBS, PUBG
Popularity On The Decline, Mixer & Facebook Live Show Healthy Growth, available at
https://blog.streamlabs.com/live-streaming
-q318-report-40-of-twitch-using-slobs-pubg-popularity-on-the-decline-mixer-fb923cdb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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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勢必會重新整合，許多產業亦會逐漸融合再一起。例如，早期電視、廣
播、電信是一個行業，但是當這些行業都數位化跟互聯網化之後，他們就變
成一個行業。早期有電子辭典、導航、遊戲機、音樂播放機、電影播放機等，
當我們有了智能手機之後，這些行業又變成一個行業。企業的經營思維亦從
過去的規模、範疇經濟，演變成共享經濟。行銷思維亦從過去追求產品差異
化的市場占有率，轉變為追求顧客差異化的個人佔有率。
在此時代背景下，臺灣企業都在追求數位行銷轉型。根據天下雜誌於
2019 年的《2000 大企業數位轉型與人才大調查》報告顯示，高達 48%企業
仍未啟動數位行銷轉型；近兩年六大產業新增最多的數位行銷技能為數位行
銷、社群行銷和電子商務58。其中，網紅薦證廣告在數位行銷、社群行銷和
電子商務（如淘寶）均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淘寶從 2016 年引進網紅直播，
至 2019 年，網紅直播替淘寶的銷售貢獻極大，故他們稱 2019 年為中國電商
直播元年59。淘寶直播的兩大明星，薇婭及李佳琦，在雙十一時間，在線觀
看人數分別是四千多萬及三千多萬；而薇婭的當天銷售額超過去年全年直播
業績，約 27 億人民幣，折合新臺幣約 118 億元60。
此外，由於科技和產業環境競爭型態的改變，造成傳統產業極大的挑展。
目前已見到許多品牌製造商利用過剩的產能，與網紅合作推出個人品牌。例

58

59

60

江逸之(2019 年 12 月 4 日)，《2000 大企業數位轉型與人才大調查》白皮書，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002?template=transformers
品牌志編輯部(2019 年 12 月 18 日)，【創新趨勢】中國淘寶直播銷售驚人，網紅流量變現
的終極之路？，取自：
https://www.expbravo.com/8468/%E4%B8%AD%E5%9C%8B%E6%B7%98%E5%AF%B6%
E7%9B%B4%E6%92%AD%E9%8A%B7%E5%94%AE%E9%A9%9A%E4%BA%BA-%E7
%B6%B2%E7%B4%85%E6%B5%81%E9%87%8F%E8%AE%8A%E7%8F%BE%E7%9A%
84%E7%B5%82%E6%A5%B5%E4%B9%8B%E8%B7%AF.html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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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館長於 2020 年 5 月 12 日推出滷味綜合包，吸引 39491 人次觀看，以及

140 則留言（如下圖 23 所示）。
圖 2-23 館長宣傳「滷味綜合包」
資料來源：館長（2020 年 5 月 11 日）
。館長 Youtube 網站。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6pToTpXqMc&ab_channel=%E5%AF%B6%E
5%AF%B6%E6%84%9B%E9%A4%A8%E9%95%B7

本身是算命師的雨揚，亦從實體環境走向社群環境經營，他推出透過
Youtube 推出許多自己的商品，包括開運配飾、風水擺飾、文創藝術品和拜
拜菸供，消費者可透過官網購買產品。如下圖 24 所示，雨揚老師推出「萬咒
加持的拒付臨門掌握財庫組」產品，共吸引 3,963 人次觀賞，4 則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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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雨揚老師宣傳「萬咒加持的拒付臨門掌握財庫組」
資料來源：雨揚老師（2020 年 5 月 11 日）
。雨揚老師 Youtube 網站。2020 年 10 月 30 日，取
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fwKABmeK4&ab_channel=雨揚樂活家族
YuYoung

再者，由於科技融合，台灣消費者也開始從電視和桌上型電腦收視行為，
部分移轉至智慧型手機。因此，使得許多企業亦開始關注應用行動社群 APP
（如臉書 APP、Youtube APP、17APP）進行網紅薦證廣告之效果，以提升偏
好使用行動社群的消費者購買網紅薦證廣告推薦之產品。儘管薦證廣告於電
視媒體、桌上型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的內容可能差異不大，但事實上，受到收
視族群異質性（heteregeneities）的影響，薦證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效果仍會
有異。例如，電視媒體（藝人）薦證廣告的收視族群，年紀通常較長，是被
動接受電視內容，對此類型收視族群採取較為感性的薦證廣告方式，效果較
佳；對桌上型電腦的收視族群而言，年紀較為年輕，他們是自己主動搜尋網
紅薦證廣告，且他們較為理性，故網紅採取理性訴求，對此類收視族群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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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效果較大；再者，對於智慧型手機的收視族群而言，年紀可能更為年輕，
而且更為理性（收入相對更少，且能透過手機搜尋網紅薦證廣告的相關產品
資訊[如價格]）
，對產品價格更為敏感，故理性廣告對此類收視族群的影響效
果較大。然而，目前各種平台的社群媒介均有不同差異，例如（可上網的）
電視螢幕最大，次為桌上型電腦，再來是平板和智慧型手機，不同媒介的操
弄便利性異不同，再加上收視族群的異質性，我們對於各種收視族群於不同
媒介觀看網紅薦證廣告效果研究的了解仍較為匱乏，有待後續學者進一步探
討。
綜上所述，由於受到大環境變化、科技變革，以及消費者社群媒體使用
行為改變等因素所致，使得臺灣的市場結構亦發生改變，許多企業紛紛開始
進行重整與數位行銷轉型。環境變化，已造成許多產業的消逝，但也創造出
許多新興產業（如網紅行銷產業鏈）
。更重要的是，對傳統產業而言，要延續
生命，必須開始進行數位行銷與經營思維方面的轉型。由於網紅薦證廣告在
數位行銷環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可能讓傳統產業找到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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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新興薦證廣告之法規文件與案例
本計畫將鎖定歐盟、美國、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薦證廣告所發佈的
法規文件或相關案例，進行深入研究。以下本章將依照美國、加拿大、歐盟、
英國、日本等順序，詳細介紹該國之重要法規文件與執法案例。

第一節 美國
一、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對線上廣告的基本看法及執法取向
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廣告管制的主要主管機關為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61。FTC 肩負保護消費者與促進競爭之雙重使命，
一方面是競爭法主管機關，同時也是消費者保護之主管機關 62。對於商業廣
告之規範管制為聯邦交易委員消費者保護之一環，其主要法律基礎為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第 5 條對於「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
之禁止63。同法第 12 條則進一步明定散布不實廣告（false advertisement）或
引致不實廣告之散布屬於第 5 條所規定之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正或欺罔之
行為或慣行64。FTC 管制反托拉斯案件之法律基礎為 FTC 法第 5 條對於「商
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正競爭方法」之禁止以及 The Clayton Act

65

。

（一）禁止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a)(1)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
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不公平或欺罔之行為或手段，構成違法。」

61

Carol Anne Been & Kate Hart, Native Advertising: What You Need to Know, 72 INTA Bulletin,
December 1, 2017. ＜https://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Native_Advertising_7220.aspx＞
62
https://www.ftc.gov/about-ftc/what-we-do
63
William C. Holmes, FTC Regulation of Unfair 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w, 30 DePaul L. Rev. 555, 556 (1981).
64
15 U.S.C. § 52.
65
Richard A. Posne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 Retrospective. 72 Antitrust Law Journal,
761, 76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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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66。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a)(1)前段的「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包括了違反 Sherman 法和 Clayton 法的主要行為；
而後段的「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又可區分為「不公平行為」和「欺罔行為」
。
不公平行為方面，聯邦交易委員會曾於 1980 年提出說明，包括三個概念：1.
違反公共政策之行為，此種公共政策可由各類法律與社會既有觀念中導出；
2.不道德、不合倫理、具有壓迫性或不謹慎、對消費者或競爭者造成實質傷
害67。若參考范建得的介紹，則提到：
「聯邦交易委員會法得以依據該條之規
定，直接保護消費者之利益，而今，消費者保護之功能更有活躍積極之表現，
而由一常設『消費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保護消費者
對抗欺罔與不公平之行為，並執行諸多有關消費者保護之法律，其內容涉及
商品包裝及標示、事業資訊之揭露、禁止對消費者貸款之差別待遇、委外催
款收帳之規範、違約處罰之限制、書面或默示擔保內容之規範、現物要約等
事項。68」
（二）規範對象包括任何人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所處罰的對象，並不
限於參與競爭的事業。根據第 5 條(a)(2)規定：
「委員會被授權避免，任何人、
合夥、公司，除本法第 57a(f)(3)所規定的銀行、儲存和貸款機構，第 57a(f)(4)
66

15 U.S.C. § 45. 關於該條文的解釋操作，可參見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4 期，頁 1-30，2000 年 10 月。
67
廖元豪，同上註，頁 10。另外，原始報告為 FTC,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
1980, https://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1980/12/ftc-policy-statement-unfairness.
68
廖義男主持，范建得撰寫之部分，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頁 417，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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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之聯邦信用聯盟、貿易相關法律所規範之大眾運輸，美國法典第 49
本第 VII 章、A 節所規範航空載運和國外航空載運，以及受 1921 年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 法（經修正放於 7 U.S.C. 181 條以下）所規範之個人、合夥和
公司，除該法第 406 條(b)（7 U.S.C. 227(b)）之例外，不可使用商業上或影響
商業之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或者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手
段。」
仔細閱讀，在條文中所規範的任何人、合夥、公司，並沒有限定於參與
競爭的事業。其次，其所禁止的行為，就商業上行為（in commerce），某程
度可解視為參與商業競爭；但就影響商業（affecting commerce）之不公平或
欺罔行為，既然稱之為影響，表示行為人本身雖然沒有參與商業競爭，但卻
從旁的影響商業競爭。因而，在後續關於薦證指引的規範者就可以看到，FTC
認為，就參與不實宣稱或未揭露重要資訊的薦證者，一樣會構成違反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行為，本身也會受到該條之處罰。
（三）發布指引
FTC 也會發布指引（guides）
。指引是 FTC 就其主管之法律所作的行政解
釋，透過指導或舉例來引導產業與大眾於行為時符合法律規範之要求。指引
雖不具法律效力，但若事業不遵守指引，FTC 可能會因此認定其違反 FTC 法
第五條之規定，而對之採取執法行動69。
FTC 認為對於網路廣告的規範管制和其他型態或媒介上的廣告並無本質
上差異，因此「廣告法的一般原則於適用於線上行為」70、
「適用於其他商業

69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5 at n.5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70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i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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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媒介的消費者保護法，同樣適用於包括行動市場（mobile marketplace）
在內的線上活動」71、「適用於其他型態廣告之規則，同樣適用於電子行銷」
72

。
但在另一方面，FTC 也承認新科技帶來的議題及挑戰：「儘管線上商務

（包括行動與社群媒體行銷）現正蓬勃發展，欺罔（deception）將會破壞消
費者對於線上市場的信心。為確保在線上對於產品與服務描述的真實性以及
滿足消費者期待，FTC 將持續執行消費者保護法令。絕大部分廣告法的一般
性原則適用於線上廣告，但新課題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而產生。FTC 將持續使
用傳統判準來評價線上廣告，但同時承認未來創新帶來的挑戰73。」
FTC 對於線上廣告公布了許多相關重要指引，以下介紹二個與本計畫最
相關的指引。
二、2009 年 FTC 薦證廣告指引
2009 年 FTC 發布「有關於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
（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指引內容分為六部分，以下僅簡單說明重點，並將指引中之案例，特別
涉及新興網路見證廣告中，予以列出。完整之指引翻譯，請參考本報告附錄
一。

71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i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72
FTC,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 p. 1 (Sept. 2000),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lain-language/bus28-advertising-and-marketing-inter
net-rules-road2018.pdf.
73
FTC, Self-Regulatory Principles for Online Behavioral Advertising, p. 21 (2009),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reports/federal-trade-commission-staff-report-sel
f-regulatory-principles-online-behavioral-advertising/p085400behavad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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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與定義
本指引說明 FTC 在審酌薦證廣告之合法性（特別是 FTC 法第 5 條之規
定）所採取之一般原則，並提供這些原則之應用範例74。所謂薦證指消費者
可能相信為反映廣告主以外之人之意見、信仰、發現或經驗的任何廣告訊息。
任何提供前述訊息之個人、團體或機構均為薦證者（endorser）75。
FTC 將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視為同義詞。在本指
引以推薦（endorsement）一詞涵蓋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
76

。因此，就美國法而言，可將 endorsement 翻譯為薦證。

（二）一般原則
16 CFR § 255.1 規定了薦證廣告的一般考量因素，其包括下述重點：
(a)薦證必須反映薦證者之誠實之意見、發現、或經驗77。
(b)薦證訊息無須與薦證者之措辭完全相同，但不得以抽離情境脈絡之
方式利用薦證，或將之以扭曲之方式改寫78。
(c)若廣告呈現薦證者使用該產品，薦證者應為真正使用者79。
(d)廣告主須為薦證中之不實或無事實根據之陳述負責。廣告主亦有責
任揭露自身與薦證者間之實質關係。薦證者亦須為其於薦證中之陳述負
責80。

74
75
76
77
78
79
80

16 CFR § 225.0(a).
16 CFR § 225.0(b).
16 CFR § 225.0(c).
16 CFR § 255.1(a).
16 CFR § 255.1(b).
16 CFR § 255.1(c).
16 CFR § 255.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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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 16 CFR § 255.1 (d)中，為最關鍵的原則性規定。第一點，廣告
主除了薦證廣告中有虛假或未經證實之陳述要負責任外，並直接規範未能揭
露重要關連性也要負責。第二點，其規定「薦證者對於薦證行為過程中的陳
述，也要負其責任。」亦即呼應上述說明，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所處罰
的對象，也包括競爭事業以外之人，包括薦證者。
至於廣告代理業者、網站（廣告媒體業者）是否亦可能因欺罔廣告而被
處罰？論者指出，根據既往之案例，如果這些廣告代理業者、網站（廣告媒
體業者）參與準備該廣告或散布該廣告，或者在散布之前知道該欺罔性宣稱，
就可能要負責任81。

其中，第 225.1 條之案例 5 涉及了網紅在部落格上的薦證廣告。
案例 5：一個皮膚照顧產品的廣告主參與了一個部落格廣告服務。
該服務會配對廣告主和願意在其個人部落格中推薦廣告主產品的部
落客。廣告主要求一部落客嘗試一款新的護膚液，並在她的部落格
中撰寫產品評論。雖然廣告主並沒有對該護膚液有治療皮膚能力作
任何特定的宣稱，該部落客也沒有問廣告主對該產品宣稱是否經過
證實，但在部落格的評論中，她寫到，該乳液治療好了濕疹，並推
薦該產品給有一樣困擾的讀者。該廣告主對於透過該部落客薦證所
為之誤導或未經證實之表達，要負責任。部落客也要為其薦證過程
中所為的誤導或未經證實之表達負其責任。部落客也會因為沒有清
楚明顯地揭露其獲得報酬撰寫評論，而要負責任。 [參見§ 255.5.]

81

Brian D. Wright, Esq., Social Media and Marketing: Exploring the Legal Pitfalls of User
Gegerated Content, 36 U. DAYTON L. REV. 67, 70, 7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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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 CFR § 255.1 的最後一段中提到，廣告主應該協助監督薦證者，採
取相關的措施：
「為了限縮其潛在的責任，廣告主應該確保該廣告服務有提供
指引給部落客，並訓練部落客，讓他們瞭解必須確保所為的陳述是真實且經
過證實。廣告主也應該監督付費促銷其產品的部落客，當發現有問題時，採
取必要步驟以停止該欺罔表達的持續公開。」而這個方向，在後來 FTC 的裁
罰案例中，也進一步被落實。
（三）消費者薦證（consumer endorsements）
利用消費者薦證產品效能之廣告，廣告主必須掌握充足證據，以支撐宣
稱之效能82。
廣告包含消費者使用經驗之薦證，應被解釋為消費者在使用該產品時通
常均可達成者83。
廣告中應表明薦證者是否為真正消費者（actual consumers）84。
（四）專家薦證（expert endorsements）
若廣告中明示或暗示薦證者為薦證內容之專家，則該薦證人應具備與薦
證內容相應之專業資格85。雖然於薦證產品時，該專家可能將非其專業領域
之因素（如品味、價格）納入考量，但該薦證必須受其專業之實際運用所支
持86。
（五）機構薦證（endorsements by organizations）
機構薦證內容須經其該機構之集體判斷程序產生。若該機構被表述為專
家，則必須該採用該機構所認可之專家或先前採用之標準87。
82

16 CFR § 255.2(a).
16 CFR § 255.2(b).
84
16 CFR § 255.2(c).
85
16 CFR § 255.3(a).
86
16 CFR § 255.3(b).
87
16 CFR § 255.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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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要關連性之揭露（disclosure of material connections）
第 255.5 條規定，當薦證者與廣告產品的銷售者間，具有某種關聯，會
重要地（materially）影響該薦證可信度（例如，該關聯無法被一般消費者可
合理預期）
，此種關聯必須被充分揭露。例如，當一個電視廣告中出現的薦證
者，既沒有被呈現為是專家，也不為一般消費大眾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認識，
那麼，該廣告主就必須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在交換該推薦前是否有給予報酬
或承諾後謝，或者薦證者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或相信，在對該廣告產品薦證後，
某些利益（例如出現在電視上）將會擴及回薦證者身上。下述案例可作為額
外的指引，包括透過其他媒體所為薦證的指引。88。
其中，第 255.5 條之案例 7、8、9 涉及了網路上的薦證廣告。
案例 7：一大學生是一個電動玩具專家，他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張
貼他參與比賽的經驗談。部落格的讀者常常搜尋他對於遊戲硬體和
軟體的評價。一如過去，一款新發行遊戲的製作公司計一份該遊戲
光碟給這個大學生，要求他在部落格上撰寫相關貼文。他測試了新
遊戲，並且撰寫了有利的評論。由於他的評論透過消費者產生的媒
體（consumer-generated media）而散布，在這種媒體中，他與廣告
主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讀者不太可知知道，他是免費獲得該遊戲
軟體以交換對該產品的評論，因而才對該遊戲給予評價，這個資訊
會實質影響讀者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該部落客應該清
楚和明顯地揭露，他是免費收到這個遊戲軟體。製造商也應該在提
供遊戲軟體時建議他應該揭露這個關係，且製造商應該建立內部程
序以監督他在貼文時是否有揭露該訊息。
案例 8：一個線上訊息討論區，專門是 MP3 愛用者常常討論新音樂
下載技術的討論區。他們會在上面交換新產品、效用、新播放設備
88

16 CFR §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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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等資訊。一個播放設備領導製造商的一名員工，該訊息討論
區社群中並沒有人知道該員工的身份，該員工在討論區中張貼訊
息，推銷該製造商的產品。若知道這則貼文者的員工身份，可能會
影響大家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貼文者應該清楚且明顯
地在訊息討論區的成員與讀者，揭露其與該製造商的關係。
案例 9：一個年輕人註冊了一個「街道團體」計畫，在該計畫中，
團體成員只要向自己的朋友討論到特定廣告主的產品，就會獲得點
數。團體成員可以用點數換獎品，例如演唱會票或電子產品。這樣
的誘因，會重要影響團體成員薦證的可信度。這應該被清楚明顯地
揭露，且該廣告主應該採取步驟，確保他們會做這些揭露。
三、2013 年「.com 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
針對如何在線上廣告中作成合乎 FTC 主管之法規規範之「明確且顯著之
線上揭露」
，FTC 於 2013 年 3 月發布「.com 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
露」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89

（一）概說
其特別針對如何就線上廣告，對消費者做出明確且顯著的接露，說明其
為廣告。傳統上，FTC 要求揭露必須以「清楚且明顯」
（clear and conspicuous）
之方式呈現。此一標準須依照理性消費者的觀點來判斷。其關鍵在於對該廣
告之「整體淨印象」（overall net impression）--亦即，廣告是否真實且具備佐
證90。揭露是否合於清楚且明顯之標準無法一概而論，需視該揭露之資訊及
89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90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6 (2013),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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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之性質而定。FTC 發展出七項評價特定揭露是否為清楚且明顯時的七項
考量：
--揭露在廣告中的位置及其與所要限定的宣稱之距離（鄰近性）；
--該揭露之顯著性；
--該揭露是否為不可避免的；
--廣告中的其他內容可能會移轉消費者對於該揭露注意力之程度；
--為了有效傳達，該揭露是否必須被重複呈現；或者由於消費者進入該
廣告之途徑不同，而錯失該揭露；
--以聲音訊息呈現之揭露，是否以適當之音量及韻律呈現；視覺揭露顯
示之時間是否夠長；
--該揭露所要傳達之對象是否能了解其中之用語91。
FTC 一方面使用這些傳統因素來評價線上廣告之揭露是否滿足明確且顯
著之標準，但另一方面也承認，線上廣告的特殊性—包括透過社群媒體平台
或行動裝置傳達—可能會影響對於揭露之評價92。在文件的 7-21 頁，FTC 討
論了如何適用傳統標準於線上廣告揭露之評價。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難以
將揭露與其所要限定的宣稱或產品資訊，顯現於同螢幕/同框（same screen），
以及使用超連結（hyperlinking）揭露等問題。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91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92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
closure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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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之完整翻譯，可參考附錄二。但以下節錄，在該文件中，特別提
到網紅在社群網站或部落格中的薦證廣告，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露。
（二）空間有限廣告之揭露
該指引特別提到一種「空間有限廣告」（space-constrained ad），主要包
括 tweet 這種社群網站中的薦證廣告，由於空間有限，且會被他人分享，就
必須在適當的位置為清楚明顯地揭露。
在該指引中，案例 14 到案例 17，均屬於對 tweet 薦證廣告的實例說明。
其詳細舉例說明，在空間有限的推文中，要以何種方視為清楚且明顯的揭露
重要關連性。詳細內容，可參見本報告附錄二。
四、美國 FTC 近期關於網路新興薦證廣告案例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 2019 年和 2020 年，在其網站上的案例資料庫中，
陸續公布四則與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二則案例是 FTC 自己行政裁
罰，二則案例則是 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以下依時間先後順序，介
紹這四則案例。這四則案例，剛好涉及四種形式的新興薦證廣告問題。
（一）2019 年 FTC v. Devumi 案：販售虛假社群網站影響力指標
美國 FTC 有權向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判被告停止其違反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以下簡稱 FTC Act）之行為，並請法院下達任何適當的衡平救
濟命令，包括剝奪違法取得之金錢93。
1.案件事實
2019 年 10 月 21 日，FTC 佛羅里達南區地區法院，起訴了 DEVUMI 公
司。該案被告是 Devumi, LLC 公司（簡稱 Devumi 公司）
，第二個被告是 German

93

15 U.S.C. § 5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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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s, Jr. （簡稱 Calas），是 Devumi 公司的執行長94。
本案被告的行為，乃營運下列網站，包括 Devumi.com、TwitterBoost.co.、
Buyview.co 和 Buyplays.co。透過這些網站，被告銷售假的社群媒體影響指標
（fake indicators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包括假的追蹤人數（followers）、
訂閱人數、觀看數、點讚數，給不同社群媒體平台的使用者，這些平台包括
LinkedIn、Twitter、YouTube、Pinterest, Vine 和 SoundCloud95。
這些社群媒體影響力指標，對於想要使用社群媒體的企業和個人，在從
事雇用、投資、購買、聆聽和觀看決定時，都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這
些影響因素是虛假的，就會造成誤導，可能會使消費者做出不是最想要的決
定。假的社群媒體影響力指標，會破壞影響者經濟（influencer economy）和
消費者對這些影響者所提供資訊的信任96。
被告將假的 LinkedIn 追蹤人數（followers），賣給行銷廣告公關公司；
管理顧問公司；提供電腦軟體解決方案公司；銀行、投資銀行和金融服務公
司；人力資源公司；和其他提供各種服務的公司。被告銷售超過 800 則假的
LinkedIn 追蹤者的訂單。被告讓購買 LinkedIn 追蹤人數的人，可以欺騙潛在
的客戶、投資人、合夥人和員工97。
被告也銷售假的 Twitter 追蹤人數給演員、運動員、音樂家、作家和其他
想要提高影響力的個人。被告銷售假的 Twitter 追蹤人數給激勵演說者、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投資專家、以其其他希望提升其潛在客戶對其服務可信度的
個人。
被告滿足了超過 58000 筆購買假 Twitter 追蹤人數的交易。被告的行為，讓購
買 Twitter 追蹤人數的購買者，可以欺騙其潛在客戶關於其影響力的認知，
94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S.D. Florida, 10/18/2019), at 2.
95
Id. at 3.
96
Id. at 3.
97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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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客戶是想要委任他們作為影響者，或者委任他們為其他服務98。
被告也銷售假的 YouTube 頻道之訂閱人數以及假的觀看書給張貼
YouTube 影片的張貼者，包括希望提高其歌曲人氣的音樂家。被告共銷售了
超過 400 筆假的 YouTube 訂閱人數之交易，以及超過 32000 筆假的 YouTube
觀看數之交易。被告之行為，讓購買假 YouTube 訂閱人數與觀看數的購買者，
可以欺騙潛在觀看者和潛在的音樂購買者99。
在 2014 年到 2018 年間，Devumi 和其母公司，一共支付給被告 Calas 先
生 2 百 50 萬美金100。被告從事這類型為長達三年以上，直到 FTC 向他們提
出調查之後，才停止這類違法行為101。
2.起訴書認為違法之行為
FTC 起訴認為，系爭行為已經違反了 FTC Act 第 5 條(a)，也就是 15 U.S.C.
§ 45(a)102，禁止會影響交易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因為，不實表達（Misrepresentations）
以及欺騙性地隱瞞重要事實（deceptive omissions of material fact），也會構成
第 5 條(a)的欺罔行為或運作103。
本案中，被告乃提供欺罔的手段和工具（means and instrumentalities to
Deceive）。被告銷售和散布假的追蹤人數、訂閱人數、觀看數和其他社群媒
體影響力指標給各種社群媒體平台的使用者，讓這些使用者可以誇大或不實
表達他們的社群媒體影響力。因而，被告的行為是提供這些社群媒體平台使

98

Id. at 3-4.
Id. at 4.
100
Id. at 4.
101
Id. at 4.
102
15 U.S.C. § 45(a) (“(a)Declaration of unlawfulness; power to prohibit unfair practices;
inapplicability to foreign trade (1)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103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Complaint, at 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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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從事欺罔行為或運作之手段和工具104。因此，被告之行為和運作，構
成了違反 FTC Act 第 5 條(a)的欺罔行為或運作105。
FTC 認為，此種行為對消費者造成實質損害。且被告也因為該違法行為
獲得不正當利益。因此，倘若法院不下達禁制令，被告很可能會繼續損害消
費者，獲取不當得利，且傷害公共利益106。
由於 FTC Act 第 13 條(b)，也就是 15 U.S.C. § 53(b)，賦予法院有權下達
禁制令，或者其他法院認為適合停止該行為並救濟的任何適當救濟措施。此
外，法院在行使其衡平救濟（equitable relief）時，亦可剝奪被告因違法行為
所獲得之違法利益（disgorgement of ill-gotten monies）。故請求法院命令被指
停止該行為，包括其他法院任何適當之命令107。
3.約定法院命令內容
在 FTC 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提起起訴書的同一天，也已經與被告等人，
約定好可能的法院命令（stipulated order），同一天提交於法院108。
約定法院命令中，命令被告等人不得從事的行為，主要有下列三項：
(1)不得再銷售社群媒體影響力
其約定，被告，被告的經理、代理人、員工、律師、或其他積極合作或
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人，在收到此命令的真正通知後，不論是直接或間接，
都不可以再銷售、協助他人銷售社群媒體影響力指標給其他第三方經營的社
群媒體平台109。

104

Id. at 5.
Id. at 5.
106
Id. at 5.
107
Id. at 5-6.
108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Stipulate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Monetary
Judgment (10/18/2019).
109
Id. at 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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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得就社群媒體影響力、評論或薦證為不實表達
其約定，被告、被告的經理、代理人、員工、律師、或其他積極合作或
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人，在收到此命令的真正通知後，不論是直接或間接，
只要與促進或提供銷售任何產品或服務有關，對下列事項都不可以為任何不
實表達（misrepresentation）
，或協助他人為任何不實表達，不論明示或暗示：
A 對任何個人或實體的社群媒體影響力；
B 在或關於任何個人、實體、產品或服務的評論與薦證方面110。
(3)不得使用消費者相關資訊
其約定，被告、被告的經理、代理人、員工、律師、或其他積極合作或
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人，在收到此命令的真正通知後，應永遠被限制且不得
直接或間接從事下列行為：
A.對消費者資訊，包括姓名、地址、電話、E-mail、社會安全號碼、其
他可辨識個人之資訊，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接觸客戶帳號之資料（包括信用卡、
銀行帳號或其他金融帳號）
，只要是被告與 Devumi 公司的廣告、行銷、散布
或銷售社群媒體影響力指標過程中所取得的資訊，都不得揭露、使用或以之
獲利；及
B. 在接到 FTC 代表人所為的書面指示之後 30 日內，未能銷毀所持有的
任何形式保管的消費者資訊。
除非，該消費者資訊因為政府機關要求或法律、命令或法院命令要求而
不需要銷毀，或者可以揭露者111。
FTC 在 2019 年 10 月 21 日發佈新聞稿112，說明上述對於 Devumi 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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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3.
Id. at 6-7.
112
FTC Press Release, PRESS RELEASE: Devumi, Owner and CEO Settle FTC Charges They
Sold Fake Indicators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 Cosmetics Firm Sunday Riley, CEO Settle FTC
Charges That Employees Posted Fake Online Reviews at CEO’s Direction (10/21/2019),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82-3066/devumi-llc.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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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與所提出的約定法院命令，因為 Devumi 公司和其執行長都同意該約定
法院命令，該法院命令在法院同意其內容後，就會正式生效。
(4)罰款部分
本案乃 FTC 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美國因強調三權分立，行政機關自己
並無罰款權力，但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civil action）
，請求各種民事救濟。
前已說明，FTC 主張，根據 FTC Act 第 13 條(b)，也就是 15 U.S.C. § 53(b)，
賦予法院有權下達禁制令，或者其他法院認為適合停止該行為並救濟的任何
適當救濟措施。此外，法院在行使其衡平救濟（equitable relief）時，亦可剝
奪被告因違法行為所獲得之違法利益（disgorgement of ill-gotten monies）。本
案 FTC 主張，被告違法獲利總共為 250 萬美金113。
但約定判決內容中，只要求被告在判決後立即給付 5 萬美金，以及一年
後給付 20 萬美金，亦即只有認定總賠償金的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假若
被告都確實遵守判決內容為給付並遵守其他要求，則就暫不予追繳114。
（二）2019 年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案：員工撰寫假評論意
見
2019 年 10 月 21 日，FTC 同樣公布了另一則與網路薦證有關的案件。此
案名為 In the Matter of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案。該案 FTC 只是提出
行政起訴草稿，並與被告等人約定行政和解，故並沒有正式的進入法院。
1.案件事實
以下案件事實，乃參考行政起訴書草稿。本案的被告有二，一為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公司，另一為個人 Sunday Riley，她是前開公司的執行
長。被告公司乃製造、廣告、標示、提供銷售、銷售和散布以「Sunday Riley」
113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Stipulate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Monetary
Judgment , at 13(10/18/2019).
114
Id. at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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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商標的化妝品給消費者115。
本案中，被告將其 Sunday Riley 牌化妝品，透過 Sephora 公司進行銷售，
Sephora 是個人保養和美容商店的跨國連鎖店。被告賣給 Sephora 公司的價
格，從一罐 0.5 盎司「潮汐美白面霜」
（Tidal Brightening Facial Cream）的 22
美元，到一瓶 1.7 盎司的「好基因全效精華液」
（Good Genes All-In-One Lactic
Acid Treatment）158 美元。Sephora 公司在其網站 www.sephora.com 提供消費
者留言區，可以對產品進行評論116。
在 2015 年 11 月倒 2017 年 8 月間，被告 Sunday Riley Skincare 公司的經
理人，包括被告 Sunday Riley 自己，在 Sephora 網站上，使用假帳號，對自
家產品發表評論，或者要求其他員工也如此做117。
當 Sunday Riley Skincare 員工所寫的假評論被 Sephora 公司刪除時，員
工們懷疑，這是因為 Sephora 已經辨識出，這些產品評論來自於 Sunday Riley
Skincare 公司的 IP 位置。被告公司的經理決定使用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簡稱 VPN）
，因為這樣可以隱藏撰寫評論者的真實 IP 位置118。
2016 年 7 月時，Sunday Riley 寫信給所有員工，希望每人都在
Sephora.com 建立三個帳號，使用不同的 ID。並教導員工，在每一次上去
Sephora.com 前，要先清楚所有的 cookie 歷史紀錄。且只能用 VPN 連上網路。
並提醒員工，撰寫評論時不要與其他產品比較，不要使用污衊語言。也可以
稍微評論其他產品，但不要評論皮膚保養品，例如可以評論面膜、採裝或頭
髮產品。並告知每隔幾天都評論另一種產品，以建立該帳號的歷史紀錄。最
後，如果看到其他對公司產品的負面評論，要點選「不喜歡」（dislike）。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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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In the Matter of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t, at 1-2,
(10/21/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2_3008_sunday_riley_complaint_0.pdf.
116
Id. at 2.
117
Id. at 2.
118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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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有夠多的不喜歡，該則評論就會被移除119。此外，也有多項 e-mail 證
據顯示，負責 Sephora.com 網站的經理會寫信教員工，要將產品留言評論偽
裝得像是真的方式120。
2.FTC 行政起訴書認為違法之項目
FTC 在行政起訴書中指出，被告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的行為，
構成了二項違法行為。
(1)虛假和誤導薦證宣稱（False or Misleading Endorsement Claims）
FTC 指出，被告等行為，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對 Sunday Riley
品牌產品在 Sephora 網站上的產品評論，表現出是該產品一般公正使用者的
獨立經驗或意見。但事實上，Sunday Riley 牌產品在 Sephora 網站上的許多評
論意見，並不是真的反映了該產品一般公正消費者的獨立經驗或意見，因為
這些評論都是由 Sunday Riley 自己或其員工所撰寫。因此，上述表現
（representations）出來的評論，是虛假或誤導的121。
(2)欺罔性地、不揭露與薦證者的實質關聯（Deceptive Failure to Disclose
Material Connections with Endorsers）
FTC 認為，上述被告的行為，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對 Sunday Riley
品牌產品在 Sephora 網站上的產品評論，表現出是該產品使用者的獨立經驗
或意見。但是，在發表這些評論時，這些員工被沒有揭露，這些線上消費者
評論是由 Sunday Riley 自己或其員工所撰寫。此項事實，對於消費者在評價
這些 Sunday Riley 牌產品以決定是否要購買或使用時，會有重要影響。而被
告並沒有在上述評論意見中揭露這些重要資訊（material information），因而
屬於欺罔行為或運作122。
119
120
121
122

Id. at 2-3.
Id. at 3-4.
Id. at 4.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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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FTC 認為，上述被告行為和運作，已經構成違反 FTC Act 第 5 條
(a)的影響交易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123。
3.行政處分之協議
FTC 在同一天所公告之文件，也包括 FTC 與被告等人約定的行政協議命
令（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亦即被告同意 FTC 委員會將作成
的決定與命令內容124。
在該決定書草稿中，FTC 提出了以下幾項實質命令：
(1)關於薦證時禁止的呈現方式（Prohibited Representations Regarding
Endorsements）
FTC 命令，被告、被告之經理、代理人、員工、律師和所有其他積極合
作或參與其事業的任何人，在收到此命令之真正通知後，不論直接或間接，
只要與廣告、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任何產品有關，都不能以明示或默示，
對於產品評論的薦證者或個人的身份，為不實表達（misrepresentation），包
括不實表達該薦證者或評論者是該產品的獨立通常使用者125。
(2)要求揭露重要關聯性（Required Disclosure of Material Connections）
FTC 命令，被告、被告之經理、代理人、員工、律師和所有其他積極合
作或參與其事業的任何人，在收到此命令之真正通知後，不論直接或間接，
只要與廣告、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任何產品有關，對於產品評論的薦證
者或消費者都不能以明示或默示為任何表達，除非對下述訊息為揭露：對任
何薦證者與 1.被告之間，或 2.任何與該產品有關聯的個人或實體之間，存在
「任何無法預期的重要關聯」
（Unexpected Material Connection）
，均清楚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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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5.
FTC, In the Matter of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 at
1-2, (10/21/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2_3008_sunday_riley_acco_0.pdf.
125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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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地（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揭露，且該揭露與該表達內容緊密連結
（Close Proximity）126。
(3)告知揭露之責任（Notification of Disclosure Responsibilities）
FTC 命令，被告要提供每一員工、代理人、代表一個清楚的陳述，說明
被告有職責在任何線上評論、社群媒體貼文，或者其他關於被告產品的任何
薦證，對該員工、代理人或代表人與該產品的連結，為清楚且明顯、與之緊
密連結之揭露，並且從這些人獲得書面簽收，表明其確實收到被告的清楚告
知，以及會明確遵守之陳述及日期。對於現有員工、代理人、代表等，需要
本命令生效之 10 內，傳送該告知並獲得書面簽收。至於其他人，該告知與簽
收必須在員工就職以前完成127。
值得注意的是，整份協議命令草案，並沒有要求金錢的裁罰。因而，這
個協議命令的草案，送交 FTC 委員會投票表決時，以 3 比 2 票通過128。之所
以有 2 票沒有通過，就是因為有 2 位委員認為這個線上假評論假薦證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居然沒有金錢裁罰129，故不接受協議命令草案。

（三）2019 年 UrthBox, Inc.案：贈送產品給消費者交換評論
2019 年 4 月，FTC 對於 UrthBox 提出了行政起訴草稿130，認為其張貼在
網站上的正向的消費者評論，並沒有揭露這些評論者與該公司之間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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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7.
Id.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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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Press Release, PRESS RELEASE: Devumi, Owner and CEO Settle FTC Charges They
Sold Fake Indicators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 Cosmetics Firm Sunday Riley, CEO Settle FTC
Charges That Employees Posted Fake Online Reviews at CEO’s Direction (10/2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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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Complaint (4/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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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並且同時也公布了與 UrthBox 公司間的協議命令書草稿131。經過公告
徵求意見後，FTC 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公布了正式的行政起訴書，以及經過
被告協議同意的行政處分書。
1.案件事實
以下先根據正式的行政起訴書132，介紹該案件事實。
本案被處分人有二位，一位是 UrthBox, Inc.公司，第二位是 Behnam
Behrouzi, 其是該公司的執行者133。從 2014 年開始，UrthBox, Inc.公司向消費
者廣告、提供銷售、銷售、散布其零食盒（snack boxes）產品。被告提供消
費者三種方案，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訂購其零食盒。每個月的零食盒費
用，從 19.99 美金到 199 元美金，取決於零食盒的大小。被告要求消費者需
事先支付訂購期間的全部費用134。
從 2016 年 10 月倒 2017 年 11 月，被告對消費者提供零食盒的「免費體
驗」
。作為免費體驗的條件，被告自動將消費者加入六個月的訂購名單，其整
體費用介於 77 美元到 269 美元，除非消費者在該計畫的訂購日之前取消訂購
135

。
從 2016 年秋季開始，被告散布或使他人散布關於零食盒免費體驗的廣

告，包括但不限於下面的 A 到 D 的廣告內容136。
A.「免費嘗試零食盒」
（該廣告乃出現在 UrthBox 的橫輻廣告，2016 年 10 月以後出現）
131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Decision and Order
(4/3/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2_3028_urthbox_decision_and_order_4-3-19.
pdf.
132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Complaint (5/17/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c-4676_172_3028_urthbox_complaint_5-17-19
_0.pdf.
133
Id. at 1.
134
Id. at 1.
135
Id. at 2.
136
Id.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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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rthBox 在其為慶助世界地球日，在 2017 年 4 月的「UrthDay」
，將發
放 5000 組免費的零食盒。....
全球健康和愛地球的消費者將會得到價值達 49 美金的免費 UrthBox，只
要瀏覽 www.urthbox.com/urthday 網頁，成為 5000 人之一索取免費零食盒的
人。...消費者將會對免費的 UrthDay 零食盒支付 2.99 美金的運費處理費。
（該廣告乃出現在 www.prnewswire.com 網站，2017 年 4 月。）
C. 從 UrthBox 獲得美味零食盒的免費體驗！有純素及免麩質選項！今
天截止！
（該廣告在 UrthBox 的 Twitter 帳號張貼，2017 年 1 月。）
D. 從 UrthBox 獲得美味零食的免費體驗！對美味零食享受第一次免費
盒！只要支付 2.99 美元的運送處理費。
....
取得你的免費盒
每個月探索各種美味零食
....
點擊此處，取得你的第一次免費零食盒！
（該廣告在 www.certifiKID.com 網站上出現，2017 年 4 月。）網站的桌
機版。

消費者只要使用電腦，點擊上述免費零食盒的廣告，就會被導向被告促
銷免費零食盒的官方網站。該網站的首頁寫著「健康零食的每月盒....第一盒
免費！只要付運費！」或者類似的文字137。 接著，若繼續點擊下去，可以挑
選零食盒的大小、零食的類型等，最後填入地址與信用卡資訊以支付運費。
但在所有選項點擊填選完，消費者的選項會被自動帶入 6 個月的訂購，且訂
137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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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選項就直接帶入前述免費體驗的選項。被告公司會在第一次寄送免費盒
之後的下一個月第一天，就扣款索取 6 個月的訂購費用。消費者必須在免費
盒寄送的下一個月第一天以前，取消六個月的訂購，才能免於支付六個月的
全額款項138。
FTC 認為，被告並沒有在其網站上，在取得消費者的付款資訊之前，清
楚且明顯地揭露：1.訂購期間的長度（6 個月），以及 6 個月的所有費用。被
告也沒有在一開始提出免費零食盒體驗前，適當揭露這些條件。直到 2017
年 2 月，消費者可以透過超連結到「常問問題」
（FAQ）頁面，在「契約條件」
（Terms & Conditions）看到相關資訊。但是消費者不太可能會點擊這些超連
結，因為在超連結的標題上，沒有傳達該連結資訊的重要性、性質與相關程
度。甚至，就算消費者點擊該超連結，也必須閱讀完整個網頁的法律用語，
才會發現相關資訊139。
大約在 2017 年 2 月，被告在最後確認網頁的陳述中加入一段說明：
UrthBox 是一個零食俱樂部的成員，會每個月發送新的食品。在獲得免費體
驗後，你會得到六個月的每月發送零食盒，每月要預付 19.99 美元。但 FTC
認為，這樣的揭露資訊，字體上相對很小，且與「繼續交易」
（Continue）按
鈕並不緊密靠近。甚至，其也沒有清楚的揭露，被告會向消費者索取六個月
總共 119.99 美元，以及索取的時間（在免費零食盒寄送的下一個月的第一
天）
。基於上述理由，在提供其付款資訊之前，消費者不太可能看到或瞭解，
免費零食盒要約的重要條件140。
本案關於廣告部分的問題在於，從 2017 年 1 月到 11 月，被告執行了一
個誘因計畫，為了吸引消費者在 Better Business Bureau (BBB) 網站張貼對其
零食盒正面的評論意見。當消費者與該公司客服部門（Customer Service）聯

138
139
140

Id. at 3.
Id. at 3.
Id.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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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時，被告公司代表會提供交換條件，如果他們願意在 BBB 網站上張貼正面
評論，就贈送一組免費零食盒。被告公司的客服代表，提對上百位消費者提
供參與這項誘因計畫，包括那些打電話來取消零食盒訂閱的客人141。
為了讓消費者參與這個誘因計畫，被告的客服代表，只是消費者點選連
結，可以導向 BBB 網站的消費者評論區；然後張貼對該公司產品的正向評
論，確認該評論登出，然後將該評論的截圖透過 email 寄給該公司。當消費
者寄送了在 BBB 網站張貼正向評論的證據後，該公司就會寄送一組免費零
食盒。BBB 網站要求消費者必須確認，他們「並沒有受到其所評論對象的任
何誘因或支付 」。若沒有經過這點確認，BBB 網站不會張貼該評論142。
在上述誘因計畫下，許多消費者是為了取得免費零食盒，才 BBB 網站張
貼正向評論。這些評論看起來好像世一般消費者體驗了該公司產品服務後，
所發表的獨立的意見或經驗。這些消費者沒有揭露，該公司有提供他們免費
的零食盒作為交換正向消費者評論143。
在 2017 年，經過執行這項誘因計畫，在 BBB 網站對於該公司產品的評
論，原來從 2016 年的 9 篇負面評論，成長到 2017 年的 695 篇評論，其中 612
篇是正向評論，15 篇中立，68 篇負面評論144。
此外，被告也提供免費零食盒，作為交換條件，希望消費者在另一個網
站 TrustPilot.com 上張貼正向評論145。最後，從 2014 年到 2017 年 11 月，被
告也提供消費者可以儲存積點或免費零食盒，以交會在他們用自己的社群媒
體帳號，包括 Twitter、Instagram、Tumblr 和 Facebook 等，張貼關於零食盒
的相關資訊。因此，有許多消費者確實在個人的社群網站帳號上張貼該產品
相關資訊，卻沒有揭露可獲得積點或免費產品。在這段期間，被告並沒有任
141
142
143
144
145

Id. at 5.
Id. at 5.
Id. at 5.
Id. at 6.
Id.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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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程序或政策，教育或監督他們的薦證者在社群網站或第三人網站上張貼的
薦證資訊146。
2.FTC 行政起訴書認為違法之項目
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的起訴書中，認為被告有下述幾項違法行為：
(1)針對免費體驗沒有揭露重要資訊
FTC 認為，被告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表示出，消費者可以獲得
零食盒的免費體驗，只需要支付名目上的運費處理費。但實際上，被告並沒
有在為上述表現時，揭露或是當地揭露與該交易要約有關的重要條件，包括：
A.被告公司會自動地將消費者納入訂購六個月的名單；以及 B.在寄送免費零
食後下個月的第一天，公司會向消費者索取整個六個月零食盒的全部費用。
被告沒有揭露或是當地揭露上述的重要訊息，屬於欺罔行為或運作147。
(2)錯誤宣稱獨立評論
FTC 認為，被告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表現出，對該產品在 BBB
網站或其他網站上的正向評論，是一般公正消費者的獨立意見或經驗。但事
實上，大部分時候，在 BBB 網站或其他網站上的消費者評論並沒有反應一般
公正消費者的獨立意見或經驗。大部分時候，這些消費者是收到對價，包括
免費零食盒，才在這些網站上張貼正向評論。因此，這樣的呈現屬於誤導148。
(3)未揭露重要關聯
FTC 認為，被告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表現出，該在 BBB 網站
或其他網站上的正向消費者評論或該公司產品的薦證，反映了消費者的意見
或體驗。但被告在為這些表達時，並沒有揭露、或適當地揭露，這些消費者
是獲得對價，包括免費零食後才張貼這些評論。這項事實，對於消費者在決

146
147
148

Id. at 6.
Id. at 7.
Id.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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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購買或使用時、評價這些評論，是重要的。而被告沒有揭露或適當地
揭露這項重要資訊，屬於欺罔行為或運作149。
(4)違法的負面選項行銷
最後，根據美國國會 2010 年通過的恢復線上購買者信心法（Restore
Online Shoppers’ Confidence Act）
，其中，禁止廠商以否定選項（negative option
feature）的方式，亦即消費者沒有否定即認為同意購買的方式，強迫消費者
交易；而必須以清楚和明顯的方式，在取得消費者的付款資訊前，揭露所有
的交易之重要條件...等150。
本案被告確實沒有滿足 15 U.S. Code § 8403 所要求的，在取得消費者付
款資訊前揭露所有與交易有關的重要資訊，也沒有取得消費者的明示告之後
同意，卻向消費者索取費用。因此，被告違反了該條文。而此種行為，同時
也認為屬於違反 FTC Act 第 5 條(a)的影響交易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
151

。

3.行政處分之協議
在 5 月 17 同時公布經被告協議可接受的處分書與命令152。以下說明跟薦
證與揭露有關的命令要求。

149

Id. at 8.
15 U.S. Code § 8403(“Negative option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to charge or attempt to charge any consumer for any goods or services sold in a transaction
effected on the Internet through a negative option feature (as defined i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Telemarketing Sales Rule in part 310 of title 16,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unless the person—(1)provides text that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discloses all material terms of
the transaction before obtaining the consumer’s billing information; (2)obtains a consumer’s
express informed consent before charging the consumer’s credit card, debit card, bank account, or
other financial account for products or services through such transaction; and (3)provides simple
mechanisms for a consumer to stop recurring charges from being placed on the consumer’s credit
card, debit card, bank account, or other financial account.”).
151
Id. at 8-9.
152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ecision and Order(5/17/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c-4676_172_3028_urthbox_decision_and_order
_5-17-19_0.pdf.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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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禁止關於薦證有關的不當表達
FTC 命令，被告、被告之經理、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所有積極合
作或參與該事業的其他人，在接到本命令的真正通知後，不論直接或間接，
關於任何商品服務的廣告、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都不可以為不當表達或
協助他人為不當表達，明示或默示，表達出該產品或服務的薦證者是該產品
服務的獨立使用者或一般消費者153。
(2)要求對於無法合理預期的重要關聯資訊予以揭露
FTC 命令，被告和被告之經理、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所有積極合
作或參與該事業的其他人，在接到本命令的真正通知後，不論直接或間接，
關於任何商品服務的廣告、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都不可以為明示或默示，
對任何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評論者或其他薦證者為任何表達，除非清楚和
明顯地、緊密鄰地接揭露，在薦證者和任何 1.被告之間；和 2.任何與產品服
務有關聯的個人或實體之間，或 3.和產品或服務之間，任何無法合理預期的
重要關聯性資訊154。
(3)要求移除任何展示、評論與薦證
FTC 命令，被告等必須，在收到本命令之三十天內，採取任何合理步驟
移除任何與被告等有重要關聯性之薦證者，目前公開且違反前述第 1 和第 3
項命令、有關於該產品或服務之展示、評論或薦證155。
(4)要求監督薦證者
FTC 命令，被告和被告之經理、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所有積極合
作或參與該事業的其他人，在接到本命令的真正通知後，不論直接或間接，
關於任何商品服務的廣告、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並透過與 1.與任何被告

153
154
155

Id. at 4.
Id. at 5.
Id.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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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2.任何與該產品或服務有關聯之個人或實體間、3.與產品或服務間，有重
要關聯的薦證者所為之薦證，都應採採取足夠的步驟，確保其符合前述第 1
和第 3 項命令之要求156。這些步驟應至少包含：
A. 提供每一位薦證者清楚的陳述，說明他或她有責任要清楚和明顯地揭
露、揭露於該薦證緊密接連處，在任何的評論、線上影音、社群媒體貼文、
或其他傳播方式薦證該產品或服務，揭露該薦證者與任何被告間、或與產品
或服務有關聯之任何個人或實體間、或與該產品或服務間，任何無法預期的
重要關聯性資訊；並要求每一位薦證者簽署，表示接到了上述說明，且明白
的同意遵守之、有日期的陳述書。基於此項之目的，所謂的簽署，可包括可
驗證的電子或數位形式的簽章，製藥這樣的簽章形式在相關的聯邦法或州契
約法下可以被肯認為有效的簽章157；
B. 建立、落實且在之後維持一個監督和審查的系統，以監督與任何被告
間、與該產品或服務有關聯之任何個人或實體間、或與該產品或服務間，有
重要關聯性之薦證者的表達和揭露，確保其符合前述第 1 項和第 3 項命令。
該系統應該至少包括，監督和審查薦證者之評論、線上影音和社群媒體貼文
158

；及
C. 製作報告，顯示前款所要求之監督之結果159。

(5)約定付款
由於本案乃行政起訴並約定行政和解協議，因而並非對被告為裁罰，但
卻約定了被告需向 FTC 支付 10 萬美金，且強調該 10 萬美金只是單純支付給
FTC，並非裁罰款項，但也要求被告放棄該金錢之權利160。
FTC 也要求被告提供相關消費者的資訊，讓 FTC 可以與消費者聯絡以提
156
157
158
15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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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at 6.
Id. at 6.
Id. 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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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救濟。在 2019 年 12 月，而 FTC 將這筆 10 萬美元罰金中的 8 萬 4 千美元，
賠償給相關受害的消費者161。
（四）2020 年 Teami, LLC 案：網紅薦證減肥茶未揭露
2020 年 3 月 6 日，FTC 對於 Teami, LLC 公司，提出了起訴書，起訴於
佛羅里達州中區地區法院。該案涉及請網紅薦證減肥茶的行為。
1.案件事實
以下先以起訴書162，說明案件事實。本案被告是 Teami, LLC 公司（以下
簡稱 Teami 公司）
。Teami 公司的事業，主要乃廣告、行銷、散布、銷售 Teami
茶和皮膚保養產品。二個個人被告中，第一位個人被告為 Adi Halevy （簡稱
Halevy 女士），是該公司的執行長；第二位個人被告是 Yogev Malul （簡稱
Malul 先生），是該公司的創意總監

163

。

從 2014 年起，被告等廣告、提供銷售、銷售和散布 Teami 茶產品，包括
Teami Profit tea、Teami Alive tea、Teami Relax tea、Teami Skinny tea 和 Teami
Colon tea。其中，兩種茶 Teami Skinny tea 和 Teami Colon tea 綁在一起以 Teami
30 Day Detox Pack（Teami 30 天排毒包）為名銷售。此外，被告等銷售的皮
膚保養產品，包括 Teami Green Tea Blend Detox Mask 和 Teami Soothe Tea
Infused Facial Oil。被告等除了在自己公司的 Teami 網站上廣告自家產品，被
告也付錢給名人，包括 Kylie Jenner、Demi Lovato 和其他影響者
（influencers），在 Instagram 或其他社群媒體上，促銷該公司產品164。
以下就 Teami 網站上，以及 Instagram 網站上涉及薦證內容者，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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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72-3028/urthbox-inc-matter.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 (M.D. Florida, 3/17/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teami_-_entered_stip_ord.pdf.
163
Id. at 2.
164
Id. at 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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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則廣告，是出現在 Teami 公司網站上的清腸（Colon Cleanse）概念
的說明。在廣告文宣最後面寫到：
「大部分執行清腸計畫或排毒茶計畫的人，
在執行計畫期間並沒有改變他們的運動或飲食習慣，但是卻見到了不可思議
的結果。以下是某些決定使用清腸計畫的一般人「使用前和使用後的薦證」。
下面附上使用前、使用後的照片165。
第 5 則，是出現在 2018 年 9 月 5 日 Instagram 上 Teami 公司的官方帳號，
該帳號有一百萬左右的追蹤者。該則貼文放上了某位不知名女士使用前、使
用後的照片，文字寫著：「teamiblends 我們要大聲說，我們的女孩@qb.love
有戲劇性的減重，經歷了驚人的 Teami 轉化。她在使用了 30 天排毒後減重了
20 磅，目前仍繼續使用以保持減重166。
第 6 則，是出現在 2018 年 5 月 7 日 Instagram 上 Kathlyn Celeste 的貼文。
她在 Instagram 上，是一個貼生活方式、家庭、美麗和流行的影響者，有 18
萬的追蹤者。在照片中她拿著 Teami 茶的產品，旁邊寫到：
「我在整個五月每
天都執行 Teami 調配排毒計畫！每次我符合該計畫，我至少減少了 8 磅。167」
後面第 7 則到第 10 則的問題也差不多168。
從 2014 年到 2019 年年中，所有 Teami Profit tea、Teami Alive tea、Teami
Relax tea 和 Teami 30 天排毒包的銷售金額，超過了 1 千 5 百 20 萬美元169。
2018 年 4 月，FTC 員工曾經寫信給報告，關於在 Instagram 由多名影響
者對 Teami 產品的薦證。當時信終究提到，任何與薦證者間的重要關聯，包
括金錢支付，都應該清楚且明顯地在薦證訊息中揭露；並說明所謂清楚和明
顯，需要做到的程度為，需使用明確的語言，且消費者可以輕易的看到該揭
露，而不需要尋找；因為消費者看 Instagram 上的貼文通常只看前面幾行，除
165
166
167
168
169

Id. at 9-10.
Id. at 10.
Id.a t 10.
Id. at 10-12.
Id. 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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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她們點選「更多」（more） ，因此，薦證者應該在「更多」連結之前，就
揭露任何的重要關聯170。
2018 年 5 月 10 日，被告等開始執行一個社群媒體政策。被告宣稱，它
們會提供該政策的書面給付錢的影響者，或者將該政策納入影響者與 Teami
間的契約。該政策指示影響者，
「要確保你接受免費產品或任何形式的對價所
為的貼文...要使用標籤或文字，清楚的讓公眾知道，你和 Teami 之間的關聯」
且「不要在『更多』連結以下才揭露，揭露必須在貼文第一段出現而不需要
點選任何按鍵。」171
在契約上，這些付費的影響者被要求，在 Instagram 上張貼貼文之前，要
先經過 Teami 的同意，包括所使用的具體文字。但是，在 2018 年 5 月之後許
多收費影響者的 Instagram 貼文，仍然沒有符合 Teami 自己的社群媒體政策172。
但是，被告等也沒有真的執行「揭露必須在貼文第一段出現而不需要點
選任何按鍵」的要求。在 2018 年 6 月到 10 之間，被告等付費超過 500 美金
給名人影響者所張貼的 Instagram 貼文，多達上百則。大部分情形，消費者在
Instagram 的畫面上不會看到任合揭露影響者與 Teami 間的關聯，除非消費者
點選「更多」按鍵173。
在 2018 年 5 月之後，被告等付費的名人影響者，在推銷 Teami 查和皮膚
保養產品時，會在 Instagram 上張貼影片薦證，但在影片本身完全沒有揭露薦
證者與被告等之間的任合關聯。許多情形，影片旁的附帶文字，並沒有在文
字的前二或前三行揭露，但追蹤者若是使用手持設備看 Instagram，在
Instagram 上看影片的附帶文字時，沒有點選「更多」前只能看到二行或三行
文字。而追蹤者看這些影片時，可能不會點選「更多」按鍵174。相關影片案
170
171
172
173
174

Id. at 12-13.
Id. at 13.
Id. at 13.
Id. at 13.
Id. at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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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上傳於 FTC 網站175。
在 2018 年 5 月之後，由被告付費的名人影響者在 Instagram 張貼的貼文，
在照片旁文字，通常在最後面會標示#thankyouteami 和#teamipartner，用此方
式表示似乎薦證者與被告間有某種關係。不過，這兩個標示，通常都在貼文
的最後幾行出現，若用桌上型電腦可以看到這個標示文字，但若用手持設備、
或自己的頁面來看，通常只會顯示前三行，就必須點選「更多」才會看到這
個資訊176。
2.起訴書認為違法之行為
在上述事實下，FTC 認為被告等之行為，違反了 FTC Act 第 5 條(a)構成
影響交易之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177。
首先，FTC 認為，被告等對 Teami 茶的各種功效的宣稱，都構成不實
（false）宣稱，或者沒有獲得證實（unsubstantiated）178。
其次，FTC 認為，被告等行為乃沒有揭露重要關聯，屬於欺罔性行為。
被告等在廣告、行銷、促銷、提供銷售或銷售 Teami 茶或皮膚保養產品時，
被告等乃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表現出，這些在社群媒體上貼文討論
Teami 產品的影響者，反應的是她們使用 Teami 產品的個人意見179。或者，
在某些情況下，被告等在為相關表現時，沒有適當地向消費者揭露，該影響
者乃收費薦證該 Teami 產品。這項事實，對於消費者在做購買或使用 Teami
產品時，評價對 Teami 產品的薦證訊息，具有重要性180。因此，FTC 認為，
被告沒有適當地揭露該重要資訊，構成了違反 FTC Act 第 5 條(a)之欺罔行為

17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82-3174/teami-llc. 其上有 8 則張貼於
Instagram 上的薦證影片。
176
Id. at 15.
177
Id. at 16.
178
Id. at 16-17.
179
Id. at 17-18.
180
Id. at 18.

79

或運作，或者屬於違反 FTC act 第 12 條181之從事不實廣告之行為182。
FTC 認為，消費者確實因為被告違法行為而有損害，且將會持續受到實
質損害。被告也因為其違法行為而有不當獲利。若無法院之禁制令，被告很
可能會持續損害消費者、獲得不當利益，且傷害公共利益183。
3.約定法院命令內容
FTC 在 2020 年 3 月 17 日，提出與被告之間達成的約定的法院命令內容，
提交於法院184。在這份約定的法院命令中，下述幾項命令屬於薦證廣告與揭
露的要求：
(1)禁止與薦證訊息有關的呈現方式
FTC 希望法院命令，被告、報告之經理人、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
積極合作或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其他人，在接到此法院命令的真實通知後，
不論直接或間接，只要從與任何產品有關的標示、廣告、促銷、提供銷售、
銷售，都永久不得為或協助為任何之不當表達，不論明示或默示，只要關於
薦證者或對產品提供評論的人的身分，包括該薦證者或評論者是該產品的獨

181

由於本案銷售的 Teami 茶，同時屬於食品或藥品，而所銷售的皮膚保養品屬於化妝品，
在 FTC Act 第 12 條（15 U.S. Code § 52），另外針對食品、藥品、器材、服務或化妝品之促
銷，有另一條文規定。該條文規定為：「散布不實廣告。(a)任合人、合夥或公司，散布或引
起散布以下任何不實廣告—(1)透過美國的郵件，在交易中或對交易產生影響，透過任何方
式，為了引起或很可能引起，直接或間接的購買實務、化妝品、器材、服務或化妝品；或
(2)以任何方式，為了引起或很可能引起，f 直接或間接，在交易上購買或對交易有影響，實
務、藥品、器材、服務或化妝品。」15 U.S. Code § 52(‘”Dissemination of false advertisements.
(a)Unlawfulness.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partnership, or corporation to disseminate, or
cause to be disseminated, any false advertisement—(1)By United States mails, or in or having an
effect upon commerce, by any means,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or which is likely to indu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purchase of food, drugs, devices, services, or cosmetics; or (2)By any
means, for the purpose of inducing, or which is likely to induc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purchase
in or having an effect upon commerce, of food, drugs, devices, services, or cosmetics.”).
182
Id. at 18.
183
Id. at 18.
184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Stipulate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Monetary Judgement, (M.D. Florida, 3/17/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teami_-_entered_stip_o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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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通常使用者的不當表達185。
(2)要求揭露重要關聯性
FTC 希望法院命令，被告、報告之經理人、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
積極合作或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其他人，在接到此法院命令的真實通知後，
不論直接或間接，只要從與任何產品有關的標示、廣告、促銷、提供銷售、
銷售，永久禁止為、或協助他人為關於該產品的任何薦證者的任何表示，不
論明示或默示，只要沒有清楚和明顯地、緊鄰於該表達旁，揭露任何該薦證
者 1.與任何被告間；2.與任何與該產品有關聯之個人或實體間的無法合理預
期的重要關聯性資訊186。
(3)監督薦證者
FTC 希望法院命令，被告、報告之經理人、代理人、員工和律師，以及
積極合作或參與被告事業的任何其他人，在接到此法院命令的真實通知後，
不論直接或間接，只要從與任何產品有關的標示、廣告、促銷、提供銷售、
銷售，且是透過 1.與任何被告間，2.與該產品有關聯之任何個人或實體間有
重要關聯性的薦證者所為之薦證，均許採取足夠之步驟，專門設計以確保符
合本法院命令中，禁止為薦證訊息之表達，以及要求揭露重要關聯性資訊之
要求187。這樣的步驟至少必須包括：
A.提供每一位薦證者清楚的陳述（揭露職責之說明）
，說明他或她有責任
要清楚和明顯地揭露、揭露於該薦證緊密接連處，在任何的評論、線上影音、
社群媒體貼文、或其他傳播方式薦證該產品或服務，揭露該薦證者與任何被
告間、或與產品或服務有關聯之任何個人或實體間，任何無法預期的重要關
聯性資訊；並要求每一位薦證者簽署，表示接到了上述說明，且明白的同意
遵守之、有日期的陳述書。然而，若參與該計畫的薦證者是收到被告等提供
185
186
187

Id. at 10.
Id. at 11.
Id. 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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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費獲折扣貨物，或者每月支付報酬不超過 20 美元，只要為下述行為就已
足夠：1.對她們提供清楚且明顯的揭露職責說明，不論是透過 a.線上簽署方
式參與該計畫，或 b.她們已經在此命令下達前透過電子郵件參加此計畫；且
2.得到她們收到說明且同意遵守的電子簽章188；
B. 建立、落實且在之後維持一個監督和審查的系統，以監督與任何被告
間、與該產品或服務有關聯之任何個人或實體間，有重要關聯性之薦證者的
表達和揭露，確保其符合前述第 5 項和第 6 項命令，包括在公開後儘速審查
每一個具體簽約的線上影片、社群媒體貼文。然而，若參與該計畫的薦證者
是收到被告等提供的免費獲折扣貨物，或者每月支付報酬不超過 20 美元，只
要為每個月對於產生最高銷售量的五十名薦證者，進行每月的審查即可189。
C.立即中止與停止向與任何被告間、或與該產品有關聯之個人或實體間
有重要關聯的薦證者間為支付報酬，只要被告等合理的認為該薦證者：
1. 以任何方式，不當表達他或她的獨立性或公正性；或
2.未能清楚且明顯地、與該薦證訊息緊密相鄰地，揭露該薦證者與任何
被告間、或與該產品有關聯的任何個人或實體間有無法預期的重要關聯性資
訊。
但是，如果被告等合理地認為，未能適當揭露只是無心之過，則被告可
以告知薦證者其未適當的揭露，並在中止該支付前給予機會修正該揭露。被
告應該對那些未能適當揭露無法預期重要關聯性資訊的薦證者，告知如果之
後還有出現未適當揭露之情況，就將立即中止支付190；
D. 製作報告，顯示前款所要求之監督之結果191。

188
189
190
191

Id. at 11-12.
Id. at 12-13.
Id. at 13.
Id. 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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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罰款部分
就罰款部分，起訴書所指出，2014 年到 2019 年年中所有 Teami Profit tea、
Teami Alive tea、TeamiRelax tea 和 Teami 30 天排毒包的銷售金額，大約為共
1 千 5 百 20 萬美元192。此案屬於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判決賠償，法
院的衡平救濟權力包括剝奪被告不法獲利，因而，約定的判決中所約定的罰
款，就是上述獲利共 1 千 5 百 20 萬美元。另外，並約定好分期付款的期日，
100 萬於判決之後立刻支付，180 天後支付 25 萬，1 年後支付 25 萬。倘若被
告遵守所有命令內容，則罰款剩餘部分暫不予追繳193。約定判決內容也要求
被告提供相關消費者的資訊，讓 FTC 可以與消費者聯絡以提供救濟194。
五、對影響者寄發警告信
FTC 的執法中，除了在上述案例中具體以行政裁罰或起訴方式，對廣告
主進行裁罰，另外，針對廣告主贊助的影響者，目前為止，大多仍採取警告
信的方式，對影響者進行教育，讓他們瞭解必須清楚且明顯地揭露重要關連
性資訊。
需要說明的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可處罰的對象，除了廣告主，
也包括薦證者和影響者。因而，之所以 FTC 可以直接對這些影響者寄發警告
信，也就意味著，這些收到警告信的影響者，若再不改善，FTC 有權對之進
行裁罰。
（一）2017 年 4 月寄發超過 90 封教育信
2017 年 4 月 19 日，FTC 新聞稿指出，其在審查了名人、運動員和其他
影響者在 Instagram 上的貼文後，決定寄出超過 90 封信件給影響者
（influencers）和廣告主（marketers），提醒他們，影響者在社群媒體上促銷
192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 (M.D. Florida, 3/17/2020), at 12.
193
Id. at 13-16.
194
Id.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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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推薦產品時，應該以清楚和明顯的方式，揭露他們與品牌商之間的關係195。
之所以會寄發這些教育提醒信（educational letters）
，是消費者組織 Public
Citizen 及相關機構，對於 Instagram 上的影響者行銷和貼文提出檢舉，經由
FTC 員工審查後，才決定寄出提醒信。這是 FTC 員工第一次直接對社群網站
影響者進行教育的舉動196。
信函中，一開始會針對每個收件者，將其在 Instgram 上貼文的截圖（該
影響者或廣告主使用的貼文）貼出來，說這則貼文在薦證或提到某個產品。
但信中沒有判斷這則貼文是否受到贊助197。
接著，就是統一的樣版內容198。除了告知相關的背景資訊，包括何時以
及如何、廣告主和影響者應該在廣告中揭露重要關連性，信件中也特別針對
Instagram 的貼文提出特別的建議：消費者通常用手持設備看在看 Instagram
貼文時，通常只會看頭三行，除非點選「看更多」（more)，但通常不會點。
因此，提醒信中告知收到信的人，當在 Instagram 上為薦證時，必須在「看更
多」按鍵之前就先揭露任何重要關連性199。
提醒信中也說明，當使用多個標籤（tags）
、井號標籤（hashtags）或超連
結時，閱讀者通常會跳過不讀，尤其是它們出現在長貼文的尾巴時。因而，
若將揭露放在這一串標籤中，很可能不夠明顯200。

195

FTC, press release, FTC Staff Reminds Influencers and Brands to Clearly Disclose
Relationship, April 19,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
ly-disclose.
196
Id.
19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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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給影響者提醒信之樣版，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
learly-disclose-relationship/influencer_template.pdf.
199
FTC, press release, FTC Staff Reminds Influencers and Brands to Clearly Disclose
Relationship, April 19,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
ly-disclose.
20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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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信件中也提到，特定的揭露方式不夠清楚，消費者可能不理解其是
一種揭露，包含在 Instagram 貼文中使用「#sp」
、
「感謝品牌」
（Thanks [Brand]）
、
「#partner」 來表示受到贊助201。
除此之外，對於廣告中，信件中又說明：
「如果你的公司有明文的社群媒
體政策，處理薦證者的重要關連性之揭露，你應評估其是否適用於影響者的
貼文，以及其他薦證者的類似貼文。如果你的公司沒有這種政策，你應思考
制訂一個，對你的薦證者提供適當的指引。你也應該要審查，你們公司的社
群媒體行銷，確保這些貼文包含必要的揭露，且揭露是清楚且明顯。202」
最後，信件附上二個附件，一個是揭露指引（Endorsement Guides），一
個則是「揭露指引：人們常問的問題」
（FTC’s Endorsement Guides: What People
are Asking），提供收件者參考203。
至於到底這些廣告主和影響者是誰？FTC 並沒有公告周知204。
該教育信統一樣版內容全文翻譯如下：
「敬愛的 {影響者（網紅）}：
聯邦交易委員會是全國的消費者保護機關。消費者保護的任務之一，乃
是教導市場參與者，關於廣告誠實法規與標準的責任，包括 FTC 的薦證指引
內容。（該薦證指引乃公布於 16 C.F.R. Part 255。）
我寫這封信給你，是因為看到你在 Instagram 上張貼薦證{產品或服務}
的貼文（如本信附件）。你張貼了一張照片{描述該照片}。你寫了「{引用

201

Id.
FTC 給廣告主提醒信之樣版，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
learly-disclose-relationship/brand_template.pdf
203
FTC, press release, FTC Staff Reminds Influencers and Brands to Clearly Disclose
Relationship, April 19,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
ly-disclose.
20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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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貼文之文字}。」（附上該貼文網址）
FTC 的薦證指引規定，如果薦證者和產品之市場參與者間存在「實質關
連性」
，亦即，某種可能會影響消費者對這則薦證的可信度的關係，則該關係
應該被清楚且明顯地揭露，除非該關係在包含該該薦證的傳播脈絡下，看起
來已經很清楚。實質關連性可以包括事業或家庭關係、金錢支付、對薦證者
提供免費產品等。
薦證指引適用於市場參與者和薦證者。[如果在你和市場參與者間存在實
質關連性，該關連性應該在該薦證訊息中被清楚且明顯地揭露。]或者 [看起
來，你和{市場參與者}間具有某種商業關連性。你和該公司的重要關連性，
應該在你的薦證中被清楚且明顯地揭露。]要讓該揭露同時滿足「清楚」且「明
顯」
，你應該使用毫不含糊的語言，讓該揭露明顯被看到。消費者應該可以很
容易地注意到該揭露，而不需要去尋找它。例如，消費者在行動設備上看他
們的 Instagram 貼文串時，通常只會看一個長貼文的前三行，除非他們點選「看
更多」
。因此，你應該在「看更多」連結前，就揭露任何重要關連性資訊。此
外，如果有多個標籤、井字標籤、超連結，閱讀者可能會直接跳過這段文字，
尤其是這段文字出現在長貼文的尾巴時。
如果你所薦證的商品或服務，你與該市場參與者間存在任何實質關連
性，你可能會想瞭解相關的 FTC 職員所出版的《FTC 薦證指引：常見問答》」
（The FTC Endorsement Guides: What People are Asking）。我最後也附上兩份
薦證者引的影本供你參考。（兩份文件在 business.ftc.gov.網站上均可看到）。
若你有任何問題，請與 Mamie Kresses 聯絡，方式包括(202) 326-2070
或 mkresses@ftc.gov。謝謝你。
Mary K. Engle
廣告實務分部（Division of Advertising Practices）
、副主管（Associat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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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 9 月寄發 21 封警告信
FTC 在 2017 年 9 月 7 日的新聞稿中，宣布 FTC 職員寄發警告信（warning
letters）給 21 名社群媒體影響者，這 21 名就是同年 4 月 FTC 寄發教育信時
曾聯繫過的對象205。
同時，新聞稿中也宣布，針對一家網路賭博業的二名網路影響者，正式
進行行政裁罰，並提出行政協議命令（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206。
主要原因在於，這二名影響者，並沒有揭露其實際上就是網路賭博公司 CSGO
Lotto 的所有者。
這次的警告信，一開始引述 FTC 員工發現的社群媒體貼文，並說明為何
該貼文不符合 FTC 法，以及「薦證者指引」之規定。例如，某些信中指出，
在 Instagram 圖片中標籤一品牌，就是薦證該品牌，故需要適當的揭露207。信
件內容大致於前一封教育信內容一樣，說明應該要清楚與明顯地揭露重要關
連性208。但因為怕影響者不瞭解到底為何要揭露及如何揭露，信件最後歡迎
收件者直接與 FTC 負責職員聯繫。同樣地，FTC 並沒有公開周知這 21 位影
響者的身份209。

205

FTC, press release, CSGO Lotto Owners Settle FTC’s First-Ever Complaint Against Individual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9/csgo-lotto-owners-settle-ftcs-first-ever-co
mplaint-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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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In the Matter of CSGOLOTTO, INC., TREVOR MARTIN,, and THOMAS CASSELL,
agreement containing consent order, (9/7/2017),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623184_csgolotto_agreement_and_decision_a
nd_ord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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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press release, CSGO Lotto Owners Settle FTC’s First-Ever Complaint Against Individual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9/csgo-lotto-owners-settle-ftcs-first-ever-co
mplaint-against.
208
FTC 寄給影響者的警告信樣版，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
learly-disclose-relationship/influencer_templa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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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press release, CSGO Lotto Owners Settle FTC’s First-Ever Complaint Against Individual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9/csgo-lotto-owners-settle-ftcs-first-ever-co
mplaint-against.

87

（三）2019 年 6 月寄發警告信給電子菸溶液影響者
2019 年 6 月，FTC 新聞稿公告，FTC 和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共
同針對四家電子菸溶液的四家銷售商寄發警告信210。這些警告信所針對的，
是這四家廠商用其他人的臉書、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的貼文，有提到這四
家公司產品者211。
警告信中說明，FDA 的立場，在食品、藥物暨化妝品法（Food, Drug &
Cosmetics Act）下，社群媒體的貼文就是代表該公司的廣告或產品標籤
（labeling）
。由於這些貼文並沒有包含 FDA 要求的警告（亦即電子菸溶液中
含有尼古丁、成癮化學成分），故 FDA 認為這些貼文中提到電子煙溶液，是
一種不當品牌標示（misbranded）212。
警告信繼續說明從 FTC 的角度，FTC 法禁止不公平或欺罔行為，包括在
廣告中未能揭露重要的健康或安全風險213。
同時，這些警告信也提到，因為這次的對象，是在社群媒體行銷中使用
影響者。因此，也必須清楚和明顯地揭露重要關聯性214。
（四）2020 年 3 月對減肥茶案寄警告信給 10 名網紅
2020 年 3 月，FTC 對 Teami 減肥茶一案，正式將 Teami 公司起訴於佛州
法院。同時，在 FTC 新聞稿中，也提到對替 Teami 公司擔任薦證者的 10 位
影響者，寄發警告信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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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press release, FTC-FDA warning letters: Influential to influencers and marketers, Jun 7,
2019,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business-blog/2019/06/ftc-fda-warning-letters-influential-i
nfluencers-mark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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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press release, FTC’s Teami case: Spilling the tea about influencers and advertisers, Mar 6,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business-blog/2020/03/ftcs-teami-case-spilling-tea-abo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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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0 位名人中，包括錄音藝術家 Cardi B 和 Jordin Sparks、電視名人
Adrienne Bailon、Jenicka Lopez、Leyla Milani-Khoshbin、Darnell Nicole 和 Alexa
PenaVega，以及網紅 Katya Elise Henry、Princess Mae 和 Brittany Renner216。
在警告信中，除了貼出系爭的貼文有何問題外，並說明為何應該揭露、
如何揭露。最後，在警告信最後寫到：
「個別影響者未能適當揭露與廣告主之
關連，一樣會受到 FTC 的執法對待。」並要求接到信的影響者必須在 15 天
內以書面回覆，會採取如何的具體改善措施217。

六、FTC 與 FDA 就廣告執法之分工
雖然 FTC 對於所有廣告都具有管轄權，但是聯邦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
FDA）對藥品與食品亦有管轄權。在美國，當發生藥品、食品、化妝品等不
實廣告時，由那個機關出面處理？
（一）1971 年 FTC-FDA 諒解備忘錄
1971 年時，FTC 和 FDA 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建立了兩機關間的關係與分工方式。該備忘錄的重點如下218：
• FDA 對於處方藥的廣告，有主要責任。
• FDA 對於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化妝品的仿單標示（label）
，有主要
責任；
• FTC 對食品、非處分藥、非限醫事人員使用之醫療器材、化妝品之廣
告，負主要責任。
nfluencers-advertisers.
216
Id.
217
FTC 對十位影響者的警告信之一，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823174teamiwarningletters.pdf.
218
FDA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anual (J.W. Schomisch, Editor), ¶ 331 FTC-FD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 June 2007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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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兩個獨立程序時，兩機關才可對相同議題進行各
自調查。
• 為避免兩機關工作彼此重複，當相同或類似宣稱同時出現在藥品仿單
和廣告上時，或者所印刷之資料可被認為同時屬於仿單和廣告時，兩機
關應該進行溝通協調。
• 聯繫辦公室：FDA 的負責執法的副委員長（Associate Commissioner for
Compliance）（現在稱為管制事務單位 Regulatory Affairs），以及 FTC 負
責廣告運作的副執行長（Associate Director for Advertising Practices）應
定期舉行會議219。
在上述諒解備忘錄下，FDA 將對化妝品廣告促銷的管轄權力，讓渡給
FTC220。FDA 通常只會對所謂的「不當標示」（misbranding）、不當仿單
（mislabeling），或者所促銷化妝品可被認定為藥品或醫療器材時，才會介
入。但是這樣的分工，並非恆久不變，例如 FTC 有時候處罰的化妝品行銷者，
其所為的宣稱，在法律上也可已認定其產品屬於聯邦食品藥物化妝品法下的
藥品221。
1976 年國會通過 197 醫療器材修正法案（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
，
國會賦予 FDA 對限醫事人員使用之醫療器材（restricted devices）之廣告的管
轄權222。
1990 年通過營養標示與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國會賦予 FDA 有權制訂新的食品標示規範，包括健康宣稱的規定，因而使
FDA 和 FTC 間對食品廣告的管制角色需要釐清。因而，1992 年對諒解備忘
錄增加了補充，對食品廣告和標示問題建立了機關間的移送機制。基於營養
219

Id.
FDA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anual (J.W. Schomisch, Editor), ¶ 750 Cosmetics
Advertising Regulation ( June 2007 Supplement).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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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與教育法和 FDA 制訂的執行規定，在 1994 年 6 月 1 日，FTC 頒佈了「食
品廣告執法政策聲明」（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Food Advertising），
對於在廣告中使用營養成分和健康宣稱之執法政策，提出了指引223。
（二）FTC 認為自己仍有對廣告管轄的完整權力
基於上述諒解備忘錄，一般情況，FDA 會負責管制處方藥的廣告；而 FTC
負責規範非處方藥的廣告，不過，FTC 認為，根據聯邦食品藥物化妝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簡稱 FD&C Act）和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簡稱 FTC Act）的部分條文（包括 21 U.S.C.
§352 條(n)項、15 U.S.C. §45、15 U.S.C. §52、15 U.S.C. §55）
，也給予 FTC 處
方藥廣告的管制權力。
1983 年 8 月 15 日，FTC 寫給密西根州眾議員 John Dingell 的信中指出，
聯邦食品藥物化妝品法第 502 條(n)項224賦予 FDA 對處分藥廣告的管轄權，
但該條文只剝奪了 FTC 就三個領域的管轄權力：1.該藥品已建立的名稱
223

Id.
21 U.S.C. §352(n)(“§ 352. Misbranded drugs and devices.
A drug or device shall be deemed to be misbranded—
(n)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ements: established name; quantitative formula; side effects,
contraindications, and effectiveness; prior approval; false advertising; labeling;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In the case of any prescription drug distributed or offered for sale in any State, unless the
manufacturer, packer, or distributor thereof includes in all advertisements and other descriptive
printed matter issued or caused to be issued by the manufacturer, packer, or distributor with
respect to that drug a true statement of (1) the established name as defined in paragraph (e),
printed prominently and in type at least half as large as that used for any trade or brand
name thereof, (2) the formula showing quantitatively each ingredient of such drug to the
extent required for labels under paragraph (e), and (3) such other information in brief
summary relating to side effects, contraindications, and effectiveness as shall be required in
regulations which shall be issued by the Secretary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71(a) of this
title, and in the case of published direct-to-consumer advertisement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rinted in conspicuous text: “You are encouraged to report negative side effects of prescription
drugs to the FDA. Visit www.fda.gov/medwatch, or call 1-800-FDA-1088.”, except that (A)
except i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no regulation issued under this paragraph shall require
prior approval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content of any advertisement, and (B) no advertisement of a
prescription drug, published after the effective date of regulations issued under this paragraph
applicable to advertisements of prescription drugs, shall with respect to the matters specified in
this paragraph or covered by such regulations, be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s 52 to 57
of Title 15.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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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name of the drug）
，2.配方，以及 3.產品上關于副作用、禁忌症、
效果的資訊225。信中指出，不論 FD&C Act 或 FTC Act，都不應該解釋為，
第 502 條(n)是要賦予 FDA 對於處方藥廣告有專屬管轄權226。
但該信也指出，不需要對管轄權如何解釋進行改變。因而，因為 FDA 和
FTC 間的非正式協議，已經可保持兩機關的分工，對於共同管轄並沒有實際
上的影響。然而，在 FTC 這種解釋下，如果 FTC 想要對處方藥廣告行使管
轄權時，尤其是直接訴諸消費者的廣告，FTC 確實可以這麼做227。
這個法律立場，只有當兩機關間產生爭議時，才會有重要性，例如 FTC
新的領導人決定主張管轄權，或國會對 FDA 管制處方藥廣告的方式（尤其對
消費者之廣告）不滿意，並要求 FTC 承擔某些責任時228。
同樣地，FTC 和 FDA 對於限醫事人員使用之醫療器材廣告，也共享管
轄權。在聯邦地區法院 1995 年的行政裁罰案判決229中，涉及助聽器的廣告，
採取此種看法230。
（三）兩機關就廣告的分工合作
在產品廣告的規範上，美國 FTC 和 FDA 兩個乃密切合作。當調查案件
涉及醫療產品（例如，非處方藥和非限醫事人員使用之醫療器材），FTC 除
了其他外部科學家之外，通常會尋求 FDA 職員的科學協助，以支援該案件的
處理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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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anual (J.W. Schomisch, Editor), ¶ Jurisdiction over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ing ( June 2007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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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 Dahlberg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Civ. No. 4-94-165 (D. Minn. March 3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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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anual (J.W. Schomisch, Editor), ¶ Jurisdiction over
Prescription Drug Advertising ( June 2007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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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Manual (J.W. Schomisch, Editor), ¶ 330 Relationship
Between FTC and FDA ( June 2007 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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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FTC 和 FDA 會緊密合作，一起展開調查，並一起提起法律行
動。但是，根據 FTC 和 FDA 雙方的諒解備忘錄，FTC 和 FDA 可已各自展開
獨立的調查。但是在所有案件中，兩機關會彼此協調，確保他們不要重複做
對方做過的努力232。
過去多年，FTC 和 FDA 的人員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有動態發展。FDA 認
為自己主要的工作重點，在於核准新產品，監督不良反應事件，以及移除違
規產品。但 FDA 也將許多違規的廣告行為，表示有對消費者為經濟詐欺，但
不是重要的健康風險233。
而 FTC 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保護消費者免於誤導或欺罔性的
產品宣稱。故其扮演的角色是市場運作的誠實234。
兩機關的目標是相容且互相一致的。近年來，這樣的關係更加堅強，因
為 FTC 主席和 FDA 委員長間共同達成的非正式協議235。
隨著近年來，網際網路上的行銷行為越來越多，FTC 和 FDA 甚至會與
其他管制機關共同合作。例如，2006 年 10 月時，FTC 和 FDA 與國際消費者
保護和執法網絡（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Network），一同調查網際網路上的糖尿病治療方式的詐欺行為236。
FTC 使用了該網際網路調查的結果，寄發了警告信給 84 個美國的網站
和 7 個鎖定美國消費者的加拿大網站，並將另外 21 個網站提供給他國政府處
理。就該案，FDA 則是寄發了警告信給 24 家公司，這些公司乃銷售節食營
養補充產品，宣稱可治療、緩和糖尿病237。
在第三章、第一節、四、美國 FTC 近期關於網路新興建正廣告案例中，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Id.
Id.
Id.
Id.
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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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案例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案，涉及化妝品之薦證廣告，根據
上述諒解備忘錄之分工，其主要責任為 FTC。第三則案例 UrthBox, Inc.案，
涉及食品之薦證廣告，其主要責任為 FTC。第四則案例為 Teami, LLC 案，涉
及減肥茶之薦證廣告，其主要責任亦為 FTC。由此可知，本文研究之薦證廣
告，因為主要均為廣告，所以主要管下均為 FTC。
但近年來確實偶有 FTC 與 FDA 共同合作的案例。例如，2020 年 3 月 9
日，FTC 和 FDA 聯合發佈新聞，對 7 家公司的產品，宣稱可以對抗 Covid-19，
寄發警告信。這些產品包括，茶、精油、膠質銀（colloidal silver）
，宣稱可以
對抗或防護新冠病毒。這些產品因宣稱有療效，一方面並沒有經過 FDA 核准
上市，其效果也沒有經過證實，屬於虛假宣稱，故會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第 5 條之不公平或欺罔性行為238。由於本案中所的食品，宣稱有對抗防護新
冠病毒之療效，應屬於「處方藥」，而處方藥之廣告主要管轄權屬於 FDA。
但實際上這些產品又不真的有療效，而只是一般的茶、產品等。也許因為本
案可能同時涉及食品、藥品，且若是藥品應該屬於處方藥，故 FTC 與 FDA
聯手出擊。

第二節 加拿大
加拿大法規中，關於薦證廣告的規定，除了規定於競爭法（Competition
Act）中，另外也規定於廣告標準準則（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一、加拿大競爭法
1.對於不實或誤導的薦證廣告，可以用競爭法第 52 及 74.01 條追究其一
般的行政、刑事責任。

238

FTC, FDA Send Warning Letters to Seven Companies about Unsupported Claims that
Products Can Treat or Prevent Coronavirus, March 9,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0/03/ftc-fda-send-warning-letters-seven-comp
anies-about-unsup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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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第 52 條(1)規定：「虛假或誤導性表達（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任何人不得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
的，或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透過任何方式，明知或重大過失
對公眾為表達，該表達在重要面向上為虛假或誤導性。239」
第 74.01 條(1)規定：「對公眾為不當表達（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
任何人參與一個可審查之行為，其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產品之提供或使用之
目的，或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企業利益之目的，透過任何方式，(a) 對公眾
為一表達，該表達在重要面向上是虛假或誤導性；(b)對產品之表現、效能、
使用期限以陳述、擔保、保證等方式公眾為表達 ，但並非根據適當且適合之
檢測，該證據存放於為表達之人處；或(c)向公眾唯一表達，其形式之意圖為
(i)對產品之擔保或保證，或 (ii)承諾會替換、維護、維修一零件或任何部分，
或者重複或持續一服務，直到達成一特定結果，如果該意圖之擔保、保證之
形式，乃實質上誤導性，或者不具合理期待其可以被履行。240」
所謂的不實或誤導性的薦證廣告，包括，例如，薦證者並不是真正、使
用了該產品，並沒也揭露實質的關連性（例如，他們有收受報酬，是該公司
的員工，或收到免費產品以交換該見證）241。

239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52(1)(“ No person shall,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knowingly or recklessly make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240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1(1)(“ 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 74.01 (1)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a)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b)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that is not based on an
adequate and proper test thereof, the proof of which lies on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c)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a form that purports to be (i) a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a product, or (ii) a promise to replace, maintain or repair an article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repeat or continue a service until it has achieved a specified result, if the form of purported
warranty or guarantee or promise is materially misleading or if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spect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241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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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一般性的誤導廣告條文，加拿大競爭法也有特別的條文，要求所
謂的產品表現的宣稱（performance claims）
，必須在宣稱之前真的測試，亦即
表現宣稱必須有「適當且適合的測試」242。
3.對於薦證，有一條獨立的規定，是 1999 年修正時加入的第 74.02 條。
其規定：
「一人參與可審查行為，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
目的，或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對公眾表達（representation），
任何人已經對該產品之表現、效能、生命期作測試，或出版對該產品的見證
（testimonial），除非對公眾表達或出版該見證之人，可以證明：
(a)該表達或見證是由該人自己測試或見證，或
(b)這樣的表達或見證，在公開之前，由該表達或見證之人以書面方式同意或
允許，
且該表達或見證符合了之前所做的、以出版、已同意的表達或見證。243」
二、競爭署官方政策說明
加 拿 大 競 爭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加 拿 大 競 爭 署 （ 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
，其主管法律主要有四個法律，除了競爭法之外，另外還特別主管了
「消費者包裝與標示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在加拿大

242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2(“ Representation as to reasonable test and publication
of testimonials
74.02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ny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a test has been made as to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by any person, or publishes a testimonial with
respect to a product, unless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publishing the testimonial can
establish that
(a)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previously made or published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or
(b)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before being made or published, approved and
permission to make or publish it was given in writing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accord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previously
made, published or approved. ”).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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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中，對於廣告有特別規定與處罰，競爭法的立法目的也提到包含保護
消費者。因而，就不實廣告的管制問題，加拿大競爭署也屬於聯邦的主管機
關244。
其針對虛假性和誤導性廣告行銷，做出了許多官方政策文件。其中，跟
網路新興薦證較有關者，為 2015 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
（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 1 篇（Volume 1）的第 3 部分，為「線
上評論」（online review）。另外在 2018 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
要」第 4 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一）線上評論
在第 1 篇的「線上評論」部分，競爭署特別指出有所謂的人工草皮行銷
（Astroturfing）這個概念。「人工草皮」（astroturfing）這個字使用在廣告的
脈絡中，指的是創造商業的表達，假扮成真正的公正的消費者體驗或意見，
例如虛假的（fake）消費者評論或薦證。 其指出，有些公司會鼓勵他們的員
工，在網站或評論平台上張貼正面的評論，或者提供給他們的客戶誘因，希
望他們留下正面評論。公司也會雇用「聲譽提昇公司」
（reputation enhancement
firms）或「搜尋引擎最優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簡稱 SEO）公司，
他們會付費給第三方，張貼虛假的線上評論。
競爭署指出，一方面，根據加拿大競爭法第 74.01 條(1)，若業者對產品
的表現效能為表現宣稱（performance claim），其必須真的做出適當與適合的
檢測，而不能是沒有根據。此外，也應該揭露評論者與廣告主間的重要關連
性資訊（material connections）。

244

OECD,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2008, at 77, avliable on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0898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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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力行銷
其次，在 2018 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 4 篇，對於影
響力行銷，詳細介紹了現在網路廣告中對於影響力行銷的各種運作方式。
不過，上述二個「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
，都僅是原則性的提到，
行銷不能有欺罔性或誤導性，所以一方面在對產品為表現宣稱前，必須經過
證實；另方面，也參考美國，必須揭露評論者與影響者與廣告主之間的重要
關連性資訊。但對於如何揭露，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在本報告附錄四中，完整翻譯此二份官方文件。
最後，加拿大競爭署在上述文件中，也都提到會參考美國 FTC 公布的有
關於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
三、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之之影響力行銷揭露指引
（一）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與廣告標準準則
加拿大另有一個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The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Code)），該準則是由加拿大的廣告產業，於 1963 年自己成立並推
定制訂的一個準則，其乃是加拿大廣告業自我管制的基本規定。其內容乃由
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所管理，持續更新，以符合消費者和社
會的期待。目前其內含 14 個基本規定，建立了廣告的可接受標準，包括必須
是真實的、公平的、正確的廣告245。
該廣告標準準則第 7 條，乃對薦證廣告的獨立規定：
「試用、背書或其他
意見或偏好的表達，必須反映出為該表達之個人、團體或組織的真正、合理、
現在的意見，且必須立基於對該特定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經驗的適當資訊，且
不能有其他詐欺情事。246」
245
246

https://adstandards.ca/code/ （最後瀏覽日期：2020/8/5）.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provision 7 (“ 7. 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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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針對該廣告標準準則，詳細制訂了
解釋性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指定了第 5 號解釋性指引（Interpretation
Guideline #5 –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Reviews），明訂了具體的揭露要
求。其要求必須揭露，在背書者、評估者、影響者，或者做出該宣稱者，以
及製造該產品提供給背書者的實體之間，任何的實質關連；且該實質關連結
揭露必須是清楚和立即的，且該揭露必須與對該產品或服務之宣稱有緊密連
結247。
（二）影響力行銷之揭露指引
在廣告標準協會下，協調廣告業者組成了影響力行銷掌舵委員會
（Influencer Marketing Steering Committee），並在 2019 年 1 月，出版了揭露
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
。該份指引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
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方式替廣告主貼文薦證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
露重要關連性資訊，做了詳細的原則性說明。
基本上，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 FTC2013 年的「.com 揭露」指引。其要
求必須揭露的重要關連性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
2.影響者收到免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
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
，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248。
在說明完原則之後，該揭露指引對於具體的社群媒體平台，包括 Youtube
之影片、Instagram 之照片與貼文、Snapchat 之貼文、Twitter 之貼文、部落格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or other representations of opinion or preference, must reflect the
genuine, reasonably current opinion of the individual(s), group or organization making such
representations, and must be based upon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or experience with the
identified product or service and must not otherwise be deceptive.”).
247
https://adstandards.ca/interpretation-guidelines/ （最後瀏覽日期：2020/8/5）.
248
James Hale, Canadian Government Officially Warns 100 Brands And Ad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Influencer Marketing Laws, On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tubefilter.com/2020/02/10/canada-competition-bureau-influencer-marketing-laws-in-c
anada-ad-standards/（最後瀏覽日期：20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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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貼文等，針對每一種平台以及內容的揭露方式，以案例說明，具體建議適
當的揭露方式，以及不足的揭露方式。
本報告於附錄五，完整翻譯該相當有價值的揭露指引。
四、競爭署之案例與執法行動
目前為止，加拿大競爭署的主要案例，有 2015 年的貝爾案（針對虛假線
上評論），以及後續對品牌商、廣告代理商寄發警告信。
（一）2015 年貝爾案
2015 年 10 月 14 日，加拿大競爭署公布249，其與加拿大貝爾公司（Bell
Canada），對於其採取的虛假網路評論，達成和解250。
2014 年 11 月，貝爾公司的員工被鼓勵，在 iTunes 的 App Store 和 Google
的 Play Store 中，對自家的免費 MyBell Mobile 程式和 Virgin My Account 程
序，張貼正面評論與評價，卻沒有揭露他們是為貝爾公司工作。貝爾公司在
知道這件事之後，主動快速地移除這些評論和評價。然而，競爭署認為，這
些評論和評價創作了一個一般性印象（general impression）是，它們是由獨
立、公正消費者所張貼，並且暫時性地影響了這些 APP 程式的整體顆星評
分。這些 APP 程式讓貝爾的客戶，可以直接從他們的行動裝置，管理既有行
動帳號。
在競爭署啟動調查後，貝爾公司完全、即時與持續配合競爭署的調查。
在貝爾公司與競爭署達成和解協議後，登記於競爭庭（Competition
Tribunal）的和解協議中，貝爾同意：
其不再會直接、鼓勵或誘使其員工或簽約者，在 app 商店中去評價、排

249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eng/03992.html.
The Competition Tribunal, CT-2015-011, Bell Canada - Registered Consent Agreement,
2015-10-1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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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或評論 APP 軟體。
其會加強、維持其公司法遵計畫，並特別關注於禁止由員工和簽約者在
APP 商店中對 APP 程式為評價、排序或評論；且將支付行政罰鍰 1 百 25 萬
加幣。
除了和解協議外，貝爾公司也指出，其將會贊助和主辦工作坊，促進、
討論和提升加拿大人對數位經濟的信賴，包括網路評論的真實性。
（二）2019 底主動對品牌商、廣告代理商寄出警告信
2019 年 12 月，加拿大競爭署發出新聞稿，說明其主動寄發警告信給大
約 100 個從事影響力行銷的品牌商、廣告代理商，警告它們，要確保它們的
影響者的廣告行為，符合加拿大相關法規251。這些品牌商/廣告代理商，主要
是競爭署近期對影響力行銷，在健康產業、美容產業、流行產業、科技產業、
旅遊產業所做的最新調查之後，所整理出來的重要廠商252。
在警告信中主要提醒，影響者應該清楚地揭露其與所促銷之企業、產品
或服務間的關係。並再次說明，有五種情形下，屬於需要揭露的重要關連性。
並也說明，影響者應該要誠實，且必須在真正經驗下為評論和薦證253。

第三節 歐盟
一、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2005）
歐盟對於競爭法的架構，區分為競爭法與不公平行為法兩大塊。競爭法
乃直接規定於歐盟運作條約第 101 條（聯合行為）及 102 條（濫用獨佔地位）
，
251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News Release, Influencer marketing: businesses and
influencers must be transparent when advertising on social media,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12/influencer-marketing-businesses-andinfluencers-must-be-transparent-when-advertising-on-social-media.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8/5）.
252
Id.
25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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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並因而發佈許多具體的指引，該部分由歐盟執委會自行執法。另
一塊為不公平行為，主要法規為歐盟 2005 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 Directive 2005/29/EC)254。
其中，跟廣告最有關係的是該指令的第 6 條，為誤導性行為（misleading
actions）
，以及第 7 條的誤導性刪除（misleading omissions）
。所有網路廣告，
可能違反不公平商業行為者，可能都跟這兩個基本條文有關。
二、附件一不公平商業行為清單
但是，什麼樣的情境，會被認為屬於誤導性行為或誤導性刪除，該指令
另外提供二個附件，第一個附件是「在所有情況下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商業行
為」（ANNX 1 Commercial Practices which are in all Circumstances Considered
Unfair），一共列出了 31 種具體的情境。其中，跟薦證廣告特別有關者有二
種，第 11 種情況規定：「在媒體上使用編輯內容促銷一產品，在內容中沒有
清楚標示此乃促銷內容，或者沒有用影像或聲音清楚讓消費者可識別其乃促
銷內容（報導式廣告）」255。另外，在第 22 種情況規定：
「不實的宣稱或創造
一印象，該交易者並非為了自己的交易、事業、技藝或專業而行為，或者不
實地表達自己是一消費者。256」
三、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指引（2016）
由於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屬於指令，仍需要轉化為歐盟各內國法，故在
不公平商業行為這一塊的主要執法者，為歐盟各會員國內的主管機關。但是，
254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55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11(“ Using editorial content in the
media to promote a product where a trader has paid for the promotion without making that clear in
the content or by images or sounds clearly identifiable by the consumer (advertorial).”).
256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22(“ Falsely claiming or crea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trader is not acting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his trade, business, craft or
profession, or falsely representing oneself as a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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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對於不公平商業行為，則發佈了「執行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之指引」（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257。
該指引最早版本為 2009 年發佈，但在 2016 年 5 月修正，其中的修正內
容，很大一部分是針對網路上的各種新型商業行為，說明可能違反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令的地方。該指引也整理了歐洲法院以及各會員國國內法院對指令
的一些重要案例，分類歸納，提供對歐盟不公平行為指令更清楚的理解。
其中，2016 修正的最重要一塊，就是針對不公平行為指令，如何使用餘
各種新興的商業模式，尤其是網路領域的各類新型態模式，包括廣告方式。
該指引第 5.2 節，標題為網際網路產業（Online Sector）。其內容有多處討論
新興薦證廣告可能產生的問題。其中，與本研究最有關連者為「5.2.8 使用者
評論工具」，第五為「5.2.9 社群媒體」。
在「5.2.8 使用者評論工具」中，大部分內容針對的是被不公平行為指令
所規範的「專業交易者」
（trader）
，故所說明的情況，大多為網路平台提供使
用者評論時的問題，而非網紅個人的行為規範258。但有部分內容，則提到商
品提供者與評論者的關係。其提到：
「提供使用者評論工具呈現一產品使用者
評論的提供者，與該產品的專業交易者，兩者間的關係必須完整揭露，如果
該關係可實質影響該評論的可信度與價值，亦即，如果關係不能被一般消費
者可合理預期時（if the connection canno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by the average
consumer）。259」
257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timulating cross-border e-Commerce for Europe's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SWD/2016/0163 final.
258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at 126-128.
259
Id. at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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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關於網紅薦證廣告的說明，則是在「5.2.9 社群媒體」中。其提到，
由於社群媒體的使用者很多是小孩，故在專業交易者以利益交換假的使用者
評論內容時，除了違反不公平行為指令清單第 22 點之外，也可能違反第 28
點：
「包含了對小孩的直接勸告，勸告他們購買廣告產品，或說服他們的父母
或其他成人為小孩購買廣告產品。260」
四、歐盟廣告標準聯盟（EASA）影響力行銷最佳實務建議
此外，歐盟層級有一些跨國的協會，自己制訂相關的產業自律規範。其
中，歐盟廣告標準聯盟（EASA – the European Advertising Standards Alliance）
這個組織，是在歐盟層級對於廣告自律規範的主要聯盟，其成員為歐盟各會
員 國 的 廣 告自 律 規 範組 織 。 其 指定 了 一 些最 佳 實 務 建議 （ 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目前一共出了三個與行銷有關的最佳實務建議261。其中，
最 新 的 一 個 就 是 影 響 力 行 銷 最 佳 實 務 建 議 （ EASA 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 on Influencer Marketing）262。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以「最佳實務之通用原則與操作準則（Common
Principles and Operating Standards of Best Practice）」和「自律管制模式最佳實務

（Best Practice Self-Regulatory Model）」為基礎，設計最佳運作建議，以提供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的自律管制組織（Self-Regulatory Organisations, SROs）及
該產業人員在自律廣告實務之輔助與建議。並在 2004 年 6 月，廣告業通過簽
署歐盟廣告標準聯盟的「廣告自律管制章程」
，以達到更牢固的歐盟自律管制
網絡。
260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28(“ 28. Including in an advertisement
a direct exhortation to children to buy advertised products or persuade their parents or other adults
to buy advertised products for them. This provision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Article 16 of Directive
89/552/EEC o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261
https://www.easa-alliance.org/products-services/publications/best-practice-guidance（最後瀏覽
日期：2020/2/11）.
262

https://www.easa-alliance.org/sites/default/files/EASA_BEST%20PRACTICE%20RECOMMEN
DATION%20ON%20INFLUENCER%20MARKETING_2.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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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廣告標準聯盟之最佳實務建議主要可分成「最佳實務建議操作」與
「最佳實務建議計畫」
。
「最佳實務建議操作」
，指於「最佳實務建議計畫」提
供自律管制組織之規範與職權範圍時，提供自律管制組織操作、架構和程序
之指引，而「最佳實務建議計畫」則需要整個廣告產業生態系統和歐洲所有
自律管制組織共同商定。
然「最佳實務建議」並非歐洲法規，亦不具實質拘束力，且各國家的管
制、文化和社會背景不同，在國家層面要實現自律管制之方式可能會有所不
同。因此，
「最佳實務建議」若要歐洲整體在廣告自律的範疇和應用高度一致，
則需於談判程序中，將現有自律管制架構和法律背景納入考量，以找到適切
各國情況及需求之方法。
（一）概說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之「影響力行銷最佳實務建議」是以歐盟廣告標準聯
盟的章程為基礎，其簽署人承諾確保自律管制體系（self-regulatory systems）
涵蓋所有形式的廣告與從業人員在內（第 1 條）
，並執行全面的和有效的廣告
實務規範（第 3 條）。所稱「適用於所有形式之廣告」，包括數位行銷傳播，
涉及將數位互動媒體使用主要目的在宣傳商品或影響消費者行為之廣告。
由於科技及新型態平台之迅速發展，近年來數位廣告實務數量的成長，
引起自律管制組織與歐盟廣告標準聯盟對此類行銷傳播方式之關注。
「影響力
行銷最佳實務建議」著重討論影響者行銷技術之關鍵要件，並透過現存國家
指導（national guidance）所展示之自律管制來輔助自律管制組織建立指引，
以及闡述指引中不同要件之構成與定義。
（二）影響者行銷（ influencer marketing）
1.何謂影響者行銷？
影響者（influencer）
，指通過部落格、貼文、推特和其他社群媒體形塑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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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人意見之獨立背書人（independent third party endorsers）。影響者行銷通常
涉及廣告商對個別影響者之認識，進而讓影響者參與行銷活動，並宣傳廣告
商之品牌、商品。採取寬鬆的定義是為了避免過時，確保持續發展的廣告技
術能涵蓋在自律管制規範中，而其重要性在於可用以判斷影響者在社群媒體
之活動時，究為商業傳播或只是單純編輯式內容。
根據歐盟廣告標準聯盟的數位行銷傳播最佳實務建議：
「營銷商或品牌主
與使用者接觸，以產生內容換取報酬或其他互惠協議，以及對內容之控制，
則此內容須明確標示為行銷傳播。」因此，
「報酬」和「編輯控制」可作為認
定影響者信息為行銷傳播之要件。
2.影響者行銷應該被涵蓋在自律管制組織的控制範圍嗎？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於 2008 年發佈初版的數位行銷傳播最佳實務建議
（DMC BPR），並於 2015 年修訂「廣告自律控制範圍對所有形式的行銷傳
播，包括數位媒體，也包括目前尚未被發展之任何形式之數位行銷傳播」
，清
單採取例示說明，為行銷傳播留有發展之空間。
在 DMC BPR「第 2.2.6 條社群媒體」說明，「行銷傳播在社群媒體可能
為營銷商選擇與其品牌、商品或服務相關聯之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形式」。雖然 UGC 通常不在自律規範之控制範圍內，但「由
營銷商認可」或內容生成「以報酬或其他互惠協議為對價」之用戶生成內容，
則落入自律規範之控制範圍。依據前述影響者行銷之定義，則屬於自律規範
之控制範圍。
3.影響者行銷之重要性：為何要在 BPR 中獨立處理？
從 2008 年採用和實施 DMC BPR 以來，影響者行銷實質上已涵蓋在歐盟
廣告標準聯盟自律管制組織的控制範圍內。然而，此種行銷技術重要性增加，
特別是影響者（不屬於目前形式自律管制系統中的第三方）的角色有額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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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之必要，以確保廣告自律管制之工作維持在行銷社會責任、保護消費者和
社會免於不當廣告侵害最前線。
越來越多人點閱及追蹤社群影響者所創建之內容，特別是年輕族群和未
成年人，某些內容可能為這些族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重要之資訊來源。因
此，清楚地呈現影響者真實、公平的意見與影響者行銷內容之區分則非常重
要，惟當影響者行銷與用戶生成內容緊密連結時，這界線相較於傳統廣告變
得模糊，實際上亦可能誤導消費者。
而此時廣告自律管制組織的工作，即是指引產業利益相關者（廣告商、
品牌主、影響者）在使用影響者行銷技巧時，負行銷責任且符合現有自律原
則和國家自律規範。
（三）影響者行銷指引之建議
1.編輯控制與報酬
影響者所上傳之內容，若廣告商對影響者分享之訊息有「編輯控制」
，以
及廣告商以「金錢或其他互惠協議為報酬」給影響者，則認定為行銷傳播。
因此，編輯控制與報酬兩要件是認定影響者訊息是否為 SR 規範定義「廣告」
的關鍵。
(1)編輯控制
廣義的編輯控制，指廣告商針對訊息風格、架構和/或方向給予建議或提
案，或要求正面評價，或在社群媒體頻道上發佈一定數量與商品/服務有關或
展示商品之貼文。編輯控制同時可被嚴格定義，如廣告商需主導影響者在事
前準備之腳本、場景或講稿，並要求於發佈貼文前檢查內容。
而各國自律實務和認定存在差異，歐盟廣告標準聯盟建議無論選擇哪種
定義，都應明確在指引中加以定義，並提供例示來說明不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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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酬
報酬可為不同形式，從定義為以金錢為報酬之正式契約，到僅提供影響
者免費商品或其他互惠協議之利益。儘管廣告商(或其代表)契約和/或金錢報
酬是認定品牌與影響者之間具商業關係最清晰、直接的方法，但其他類型的
協議也應視為報酬。惟當商品或服務價值十分低廉(例如：免費試用包)有可
能為豁免，亦應於自律管制組織指引中規定。
建議編輯控制、報酬認定機制，應於自律管制組織指引中解釋，並舉例
說明。歐盟廣告標準聯盟提醒認定機制應謹慎評估和適用，因為可能導致最
終對所有商品和服務的評價都定義為行銷傳播(例如：提拱有關新商品之發行
或影評的新聞)。
2.可識別性與揭露
(1)可識別性
商業傳播的可識別性為負責任的廣告中最重要且基本的條件。對於傳統
媒體（原生廣告、電視上產品評論等）
、線上行銷傳播的形式（包括影響者行
銷）需要盡可能揭露，以確保閱聽人明確認識到其所接受之內容為行銷傳播
而非單純編輯式內容。
識別方法應為，只要影響者每次在分享商業性訊息時，公眾能意識到廣
告商與影響者間具有約定或協議。因此，建議自律管制組織在指引強調，商
業行銷之「意識」和「識別」應為全面的，而非集中在特定族群或選取閱聽
人。
(2)揭露
揭露影響者具商業意圖之方法最重要的是立即出現。因此，建議自律管
制組織在指引中，考慮影響者使用不同形式(如照片、貼文、推文、影片、部
落格)、內容呈現平台(Instagram、YouTube、Facebook、Twitter)、不同區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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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背景、官方語言和主要的閱聽族群(如成人、青年、兒童)時，符合揭露標
準之例示。
以下揭露之要點應於國家層面加以定義：


揭露的位置



揭露的時間



揭露的標籤(例如明確被認定是行銷傳播之特定標籤#，以及可能使消費
者混淆且被自律管制組織認為不足以使之混淆的標籤)



揭露的適當用詞(例如用於明確的識別與廣告商的協議性質的語句，如
「這些商品為免費發送以供評論」、「此行程由...贊助」)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意識到由於影響者行銷之發展及平台提供工具改變，

不建議列出詳盡之標籤清單(如特定標籤、制式詞語)，自律管制組織可選擇
提供更容易辨識或區別影響者訊息分享之通用指引。
3.責任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指出，自律管制組織可根據國家的法規及判斷影響者
行銷之特定條件來區辨何者負有責任（例如：沒有受品牌的編輯控制、品牌
與影響者間沒有協議）
。因此，建議影響者行銷自律管制組織之國家指引應解
釋各方責任（例如：廣告商和/或其代表，影響者和/或其經紀人），並提示各
方於市場行銷之義務。
4.提高意識
歐盟廣告標準聯盟的自律管制組織就目前可使用之多種行銷傳播工具已
有關注，包括區域背景、自律管制組織會員和結構、行銷傳播工具（如共享
新聞和更新頻道、出版、記者和媒體傳播）
，或組織特定議題之研討會、會議。
關於影響者行銷的建議和指引很多元，建議自律管制組織可以考慮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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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影響者行銷的專門指引、提供建議和/或列出常見問題，組織關於廣告商
與影響者間合作的研討會，以及提供影響者培訓和教育。
鑑於影響者行銷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自律管制組織會員應以最符
合其背景和區域市場需求的方式為相關產業從業者提供指引，以提高意識並
倡導負責任的影響者行銷。

第四節 英國
一、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
（一）概說
英國對新興薦證廣告管制之主要法規範基礎為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
不公平交易法（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CPRs) ）(SI 2008/1277)）
（以下簡稱「不公平交易法」）
。本法為履行歐盟 2005
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之國內立法。
該指令主要目的在調和歐盟成員國規管不公平商業行為制度，並釐清消費者
權益，以及訂立適用於歐盟各國之規則，打擊商人以威嚇或誤導之方式向消
費者進行銷售活動，從而促進跨國貿易。不公平交易法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
生效。2014 年的消費者保護（修正）法，修改了本法中的某些定義，並且就
某些商業行為，為消費者創設私權救濟。不公平交易法廣泛禁止事業對消費
者之各種不公平待遇。本法所稱事業包括公司及個人。事業亦須就為其工作
或以其名義為商業行為之人所為負責。另外，不論事業本身或者為事業工作
者，均須為其違反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負責。不公平交易法廣泛地規範包括
諸如銷售、供應及售後服務等各種可能影響消費者的商業行為。當一項商業
行為被認定與商品或服務的推廣、銷售或供應有直接關聯，則該商業行為即
受不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如此一來，即使事業本身未對消費者進行銷售，仍
可能必須遵守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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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包括：
（1）構成第三條所規定之不公平商業行為（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者；
（2）構成第五條所規定之誤導性行為（misleading actions）者；
（3）構成第六條所規定之誤導性遺漏（misleading omissions）者；
（4）構成第七條所規定之侵略性（aggressive）商業手法者；或
（5）構成附件一（Schedule 1）所列舉之 31 項行為之一者。
第 3 及第 5 至 7 條，規定被禁止的不公平行為，對於這些規定的違反，
事業除了從事該行為外，該行為必須對平均消費者的行為產生影響或有影響
之虞。平均消費者大致上被假定為合理地被告知，合理地遵守細心及謹慎。
平均並不是指統計上的平均消費者。若某一商業行為以某一特定團體為目
標，或者可以合理地預見，某一團體的消費者對於該行為，將會特別脆弱，
那麼，所謂的平均消費者，指的是該團體的平均成員。第 3 條及第 5 到 7 條
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並不限於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決定，還
包括諸如消費者是否瀏覽某一產品，聯絡事業或者造訪商店，以及做成不購
買某產品之決定。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 1 則列舉 31 項，被認為當然不公平，
從而必須禁止的行為。
表 3-1 構成不公平交易法不公平性之要件
條
文
第3
條

行為
違反專業盡責
(professional diligence)
規定

第5
條
第6
條
第7
條

為誤導或詐欺有關條文
所列重要因素之行為
遺漏(或不明確/未及時
提供)重大消息
騷擾、脅迫或不當影響
等侵略性商業手法

附
件1

條列 31 項禁止行為

效果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者作知
情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之能力
並產生此結果
和
和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者的選
擇自由與行為
並產生此結果
不適用(無損害或交易性決定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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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或可能造成)一
般消費者作出不同之
(交易性)決定

資料來源： Guidance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p. 18.

（二）與新興薦證廣告規管相關之條文
1.第 3 條：不公平商業行為概括條款
不公平交易法第 3 條規定對於不公平商業行為的一般性禁止。本條禁止
牴觸專業審慎（指誠實市場行為及善意）
，以及對於平均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實
質地扭曲或實質扭曲之虞者。實質扭曲指傷害平均消費者做成被告知的決定
的能力的行為。專業審慎是一種根據情境脈絡而變動的客觀標準。應該反映
一個理性的人，在該情境脈絡下，對於該事業的期待。然而，盛行於某一產
業或部門的不當作為，並不構成可接受的客觀標準。產業的標準或者行為守
則，例如：英國廣告守則，被視為以事業應該遵守的最低專業審慎標準。
2.第 5 條：誤導性作為
當事業提供消費者不實資訊或以欺罔方式表述實質內容為真之資訊時，
並且導致或有導致平均消費者作成不同決定之虞者，即構成誤導性作為。欺
罔可能以任何方式發生，包括商業行為之整體表述。 不公平交易法條列消費
者在做成以商品或服務有關時可能考慮之主要因素，包括商品或服務之特徵、
商業行為之動機以及事業之聯盟或關聯。商業行為也可能具誤導性，如果該
事業表示其受到實務守則之拘束，但卻未能遵守守則之要求，而平均消費者，
有可能因此做成不同決定。
3.第 6 條：誤導性遺漏
構成誤導性省略（misleading omissions）情形包括事業未提供消費者作
成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知情選擇所需之資訊。構成誤導性省略之情況省略或
隱藏「重要資訊」（material information），或以隱諱不明或遲延之方式提供，
且因而使平均消費者作成不同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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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件 1：當然禁止之行為
不公平交易法之附件 1 列舉 31 項被認為在各種情況下均屬不公平，從而
應該禁止之商業行為，無須另行考量系爭行為對於消費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附件一所列事項與網路薦證廣告最具直接關係者應屬第 11 及 22 項。
附件一第 11 項禁止：於媒體上使用編輯內容（editorial content）宣傳產
品，而該宣傳係由商家付費，未於內容中或藉由消費者可清楚辨識之圖像或
聲音表明之（業配文/廣編稿(advertorial)）
。ASA 說明，所謂業配文（advertorial）
或（advertisement features）：是指一種廣告態樣，由於廣告呈現與編輯內容
（editorial content）高度相似，不容易被辨識為廣告 。此種廣告可能出現於
出版品或影響力者的行銷貼文263。公平交易辦公室出版之 2008 年保障消費者
免於不公平交易法指引中舉例說明：
「度假公司付錢給雜誌宣傳期豪華紅海潛
水學校。該雜誌未表明此為付費特稿—例如清楚標示為「廣告稿」
（Advertising
feature）或「業配文/廣編稿」（Advertorial）。此舉違反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
平交易法。」264
第 22 項禁止事業不實宣稱或製造印象，使他人認其行為並非出於與其營
業或專業有關之目的，或不實地表述自己為消費者。
5.罰則
根據不公平交易法第三部分之規定，故意違反第 3、5、6、7 條及附件 1
之第 10、第 12 至 27 及第 29 至 31 項條構成犯罪（offences）
。其刑責包括罰
金以及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徒刑與罰金可併科265。

263

https://www.asa.org.uk/advice-online/recognising-ads-advertisement-features.html.
Office of Fair Trading, Guidance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2008) p. 23.
265
CPRs 2008, Regulations 8-13.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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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執法機關
不公平交易法第 2 條規定本法之執法機關（enforcement authority）為：


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CMA)）；



地方政府貿易標準服務處（Local Authority Trading Standards Services
（TSS））266；



北愛爾蘭企業、貿易及投資部（Department of Enterprise,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Northern Ireland）
此外，不公平交易法鼓勵執法機關透過適當既有機構（established means）

來履行其執法責任267。所謂既有機構是指已存在於英國之有效管制（包括自
我管制）系統。此規定意在鼓勵運用直接執法以外的方式來控管不公平商業
行為與誤導性行銷活動。
廣告標準機構（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ASA))ASA 是不公
平交易法所稱之既有機構。ASA 是英國各種媒體廣告業的獨立管制
（independent regulator）268。將 ASA 納為不公平交易法的合規夥伴
（compliance partner）意味著，當問題發生時，通常不是透過法院正式執法，
而是先由 ASA 根據其廣告守則處理。絕大部分案件透過此途徑處理。其好處
是快速且節省法院資源269。

266

CPRs 2008, Regulation 19(2)規定，TSS 之執法權限限於其管轄區域。貿易標準服務處是
由地方當局出資設立及營運的機構，負責就英國各條有關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法例進行執法工
作，包括就公平交易、食物安全、商品說明、度量衡等事宜執法。貿易標準服務處作為地方
的執法機構，負責調查涉嫌不良營商手法的投訴個案、檢查貨品及服務質量，以及如情況需
要，會進行執法工作，對違反消費者保障法例的人士提出檢控。與此同時，貿易標準服務處
亦向企業提供法律意見，以確保企業遵守消費者保障法例，以及與全國消費者專線組成合作
夥伴，向消費者提供諮詢服務。
267
CPRs 2008, Regulation 19(4).
268
CMA, Consumer Protection: Enforcement Guidance (17 August 2016 CMA58) p. 9.
269
ASA,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about-regulation/self-regulation-and-co-regul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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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及市場管理局
（一）競爭及市場委員會（ CMA）概述
英國 2013 年企業及管制改革法（the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廢除了本有的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及公平交易辦公室
（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並創設「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簡稱 CMA）為其業務承繼者。CMA 之任務在於為消費者
之利益，促進英國內外之競爭270。CMA 是英國主管競爭及消費者事務的主要
機關。
2013 年企業及管制改革法（the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規定 CMA 應為消費者之利益致力於促進英國內外之競爭。根據 CMA，競爭
與消費者議題關係密切。消費者福祉有賴競爭性市場提供的選擇與價值，蓬
勃的競爭則來自於消費者有信心的購物。消費者保護法的遵守及有效執行可
確保消費者受到公平待遇，並且能透過知情的選擇（informed choice）驅動有
效的競爭271。為確保消費者於購買商品或服務時獲得划算之交易及事業之營
運符合法律規定，CMA 具體之作為包括：



調查事業結合行為，確保其不減低競爭；



調查關乎整體市場之競爭或消費者問題；



對於事業或個人之聯合或其他反競爭行為採取行動；



保護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行為；



鼓勵政府或其他管制者為消費者之利益善用競爭機制272。

270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ss. 25-6. CMA 組織及運作之細節規定於本法之
附則 4。
271
CMA, Consumer Protection: Enforcement Guidance, (17 August 2016, CMA58), p. 4.
272
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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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公平交易法執法外，CMA 對於消費者事務之權責甚多，例如：


根據 2002 年企業法（the Enterprise Act 2002, EA02）第 5 條，CMA 有權
獲取資訊及進行研究；



回應超級申訴（super-complaints）（EA02,s.11）；



進行市場調查（EA02, Part 4）；



調查可能實質減低競爭之結合行為（EA02,Part 3）；



對觸犯聯合/卡特爾犯罪行為之個人提起刑事程序（EA02,s.188）；



根據 1998 年競爭法（the Competition Act 1998 (CA98)），調查及決定事
業是否違反禁止反競爭協議及濫用優勢地位；



根據 2008 年保障事業免於誤導性行銷法（the Business Protection from
Misleading Marketing Regulation 2008, BPRs），CMA 可尋求禁制令以防
止或制止誤導商家之廣告或不法之比較廣告。也可對從事此種誤導性廣
告者提起刑事程序。

（二）2015 年 CMA「線上評論及推薦」研究報告
CMA 認為線上評論及推薦對於消費者資訊供給之貢獻良多，但也憂慮某
些作為可能於法不合。為深入了解線上評論及推薦，CMA 於 2015 年 2 月 26
日開始徵集相關資訊，並於 2015 年 6 月 19 日發布關於「線上評論及推薦」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研究報告273；其要點如下：
「線上」（online)：所謂「線上」指經由非廣播之電子媒介所為之傳輸，
包括網頁（internet web pages）
、網路影片（internet videos）
、電子信箱（emails）
、
手機應用程式（mobile apps）
、簡訊（SMS text ）及多媒體訊息服務 MMS (亦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competition-and-markets-authority/about.
273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online-reviews-and-endor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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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內容含有圖像、影片及/或聲音之訊息)274。
CMA 在本研究報告區分「評論」及「推薦」。
1.評論之定義
「評論」（review）指消費者對於產品、服務或事業之意見及/或經驗。
在專業評論網站及眾多零售商、零售平台及代訂業者網站均可見到這類評論
275

。
線上評論常見之不當作為：(1)事業撰寫或請人撰寫不實之正面評論；(2)

評論網站片面呈現正面評論，箝制負面評論，或透過其他方式減少真實負面
評論之呈現。這些作為可能誤導消費者並使競爭者流失客戶，或使網站造訪
者獲得不實之消費者整體印象，從而無法作成最佳消費決定。這類作為可能
違反 不公平交易法及 CAP 守則之規定276。
2.評論網站之類型
評論網站（review sites）: 在本報告中，指內含顧客評論的網站，不論該
網站之主要目的是否為提供客戶評論277。
專門評論網站(specialist review sites)如 TripAdvisor。這類型網站的核心
事業即是向消費者發布顧客評論278。
可信任商家計畫(Trusted trader schemes)例如 Checkatrade。這類網站幫助
消費者找尋商家。（例如，媒合需要修理水龍頭的消費者與能修的水電工279。

274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 44.
275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2.
276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p. 3-4.
277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45.
278
Id. p.12
279
Id. p.12 and note 15.

117

發布評論為其營業模式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一方面幫助消費者挑選商家，一
方面激勵計畫成員維持高標準280。
代訂業者(booking agent)例如 Expedia。其網站主要是目的是提供消費者
線上訂購服務，其提供線上評論屬附帶性質281。
零售商(retailers)例如 Amazon，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如 Aviva，及
製造商(manufacturers)如 Sony.co.uk，其網站主要為行銷與銷售平台，但也允
許消費者分享其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經驗282。
CMA 注意到，若干零售商及服務提供者會利用 Feefo 及 Reevoo 之類評
論網站提供者(review site providers)。這些提供者替商業客戶提供蒐集、管理
及發布評論283。
3.評論網站之模式
CMA 將評論網站分為兩大模式：開放系統(open systems)及封閉系統
(closed systems)。
開放系統(open systems)：消費者可自由造訪網站並張貼評論284。
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s)：只有經過確認的產品或服務買家才可張貼評
論285
混合系統(hybrid systems)：同時具備兩種這特徵的網站則稱為混合系統
(hybrid systems)

286

評論網站保護其所蒐集及發布的資訊的完整性（integrity）的方式，攸關
其有用性。網站採取不同方式。不論是開放、封閉或混合系統，有些評論網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Id. pp. 12-13.
Id. p. 13.
Id. p. 13.
Id. p.13.
Id. p.13.
Id. p.13.
Id.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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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投資於檢查及控制（checks and controls）機制，包括過濾程序（screening
processes）及用來偵測可疑的評論活動的複雜軟體。有些可能只有基本查核
能力287。
4.評論網站如何產生收益
評論網站通常免費向消費者開放，因此必須另闢財源。
CMA 辨識出下列途徑：


銷售其網站空間作為廣告之用；



由零售商或其他事業網站獲得付費點擊(paid-for click-throughs)



向加入其計畫之商家會員收取費用；



向事業銷售「聲譽管理」(reputation management)服務。包括代事業徵求
評論，回覆評論，及/或提供美化排序（enhanced listings），（使這些事
業在網站上更為凸顯）288。
因此會產生相衝突之誘因。例如，評論網站想要極大化其來自訂戶的商

業營收，如果發布讓事業客戶不滿意的負面評論可能會妨礙此目標289。
5.規範重點
CMA 對於網路評論關注的焦點評論網站提供之資訊是否值得信賴及完
整(trustworthy and complete)。法律介入之目的在於要求評論網站以避免扭曲
消費者決策之方式作為290
6.CMA 關注之行為態樣

287
288
289
290

假評論(fake reviews)，包括假正評、假負評及評論網站所採取避免假評
Id. pp.13-4.
Id. p.14.
Id. p.14.
Id. 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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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作為


壓抑真實負評(suppressing genuine negative reviews)



接受誘因之評論（Incentivized reviews ）



正向回饋之誘因（Incentives for positive feedback）



將評論選擇性排序（Selectively ordered reviews）



商業關係揭露（Disclosur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徵求評論之影響（The impact of soliciting reviews）



舊內容（Old content）



回覆權（Right of reply）



客戶(以負評為手段)勒索（Customer ‘blackmail’）



商業詐騙（Business scams）

7.推薦之定義
「推薦」（endorsement） 指撰文/述說者本於自身之意見及/或經驗，對
於產品、服務或事業所為之正面評價。推薦（endorsement）：指對於產品、
服務或事業之正評（positive comments）
。這種評語以撰寫者/發話者自身意見
及/或經驗之樣貌呈現給讀者/觀眾。除了評論網站上的正向評語，這種推薦亦
可見於線上文章、部落格、影音部落格及社群媒體等291。
8.CMA 關注之重點
對於推薦，CMA 關注之重點在於付費或贊助關係之揭露。部落格內容及
其他線上貼文，消費者不能輕易地辨識。往往出現的情形收費推薦之事實未
被充分揭露，甚至完全未被揭露。CMA 之研究顯示，消費者對於以部落客或

291

Id.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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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部落客真實個人意見方式呈現之推薦信賴度較高。因此，未充分揭露收
費推薦可能誤導消費者決定並損害競爭者爭取顧客之機會，從而可能違反不
公平交易法及 CAP 守則292。
9.部落客及線上發布者如何產生收益
大部分部落客及線上發布者對使用者無償提供內容，從而需另闢財源。
事業會請部落客及線上發布者為其促銷商品或服務，如果部落客及線上發布
者(1)擁有大量讀者或觀眾；或(2)在特定消費人口中有堅定追隨者293
部落客及線上發布者產生收益之方式


銷售網站空間作為廣告之用



提供超連結到商家網站，以每次點擊或每筆銷售為基礎收費。

兩種線上推薦方式：發布業配文(advertorials)及發布付費宣傳(paid
promotions)294
10.受關注之行為


業配文及受贊助之內容事業付費之事實是否被充分揭露295。



許多公司及媒體都在徵求未標記之付費推薦（unlabeled paid
endorsement）。這些未標記之付費推薦被似乎被廣為發佈在部落格及其
他線上布告上296。

（三）CMA/CAP 影響者廣告指引
在英國，關於廣告之管理者，除了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MA）之外，還
有廣告業自律組織，主要為「廣告實務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292
293
294
295
296

Id. pp. 4-5.
Id. pp. 32.
Id. p.32.
Id. p.39.
Id.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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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簡稱 CAP）。
CMA 與 CAP 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聯合發布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297。CMA 與 CAP 於 2020 年 2 月 6 日更
新該指引。該指引所稱影響者（influencer）泛指部落客、影音部落客、名人
及其他社群媒體人物298。本報附錄六，有該指引較完整之翻譯，以下僅節錄
其中部分重要內容。
揭露之時機
當品牌給予影響者（influencer）報酬，隨後任何宣傳或推薦品牌、品牌
商品/服務之貼文，均受消費者保護法之拘束。報酬指任何形式之貨幣報酬；
佣金；無償借貸商品/服務；免費商品/服務（無論是否為影響者要求或品牌主
動發送）；或任何獎勵。
亦即，無論影響者收到何種品牌給予的報酬，都需在相關貼文中揭露(例
如：以任何形式提到或推薦品牌/商品/服務，或發佈內容受品牌控制)。貼文
在聯盟行銷的情況亦適用。
當發佈關於自己的商品/服務時，還需要確保貼文清楚說明，如自創商
品、營運，或任何抽獎或贈品活動299。
報酬之認定
影響者獲得一定價額來創作和/或發佈特定內容，視為報酬。然這種安排
不是唯一的報酬類型。若與品牌有任何商業關係，像被任命為大使、免費得
到產品、禮物、服務、旅程、酒店住宿等，可能都屬於報酬或互惠約定。當
297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https://www.asa.org.uk/resource/influencers-guide.html.
298
CMA: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being transparent with your followers’(23 January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ocial-media-endorsements-guide-for-influencers/soc
ial-media-endorsements-being-transparent-with-your-followers.
299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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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取得創作內容之報酬並非錯誤，但是需要向觀眾坦白300。
聯盟行銷(affiliate marketing)
當內容涉及特定產品或服務之推廣，並嵌入超連結或優惠碼，當訪客點
擊連結，或商品服務之成交可回溯此內容，貼文者就可獲得廠商支付之相對
應報酬，此種內容應屬廣告。
若內容中僅部分商品有超連結或優惠碼，其餘為出於編輯目的提及之商
品，則與超連結相關之部分商品為廣告，而於此情形時，影響者需要清楚表
示哪些是廣告。
當然，若所有內容都為與超連結有關的商品，則全部為廣告，且需明確
標示所有內容都是廣告。就聯盟行銷之廣告而言，影響者實際上是次要廣告
主，因此，需通過明確標示其廣告內容以符合法律規定，及遵守其他 ASA 之
規則301。
符合清楚明確之要求
根據 CAP 守則「廣告必須清楚可識別」，且 CMA 建議須「清楚可辨」
才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清楚/明顯可辨識，指消費者應無需點擊或與之互動就
能識別出什麼是廣告，不必花時間去弄清楚它。
大多數影響者行銷與非推廣/編輯式內容會同時出現，且均以相似的方式
呈現，對消費者來說，難以立即分辨上下文中是否有廣告。在此情形下，則
需要清楚、明確的揭露。而創作或發佈內容之創作者、品牌方和經紀公司都
有責任確保在廣告或傳遞商業訊息時能明確揭露。
若影響者在自己的頻道上宣傳自己的商品或服務（明顯是在談論自己的
商品）
，那麼觀眾通常會了解到是在宣傳自己的商品。另一方面，聯盟行銷無

300
301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4.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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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僅依上下文清楚辨別，因此通常需要加以闡明。雖有多種方式使商業性內
容明顯可辨別為廣告，但影響者至少應考慮添加明顯的標籤302，例如：廣告
(Ad)。
對於標示為廣告之方式之建議
ASA 研究發現，人們確實難分辨影響者在社群媒體的貼文是否為廣告。
因此，至少監管機構須要求影響者在前期有預先廣告標示。
無法就可能用於識別廣告的所有單字或片語進行說明，但是根據 ASA 的
研究，雖然不像那些明確、直接稱內容為廣告之標示，其他標示只要足以使
消費者了解為廣告即可。
以下為 ASA 和 CMA 建議使用之標示303：


Ad



Advert



Advertising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Feature
不建議使用之標示：



Supported by/Funded by



In association with



Thanks to [brand]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Just @ [mentioning the brand]



Gifted



Sponsorship/Sponsored

302
303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6.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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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使用之標示：


Affiliate/aff



Spon/sp



Any other abbreviations/words that consumers are unlikely to be familiar
with（任何其他消費者可能不熟悉之縮寫/文字)

呈現方式
最重要的還是標示明確。任何用於凸顯廣告內容之標籤（或其他手段）
需預先（在觀眾點擊/參與前）
、顯著（讓觀眾了解）
、適合頻道（如何檢視與
何時），以及符合所有潛在觀看裝置（在手機和 app 都清楚標示）。
將標籤掩蓋在大量標記（hashtags）中，只能在點選「顯示完整資訊（see
more）」看到或觀看整篇貼文、影片，並不足以稱標示明顯，故還是建議在貼
文一開始就揭露為廣告，如在標題、縮圖或影像中標示304。
可以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若還不清楚影響者與品牌方的關係，是否能
夠立即清楚分辨是影響者單純分享還是薦證廣告。
三、競爭及市場管理局處理之案例與調查
以下匯整 2014 年 4 月至今，CMA 處理之與本研究相關之線上評論與薦
證案件共 30 件305。其中與線上評論有關者 3 件，與薦證有關者 27 件。與薦
證有關之 27 件中，有 20 件為 2019 月 1 月網路影響者向 CMA 提出正式承諾
之案件。
表 3-2 英國 CMA 案例
名稱

態樣

生效日
期

304

結果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8.
CM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nsumer-enforcement-outcomes/consumer-outcome
s-secured-by-the-cma-since-april-201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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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等 3 案)

線上評論
Online reviews

2016
年3月
4日

-承諾已停止為客戶撰寫假評論之作法；並
將採取行動移除已貼上線的假評論
- CMA 書面告知 Total SEO 的客戶，警告他
們，由第三人為其撰寫假評論，可能會導
致他們自己本身違反消費者保護法

2

Adam Rock
(等 4 案)

線上推薦 Online
endorsement

2016
年4月
4日

3

Social Chain
Ltd (等 3 案)

線上推薦 Online
endorsements

2016
年8月
11 日

4

Alexa Chung
等 20 案

社群媒體推薦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2019
年1月
23 日

承諾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宣傳自家商品或第三人付費宣
傳商品時，會在內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
明確地向消費者表示。
承諾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第三人付費宣傳商品時，會在內
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明確地向消費者表
示。
16 位影響力者提出改善其社群媒體貼文
揭露之承諾（undertakings）
。他們承諾將清
楚標示收費或接受其他誘因推薦商品或
服務之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僅針對網路薦證有關之案件，進行詳細介紹。
（一）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等 3 案
首先，2016 年的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等 3 案，涉及為客戶在線上
張貼假評論（fake review）之行為。
1.事實
2015 年 12 月 8 日，CMA 針對搜索引擎優化與市場行銷公司之假正面評
論採取執法行動（enforcement action）。
2016 年 3 月 4 日，搜索引擎優化與市場行銷公司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Total SEO)，及其董事，根據 section 219 EA02 向 CMA 承諾：


已停止為客戶撰寫假評論之作法；並



將採取行動移除已貼上線的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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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MA 書面告知 Total SEO 的客戶，警告他們，由第三人為其撰寫
假評論，可能會導致他們自己本身違反消費者保護法306。
2.承諾內容
承諾之重點307：
--依 section 219(4)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公司承諾：


不再繼續或重覆任何違反下列 1 及 2 項之行為；



不於本事業或另外事業從事此等行為；



不同意或縱容與其有特別關係之法人（在 section 222(3) of the EA02 意義
下）從事此等行為。
1.本公司將確保，在從事與事業目的有關之行為、或以他人名義或為其

他商家行為時、不會不實地宣稱該行為並非為其交易、商業、技藝或專業之
目的，或製造這種印象，或不實地表示自己為消費者。
2.特別是，本公司將：
a.不接受設計、草擬、準備或發布假評論之指示，不論是在評論網站、部落
格或任何其他媒體；
b.不會指示任何人去設計、草擬、準備或發布假評論，不論是在評論網站、
部落格或任何其他媒體；
c.不設計、草擬、或以任何方式準備在評論網站、部落格或任何其他媒體上
發布假評論；

306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potential-fake-online-reviews-search-engine-optimisation-company
.
307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6d86738ed915d144f000006/Total_SEO_undertaki
ng_to_the_CM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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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在評論網站、部落格或任何其他媒體上發布（或導致被發布）假評論；
及
e.盡最大努力移除本公司，或經本公司指示，所設計、草擬、準備或發布之
假評論，不論在評論網站、部落格或任何其他媒體。
-- 經由簽署本承諾，本公司同意受其拘束；
-- 依 section 212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承諾所指涉之行為，可能構成共同體
侵害（Community infringement）
。若簽署者違反上述承諾，將被依 section 215
of the EA02，向法院聲請執行命令（enforcement order）。
3.小結
此三案涉及線上評論，由搜索引擎優化與市場行銷公司承諾改善。
（二）Adam Rock 等 4 案
2016 年的 Adam Rock 等 4 案，涉及之行為態樣為未清楚標示行銷訊息。
1.事實
2016 年 4 月 4 日，MYJAR、Starcom Mediavest 和 TAN Media 都向 CMA
承諾，這些公司將清楚標註或標識在文章、部落格中的所有廣告和其他行銷
內容，以區別是記者或部落客的評論。
經 CMA 調查發現， Starcom Mediavest 和 TAN Media 這兩家行銷公司替
MYJAR（一家短期貸款業者）在網路文章和部落格中設置未揭露廣告。此行
為屬於搜索引擎優化（SEO）之行為。
CMA 亦書面告知 13 家行銷公司、20 家運用行銷公司服務之企業，以及
33 位線上文章和部落格的發佈者，警告他們，幫助投放或發佈廣告或其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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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內容，若未明確區分為記者或部落客之評論，可能會導致他們違反法律308。
2.承諾內容
MYJAR 承諾309：
--根據 section 219(4)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公司承諾：


不再繼續或重覆任何違反下列 1 項之行為；



不於本事業或另外事業從事此等行為；和



不同意或縱容與其有特別關係之法人(在 section 222(3) of the EA02 意義
下)從事此等行為。
1.本公司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宣傳自家商品或第

三人付費宣傳商品時，會在內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明確地向消費者表示。
為避免疑義，會包括持續發佈的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即使是承諾之
前所發佈的評論。特別是，本公司將：
a.不設計、草擬、準備或使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b.不指示(直接或間接)任何發佈者不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編輯式內容；
c.發佈前檢查有明確揭示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並採必要措施確保
已明確說明；
d.遵守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特別是 Section 2 關於行銷
傳播之許可（包括任何後續修訂）；和
e.採取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僱員和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其行事之第三人遵守此

308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online-endorsements-potential-non-disclosure.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6fd3739ed915d117a000042/MYJAR_undertaking.
pdf.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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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其不限於採用應有的政策和程序，亦包含監督對這些政策和程序之遵
守情形。
-- 經由簽署本承諾，本公司同意受其拘束；
-- 依 section 212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承諾所指涉之行為，可能構成共同體
侵害（Community infringement）
。若簽署者違反上述承諾，將被依 section 215
of the EA02，向法院聲請執行命令（enforcement order）。
Starcom Media 承諾310：
--根據 section 219(4)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公司承諾：


不再繼續或重覆任何違反下列 1 項之行為；



不於本事業或另外事業從事此等行為；和



不同意或縱容與其有特別關係之法人(在 section 222(3) of the EA02 意義
下)從事此等行為。
1.本公司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宣傳自家商品或第

三人付費宣傳商品時，會在內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明確地向消費者表示。
為避免疑義，會包括持續發佈的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即使是承諾之
前所發佈的評論。特別是，本公司將：
a.不接受設計、草擬、準備或安排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之指示；
b.不設計、草擬、準備或使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c.不指示(直接或間接)任何發佈者不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編輯式內容；
d.發佈前檢查有明確揭示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並採必要措施確保
310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6fd3787e5274a14d900003c/Starcom_Worldwide_
Ltd_undertak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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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確說明；
e.遵守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特別是 Section 2 關於行銷
傳播之許可（包括任何後續修訂）；和
f.採取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僱員和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其行事之第三人遵守此
承諾，其不限於採用應有的政策和程序，亦包含監督對這些政策和程序之遵
守情形。
-- 經由簽署本承諾，本公司同意受其拘束；
-- 依 section 212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承諾所指涉之行為，可能構成共同體
侵害（Community infringement）
。若簽署者違反上述承諾，將被依 section 215
of the EA02，向法院聲請執行命令（enforcement order）。
TAN Media 承諾311：
--根據 section 219(4)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公司承諾：


不再繼續或重覆任何違反下列 1 項之行為；



不於本事業或另外事業從事此等行為；和



不同意或縱容與其有特別關係之法人(在 section 222(3) of the EA02 意義
下)從事此等行為。
1.本公司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第三人付費宣傳商

品時，會在內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明確地向消費者表示。為避免疑義，會
包括持續發佈的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即使是承諾之前所發佈的。特
別是，本公司將：

311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6fd37a7e5274a14d7000045/TAN_Media_Ltd_und
ertak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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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接受設計、草擬、準備或安排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之指示；
b.不設計、草擬、準備或使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c.不指示(直接或間接)任何發佈者不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編輯式內容；
d.發佈前檢查有明確揭示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並採必要措施確保
已明確說明；
e.遵守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特別是 Section 2 關於行銷
傳播之許可（包括任何後續修訂）；和
f.採取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僱員和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其行事之第三人遵守此
承諾，其不限於採用應有的政策和程序，亦包含監督對這些政策和程序之遵
守情形。
-- 經由簽署本承諾，本公司同意受其拘束；
-- 依 section 212 of the EA02 之規定，本承諾所指涉之行為，可能構成共同體
侵害（Community infringement）
。若簽署者違反上述承諾，將被依 section 215
of the EA02，向法院聲請執行命令（enforcement order）。
（三）Social Chain Ltd 等 3 案
2016 年 Social Chain Ltd 等 3 案，涉及之行為態樣為社群媒體未揭露收費
推薦。
1.事實
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7 月間，Social Chain 使用其社群媒體帳號，並
安排在社群媒體擁有龐大追蹤數之名人宣傳電影、遊戲、外賣和交友應用程
式(app)，而未告知讀者該內容為付費廣告。

132

讀者難以區分這些廣告與其他對話或玩笑的貼文。在提出 Social Chain
之爭議後，Social Chain 承諾，將確保 Social Chain 所發佈或安排的所有廣告
會明確標示或表明，以便與社群媒體上的其他內容作區分。
CMA 亦書面告知 Social Chain 服務的 15 家企業及為 Social Chain 發佈內
容的 43 位社群媒體名人，警告他們投放或發佈而未明確標示為廣告，可能會
導致他們違法312。
2.承諾內容
1.本公司將確保，任何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於第三人付費宣傳商
品時，會在內容中或通過影像、聲音明確地向消費者表示。為避免疑義，會
包括持續發佈的編輯式內容(editorial content)，即使是承諾之前所發佈的評
論。特別是，本公司將313：
a.不接受設計、草擬、準備或安排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的指示；
b.不設計、草擬、準備或使發佈未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
c.不指示(直接或間接)任何發佈者不說明為付費宣傳商品編輯式內容；
d.發佈前檢查有明確揭示為付費宣傳商品之編輯式內容，並採必要措施確保
已明確說明；
e. 遵守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Sales Promotion and Direct Marketing)，特別是
Section 2 關於行銷傳播之許可（包括任何後續修訂）；和
f.盡力確保公司之僱員及以公司名義或代表其行事之第三人遵守此承諾，不
312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non-disclosure-of-paid-endorsements-social-media.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7ac3f5ded915d096e000066/summary-of-social-ch
ain-undertakings.pdf.
313

133

限於採用應有之政策和程序，亦包含監督該政策和程序之遵守情形。
3.小結
此 3 案涉及社群媒體未揭露收費推薦，Social Chain 承諾，將確保其所發
佈或安排的所有廣告會明確標示或表明，以便與社群媒體上的其他內容作區
分。
（四）Alexa Chung 等 20 案
2019 年的 Alexa Chung 等 20 案，其重點在於，名人或其他社群媒體影響
力者是否清楚及正確地彰顯其與貼文中出現的品牌間之商業關係。
1.事實
2018 年 8 月 16 日，CMA 對於有些社群媒體明星於推薦商品或服務時，
並未聲明其受有報酬之問題，展開消費者執法調查（consumer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
一旦收費或收受其他報酬而於其貼文中推廣、評論或談論產品、服務或
體驗，消費者法規要求名人或其他社群媒體影響力者必須讓人們清楚此事。
CMA 之調查著眼於，名人或其他社群媒體影響力者是否清楚及正確地彰顯其
與貼文中出現的品牌間的所有商業關係，以及人們是否會被誤導。
本調查之對象為可能違反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之行
為，法律依據為 2002 年企業法第 8 部份（Part 8 of the Enterprise Act 2002）314。
2.承諾內容
2019 年 1 月 23 日，16 位影響力者提出改善其社群媒體貼文揭露之承諾
（undertakings）。他們承諾將清楚標示收費或接受其他誘因推薦商品或服務

314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social-media-endorsements#case-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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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315。
承諾之要點316：
--當事人根據 section 219 EA02 自願向 CMA 提出承諾；
--提出承諾並不表示（無論明示或暗示）當事人承認違法；
--當事人將以明確之方式（in a clear manner）標示其推廣、推薦或評論產品
之貼文，若：
(a)該貼文受相關品牌或事業之報酬，或報酬之承諾；
(b)在發布貼文之前一年內，受相關品牌或事業之報酬，或報酬之承諾。
---當事人就其受相關品牌或事業之報酬，或報酬之承諾，所為推廣、推薦或
評論產品之貼文不會：
(a)不實宣稱或製造印象，其行為並非出於其事業、技藝或專業之目的，或表
示自己為消費者；
(b)在自己本身並未使用且達成該特定結果之情況下，宣稱該產品之使用可達
成特定結果。
-- 當事人將遵守 CAP 守則，特別是第 2 條及 第 3 條，並尊重 ASA 之相關
指引。
3.小結
此 20 案涉及社群媒體推薦，網路影響者共同提出承諾，改善其社群媒體
貼文揭露。

315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social-media-endorsements.
CMA,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5c474d4840f0b6172bad845e/summary_of_undertak
ings_for_celeb_endorsements.pdf.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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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行中之線上評論網站調查
2020 年 5 月 21 日起，CMA 對若干內含線上評論的網站展開調查。CMA
將調查這些網站是否採取充分措施，以保護消費者免於虛假及誤導之評論
（fake and misleading reviews）。特別是，網站如何偵測、調查及回應虛假及
誤導之評論。CMA 將檢視某些議題，例如：


可疑的評論—例如單一使用者過多評論產品或服務；



是否事業操縱評論產品或服務之評論之呈現；



當評論者受有報酬或其他誘因時，網站如何處理該產品或服務之評論317。

四、英國廣告實務委員會（CAP）
英國廣告業自律組織，主要為廣告實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簡稱 CAP）。
（一）廣告業自律制度
英國廣告管制之特色在於以自律制度作為法律管制的執行及補充機制。
所謂自律意指由廣告業自發性建立並支應的自我管制機制318。英國廣告自律
制度產生於 1961 年，當時廣告英國廣告業界（代理商、媒體及廣告主）組成
廣告實務委員會（CAP）並制定廣告實務守則。隔年 CAP 設立廣告標準機構
（ASA）作為執行守則之獨立管制者。自律制度的創設是當時廣告業界為避
免國會引進美國直接立法管制模式所採取的對應措施319。時至時至今日，雖
然廣告法令已為數眾多，廣告自律制度仍為市場行銷訊息產生的紛爭，提供
了替代性的，甚或在某些情況下是唯一的解決途徑。某些對於消費者信心具
有重大影響力的事項而言，例如品味高低或高尚與否，難以由法律加以評斷。
317

CMA, https://www.gov.uk/cma-cases/online-reviews.
Lorraine Conway,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by the ASA,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CPB 06130, 20 August 2020, p. 4.
319
ASA/CAP, ‘Our History’,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our-history.html#1961%20onwards.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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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以透過自律機制，激勵業界採行高標準320。
在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的架構下，英國廣告自律機制既
是受規範的對象也是執法合作夥伴。一方面，不公平交易法第 4 條禁止守則
擁有者（code owner）透過行為守則提倡任何不公平商業行為。另一方面，
不公平交易法鼓勵執法機關透過適當既有機構（established means）來履行其
執法責任321。所謂既有機構是指已存在於英國之有效管制（包括自我管制）
系統。此規定意在鼓勵運用直接執法以外的方式來控管不公平商業行為與誤
導性行銷活動。
（二）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and Direct & Promotional Marketing (the CAP Code)，以下簡稱 CAP
守則）是英國廣告業自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所訂定之自律規範。CAP 守則
由另一獨立組織廣告標準機構（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ASA))
負責執行322。
1.第 2 條要求廣告必須可被輕易地認識其為廣告
--行銷訊息應可明顯被辨識（be obviously identifiable）為行銷訊息；
（Rule 2.1)
--行銷訊息不得宣稱或暗示行銷者為消費者或無行銷目的；（Rule 2.3)
--行銷者應表明業配文為行銷訊息。（Rule 2.4)
2.第 3 條規定為避免誤導消費者廣告應遵循之規則
--行銷訊息不得實質誤導或有誤導之虞（明顯誇大不構成誤導)；
（Rules 3.2 &
3.2 )
320

The CAP Code, p. 106.
CPRs 2008, Regulation 19(4).
322
ASA,
https://www.asa.org.uk/uploads/assets/uploaded/c981689d-505e-4edf-848bf469eb67198e.pdf.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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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重要資訊之方式誤導消費者；（Rule 3.3 )
--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行銷者身分之方式誤導；（Rule 3.5)
--主觀之主張不得誤導消費者；行銷訊息不得暗示意見之表達為客觀陳述。
（Rule 3.6)
（三）廣告標準機構（ ASA）之執行
CAP 守則由另一獨立組織廣告標準機構（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以下簡稱 ASA）負責執行323。ASA 之任務為確保自律系統之運作
符合公共利益。ASA 之活動包括調查、投訴之裁決及進行研究。如果 ASA
裁定廣告違反守則，該廣告必須撤下或修正。對於不遵守的事業，ASA 有多
種制裁方式。對於持續違反守則之事業，ASA 可將之移送 TSS 或 CMA，依
不公平交易法進一步訴追324。
廣告標準機構（ASA）是不公平交易法所稱之既有機構。根據 ASA 對於
其管制地位的描述，將 ASA 納為不公平交易法的合規夥伴（compliance
partner），意味著，當問題發生時，通常不是透過法院正式執法，而是先由
ASA 根據其廣告守則處理。絕大部分案件透過此途徑處理。其好處是快速且
節省法院資源325。對於持續違反廣告守則者，ASA 可將之移送地方政府貿易
標準服務處（Local Authority Trading Standards Services，簡稱 TSS），由 TSS
決定是否採取法律行動326。
對於不遵守的事業，ASA 有多種制裁方式。當 ASA 認定行銷訊息違反
守則規範時，會要求應負責的行銷者將之修正或撤除。願意配合者占大多數。
323

ASA,
https://www.asa.org.uk/uploads/assets/uploaded/c981689d-505e-4edf-848bf469eb67198e.pdf.
324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 49.
325
ASA,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about-regulation/self-regulation-and-co-regulation.html.
326
ASA/CAP, ‘Our History’,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our-history.html#1961%20on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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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拒不配合，ASA 得採取其他可行的制裁措施。制裁手段包括負面宣傳
（adverse publicity）
、媒體空間之拒絕（denial of media space）
、交易特權及認
可（trading privileges and recognition）之撤銷或限制以及發布前審查
（pre-publication vetting）等。制裁的重點在於確保不合規定的行銷訊息之修
正、撤除或盡速停止。制裁之施加不限於經正式調查之案件。若系爭行銷訊
息明顯具有誤導性或冒犯性，亦得對於未經投訴或尚在調查期間者採取制裁
措施327。
ASA 裁決的公布對於英國廣告自律機制的維持極為重要，並且構成主要
制裁措施。不利的裁決構成對行銷者的負面宣傳。此非但為絕大多數行銷者
所不樂見並且會對於公眾產生示警之效果。若不能或不願修改其網站上或受
其控制之非付費線上空間上與守則不符的行銷訊息，則行銷者可能面臨更多
的負面宣傳。ASA 網站會將其名稱及拒不配合的事跡公告周知。ASA 的裁決
不論在地方性、區域性、全國性，甚或國際性的媒體皆受到廣泛報導。另外，
ASA 的不利裁決也可能衍生出違反其他守則或法律規定之後果。例如透過誤
導性的行銷訊息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可能違反 1988 年資料保護法對於資料保
護原則之合理處理要求328。
CAP 得向其會員發布廣告警示（ad alerts），建議他們在接受廣告之前詢
問 the Copy Advice team，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暫停或拒絕提供廣告空間329。
CAP 成員中有許多貿易組織及專業團體。這些組織及團體提供其會員或
他人某些認可或交易特權。ASA 的不利裁決，可能導致這些認可或交易特權
被撤銷、撤回或中止。例如 CAP 的印刷媒體會員的代理商認可可能被撤銷。
皇家郵政（Royal Mail）的大宗郵件郵資優惠可能被中止。若違反之情況特別

327
328
329

The CAP Code, p. 107.
The CAP Code, p. 107.
The CAP Code, p.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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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可能遭 CAP 開除會籍330。
對於持續違反者 ASA 得要求其於發布前將行銷訊息交付審查，直到 ASP
和 CAP 認為未來訊息將符合守則331。此外，對於持續違反守則之事業，ASA
亦可將之移送 TSS 或 CMA，依不公平交易法進一步訴追332。
ASA 定期公布的法遵調查顯示絕大多數行銷訊息符合 CAP 守則之規
範。在行銷訊息違反守則之情形，大多數應負責的行銷者願意配合將之修正
或撤除333。
（四）廣告標準機構之處理案例
以下挑選五則案例，均為網紅在社群媒體上貼文推薦產品，而被人向
ASA 申訴，做出處理的案件。
1. Ruling on Brooks Brothers UK Ltd 案(2019 年 9 月 18 日)

334

(1)廣告描述
2019 年 3 月 19 日，時尚影響者 Matthew Zorpas 於 Instagram 上發布了一
則貼文，貼文中有一張 Matthew 為了訂做西裝而在服裝店測量尺寸的照片。
照片中附有一串文字：
「身穿量身定做的西裝的男人總是有更好的態度。凡於
3 月 31 日前光臨位於 Regent Street 的 brooksbrothers，即享有 25％折扣。
#brooksbrothers #madetomeasure(量身訂做) #timelessclassics(永恆經典)
@brooksbrothers.unitedkingdom.
(2)爭點
投訴者質疑該貼文是否能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marketing

330

The CAP Code, p. 108.
The CAP Code, p. 108.
332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p. 49.
333
The CAP Code, p.
334
ASA, https://www.asa.org.uk/rulings/brooks-brothers-uk-ltd-A19-565992.html.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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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3)回應
Brooks Brothers UK Ltd 確認與 Matthew Zorpas 簽有合約協議，並提供了
合約副本。他們表示，雙方之合約有效期間為從 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但系爭貼文是 Matthew Zorpas 的自發性貼文(沒有投放廣告)，並非由
Brooks Brothers 以任何方式贊助。他們表示，系爭貼文並不屬於他們與影響
者所簽訂之合約的一部分。
他們提供了 Matthew Zorpas 創作的三則，被標記為付費贊助的個別
Instagram 貼文。
Matthew Zorpas 表示，這則 Brooks Brothers 貼文係 Matthew 提供給與其
追蹤者分享，並非由該品牌付費。
(4)評定
投訴成立。
根據 CAP 守則，行銷訊息必須可明顯被識別。如果從上下文來看不是很
明顯，則他們必須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
此外，行銷者與發布者必須清楚表明該業配文是行銷訊息。
ASA 獲悉 Brooks Brothers 與 Matthew Zorpas 之間存在財務協議。
根據該協議，Matthew Zorpas 須在其社交媒體網路上發布至少一定數量
之限時動態與貼文，以及出席推銷該品牌之活動，並將獲得報酬作為回報。
我們從該協議中注意到，每個月的發布內容中都有使用特定主題標籤，
並且不允許影響者在這些貼文中標記其他品牌。
我們了解到，根據該協議，影響者以前的貼文中皆含有 Instagram「付費
合作夥伴」之標籤，並且契約亦聲明，針對每個貼文，影響者應標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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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sbrothers.unitedkingdom 廣告」。
雖然我們承認系爭貼文中並未包含該措辭，並且 Brooks Brothers 與
Matthew Zorpas 表明系爭貼文非為付費貼文，但我們注意到，該影響者曾使
用協議中所規定之主題標籤(針對 3 月所設計之主題標籤)，用來推廣“Made to
measure”活動，並且影響者在圖片與說明文字中皆標記了該品牌。
我們的結論是，從 Brooks Brothers 與 Matthew Zorpas 之契約協議各方面
看來，皆可證實 Brooks Brothers 對於貼文內容與付款安排擁有充分的控制
權，因此可將其視為一個落在 CAP 守則範圍內之行銷訊息。
因此，我們認為他們應共同負責確保 Matthew Zorpas 代表 Brooks Brothers
所進行之推銷活動遵守 CAP 守則。
我們知道，根據 Matthew Zorpas 以前的貼文，他的 Instagram 粉絲(追蹤
者)有可能會意識到，他與 Brooks Brothers 之間存在商業關係。
然而，我們了解到，因為該影響者之個人檔案是對大眾公開的，因此他
發布的任何貼文都可以出現在搜尋結果中，並且這些貼文可以獨立於他的個
人檔案被他人查看。
這意味著 Instagram 用戶（可能不是其個人檔案的追蹤者）將能夠查看該
貼文。
雖然系爭貼文在某些方面與他平常的貼文有所不同，並且包含一些要
素，表明 Brooks Brothers 與 Matthew Zorpas 間可能存在商業關係，我們認為，
無論該貼文是被置入其他內容，還是在用戶點擊貼文後對其進行完整查看，
或者用戶在獨立搜尋後找到該篇貼文，與品牌相關的主題標籤不足以確保系
爭貼文可被明顯識別為廣告。
我們評估該系爭貼文有可能以置入方式出現，並認為系爭貼文內容中沒
有任何可以讓觀看者清楚地知道這是廣告的標記(例如將“ #ad”放在前面)。

142

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系爭貼文無法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從而
違反守則之規定。
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2.1、2.3 與 2.4 之規定(行銷訊息之識別)。
(5)作為
該廣告不得再次以此被投訴之形式出現。我們要求 Brooks Brothers UK
Ltd 與 Matthew Zorpas 使用清晰且顯眼的標識（例如“ #ad”），以確保在未來
他們的廣告可以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
2. Ruling on The White Star Key Group t/a Skinny Caffe, in
association with Jemma Lucy 案(2019 年 7 月 31 日)

335

(1)背景
委員會決定之總結：投訴之 3 爭點均成立。
(2)廣告描述
2019 年 5 月 5 日，Jemma Lucy 發布一則推銷減重食品補充劑的 IG 貼文，
內容是她穿著比基尼泳衣與襪子坐在桌上，手裡拿著一個馬克杯。
桌上擺了 3 包商品。內文寫道：
「我使用 skinnycaffe 之產品來保持身材。
我喜歡 Coffee’s(sic)，Hot Chocolate’s(sic)與 Thermosyn 膠囊都很棒。我喜歡
使用它們，像我與有些女孩已經見到不錯的成效，並且無論運動與否，它們
都有效。使用 Thermosyn，你可以在 7 天內瘦下接近於 7 磅的體重。現在，
你可以通過點擊此處免費索取你的第一包 Thermosyn」並連結到
theskinnycaffe.com 網站。
(3)爭點
我們收到了 25 份投訴。

335

ASA, https://www.asa.org.uk/rulings/the-white-star-key-group-ltd-G19-10198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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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些投訴者質疑系爭貼文是否違反 CAP 守則，因為系爭貼文無法明顯
被識別為廣告。
2.有些投訴者知道 Jemma Lucy 懷孕了，他們質疑該廣告是否不負責任地
鼓勵人們在懷孕期間食用減重產品。
3.系爭貼文提到「使用 Thermosyn，你可以在 7 天內瘦下接近於 7 磅的體
重。」
，ASA 質疑這個說法是否違反 CAP 守則，因為它暗示了減重的速度與
量可歸功於食用某種食物。
(4)回應
1.The White Star Key Group Ltd t/a The Skinny Caffe (Skinny Caffe)說他們
認識 Jemma 本人，且 Jemma 是為了幫助朋友，才貼出這則廣告。他們正在
尋求於 Jemma 分娩前創造品牌知名度，並於今年晚點時候規劃了完整的活動
以幫助提升品牌知名度。
2.Skinny Caffe 相信 Jemma 並沒有暗示她曾於懷孕期間使用過這些產
品，並表示他們沒有以孕婦為目標投放廣告或積極向孕婦推銷廣告。他們說，
該網站聲明該產品不適合懷孕之人。他們認為 Jemma 的追蹤者中可能只有一
小部分人已經懷孕。他們已收到幾則詢問該產品是否適合懷孕之人使用的訊
息，並且他們已告知那些詢問者，表示該產品不適合懷孕之人。
3. Skinny Caffe 表示，付費顧客已經告知他們減重的效果。他們分享了這
些資訊，以便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使用該產品做什麼。Jemma Lucy 重申了
Skinny Caffe 對這三點之意見。她亦表示貼文內容並非她所寫，而是 Skinny
Caffe 提供的。
(5)評定
a.第一爭點投訴成立
根據 CAP 守則，行銷訊息必須可明顯被識別，如果從上下文來看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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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則他們必須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雖然 ASA 知道 Skinny Caffe 與 Jemma
Lucy 之間私下有交情，但我們認為關於推銷 Skinny Caffe 之熱飲產品與
Thermosyn 膠囊之方面，雙方亦存有商業關係。
Skinny Caffe 向 Jemma Lucy 提供了產品，以及在她發布有關這些產品之
貼文時，他們希望包含在內容之用詞，然後她在 Instagram 帳戶上發布該貼
文，以期適時參與完整之 Skinny Caffe 活動。因為 Skinny Caffe 提供了用詞，
代表他們對於貼文內容具有充分的控制權，故應將該貼文視為一個落在 CAP
守則範圍內之行銷溝通。因此，我們認為他們應共同負責確保 Jemma Lucy
代表 Skinny Caffe 所進行之推銷活動可明顯被識別為廣告。
我們知道，貼文中包含了@skinnycaffe 之標記，並且還包含了一個促銷
代碼，消費者可以用來獲取該產品。但我們認為這些要素並沒有向用戶表明
該貼文是行銷訊息。該貼文之開頭沒有清晰而顯眼的標記（例如“ #ad”），因
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該貼文無法明顯被識別為行銷溝通，違反守則之規
定。基於這點，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2.1、2.3 與 2.4 之規定(行銷訊
息之識別)。
b.第 2 爭點投訴成立
我們認知該貼文沒有明確提及懷孕，也不認為從圖片就可以明顯看出
Jemma Lucy 懷孕。但我們了解到，她懷孕這件事已被媒體廣泛報導，並注意
到在她許多 Instagram 貼文下的評論都有提及此事。因此，我們認為廣告的觀
眾可能知道 Jemma Lucy 懷孕了，並認為觀眾將從貼文的內容，例如：
「我使
用 skinnycaffe 之產品來保持身材」與「我喜歡使用它們，像我與有些女孩已
經見到不錯的成效」了解她最近使用這些產品是為了減重。因此，我們認為
該貼文鼓勵觀眾於懷孕期間食用有助於減重的食品補充劑。
我們注意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之當前建議表明：
「不建議在懷孕期間節食，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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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危害未出生嬰兒的健康。」另外根據 NHS 的資訊表示，關於 BMI 為
30 或以上的孕婦，建議不應在懷孕期間嘗試減重，因為這樣做可能並不安
全。我們還注意到，NHS 指出在懷孕期間攝取健康、多樣化的飲食將幫助孕
婦獲得所需的大多數維生素與礦物質，並且只建議服用葉酸(folic acid)作為補
充劑，並可考慮服用維生素 D 補充劑。
由於我們認為該廣告鼓勵消費者（包括可能懷孕的婦女）使用該產品來
減重，並且了解到通常不建議人們在懷孕期間嘗試減重，故我們得出的結論
是，該廣告鼓勵不安全行為並且是不負責任的。在這一點上，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 1.3（負責任的廣告）與 4.5（危害與違法行為）之規定。
c.第 3 爭點投訴成立
我們注意到，根據 2006 年歐盟食物營養及健康聲稱規章（Regulation (EC)
1924/2006 on nutrition and health claims made on foods）
，提及減重的速度與量
之健康聲稱是不被容許的，此點亦反映在 CAP 守則。我們認為，貼文中聲稱
「使用 Thermosyn，你可以在 7 天內瘦下接近於 7 磅的體重」
，明確提到關於
食物之減重速度與量，因此違反了 CAP 守則之規定。
在這一點上，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15.6 與 15.6.6（食品、食品
補充劑以及相關的健康或營養聲明）之規定。
(6)作為
該廣告不得再以此被投訴之形式出現。我們要求 The White Star Key
Group Ltd t/a Skinny Caffe 與 Jemma Lucy，在貼文的開頭添加清晰且顯眼的
標識（例如“ #ad”），以確保在未來他們的廣告可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
我們亦要求 Skinny Caffe 不得鼓勵不安全的行為，例如在懷孕期間食用
有助於減重的產品，並且不得提及針對食物之減重速度與量。
3. ASA Ruling on Convits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Stephanie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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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eld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案（2018 年 1 月 3 日）
(1)廣告描述
2017 年 8 月 10 日，一篇 Instagram 貼文出現在電視名人 Stephanie Davis
的頁面上，內容為推銷維生素。內容陳述：
「只是想讓大家都知道，@convitsuk我剛開始使用的一家出色的日常維生素與礦物質公司，使用代碼 STEPH50
即可在網上獲得 50％的優惠。」[愛心表情符號]
(2)爭點
投訴人質疑該廣告是否可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
(3)回應
Convits 表示他們有告知所有代理商，與社交影響者合作時，在貼文中必
須包含相關證據，以證明這是廣告。並表示未來每篇貼文都會在社交影響者
發布之前進行審核。
Stephanie Davis 聲明 Instagram 的貼文已被她先前的代理商審核過了。她
確認自己已經修改該篇貼文，並加上 #ad。
(4)評定
投訴成立。
根據 CAP 守則，行銷訊息必須可明顯被識別。此外，行銷者與發布者必
須清楚表明該業配文為行銷訊息。
ASA 知道 Convits 與 Stephanie Davis 已達成協議，Convits 寄送產品給
Stephanie Davis，Stephanie Davis 需將該產品拍照並發布到她的社交媒體帳戶
上。根據這些訊息，我們認為該 Instagram 貼文屬於 CAP 守則範圍內之行銷
訊息。
我們發現該貼文包含@convitsuk 與供消費者使用的獨家折扣代碼。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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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這些要素並沒有向用戶表明該貼文為行銷訊息。
雖然 Stephanie Davis 已經修改該貼文，在內容加上#ad，惟在投訴之時，
該貼文並未包含諸如 #ad 之類的標識，故我們認為該貼文無法明顯被識別為
行銷訊息，違反守則之規定。我們支持 Convits 保證將來的廣告會加上適當
的標籤。
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2.1 與 2.4 之規定（行銷訊息之識別）。
(5)作為
該廣告不得再次以其當前形式出現。我們要求 Convits 與 Stephanie Davis
使用清晰且顯眼的標識（例如“ #ad”），以確保在未來他們的廣告可明顯被識
別為行銷訊息。
4. ASA Ruling on Matalan Retail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TL Blog Ltd
Upheld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案（2019 年 10 月 30 日）
(1)廣告描述
2019 年 5 月 13 日，一篇由 The Londoner 所寫的部落格貼文，標題為「我
們的摩洛哥秘境」
，內容描述了該部落客前往摩洛哥家族旅行，並張貼了數張
該部落客的照片與地點，包含一張該部落客(The Londoner)穿著紅色連衣裙之
照片。照片下方的圖片說明寫道：「紅色連衣裙/黃色連衣裙」，連結 Matalan
網站上的兩種產品。
(2)爭點
投訴人認為該貼文包含網路連結，質疑該廣告是否可明顯被識別為行銷
訊息，並且沒有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
(3)回應
Matalan Retail Ltd 表示，他們以前曾通過某位第三方網路影響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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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之付費內容與 The Londoner 合作。他們證實，他們先前的合約協議
沒有要求 The Londoner 在部落格上發布任何內容，並且對於該貼文之內容，
Matalan 並無付費。Matalan Retail Ltd 解釋說，當第三方網路影響者與該影響
者一起工作時，Matalan Retail Ltd 要求他們須遵守 ASA 的指導原則。
這包括明顯的廣告內容與會員連結（affiliate links）。Matalan Retail Ltd
確認部落格上其產品的連結是會員連結。他們亦聲明，The Londoner 在部落
格上宣布他們使用會員連結，並在部落格上提供了常見問題(FAQ)頁面的連
結。除此之外，部落格上有一個彈出窗口，指出 The Londoner 使用會員連結。
The Londoner 表示，部落格貼文中確實有提到 Matalan 之產品，但這並
不屬於與 Matalan 或第三方網路影響者所簽訂之合作或協議的一部分。貼文
內所提到的 Matalan 產品皆為 The Londoner 自費購買，並由他們自行決定將
這些商品放入該貼文中。第三方網路影響者與 Matalan 皆不知該貼文內含網
路連結。
(4)評定
CAP 守則說明，行銷訊息必須可明顯被識別，並且，如果從上下文來看
不是很明顯，他們則必須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ASA 認為該貼文中的產品連
結乃會員連結(affiliate links)，對於 The Londoner 來說，任何 Matalan 通過在
其部落格露面並進而達成的交易，The Londoner 都將從中獲得傭金。因此，
這些連結與 Matalan 所提供的商品供應有直接相關，並且為本守則規定之廣
告。會員連結顯示在該部落格貼文之編輯內容旁邊，我們認為這暗示著該貼
文完全是可編輯的。因此，我們認為，在與消費者互動之前，應先弄清會員
內容的商業性質。
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 The Londoner 在部落格中包含一個彈出窗口，
這表明了該部落格包含會員連結。我們也注意到該彈出式窗口是偶爾會出
現，並且無法明顯從編輯內容中區分該會員連結。此外，我們認為在常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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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FAQ)部分聲明「The Londoner 使用會員連結」
，對於讀者來說並不夠明顯。
我們了解到，The Londoner 部落格中出現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連結都是
會員連結，因此，我們認為彈出式窗口或常見問題(FAQ)頁面上的資訊都不
足以確保消費者在觀看內容之前，能了解在編輯內容旁邊出現的任何特定連
結為會員連結。我們認為文章內所寫的「紅色禮服/黃色禮服」，並未向用戶
表明這些連結係針對會員內容。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在這些連結旁邊缺
少清楚且明顯的標識，例如#ad，該部落格文章上的連結並無清楚表明其商業
意圖，違反本守則。
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2.1 與 2.3 之規定（行銷訊息之識別）。
(5)作為
該廣告不得再次以其當前形式出現。我們要求 Matalan Ltd 與 The
Londoner 使用清晰且顯眼的標識（例如“ #ad”）
，以確保在未來他們的廣告可
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並在與消費者互動之前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
5. ASA Ruling on Asos.com Ltd, Upheld Internet (social networking)
案（2020 年 4 月 22 日）
(1)廣告描述
2019 年 7 月 6 日，Zoe Sugg 在其 Instagram 頁面上發布一則限時動態，
附有一張 Zoe 穿著花色長裙的圖片，內容寫道：
「很多人喜歡我在最新照片中
所穿的裙子！…該裙子來自@missselfridge 刷卡購物……(如果您想直接從
APP 購物，也可以在我的@liketoknowit 個人資料中找到彈出視窗)。」此外，
圖片右下角寫著「聯盟(*affiliate)」
，但該文字被 IG 平台的圖標掩蓋。只要滑
動該限時動態，用戶將被帶入 ASOS 網站上的產品頁面。
(2)爭點
投訴者質疑該廣告是否可明顯被識別為行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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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應
Asos.com Ltd t/a ASOS 說 Zoe Sugg 與 ASOS 有聯盟關係，這意味著她可
以通過第三方網路影響者從 ASOS 的銷售中獲得報酬。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
連結影響者網路 APP，這使影響者可以從任何銷售中賺取報酬。
他們表示，他們向所有聯盟關系者明確表示，必須清晰且突顯地公開標
籤。對於系爭限時動態他們事先並不知情，亦無直接的輸入或控制權。
對於系爭限時動態中廣告之披露不夠突顯之部分，他們表示接受，但這
是因為該披露內容被平台的屏幕圖像所遮蔽，尤其是在手機上觀看時。
然而，他們認為，原則上，在品牌與影響者之間存在純粹的合作關係的
情況下，披露「聯盟關係」就足以構成標示。
他們說，「聯盟關係（affiliate）」是對內容性質的清晰準確的描述，並且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消費者不會將其視為「廣告」。
他們提到了一份由 Ipsos MORI 針對 ASA 所進行的關於「影響者之廣告
標籤」研究報告，該報告於 2019 年 9 月發布。他們特別提到了 Twitter 的範
例廣告，該廣告在研究中得到了測試，更高比例的參與者將結尾帶有#ad
upfront 與#affiliate 的範例文章識別為「絕對是廣告」(48％)，相較之下，僅
有 44％的參與者將結尾帶有#affiliate 的範例文章識別為廣告。
該報告指出，差異是方向性的，而非顯著的差異，並且 ASOS 認為，這
兩個範例之間在理解上缺乏顯著的差異，這表明「affiliate」與「advert」或
「#ad」同樣適合作為標籤來揭露聯盟廣告。
Zoe Sugg Ltd 表示他們與第三方網路影響者有，並且，當 Instagram 用戶
在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上，通過向上滑動之動作點擊連結時，Zoe Sugg 將獲
得報酬。他們認為系爭限時動態的相關部分中包含了 affiliate 之標識，符合
CAP 守則中關於聯盟連結(affiliate links)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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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主張，Zoe Sugg 在限時動態中使用了「affiliate」標識，通過這個標
識向用戶解釋說她將獲得報酬，因此使用者能夠清楚了解她與第三方網路影
響者 app 間的關係與其性質。
Zoe Sugg Ltd 亦提及 Ipsos MORI 之研究報告。他們強調，當比較研究中
所測試的不同範例範圍內的參與者回答時，「affiliate」作為標識的表現要好
於「sponsored」或「spon」。
該報告顯示，在某些情況下，在廣告開頭使用「affiliate」識別效果會比
「ad」更好。在研究中所測試的一個 Instagram 限時動態廣告範例，若在文章
開頭使用「#advert」，調查顯示有 43％將其識別為行銷訊息。
在一個不同的範例中，在 Instagram 貼文開頭使用「#ad」，有 36％的參
與者將其識別為廣告。他們將其與 Twitter 上影響者之廣告範例進行了比較，
其中該廣告範例的結尾使用了「affiliate」標識，結果顯示年齡在 18 至 64 歲
之間的參與者中有 45％將其識別為廣告。
在另一個 ASOS 也提到的範例中，在 Tweet(在 Twitter 發布的貼文)結尾
加上「affiliate」，會有 38％的參與者將該 Tweet 識別為廣告。他們主張，調
查結果表明，在相同的位置使用「affiliate」與「ad」時，兩者被識別為廣告
的可能性至少一樣。
(4)評定
投訴成立。
根據 CAP 守則，行銷訊息必須可明顯被識別。如果從上下文來看不是很
明顯，則他們必須清楚表明其商業意圖。ASA 了解到，Instagram 限時動態中
之裙子連結為會員聯盟連結。這意味著只要是通過該連結購買產品，Zoe Sugg
都將從中獲得報酬。
系爭 Instagram 限時動態與 ASOS 的商品供應直接相關，因此，該限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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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為 CAP 守則所規定之廣告。儘管我們承認 ASOS 沒有直接輸入或控制該廣
告，但我們認為，通過該聯盟行銷計畫(affiliate programme)，ASOS 作為行銷
材料的直接受益者，對於該廣告與其是否遵守 CAP 守則，ASOS 與 Zoe Sugg
應共同負責。
在本案中，該廣告出現在一則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上，該限時動態播放了
五秒鐘〈儘管用戶可以點擊並按住螢幕以「凍結」該限時動態〉
，並且可以在
Zoe Sugg 的動態中看到 24 小時。因此，它出現在短暫的媒介中，並且很有
可能在手機上被觀看過。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在用戶點擊帳戶的動態或限時動
態之前，提醒用戶該動態是否包含廣告。
我們認為，應於廣告中明確表明其內容具有聯盟行銷之商業性質。我們
認為 Ipsos MORI 研究報告具有標籤與其他因素之功用，幫助人們識別影響者
在社交媒體之貼文是否包含廣告，同時應考慮個別廣告之局限性。尤其，每
種情況都必須評估其事實，並且廣告之識別性會被許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
會因平台到平台以及廣告到廣告而異。
研究表明，清晰顯眼且易於理解的標籤確實提高了人們將材料識別為廣
告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在文章的開頭加了「#ad」，也有相當多的參與者無
法將影響者之廣告識別為「絕對是廣告」
，而且從更廣泛的學術文獻中也發現
其識別度較低。
系爭貼文內有 Zoe Sugg 穿著連衣裙之圖片，並標有連衣裙的品牌以及
「刷卡購物」之文字。正文底部雖有附加文字聲明「affiliate」，然而該文字
被 APP 的「direct message」圖標遮蔽。廣告中包含提及裙子的品牌，並呼籲
採取行動購買這件裙子，然而，我們認為使用者無法從該限時動態中清楚了
解 Zoe Sugg 與 ASOS 之間存在商業關係，並且該限時動態實際上為廣告。儘
管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上遮蔽了「affiliate」一詞，但我們還考慮了「affiliate」
本身是否足以讓他人明顯識別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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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OS 和 Zoe Sugg Ltd 都指出了研究中的各種範例，他們主張「affiliate」
足以作為一個充分的標籤去表達文章內容為聯盟行銷廣告。然而，當社交媒
體上出現「affiliate」時，只有 38％的參與者能了解其含義，並且在所有標籤
中，「affiliate」之含義僅有最少的參與者了解。
在單獨使用「affiliate」的範例中，沒有超過 45％的參與者將其識別為廣
告，並且該研究整體上對廣告的認可度(recognition)較低，這表明很難將廣告
與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其他內容區分開來 。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系爭限時動態無法明顯被識別為廣告，並且無明確
表示其商業意圖，從而違反 CAP 守則之規定。該廣告違反 CAP 守則(第 12
版)2.1 與 2.3 之規定（行銷訊息之識別）。
(5)作為
該廣告不得再次以此被申訴之形式出現。我們要求 ASOS.com Ltd 與 Zoe
Sugg Ltd 至少要使用清晰且顯眼的標識（例如“ #ad”）以確保聯盟連結可明顯
被識別為行銷訊息，並公開、明確地表明其商業意圖。

第五節 日本
一、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以「贈品表示法為中心」
日本的不實廣告規範與我國相同，散見於不同規範目的的各種法規之
中。但其中，乃以「贈品表示法」為主要規範。所謂贈品表示法，其正式名
稱是「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簡稱（日文簡稱「景品表示法」），
臺灣一般簡譯成「贈品表示法」，亦有直接使用日文「景品表示法」，本研究
採贈品表示法為譯詞。此乃是一部規範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的法規，
但由於簡稱「贈品表示法」
，而容易被誤認為是一部是有關贈品的專法，實則
一半討論贈品問題，另一半討論廣告議題。為何使用「表示」一詞而非廣告，
主要因為標示商品、服務資訊的方式相當多元，如同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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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表示、表徵一詞。
贈品表示法本屬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補充法，制定於昭和 34 年（昭
和三十七年法律第百三十四号）
，主管機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
「日本公平會」）
，但於 2009 年主管機關移管至消費者廳，但由於該法的內容
與大多數相關處理原則皆於規定於日本公平會所管時代，且廣告問題本來就
同時牽涉競爭與消費者權益問題。因為，從競爭法的角度，若使交易相對人
因不實廣告做出錯誤的交易決定，將影響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而
從消費者保護之觀點，消費者因不實廣告而受到錯誤認知而做出不當之交易
決定，將損害消費者權益。因此，即使贈品表示法有這樣的演變，無礙其成
為我國公平法與公平會之參考。因應本研究的主題，僅討論贈品表示法中關
於不當表示的規範部分。
贈品表示法中並未如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與第 6 項明確定義出廣告
薦證者的角色並規定相關責任，當然亦無如公平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但贈品表示法對於與專家、機構等薦證廣告相關的
問題，著重於判斷所薦證之效果、性能之真偽，即是所謂「非實證廣告」規
範。本研究將與該規範與相關之「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運用處理原則---有關非實證廣告規範處理原則（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
示防止法第７条第２項の運用指針 ―不実証広告規制に関する指針）」做全
文中譯，以利於分析與參考。
另外，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
以消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
性行銷（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Stealth Marketing。亦有稱作「秘密行銷」）
336

」亦引起矚目與討論337。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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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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20)，文中使用「秘密行銷」。
337
板倉陽一郎，
「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法的問題」，消費者法ニュース，No.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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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1 款及第 2 款之「優良誤認」、「有利誤認」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僅
是廣告主製造虛假口碑，或是薦證者收取廣告主利益後進行薦證卻未為標示
等行銷行為，本身是否已涉及不實廣告而違法，仍未見明確判斷。目前消費
者廳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內容的真偽。但
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在美國已有違反 FTC 法第 5 條之可能性，日本學界與
實務界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
由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
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相當值得參考338。
（一）贈品表示法之定位
如前所述，贈品表示法的定位從獨占禁止法的補充法，主管機關為日本
公平會，發展至移管消費者廳，而重其保護消費者權益之角色。從競爭法走
到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廣告的規範與議題，究竟應該從何種角度切入與理解，
以下論述之。
1.從不公平競爭到消費者保護
(1)獨占禁止法與贈品表示法
「獨占禁止法」（正式名稱是「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
する法律」，一般簡稱「獨占禁止法」，以下皆同。）公告施行於戰後的昭和
22 年（1974 年），是一部與我國公平法近似之競爭法。但日本另有不正競爭
防止法，規範部分我國不公平競爭的行為類型（主要是我國公平法第 22 條之
仿冒行為）339，是與我國有所不同之處。獨占禁止法之規範主體與我國公平

138-139(2016)。
338
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opinion/year/2017/170216_2.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7/26。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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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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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同，主要是事業與事業團體。其規範之行為類型，則包括有私的獨占、
聯合行為、事業團體的規範、企業結合、獨占狀態的規範，以及不公平交易
方法。此外，有一部與贈品表示法同樣屬於補充法地位之「下請法 （下請代
金支払遅延等防止法）」，是濫用相對優勢地位下的重要議題，目前仍為日本
公平會所主管340。
不實廣告之相關規範，在獨占禁止法中屬於不公平交易方法的範疇。而
所謂不公平交易方法，根據獨占禁止法第 2 條第 9 項是對其之定義：第 1 款
至第 5 款（拒絕供給、差別對價、不當廉價、限制轉售價格、濫用相對優勢
地位）稱為法定五類型。第 6 款則是概括定義，並授權日本公平會做成不公
平交易方法之一般指定（該指定的正確名稱是「不公正な取引方法（昭和五
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公正取引委員会告示第十五号）」），共有十五項的內容341。
在一般指定中的「欺瞞性引誘顧客」與「不當利益引誘顧客」即是與不實廣
告與不當贈品之議題，所以過去以贈品表示法做作為其補充法。
與不實廣告有關的一般指定主要是第 8 項之「欺瞞性引誘顧客」
，其內容
是：「有關自己所供給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或交易條件或其他有關交易之事
項，使顧客誤認與其實際之狀況或競爭者相關之狀況顯著優良或有利，藉此
不當引誘競爭者之顧客與自己交易之情事」
，與贈品表示法第 5 條對不當表示
違法條件相當近似（見後面贈品表示法之詳論。）
。只是，當贈品表示法的主
管機關移至消費者廳後，究竟兩者在適用上有何差別？過去，贈品表示法是
屬於一般指定第 8 項之補充法，而現在基本上是以造成誤認之對象為區分。
340

主要規範外包商與承攬之承包商間的公平交易關係，尤其是對價延遲支付之濫用相對優
勢地位之問題，我國公平法並無相似之規範。
341
其具體的類型，包括：1.共同的交易拒絕。2.其他類型之交易拒絕。3.差別對價。4.交易
條件等差別待遇。5.事業團體之差別待遇行為。6.不當廉價販賣。7.不當廉價購入。8. 欺瞞
性引誘顧客。9. 以不當利益引誘顧客。10.搭售。11.附排他條件之交易。12.附拘束條件之
交易。13.不當干涉交易相對人之人事選任。14.不當妨礙競爭者之交易。15.對競爭公司之
內部干涉。基本上，一般指定不分業種皆可適用，另有針對特殊交易關係或業種另有公告
特殊指定，目前有三個：「大規模零售商與供貨業者交易之特定不公平交易方法」、「特定
貨主委託物品運送或保管之特定不公平交易方法」、「新聞業之特定不公平交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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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指定第 8 項的對象是「顧客」，贈品表示法則是「消費者」。一般指定
第 8 項所謂的「顧客」
，主要是指非消費者之「事業」為主，例如：加盟業主
的招商資訊、多層次傳銷招募會員的廣告等。臺灣的公平法第 21 條則無此分
類之困擾。
(2)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贈品表示法
移管至消費者廳後，贈品表示法第 1 條立法目的修改為：
「本法是為防止
藉由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相關之不當贈品或表示招徠顧客，制定有關限制或禁
止有妨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選擇之虞之行為，以保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
為目的」
。不再如過去在立法目的中列有「公平競爭之確保」之項目，對消費
者利益之保障從間接利益成為直接利益。在消費者保護的角度下，本法將主
要重心移置於透過規範商品、服務之過大（量）贈品提供與不當表示，來確
保消費者能夠有正確的資訊以決定正確的交易選擇。總言之，不實廣告問題
是一體兩面的問題，造成消費者錯誤的交易選擇，即是造成與競爭者間之不
公平競爭，而僅是日本選擇了把贈品與廣告的規範重心從競爭法領域移至消
保法權益。
2.目前日本贈品表示法之定位
(1)消費者權益保護與競爭法之交錯與協力
從競爭法的角色走到消費者保護領域，目前應該如何定位贈品表示法之
性質與角色呢？移管至消費者廳後，即使立法目的有所改變，實質上基本的
規範構造與內容與過去並無太大的變化，日本公平會時代所制定之相關處理
原則仍繼續沿用，消費者廳並將一部權限委任日本公平會，彼此間成為相互
合作協力之關係。以贈品表示法中之「公正競爭規約」的相關規定為例（此
攸關事業間之自律，請見後論），本法第 31 條第 1 項即指出：此類型規約是
以「為確保消費者的具自主且合理性的選擇，與事業間的公平競爭」為目的，
明確點出有「確保公平競爭」之目的，且認定規約的要件亦以此為基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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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項）
。而相關的認定程序、處分與協議等，顯現了本法在消費者法與競爭法
的接點342。
(2)消費者廳與其他機關間之協調與運作
消費者廳之建立，就是期待達到消費行政一體化的運作，將與消費者權
益為主之重要法規皆移管至消費者廳。以贈品表示法為例，認為藉由過大贈
品、不實廣告來影響消費者交易選擇，影響消費權益甚大，因而決定從競爭
法領域移至消保範疇中。不僅是法規中之主管機關轉為消費者廳，原本日本
公平會中執掌廣告事務之人員也一併轉至消費者廳。
在消費行政一體化的政策下，與消費者權益相關之議題，皆可由消費者
廳來進行與其他機關之協調並進行主導。以近年來屢屢受到矚目的健康食品
不實廣告問題為例，因為日本另定有「健康增進法」來規範健康食品，但其
主管機關是厚生勞動省。健康增進法中對於健康食品的廣告部分亦有所規範，
兩者間應該如何運作，消費者廳即為此定了「有關健康食品在贈品表示法即
健康增進法上之留意事項（健康食品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及び健康増進法上
の留意事項について）」，來說明兩法間之異同，如何各司其職來保護消費者343，
但兩者的協調與整合則由消費者廳來主導。而在我國，是否可由公平會從競
爭法的角度，對於不同法規、不同主管機關的廣告規範來擔任整合與協調的
角色？以作者（劉）的角度認為，因為廣告一定對消費者產生影響（醫療、
藥品、食品等廣告皆是）
，所以日本消費者廳擔任此角色可謂得宜，但由競爭
主管機關來主導，是否這些法規的廣告問題皆與競爭有關？尚待釐清。再者，
公平會是否有足夠人力來處理，亦是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

342

糸田省吾，
「進化し続ける景品表示行政――消費者庁での 10 年目を迎えて」，公正取引，
第 816 期，16(2018)。
343
該留意事項全文參照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extravagant_advertisement/pdf/extravagant_a
dvertisement_200331_0001.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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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贈品表示法之介紹與解析
本法共有 6 章 41 條。包括第 1 章總則（規定立法目的等），第 2 章有關
贈品類與表示之規範（主要規範的行為類型與要件、違法的相關行政責任等，
是本法的重心）
，第三章適格消費者團體之除去或防止侵害請求權等，第四章
協定或規約（這是論及事業自律的相關規定）
，第五章雜則與第六章之罰則（相
關之刑事責任）
。當中與不實廣告（如前述，本法以不當表示做為用詞）相關
之規定，從廣告的定義，到不當表示之認定基準與方法，相關之違法責任與
措施，還有事業的自主規約等企業法遵的規定。
1.「表示」之定義
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2 條第 4 項，對不當表示所指之「表示」做出定義：
做為引誘顧客之手段，事業對有關自己供給之商品或服務之內容、交易條件
或其他交易相關事項，所為之廣告，或其他由內閣總理大臣（委由主管機關）
所指定之表示。而根據昭和 37 年公平會告示 3 號，再歷經兩次修正（最後修
正是平成 21 年）後至今沿用。所指定具體的「表示」，整體而言是包括由商
品、容器、包裝的廣告或其他表示，由樣本、廣告單、小冊子（pamphlet）
的廣告或其他之表示，海報、看板等之廣告，由報紙、雜誌、廣播之廣告，
由資訊機器所為之廣告或其他表示（包括網路等方式）等344。在兩次增修下，

344

關於「表示」之指定具體內容，公告於「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二条の規定
により景品類及び表示を指定する件」(昭和３７年 ６月３０日公正取引委員会告示第 ３
号)中第 2 項: 法第二条第四項に規定する表示とは、顧客を誘引するための手段として、事
業者が自 己の供給する商品又は役務の取引に関する事項について行う広告その他の表示
であつて、 次に掲げるものをいう。 一 商品、容器又は包装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及
びこれらに添付した物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 二 見本、チラシ、パンフレット、説明書
面その他これらに類似する物による広告その他の表示（ダイレクトメール、ファクシミリ
等によるものを含む。
）及び口頭による広 告その他の表示（電話によるものを含む。） 三
ポスター、看板（プラカード及び建物又は電車、自動車等に記載されたものを含む。）
、ネ
オン・サイン、アドバルーン、その他これらに類似する物による広告及び陳列物又 は実
演による広告 四 新聞紙、雑誌その他の出版物、放送（有線電気通信設備又は拡声機によ
る放送を含 む。）
、映写、演劇又は電光による広告 五 情報処理の用に供する機器による
広告その他の表示（インターネット、パソコン通 信等によるものを含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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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範圍廣泛地包含事業為招睞消費者，而提供商品、服務相關資訊的各種可
能的途徑與方式。後述之有關隱形行銷之意見中，並未提及要再表示的定義
中加入隱形行銷，所以應是認為目前對表示之定義與認定，尚足夠涵蓋之。
至於「表示」一詞是否等於廣告，以此告示之內容觀之，其用詞是「廣告或
其他表示（広告その他の表示）」，似乎僅是將廣告列為表示的一種。我國對
於廣告之定義亦有相關爭議與討論（請見我國法部分的討論）。
2.不實廣告之要件與類型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中列出「不當表示」的三大態樣：
(1)優良誤認表示---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本款主要是針對有關交易標的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等方面，有不
當或不實之表示，造成消費者誤認的情況。其內容是：
「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品
質、規格或其他內容，對於一般消費者，示以較實際情況顯著優良，或者與
事實相異表示，做出與提供與該事業同種類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他事業相關
事項顯著優良之表示，不當引誘顧客，而被認定有礙一般消費者做自主且合
理選擇之虞者」，本文以下「優良誤認」廣告（表示）稱之。
透過薦證廣告方式，讓消費者誤認有廣告中所述的效果、性能，因而做
出錯誤的交易選擇，即是屬於本類型的行為態樣之一。
(2)有利誤認表示----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本款則是關於交易條件的表示：「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
件，做出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比實際狀況、或者提供與該事業同種類或類似商
品或服務之他事業之相關事項對交易相對人顯著有利之表示，不當引誘顧
客，而被認定有礙一般消費者做自主且合理選擇之虞者。」本文以下稱之為
「有利誤認」廣告（表示）。
很常見的「有利誤認」型廣告，是如電視購物台的價格標示，號稱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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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次降價 3000 元，日本稱之為二重價格標示。若根本不存在所
稱之市價，讓消費者誤信降價優惠機會難得，而做出錯誤的交易決定345。
(3)其他有使人產生誤認之虞之表示----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贈品表示法並無如我國公平法第 25 條之概括條款，但如上所述，本法對
於表示的定義相當廣泛，再加上有本款來補足前兩款不足之行為態樣。
第 3 款規定：
「前兩款所揭示之內容外，有關商品或服務交易之事項，有
使消費者產生誤認之虞之表示，不當引誘顧客，而被認定有礙一般消費者做
自主且合理選擇之虞，由內閣總理大臣指定者」346。是針對本條前兩款類型
以外之行為，所涉及之不實廣告問題，以指定方式進行告示。根據贈品表示
法第 6 條之規定，指定的程序須招開公聽會，聽取相關事業與一般社會意見，
並參酌消費者委員會之意見，當相關指定告示要進行變更或廢止時，亦須進
行相同程序。目前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3 款所作之告示有六項，包括「有
關無果汁清涼飲料水之不當表示」、「有關商品原產國之不當表示」、「有關消
費者信用融資費用之不當表示」、「有關不動產誘餌廣告之表示」、「誘餌廣告
之表示」以及「付費型老人安養中心之不當表示」。
此外，對於「隱形行銷」的問題，在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的意見書中
認為廣告主偽裝消費者行為、或者第三人收受利益為薦證卻隱匿之，此種行
為並不符合前述之第 1 與第 2 款之行為類型與要件，所以應該透過第 3 款，
再追加指定此行為類型，以規範之。
3.對於薦證廣告之議題 —第 7 條第 2 項
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若違反第 5 條所規定之行為，可命
事業停止該行為或防止再犯之必要事項，以及做相關之公告或其他行為（措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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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38(2019)。
346
因為日本採內閣制，所以相關事項是授權消費者廳長官(委員長)進行(本法其他部分有類
似規定者，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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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命令，請見以下法律責任之說明）。
為了有效規範事業違反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優良誤認」廣告行為，
贈品表示法在歸管日本公平會時代，即增訂了第 7 條第 2 項非實證廣告之規
範（日文稱「不実証広告」
，因為中文稱不實證較難理解，故本文以「非實證」
稱之）
。主要規定當事業對於所提供之商品、服務，在效果、性能上可能引起
優良誤認之不當表示時，若有需要可以請事業提出可佐證廣告真實性之具合
理性根據之資料。簡言之，將廣告真實性的舉證責任交給事業。當時日本公
平會為此還制定了「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運用處理
原則---有關非實證廣告規範處理原則」（消費者廳日後有稍作修正），對於廣
告中請專家等提出專家意見、或者消費者分享體驗談的方式，必要時可以請
廣告主提出實證資料，對於提出之相關資料應符合哪些條件，以及提出期限，
皆詳盡說明（請見以下論述）。
4.違法之相關責任
若被認定有不實廣告之行為，贈品表示法的規定下主要是讓廣告主負行政
責任，以下之措施命令與課徵金支付命令即屬之。
(1)措施命令（措置命令）
在過去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之各款行為，僅由消費者廳以措施命令（在
日本公平會的時期是「排除命令」）
，要求事業(a)停止違法行為、(b)為防止再
犯之必要措施、(c)有關實施內容之公告以及(d)命為其他必要事項等（贈品表
示法第 7 條）
。此外，尚可為警告、注意之措施。主要的方式與目的，在於要
求除去並更正違法行為，且不得再犯。措施命令過去僅屬消費者廳之職權，
平成 26 年（2014 年）的修法後各都道府縣（知事）亦有此權責（贈品表示
法第 33 條第 11 項、贈品表示法施行令第 23 條第 1 項，但無課徵金支付命令
的權限）
，以就近對應層出不窮之不實廣告問題。若是有跨縣市之廣告問題，

163

還是由消費者廳統合處理347。
(2)課徵金納付命令
①課徵金制度之施行
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之事業，得對其課以課徵金 （贈
品表示法第 8 條，於平成 28 年開始施行），並配合公告「有關不當贈品與不
當表示法第 8 條之考量」處理原則（以下稱「課徵金處理原則」）348。所謂的
「課徵金」是行政處分的處罰方式之一，對被處分人課以支付金錢為內容。
類似我國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對於濫用獨占力、聯合行為而情節重大者之規
定，可以事業上一會計之銷售金額之一定比例來計算罰鍰金額。要處分違法
事業納付課徵金，必須判斷廣告主之主觀要件。課徵金的金額計算，原則上
是以事業進行不實廣告之期間為基本計算期間（第 8 條第 1 項）
，並以銷售金
額 3%為課徵金金額（第 8 條第 2 項）。更具體的執行方式，可參考上述之處
理原則。此課徵金之處理原則多達 25 頁，尤其違法期間計算及其以及銷售金
額之計算有相當詳細之說明，可見若要採課徵金制度，是需要相當詳細之配
套，否則難免引起被處分人之質疑與不服，而衍生相關救濟問題。
在課徵金處理原則中明確說明課徵金支付命令之基本思考方向、要件
等，共有七大項。具體上有：第 1、前言： 包含本處理原則之目的、構成。
第 2、優良、有利誤認之表示：說明成為課徵金對象之「表示」
，以及贈品表
示法第 5 條中有關「優良誤認」
「有利誤認」行為之規定與意義。第 3、課徵
金對象行為：即指第 2 點中所指之行為。第 4、課徵金的算定方式：這是此
處理原則的重心，其說明了以下幾點，包括 1.課徵金對象期間(違法期間)的

347

大元慎二，景品表示法，第 5 版，商事法務，270(2016)。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 8 条（課徴金納付命令の基本的要件）に関する考
え方」。 請參考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df/160208premiums_3.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7/26。並可參考原山康彥、谷川昌平、染谷隆明，詳説 景品表示法の
課徴金制度，商事法務，4-6 (2016)。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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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2.與課徵金對象行為有關之商品、服務之認定，以及 3.作為計算基礎
之銷售金額，所指為何?又該如何算定。第 5、是否該當「可認定為未怠於相
當注意」，因為相較於措施命令，課徵金支付命令須判斷廣告主之主觀上認
知，若廣告主對於自己的行為該當贈品表示法第 5 條之優良或有利誤認行
為，並無認識且對此並無怠於相當之注意，則不得命其支付課徵金。第 6、
規模基準，此部分事說明基本上以事業被算定之銷售金額算出之課徵金，若
低於日幣 150 萬元，則不為課徵金處分。以及，若有廣告主之自行申告或退
款消費者而被減額時，又該如何處理之相關基準。第 7、課徵金制度與非實
證廣告規範間之適用。
②課徵金制度之減免
而為了讓事業可減輕課徵金之金額，有兩種可行方式：一是事業自主申告
（第 9 條），以及事業自主退款（第 10 條）。
自主申告制度可謂是一種寬恕政策，事業自己申告該當課徵金對象行為之
事實，可以將課徵金金額減輕至半額；至於申告的報告方式則規定在贈品表
示法施行規則第 9 條349，且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9 條但書，但若違法事業已預
知根據主管機關調查之結果應會被處以課徵金命令者，則不適用350。
而退款措施，則是讓違法事業自主地將不實廣告所得利益以退款方式退給
顧客，再就其退款金額來減輕或免除其課徵金，是希望能夠藉此同時能多少
協助解決消費者之損失，此不失為一個較為快速解決消費者權益的方式。欲
進行此一自主退款計畫，事業必須對於違法行為期間內購買商品、服務之一
般消費者，在其提出申請後，要做成退回購入商品金額 3%以上之退款措施
相關計畫。計畫受到消費者廳長官認可後，對消費者實際上退款之金額（包

349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施行規則（府令）
。
染谷隆明，
「課徴金・返金措置制度導入後の景品表示法違反事例の検討」，ジュリスト，
第 1517 期，31(2018)。即提到事業所提出之申報報告不為消費者廳所接受的案例，因為消
費者廳認為該事業早已預知會被處分課徵金支付命令。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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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計畫做成前或認可前已返還消費者之金額），可抵扣課徵金金額。
(3)民事責任
贈品表示法中並無如我國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之完整民事責任之規
定。若涉及不實廣告之損害賠償問題，只能透過民事法來解決個案。僅有第
30 條規定了適格消費者團體351可以對從事不實廣告之事業提起訴訟，行使除
去或防止侵害請求權，透過法院判決，要求事業停止或防止違法廣告行為，
頗類似我國消保法第 53 條之不作為訴訟。實務上此類案件非常少見，平成
27 年（2015 年）第一次出現案例，但原告消費者團體最後在最高法院判決中
以敗訴收場352。
(4)刑事責任
我國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與不當贈品贈獎行為並無刑事責任之規定，但贈
品表示法對於未遵守措施命令之事業規定有刑事責任，以督促其實行（本法
第 6 章）
。讓措施命令不僅如上述之加強各地方政府之職權，亦有刑事責任為
後盾。只是日本甚少論及贈品表示法在刑事責任部分的現狀，目前的行政責
任應已足矣。
5.事業之自律規範
贈品表示法對於事業之不當之贈品與廣告行為，除了以加重行政責任（增
加課徵金命令等），或者相對減輕責任（自主申告、對消費者退款等），以及
有刑事責任等手段之外，受到矚目的是在本法中對於事業自律的相關規範。
因為除了取締性規範外，常探詢有無其他規範事業的方式可行，贈品表
示法中有關事業自律的相關規定即是方法之一。其具體有兩個做法，一個是
企業法遵的法制化與義務化（日本一般稱之為「コンプライアンス

351

即我國消保法中所指之消保團體。適格的消費者團體條件，適用日本消費者契約法第 2
條第 4 項之規定。
352
大元慎二，景品表示法，第 5 版，商事法務，31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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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另一個則是透過事業間或事業團體來制定協定或規約，
制定或締結相關規約或協定，自主性地來進行自我約束與規範。在我國，這
些自律規範僅是止於對事業的建議或討論階段，尚未落實於法規之中，贈品
表示法的具體規定相當值得參考。
(1)企業法遵
首先，贈品表示法於平成 26 年（2014 年）修法時，在第 26 條等中明文
加入企業法遵的相關具體規範，設立了「有關事業應採取之贈品提供及表示
的管理上之措施」制度。
①事業應採取對於贈品與廣告在管理上之必要措施
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26 條第 1 項的規定，事業對於有關自己供給之商品或
服務之交易，應不可透過提供贈品或廣告表示不當引誘顧客，妨礙消費者的
自主且合理之選擇。因此，為了能適當管理事業對贈品之額度等事項與廣告
之商品、服務之表示等事項，應建立完整體制並採取必要之措施。
為此，本條第 2 項要求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處理原則。平成 26 年消費者
廳即公告了「有關事業應採取之贈品提供及表示的管理上之措施之處理原則」
353

。在此一處理原則中具體說明，事業因應自己的規模、業種、所供應之商

品、服務的內容等，在適當且必要的範圍內，須參照本處理原則第 4 部分所
列之七項事項採取相關措施（事業者が講ずべき表示等の管理上の措置の内
容），並舉出具體做法以供事業參考。此七大措施包括：1.贈品表示法之相關
考量進行公告週知與啟發。2.法令遵循方針之明確化。3 廣告表示相關資訊之
確認。4.廣告表示等相關資訊之共享。5.決定廣告表示之管理擔當者。6.對於
廣告表示之根據資訊的事後確認，所需採取之必要措施。7.當明顯有不當表

353

在「事業者が講ずべき景品類の提供及び表示の管理上の措置についての指針」。列於第
4 「事業者が講ずべき表示等の管理上の措置の内容」之中。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df/141114premiums_5.pdf ，
最後瀏覽日期：20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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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際，迅速且適當之對應。讓事業對於法遵有相當的理解，並能具體進行
之354。
在贈品表示法第 26 條與此處理原則的說明下，可以得知事業應採取之贈
品提供及表示的管理上之必要措施的意義在於(1)贈品表示法違反之防止。(2)
如何在萬一事業有違法行為時，能有不被課處課徵金的可能性355。因為課徵
金有主觀要件，若能舉證以盡相當注意無過失，則可免之。換言之，若能夠
在平時做好必要措施，即可避免違法。或者，即使萬一違法，也能將損害減
至最低。在薦證廣告的部分，由於廣告呈現方式（如利益關係之揭示等）或
薦證內容的適當與否（專家見解是否具客觀性，是否有真切對應商品等）
，需
要更適切地讓公司中相關職務的部門在理解後落實，企業法尊的落實非常重
要。
②主管機關之指導
此外，本法第 27 條尚規定，主管機關對於事業基於第 26 條第 1 項應採
取之措施，若有必要時可以給予指導與建言，讓事業的管理措施能夠更為正
確而適當。

事業若無正當理由未根據第 26 條第 1 項採取適當措施，則根

據第 28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可以加以勸告（行政指導），事業若不從則可公
告之。
(2)公正競爭規約制度
除了上述要求事業的自律規範外，在贈品表示法第 31 條的規定下，還有
「公正競爭規約制度」
。此制度的運作，並非僅止於事業本身的自律，還可透
過與其他事業間做到相互約束，達到業界自律的目標。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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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2019)。文中提及，簡單歸結事業據此能做的是: 1.了解贈品表示法之適用
範圍與對象。2.廣告與其做成過程之確認與改善。3.事業本身與他事業事例之收集與分析。
4.事業內部規則的做成。5.事業內部資訊共有系統的構築。6.合理根據事證之確認與保存。
7.員工的研修。包括事前的因應政策；與發生了不實廣告問題時，事後的對應方法。
355
古川昌平，エッセンス景品表示法，195-19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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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制度的目的
A.本規約之目的及競爭意義
在此一制度之下，事業或事業團體可透過消費者廳及日本公平會之認
定，對於贈品與表示相關之事項制定或締結相關規約或協定，自主性地來進
行自我約束與規範（第 31 條第 1 項）。本制度的目的在於防止不當地引誘顧
客，並確保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的選擇，以及事業間之公平競爭，並有日
本公平會參與認定，可以看出此制度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之同時，在競爭政策
上亦具有意義。
可制定公正競爭規約的主體包括事業與事業團體（不限於公會）
，但基本
上較常見於由事業間或事業團體之制定。因為具競爭關係之事業間，若有一
事業為不實廣告，其他事業則可能製作更為誇張的廣告來對抗，產生惡性循
環。因此，若透過同業組織來制定之公正競爭規約，讓組織內的事業間能相
互督促、相互抑制，可以達到自主性地來防止不實廣告的目的。但若該組織
有逾越規約相關事項而進行限制競爭之合意，有進行聯合行為之虞等行為
時，仍須受到獨占禁止法之相關規範。
B.實務運作
在日本，有跨業界而設立的「一般社団法人全國公正取引協議會連合會（簡
稱公取協連合會）」，是一個民間團體。其設立的目的在於能夠藉由順利且有
效果地推進贈品表示法、公正競爭規約，以謀求促進公平的交易，來運作本
協會356。有許多事業或事業團體透過加入本協會來了解公正競爭規約之制定
與運作。
目前各業界共有締結 102 件公正競爭規約，其中 65 件是與表示有關之規
約。而其中有些直接與消費者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或服務，該制定規約的事

356

本協會之網址：http://www.jfftc.org/about/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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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間（或團體）就會設計公正標章，印於商品上或事業門面，作為讓消費者
安心的標章。例如在乳製品當中，就有五類公正競爭規約，包括：①奶油類
②發酵乳、乳酸飲料類③冰淇淋與冰菓類④乳酪類⑤飲用乳類。其中，飲用
乳類即設有公正標章357。

圖 3-1 日本各行業公正標章
資料來源：全國公正取引協議連合會

http://www.jfftc.org/rule_kiyaku/kiyaku_mark.html

②公正競爭規約之認定程序
A.程序
根據贈品表示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至第 24 條之規定，若事業或事業團體
提出公正競爭規約之申請時，主管機關（消費者廳及公平會）通常會召開公
聽會，讓一般消費者、相關事業、學界等專業人士、相關部會等人士參與，
使相關各界有機會瞭解並提供意見，若認為合適，則之後會進行認定後並公
開載於官報上。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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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2019)。並請參考本頁之註 113，說明飲用乳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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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要件
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31 條第 2 項，主管機關要確認事業所制定之規約符合
本項之要件。
③規約之變動與不服之救濟程序
受認定的公平競爭規約，若發現有不合業界實態，或其後交易型態變化而
不符認定要件時，主管機關必須撤銷之（贈品表示法第 31 條第 3 項）
。而根
據日本行政程序法第 13 條之規定，撤銷之認定前，必須讓利害關係人與規約
制定者有陳述意見與辨明的機會。除了撤銷之外，消費者廳亦會配合業界實
態或經濟環境，指導變更規約內容、或者建議未訂規約之產業或事業群制定
規約。事業亦可自主變更規約內容，但同樣需要受到雙機關的認定。這些做
法讓規約不至於與現狀需求脫節。對於前述之規約認定與撤銷處分結果，關
係者皆可透過不服程序來救濟（根據日本的行政不服審查法之規定來處理）。
④公正競爭規約認定的效果
如何讓事業有制定與參與公平競爭規約制度之意念，公正競爭規約有以下
之效果，讓產業與事業有參與的誘因。(1)可不適用獨占禁止法之部分規定(2)
基本上不違反贈品表示法(3)違反公平競爭規約之處理358。
二、關於非實證廣告之規範
由於號稱透過以專家、專家團體的試驗、調查的結果，一般消費者的使
用體驗談等之廣告方式日益盛行，其中不乏內容與實際之商品、服務不符者，
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正確選擇。因此如前所述，日本公平會為此本法增訂了非
實證廣告之相關規範，增訂了目前第 7 條第 2 項規定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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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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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48(2019)。
359
日本公平會於平成 15 年修正贈品表示法之際，在當時的第 4 條(現行法的第 5 條)增加了
第 2 項，後來再經修法後為現行法的第 7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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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之資料，將判別廣告內容真偽之舉證責任交給廣告主。日本公平會當
時配合增訂此規定，制定的「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
運用處理原則---有關非實證廣告規範處理原則」。（請見本研究附錄之全文翻
譯。）以下就此處理原則，對於可供薦證廣告規範參考之處加以說明。
（一）與我國薦證廣告規範之不同角度
在我國公平法及薦證廣告之說明規範可知，相當重視何種廣告該當薦證
廣告類型，以及薦證者的定義與認定，尤其廣告主與薦證者間有無利益關係
及標示。薦證者因知名與否，在民事賠償賠償金額額度上還有所區別（公平
法第 21 條第 5 項及第 6 項）。
但日本對於非實證廣告之相關規範，並不太在意如何定義與認定是否該
當所謂薦證廣告、薦證者，而是在於廣告中所宣稱之商品、服務之效果、性
能之真偽。從實務上的案例可知，宣稱誇大不實的效果、性能的廣告，常透
過所謂的專家、使用者體驗談等方式為之，所以非實證廣告之相關與處理原
則的內容，雖非直接針對薦證廣告與薦證者，確實有重要關聯。在贈品表示
法第 7 條第 2 項的規定下，當對於廣告所宣稱之效果、性能內容有所質疑，
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可以要求廣告主提出具真實性之具合理根據資料以實證
廣告之真實性。換言之，將證實廣告內容真實性之責任交付廣告主，並在無
法舉證時，可以直接認定該廣告為違法之不當表示。畢竟，薦證廣告中所薦
證之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是否真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注意的
差別尚有名人推薦部分（我國相當重視），本處理原則並無提及。
以本研究後述之臺灣薦證廣告實務案例，也多將重點置於薦證內容之真
偽，所以從此一角度進行的規範亦相當重要。
（二）非實證廣告處理原則之內容與解析
非實證廣告處理原則共分為四大部分，包括:第 1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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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禁止之表示；第 2 有關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考量；第 3 合理
性根據之判斷基準；以及第 4 做為表示之實證之合理性根據資料之提出程
序。以下，就針對此四部分進行說明與解析。
1.關於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所禁止之表示
本非實證廣告之規範，主要是針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優良誤
認」型廣告。
在此部分的開頭再次說明贈品表示法的規範對象，可以包括：商品本體
所為之表示（包含容器、包裝）
、在店頭的表示、配送的傳單、報章雜誌的廣
告、尚包括透過電視或網路之廣告。贈品表示法，廣泛地適用於透過各式各
樣的廣告媒體對一般消費者所為之有關商品・服務之表示。因為強調商品、
服務之性能、效果的廣告，有各種各樣的模式，都應該受到本法之規範。其
中，主要是涉及優良誤認廣告問題與相關之非實證廣告規範。
2. 有關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考量
(1)基本思考方向
規範非實證廣告行為基本思考方向中明確指出，通常有關原材料、成分、
容量、原產地、等級、住宅等之交通便利性、周邊環境之類的事項表示，可
以從商品本身或契約內容等來確認；可是，例如瘦身效果等有關商品、服務
之效果、性能的部分，消費者卻不容易判斷之。所以要判斷商品、服務是否
具有廣告所宣稱之性能、效果，需仰賴專門機構來調查與鑑定。為此，主管
機關從調查、證實到處分，要耗費相當時日。而在這段驗證的時間內，有廣
告爭議的商品・服務的仍然持續販售，消費者受害有擴大的可能性。所以，
透過增訂贈品表示法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平成 28 年之前是第 4 條第 2
項），轉由廣告主對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負舉證責任，並且原則上須在
15 日內提出足以舉證廣告真實性之合理資料。據此，可以大大縮減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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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判斷廣告之性能、效果之時間，以減少消費者受到不實廣告損害之可能
性。
對我國而言，實有相同之問題。為了判斷廣告所宣稱之效果、性能，尤
其是透過薦證人所宣稱之體驗效果，往往耗時費日。因此，若此一非實證廣
告規範真能達到上述之目的，相當值得參考。
(2) 要求提出能成為表示（廣告）實證之合理性根據資料
本處理原則最主要是讓廣告主對於廣告所宣稱之效果、性能（不論自行宣
稱或透過所謂薦證者之薦證）負起舉證責任，所以，舉出幾則事例，來說明
廣告主可能被要求舉證的廣告內容。
共舉出八個案例，從增高、瘦身到除蟑等各種廣告例，讓事業可以具體理
解若廣告有哪些宣稱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的內容，就有可能被要求提出
合理證據。事業能夠因此警惕廣告內容不可隨意誇大不實，否則當被主管機
關要求可供合理實證之資料，而無法提出時即有違法之可能性。所舉之廣告
例雖未特別提及薦證者，但不論日本或臺灣，在此種宣稱效果、性能之廣告，
往往透過薦證者之推薦或見證來呈現。
3.「合理性根據」的判斷基準
那麼，當事業被主管機關要求針對廣告中宣稱之效果、性能，提出具有
實證之合理性資料時（必須以書面方式提出事證）
，要如何判斷事業所提出之
資料具有證實廣告內容之合理性，本處理原則提出具體的判斷基準。
(1)思考方向
因為在廣告內容中宣稱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乃相當具有吸引消費
者之作用，事業在製作廣告內容前，即應預先具備可以證實該內容之合理性
根據。這亦是日本的非實證廣告規範，將舉證責任歸屬於廣告主的重要原因。
若廣告宣稱之效果、性能具真實性，廣告主本應有相關之合理證據。與其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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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費力判斷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不如就請廣告主自行提出應該已經存
在之實證合理性證據。若廣告主無法提出合理事證，顯示其在製作廣告內容
前，根本毫無根據，該當不實廣告。
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廣告主所提出之事證具合理性呢？處理原則中主要
提出兩個要求: ①提出資料必須是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②廣告所宣稱之效
果、性能與所提出之實證資料必須能適切地對應。在臺灣，時而在廣告中看
見相當令人質疑之實驗內容，例如:瘦身廣告中使用五花豬肉做溶脂實驗；美
白商品廣告中拿商品擦拭茶葉蛋來證實美白肌膚效果等等，既不具合理性而
難謂與廣告內容相應。
本處理原則在此部分提出之判斷基準與要求，可確保事業所提出之相關
事證具有客觀性。與其讓事業提出不具客觀與合理性根據之事證，不如在處
理原則中預先說明「合理性」的判斷基準，對於事業換主管機關都有明確的
衡量方向。
(2)提出之資料為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
如何判斷事業所提出之事證具客觀性？處理原則中提出兩個部分各自提
出具體判斷基準：①根據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②專家、專家團體或專門
機構之見解或者學術文獻。
但為了防堵事業提出上述之荒謬實驗，所以本處理原則當中對於這兩個判斷
基準提出許多具體說明與事例（請參考本處理原則之中文翻譯）
。尤其是透過
專家學者的推薦，發表的學說，往往讓消費者產生信任感，因此必須審慎檢
視。因為偽裝科學（ニセ科学）對於消費者的影響甚鉅造成權益上的危害，
非實證廣告規範在此部分有相當助益360。
①根據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的部份，有幾個重要基準：

360

青木歳男，
「ニセ科学――科学を装った消費者被害」，消費者ニュース，
第 119 期，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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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試驗・調查方法必須是相關學術界或產業界中一般性地被認同之方法或
關連領域之多數專家所認同之方法。
B.若無 A，則至少試驗・調查必須是以社會通念上以及經驗法則上被認為是
妥適的方法所實施的始可。
C.若透過公正第三機關（例如，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等、以中立立場進行調
查、研究之民間機構等）基本上，應可認為具客觀性。
D.若廣告中對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的內容，是以所謂消費者經驗談或被
選定試用者的意見（モニターの意見）等做為實證根據時，必須是以無作為
抽出法的方式選定樣本，要考量不產生作為而進行等，要充分確保統計上的
客觀性。
以上第一點至第三點（A 至 C），主要是說明在試驗、調查的方法上，必
須是受到一般性的認同、不違反社會通念或經驗法則，或者經由第三公正機
關來進行驗證，以免事業提出不夠客觀或不具合理性之事證。值得注意的是
第四點（D）
，提到了透過薦證者來證實效果、性能的情況。此點還以事例說
明有那些狀況下採用的薦證者不具客觀性，例如：公司員工及其家人之薦證；
非無作為抽出樣本的調查（選擇特定自行寄來的意見，不具客觀性）
，以及某
特定地區之使用者體驗等。此點的基準可提供我國在判斷所謂薦證者的客觀
性認定時，作為參考。
②專家、專家團體或專門機構之見解或者學術文獻
透過專家、專門團體或機構的見解或文獻基本上應該具有客觀性，但處
理原則中仍提出兩個要求：
A.有關專家等，基於專門的知識見解客觀地評價該商品・服務所被表示之效
果、性能之見解或學術文獻，在該專門領域中一般而言被認同之內容。
B.專家等，與該商品・服務無關，對所表示之效果、性能做客觀性評價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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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學術文獻，在該專門領域中一般而言被認同之內容。
簡言之，所提出之見解或學術文獻不可是一家言，而是在該領域中一般上
多可認定的客觀見解。上述的相關基準相當值得我國實務上參考，當廣告主
因應主管機關之要求所提出之資訊，應有較為具體之判斷基準審視之。
(3) 廣告所宣稱之效果、性能與所提出之實證資料必須能適切地對應
對於事業為實證廣告真實性的資料，除了對合理性根據的判斷基準，還
要求能對應廣告內容。處理原則對此一要求基準提出好幾則說明事例（請詳
見處理原則），例如:家庭用害蟲驅除器的業者提出公家機關的測試報告，但
該測試僅於壓克力箱的有限空間內執行，無法判斷是否於居家空間也適用；
或者瘦身產品的事業，提出某專家見解表示只要食用該產品即有瘦身 5 公斤
之效果，實則該專家僅是對於該產品的某成分表示若攝取一定分量即適度的
運動之下，可以期待促進脂肪燃燒效果，並無確認與保證必定減重 5 公斤。
對於廣告主所提出之事證資料必須與廣告內容能確切適應，不僅是證實
廣告的方法（客觀的調查、實驗，公正的專家或機構等）要具合理性，更需
要與廣告內容相應，否則無法達到證實的目的與效果。.
4.合理性根據資料之提出程序
在程序上，有兩個要求:
①必須以文書方式提出。
②原則上需在主管機關要求提出的 15 日內提出之（可請求延長）。
是否有提出期限過短的疑慮？就同上述 3.「合理性根據」判斷基準中的
思考方向所言，廣告主在廣告中宣稱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應該事前即
有相關依據才是，而非被要求提出後才開始準備，所以 15 日應屬合理。至於，
事業若是在未依時限提出資料受到處分後才提出實證，那麼應該如何處理？
有判決指出，若是期限後才提出實證，處分當下是適當的，但事後提出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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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若屬具合理性之要求，那麼可將處分向將來消滅361。
此處理原則要求所提出的事證必須在驗證方法與內容上需要具相當之客
觀性之外，並有期限要求，除了讓主管機關在處理案件上可以加快效率與速
度，也讓事業在製作廣告時即能有所警惕，不能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恣意宣稱
效果、性能。
三、隱性行銷議題
相較於上述的非實證廣告規範，主要著重於對商品、服務宣稱效果、性
能之廣告，要求廣告主對內容性負起實證之責任。而所謂的隱性行銷議題，
則是對於廣告主自己或者透過收受利益之第三者等來製造口碑或正面體驗分
享等方式行銷商品、服務時，對於這樣行為本身之討論與評價。
何謂「隱性行銷」（（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 Stealth Marketing））？
日本目前並未有法規定義之，但曾有實務判決中提及是指讓消費者未能察覺
是宣傳而為之宣傳行為362，所以是一種「隱形」的行銷手法。使用口碑社團
（偽裝第三者自設社團）、名人的臉書或 IG 等製造口碑，即是一種手法。例
如：在美食口碑社群中，有人（或行銷、廣告業者）受到某餐廳的委託偽裝
成該店之顧客，發表推薦該店之訊息。看似個人真心體驗推薦，實則收取利
益後偽裝進行推薦或見證，卻未見標示此等資訊而讓消費者產生誤認。此一
隱性行銷應如何評價與規範，亦是本研究案的重要議題之一。至目前為止，
日本實務上，對於廣告製造口碑等隱性行銷行為，仍著重於若是否引起消費
者誤認廣告中的商品、服務較他事業優良或有利之問題（贈品表示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之優良誤認與有利誤認）
，也就是簡言之，仍著重廣告
內容的真實性。但這樣的行銷方式本身，暫且不論其內容的真實性，是否本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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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36(2019)。
362
板倉陽一郎，「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法的問題」，消費者法ニュース，No.109，
138-139(2016)。文中提及東京地方法院平成 26 年 6 月 4 日判例集未登載(平成 25 年(わ)第
30183 號)判決中曾如此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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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已造成消費者誤認而影響其交易決定？日本實務界與學界開始注意此一議
題。其中，做受到矚目的是日本律師聯合會（日本弁護士連合会）所提出的
意見書「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する意
見書）」363，以下就此意見書之內容加以介紹與解析364。
（一）意見主旨
在開頭的意見主旨中，明確建議在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可增
訂兩種新的廣告型態。亦即，當在廣告中有推薦（日文「推奨」）商品、服務
之表示，而該當以下任意態樣者。
增加的兩個新行為態樣，包括：
1.雖然是事業自己所為之表示，卻讓人誤為第三人所為者。
2.若屬藉由第三人使其為表示者，雖然對其有金錢支付或其他經濟上利益之
提供，卻未揭示該事實。但，若從表示內容或態樣觀之，可明顯得知有提供
金錢支付或其他經濟利益之情形，除外。
這即是本意見書最終的結論與提議。將所謂的隱形行銷分為兩大類型，
並認為此行銷方式並不該當贈品表示法中第 5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列之優良
誤認與有利誤認之廣告類型，所以必須增列於第 3 款的指定類型中。至於，
為何需要規範隱性行銷，意見書中有明確說明。雖然此意見書並未明文針對
薦證廣告，但其意見主旨與其後之理由皆有說明是為了推薦（推奨）商品，
由自己冒充第三人來薦證，或者透過提供利益給第三人來薦證卻未明示，皆
是容易讓消費者混淆誤認的薦證方式。尤其是利益提供隱匿型，即是本研究
計畫中所矚目之為明示對薦證者提供利益之問題。
363

意見書全文請見：
https://www.nichibenren.or.jp/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7/opinion_170216_02.pdf，最後
瀏覽日期：2020/12/8。
364
本意見書之說明，亦可參考陳皓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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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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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見理由
意見書中提及為何要提出此意見之理由，共提出了七大點與一點結論。
1.何謂隱性行銷（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
本意見書對於隱性行銷之定義，與前述之判決相同，認為是「讓消費者
未能察覺是宣傳的型態而為之宣傳行為」
。而就如意見主旨中所建議增列的兩
種推薦模式，本意見書把隱性行銷分為兩種:
(1)偽裝假冒型（「なりすまし型」）
事業在廣告中將自己所表示之內容，卻偽裝成讓人誤認為第三人所表示。
此可包含事業支付報酬給廣告行銷公司等業者來代行，由業者偽裝顧客
寫推薦文等。
(2)利益提供隱匿型（「利益提供秘匿型」）
事業支付第三人金錢等經濟利益，讓其在廣告中為商品、服務做表示，
卻未將該事實做揭露。
這類型偽裝假冒型之不同在於找了第三人，在支付其報酬後，由其扮演
中立的立場敘述意見等宣傳行為。由於是提供經濟利益所換取之好意陳述，
不得不說亦是種欺瞞的行為。
此種隱性行銷方式，如同意見本旨所提，是為推薦商品、服務的手法，
應是符合本研究案所論之新興薦證廣告類型的一種。僅是我國公平法中所定
義之薦證者是屬於非廣告主之第三人（如利益提供隱匿型）
，而隱性行銷則包
含廣告主自己偽裝的類型。
為何要規範隱性行銷，意見書提及此種行為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1 條之中
「有妨礙一般消費者之自主且合理選擇之虞」
，是一種攪亂公平市場秩序的行
為。所以，不僅是該廣告內容所述之內容真實與否，若有這些冒充或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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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使第三者所為之非客觀性的推薦與製造口碑等之行為，行為本身即足以
影響消費者選擇並妨礙公平競爭。尤其意見書中提及，因為通常消費者對於
商品、服務沒有完整的資訊，往往他人的意見就成為重要參考，而隱性行銷
卻惡用了消費者這樣的心理與需求。
2.外國對於隱性行銷的規範
意見書中提及在國外，如美國 FTC 法以及歐盟指令對此問題已有相關規
範（此部分請見本研究案之美國法等部分之說明，在此不為贅述）
，可見本議
題應受到重視。
3.日本法規之不完備
相較歐美，日本對於隱性行銷的規範尚有不足。雖然消費者廳在美食口碑
網站事件（餐廳找人寫口碑）後於 2012 年修正了「有關網路消費者交易廣告
表示之問題點與留意事項（インターネット消費者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に関
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問題点と留意事項）」365，特別加入若提供商品、服務之
事業，為了吸引顧客，在口碑網站中自行刊載、或透過請託第三人揭露相關
商品、服務之口碑資訊，而該內容資訊有造成消費者優良、有利誤認時，有
違反贈品表示法之虞。
但意見書認為，隱性行銷的問題並非在所表示之廣告內容是否有構成優
良或有利誤認。而是即使廣告內容並無優良或有利誤認的問題，但仍造成消
費者誤認為中立第三人之意見，才是問題的重點。對於隱性行銷手法下造成
誤認為中立第三人意見而影響消費者認知之問題，日本並無明確的法規範。
4.業界自主規範有限
如同本文前面所述，贈品表示法中有業界透過公正競爭規約方式的自主

365

關於此留意事項之解析，請參考劉姿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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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4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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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亦有企業自我管理的法令遵循措施，來防範事業違反贈品表示法。可
是，意見書提到，由於贈品表示法中尚未明文規範隱性行銷，即使有事業團
體開始注意到此議題，但畢竟有限（如網路廣告業界有注意此議題）
，且無法
限制規範到為參與團體之事業。若能將隱性行銷規範列入贈品表示法之中，
那麼可以期待這些經營口碑網站等服務之事業，應該會有所警惕而迅速對應
與拒絕隱性行銷之行為。
5.應在贈品表示法中追加隱性行銷規範
意見書認為，贈品表示法第 5 條對於不實廣告之主要類型中，第 1 項第
1 款所禁止之優良誤認型廣告，主要是針對廣告中對商品或服務在品質、規
格或其他內容方面的誤認問題；而第 2 款有利誤認型廣告則是對於商品或服
務在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上的問題。但隱性行銷行為，未必有這些問題，且
根據法條要件，並無單純著眼於廣告主與做推薦者間之關係性的部分進行規
範。因此，現有的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與第 2 款無法對應隱性行銷之問題。
而目前於前兩款的廣告類型外，第 3 款有對於優良與有利誤認型之外的其他
廣告事項，若有造成消費者誤認之虞之行為，可透過內閣總理大臣來指定規
範對象，目前僅有六類的廣告表示受到指定（本文前面已述）
。因此，意見書
建議，若不該當優良或有利誤認型之隱性行銷行為，可透過在第 3 款中追加
的方式，來達到受規範的目的。
6.內閣總理大臣之指定具體內容
此部分是對於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增訂隱性行銷的兩種類
型，其具體內容就如同一開始的「1.意見主旨」所言，建議增加冒充型與利
益提供隱匿型，在此就不多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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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預設之具體違反案例
(1)偽裝假冒型
意見書中更具體說明冒充型之定義，是在口碑網站、部落格、網站、社
群網站等，雖然是事業自己記載的內容，卻隱匿之，而喬裝成顧客等第三人
所寫般的行為模式。此外，在報紙夾送的傳單等廣告媒體上，以敘述顧客感
想的外觀模式，刊載推薦商品、服務的經驗談等情況亦屬之。雖然有明示為
廣告，但既然以引用第三人意見的型態，就應該確保中立性。若該發表體驗、
意見的顧客或感想是虛構的，就符合所謂虛偽假冒型。
這裡要注意的是，本類型主要是指事業自己做成的廣告內容，偽裝成第
三人所為，而其在上述所舉的例子中卻包括第三人寫體驗談模式，是否會與
另一種「利益提供隱匿型」有所重疊或衝突？基本上，偽裝假冒型重在內容
由廣告主以虛構方式來營造第三人的中立意見，此假冒之第三人或甚其所示
之內容皆非真實；而利益提供隱匿型則是真有第三人參與廣告，只是其收受
了廣告主之利益，有可能做出非客觀之推薦與經驗談。我國的三星寫手門事
件比較類似偽裝假冒型。
(2)利益提供隱匿型
意見書在此類型的舉例中分為「可能成為規範對象之事例」與「可能不
該當規範對象之事例」來說明，其中還另列「體驗談」態樣。
①可能成為規範對象之事例
例如:支付報酬給有名部落客，請其在部落格中刊載推薦商品、服務之記
事，卻沒有說明報酬支付之情事；引用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來推薦商品，實
則有支付該機構研究協力費，卻未明示之；以及，在雜誌當中，事業對執筆
者或出版社以支付取材協力費等名目提供經濟上的利益，來刊載推薦該商
品、服務之報導，卻未為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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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可能不該當規範對象之事例
意見書當中也舉例某些情況，並不該當利益隱匿型之行為。
例如，僅是讓自家商品在電視劇畫面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尚未達薦證程
度，不致影響消費者的選擇，應不該當贈品表示法第 2 條第 4 項所定義之「表
示」
，不成為規範對象。但是意見書有進一步說明，若非僅止於出現在電視劇
的某個畫面，而是演員有積極推薦該商品之台詞，可能對消費者的商品選擇
產生相當大的影響，應該當實質性的廣告成為被規範的對象。當然，若在節
目末端出列協力廠商，表示提供協力費或無償提供等字幕，消費者就有認知
的機會與可能性。
③體驗談的廣告模式
以一般消費者或名人的體驗談模式來進行薦證時，約莫有兩種模式：(1)
一種是在電視節目或雜誌文章記事中，隱藏廣告性質來進行薦證商品；(2)另
一種是有明確表示是廣告，在廣告中引用薦證者之薦證。
以第一種模式而言，因為沒有明確表示是廣告，消費者有可能誤認為中
立意見分享，因此需要標示其薦證背後有經濟利益的提供。
而第二種在電視廣告中之體驗談等模式，因為明顯是廣告內容的一部
分，通常消費者都會認知薦證者收取報酬，應該不屬於隱性行銷。但這基本
上是指名人（尤其知名藝人）在廣告中推薦商品，消費者通常可以認知其有
收受報酬而為之，多可該當「若從表示內容或態樣觀之，可明顯得知有提供
金錢支付或其他經濟利益之情形」
，可成為利益提供隱匿型中之例外。但，即
使是電視廣告，若是透過在街坊採訪一般市民來敘述使用商品、服務的經驗
談模式，就算一般消費者知道其為廣告，仍有可能誤認該採訪對象並無收受
演出費用，因此，應該明確表示該採訪對象有收取報酬等經濟利益提供之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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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雜誌廣告欄或者一般發送之廣告 DM 中所引用之經驗談，即使
有標明是廣告，還是可能被認知為中立意見之表明，所以應有必要明示金錢
或其他經濟利益提供之事實。
7.總結
隱性行銷是偽裝客觀中立的資訊，實際上是提供事業有意圖之主觀性資
訊，是一種欺瞞型的資訊提供態樣。
意見書認為，偽裝冒充型的隱性行銷，屬欺瞞性質高之類型，當然應該禁
止之。而利益提供隱匿型，同樣有阻礙消費者自主且合理之選擇。但是，利
益提供隱匿型的模式相當多樣而廣泛，哪一些廣告模式行為會成為違法而受
處分之對象，除了修法應有相關處理原則之制定，才能在一開始讓事業有所
方向。再者，所謂要明示利益提供之事實，究竟應該如何標示？在保護消費
者的同時，也須注意不能對事業有過度而不當之規範，這個部分也需要再更
為謹慎處理。
總言之，本意見書主要是將隱性行銷分成兩大類型，並且認為應該受到
贈品表示法之規範。具體上，提出應該在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
增訂這兩類行為成為規範行為對象。但是，對於「利益提供隱匿型」的隱性
行銷應該如何標示，意見書並未提出具體的建議。僅止於在總結中提及要訂
定相關處理原則，並說明若過度規範經濟利益關係之標示行為亦是不妥。所
以，對我國在參考上，主要是需矚目這樣隱性行銷的方式薦證商品、服務，
不論從公平競爭或者消費者保護的角度，的確有受到規範的必要。但細部上，
究竟應該如何在廣告資訊上標示薦證者與廣告主間之利益提供關係，還是需
要參考美國等其他國家之具體規範與做法。
四、案例分析與研究
由上述討論可知，日本目前對於有專家（機構）或體驗者在廣告中宣稱效
果、性能時，主要還是以非實證廣告的相關規定處理之。換言之，日本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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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下還是重視薦證內容的真實性。
（一）非實證廣告規範之效率性
非實證廣告規範的規定下，主要將廣告中宣稱效果、性能之舉證責任由
廣告主來負責。在非實證廣告處理原則中提及，在法定期間內要求事業提出
具合理性根據之資料以實證廣告所述之效果、性能，否則即可認定其違反優
良誤認表示，是為了縮減主管機關調查與鑑定之時間，以降低消費者在這段
時間內仍受到廣告影響而受害。究竟實務執行上有何具體成效呢？以日本消
費者廳在 2019 年（令和元年）11 月 29 日一次處分了三家販售瘦身貼布之事
業措施命令為例來說明366。此三家皆是販售瘦身貼布的事業，皆是透過自家
商品販售網頁來進行的廣告。
1.薦證商品的部分
三家事業皆是透過照片與數據來說明貼片的減肥效果。在透過揭示照片
的手法上，比較所謂使用者在使用前後的改變。但照片中僅有身形部分並無
拍出臉部，卻佐以某某體驗者等人因為使用該產品 8 週迅速減重字樣。也有
用畫像配上使用者姓名寫感想文的，同樣是表達使用產品迅速減重。
此等廣告手法看似有薦證者，卻又無法完整理解照片或文章是否出自真
正的商品使用者，以及使用者是誰（未現臉部影像）
。日本消費者廳發現這類
型的廣告氾濫時，處理方式是根據贈品表示法現行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
在判斷事業所為之表示是否該當第 5 條第 1 款之優良誤認行為而認為有必要
時，得對事業定相當期限，請求提出能成為實證該廣告內容之合理根據之資
料。在此情況下，該事業不提出相關證據時，視為該表示該當此款之規定。
再根據非實證廣告處理原則之基準，請求廣告主事業在法定 15 日內提出合理

366

https://www.caa.go.jp/notice/entry/018077/，最後瀏覽日期：2020/10/08。
三家事業是各自獨立並無關聯性，處分字號各自為令和元年 11 月 29 日消表対第 1023 号、
1024 號及 102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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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證據。然而，被要求的三家皆無法提出，因此被認定違法。這樣的處理
方式，首先，沒有耗費時間討論薦證者的身分及與廣告主的關係或對廣告涉
及之程度；再者，請廣告主事業提出具體合理證據，未能提出即可認定廣告
違法，相當有效率與成果。因此，當消費者廳發現市面上出現不少事業對於
某類型商品、服務廣告宣稱效能而蔚為風潮時，可以如此一網打盡。例如本
件的瘦身產品即是一個常見的類型367，若還須主管機關一一查證、檢驗到釐
清，將有更多消費者受害368。
2.隱匿重要資訊
此三案件除了效果、性能的誇大不實外，尚有消費者廳非常重視隱匿重
要例外事項的問題369。雖然廣告中的相關照片旁有標示「請注意可能有個人
差異」等字眼，但消費者廳認為無法消弭消費者相信只要短期間內在身體上
貼該產品就可瘦身之印象，因此認定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簡言之，
要瘦身應該還有其他事項的配合，不應只有使用商品就有效果（甚至可能根
本沒效果），但事業卻未說明。對於此一資訊隱匿，在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
處理原則」第 8 點有關「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考量因素」中第(五)款
即列出「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交易
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亦是提及隱匿負擔與限制條件的問題。

367

請參考劉姿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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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文中舉出亦是標榜瘦身效果之食品，消費者廳一次處分 16
家販售近似產品的 16 家業者。
368
另有一例是有四家業者各自販售標榜酵素成分瘦身食品，亦是各自被要求在法定期間內
提出合理性根據之資料來實證所宣稱之瘦身效果，皆無法依照非實證處理原則提出，被認
定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各自是平成 31 年 3 月 29 日消表対第 445 號、446
號、448 號及 449 號。請參照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df/representation_cms215_190
329_08.pdf ，最後瀏覽日期：2020/8/20。
369
日本消費者廷曾於 2017 年 7 月發表了一個有關隱蔽例外事項表示的現狀調查書（「打消
し表示に関する実態調査書」
），請參考劉姿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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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4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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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格有利誤認的表示
三家事業中之一家，對於商品價格之標示，以「通常價格◎◎◎元」
，現
在「優惠期間降價為△△△元」，但實則無這樣的價差，此行為違反贈品表示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有利誤認表示。
（二）隱性行銷之案例
如前面所論，日本對於隱性行銷的規範尚不足夠，但去年消費者廳仍處
理了一件與隱性行銷法手相關之案例370。這是一家提供解決日常生活大小麻
煩事的公司，其提供的服務包括電器修理、鑰匙服務、排水問題、玻璃修理、
除蟲等等相當廣泛，而每項服務都各以 3 個不同的名號（屋号）提供服務。
該公司在自家網站以及偽裝第三者經營的比較網站上提供了不實之資訊，後
者之行為即有隱性行銷的問題。
1.直接認定違法
在本件中有消費者廳直接認定其違反第 5 條之優良誤認廣告之行為。
其具體行為是，該公司在自家公司網站上號稱全國有 1000 個以上的據
點、一年服務件數有一萬件以上、有來自官方與知名企業的採用等等資訊，
但全部皆誇大與虛偽不實。這類消費者廳能自行判斷真偽之行為，則無須適
用第 7 條第 2 項之非實證廣告規範。
2.適用非實證廣告規範
另有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下，認為有必要令其提出具合
理根據之資料之行為，包括：
(1)自家網站的不實資訊
同屬在自家網站的表示，但其內容是①宣稱本公司是業界最大規模、業
370

消費者廳平成 29 年 11 月 2 日措施命令，平成 30 年 6 月 29 日課徵金納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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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第一，②本公司的技術能力是業界第一，③年間接案業界第一，④在平成
26 年實施的顧客問卷調查，回答「大滿足」與 「滿足」的顧客比例高達 93%，
⑤使用本公司服務之消費者所在區域中本公司的顧客滿意度第一，⑥本公司
的顧客滿意度持續高水準維持中，以及⑦與同業相較下，工作人員最早到工
作現場，甚至最短 15 分鐘內可到達。
對此部分的資訊，消費者廳並非自行判斷其真實性，而是要求事業提出合
理根據之事證。但事業不是提不出來，就是提出的資料不符處理原則要求基
準，故被認定違法。
(2)偽裝第三者經營比較網站刊登不實資訊
除了自家公司的網站，該事業還經營兩個比較網站，卻偽裝成與自家公
司無相關，並自行決定想刊登之內容。一個是取名「電器麻煩救援隊（電気
のトラブルお助け隊）」的電器服務比較網站，以外觀看似公正中立的市調，
自己選定 15 了相關同業進行所謂的服務內容比較，結果自家三個名號名列前
三名。另一個則是偽裝成中立第三者所經營的「害蟲與害獸的驅除業者的比
較導覽」，從全國的蟲害驅除業中選定 15 家來進行所謂客觀的比較，同樣讓
自家的三個名號名列前三名。
這是屬於隱性行銷中的偽裝假冒型，雖然贈品表示法並未明確規範此類
型之行為，但本件選擇了適用非實證廣告規範來處理。換言之，消費者廳對
於偽裝第三者經營網站並提供不實資訊的行為，著重於判斷該資訊的真偽，
卻未著墨或處理偽裝中立第三者經營網站及偽造中立資訊之行為。然而如前
所述，暫不論其所提供之資訊的真偽，偽裝假冒中立第三者的此等行為本身
就應該受到非難。許多學者與實務界（本文前述之意見書）亦持相同見解371。

371

早川雄一郎，
「第三者を装ってした表示と景品法上の問題，また，No.1 表示等と不実
証広告規制」，ジュリスト，第 1543 期，107-109(2020)。

189

第四章 我國相關規範與案例
第一節 我國對薦證廣告之規範
要討論我國現行公平法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議題，必須先了解與分析目前
公平法對於廣告之規定以及相關之處理原則。
公平法對於廣告的規範主要在第 21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
平會」）並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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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
，對本條之要件解釋與適用提出明確說
明與基準。本條在第 1 項中規定主要的不實廣告要件，並於第 2 項補充具體
可能之涉及不實之主要廣告內容。本條文雖無特別敘及「薦證廣告」
，但於第
5 項與第 6 項則是分別明文規定廣告薦證者之責任與定義，公平會並訂有「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薦證廣告規範說明」），
則是具體定義薦證廣告，並舉例與說明廣告之模式、態樣，與可能違反之規
定與罰則。由此可知，可以看出公平法與公平會相當重視薦證廣告之議題。
此外，公平法第 25 條乃屬於補漏條文，可適用於不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的欺
罔資訊，亦是相當具要注意的部分。
以下先就公平法中以及薦證廣告相關之規定與相關處理原則，進行說明
與評析。
一、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包括薦證廣告，不管何種廣告型態只要涉及不實廣告的問題，在公平法
中主要的規範在於第 21 條。2015 年公平法進行大幅修正時，第 21 條的部分
亦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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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 項：不實廣告之違法要件
目前本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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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廣告」與「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何謂「廣告」？ 公平法第 21 條並未直接做出定義372。但就本條項之規
定，可明確知道本條要規範之範圍，可包括附著於商品本身以及商品外之廣
告或可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做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的方式。
而從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3 點對：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之解
釋可以得知：
「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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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設置市招、散發名片、舉辦產品（服務）說明會、事業將
資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事業得以共見共聞、於公開
銷售之書籍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付於消費者、散發產
品使用手冊於專業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只要是事業為促銷商品、
服務而提供相關交易資訊的各種方式皆屬於本條的規範對象。但由於本項內
容 之 用語 為 「事 業不得 在 商品 或 廣告 上，或 以 其他 使公 眾 得知之 方 法
―――」，所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應是屬於非廣告之其他方法373。而公平法第 21 條所規範之範圍不僅止於廣
告，而是包含所有以公眾得知之方式所為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範圍相當的廣泛374。雖然通常稱公平法第 21 條為不實廣告之規範，此可
從公平會網站中

372

明確定義廣告者，有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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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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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152(2017)。
374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23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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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會所管法規中之「處理原則」中，以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為首，
包括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等與第 21 條相關之處理原則，皆列於「不實廣告」為
名之分類中375。但公平會所出版之「認識公平法」一書中對於論述第 21 條規
範之標題是「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非「不實廣告」376。但
學者指出377，公平會在「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薦證廣告的定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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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
薦證「廣告」卻包括「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豈不與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
定有所牴觸？真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或許在用語上要再斟酌並整
合，做出適當的修改。
在判斷上，因為公平法與施行細則皆未定義「廣告」
，所以無法明確分類
「廣告」與廣告以外之「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但若參考消費者保護法施
行細則第 23 條對廣告之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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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方式皆可納為廣告，範圍其
實相當廣泛。日本在贈品表示法中亦使用「不當表示」而非廣告一詞，且贈
品表示法對於「表示」之定義亦非常廣泛（請見前一節說明）
，在「表示」的
指定告示中，也用了「廣告或其他表示」之文字，似乎只是把廣告列為表示
的類型之一。但日本並不太討論這個部分，認為對「表示」之定義，是為確
定贈品表示法中對「表示」的範圍（贈品表示法第 2 條）
，而不當表示之行為
類型則規定在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然而，在臺灣，因為對於商品、服務提供
不實資訊時，若不該當第 21 條之要件時，會有該當公平法第 25 條之足以影
375

請參閱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65&mid=1387。
最後瀏覽日期：2020/12/8。
376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232(2019)。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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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153(2017)。

192

響交易秩序之「欺瞞」行為之可能性（請詳見後述第 25 條之部分）。所以必
須釐清第 21 條規範之範圍，始可知有哪些行為需要透過適用第 25 條來補足。
2.2015 年修法之改變
本條在 2015 年修法時，曾經修改過內容378，在修正前曾有本條對於不實
廣告之內容是否僅限於與商品自身相關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等事項，
其他如事業之創業年限等非直接但對於招徠顧客有影響之事項是否不在規範
對象，有所爭執。此次修法將原本條文中「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之
「其」字刪除，能涵蓋所有與商品相關而具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以解決
此爭議379。此外，另增訂第 2 項，更明確說明廣告內容可包含哪些方面（詳
見第 2 項說明）。
薦證廣告中，看見從專家的學術報告、實驗或意見到所謂一般消費者的
使用經驗談或成果表現，其中不乏有讓消費者無從辨認真偽之內容。所以，
對於新型薦證廣告之規範，仍與其他廣告類型一樣，判斷廣告的內容是否涉
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亦是重點，從本研究報告後列之我國案例整理
可知，對於薦證廣告案例還是著重於薦證內容之真偽。但是，若薦證者造假
（廣告主自己或找人冒充等，三星寫手門案即是找寫手冒充商品體驗者）
，或
薦證者收受經濟利益（收受金錢報酬或者獲贈商品等）卻未標示等行為，暫
不論所薦證內容之真偽，是否該行為本身即該當不實廣告或者欺瞞行為而應
受到規範，是值得考量的。本研究案主題之一，即是當薦證者與廣告主間若
有收取經濟利益關係，應如何揭示的問題。可參考本研究中關於美國等他國
378

修正前內容為：「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
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379
第一項之修正理由：「在不實廣告案件中，事業除以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等
事項為廣告以招徠交易相對人外，亦常以事業之身分、資格、營業狀況等與商品相關而具
有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廣告，以達招徠交易相對人之目的。因原條文第一項「商品」
之概念，是否包括與商品相關而具有決定交易作用之事項，仍存有歧異見解，為免法律適
用疑義，爰於第一項增列「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亦不得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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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問題之相關規範，以做為參考
3.「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之要 件與判斷
何謂「不實廣告」？必須是廣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表徵，只要該當其一即可，這是不實廣告之主要構成要件。
(1)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要件
其中，「虛偽不實」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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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人錯誤」則是第 6 點所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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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偽不實」的部分，若僅屬廣告創意有所誇張演出，即使與實際狀況不
符，卻不會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之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並不該當不實廣告。
所以虛偽不實，尚須引人錯誤（見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
。惟，本
條項之要件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非「且」
，該當其一即可。因為「引
人錯誤」不限於有虛偽不實，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只要引起錯誤認知或決
定，即該當之（見上述之處理原則第 6 點）
。所以，即使廣告內容並非虛假，
但其內容的表示方式、排版等，造成觀看廣告者之誤認與決定亦該當之。公
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8 點尚列出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應考
量因素380，從引起何者的誤認、廣告內容的表達方式到對競爭者與交易相對
380

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8 點所述之「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應考量因素」共
有九點，相當值得參考。
(一)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
事。
(二)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
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者，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
(三)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
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誤。
(四)表示或表徵有關之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者，有引
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五)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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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經濟利益之影響，提供相當詳盡之判斷基準。不僅是公平會判斷違法與
否的具體基準，亦可提供廣告主等製作廣告時作為參考381。
(2)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之誤認
關於不實廣告之內容，是否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究竟要引起誰的錯
誤認知或決定呢？具體言之，就如同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及第 6 點所示
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因為本條並未限於消費者取向之廣告，例如加盟業
者的招募廣告屬於事業對事業的廣告:亦可能是較為小眾之商品，如專業攝影
的相機等。因此，對於某些非一般大眾取向之商品或服務，判斷其是否有引
起誤認或決定之虞時，只須判斷可能消費或交易該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對象即
可，即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款所稱之「相關交易相對人」。本項雖然
僅限於商品的廣告，但第 4 項服務廣告準用本項之規定，故基準亦適用之。
4.誰是廣告主
參與廣告的諸多角色中，誰是廣告主？基本上是(1)商品或服務的提供
者：其可包括製造、販售等各階段中因為商品、服務之販售而獲利者；且(2)
決定廣告內容者：未必是要自行製作廣告。在自己理解的範圍下，委託他者
製作，或可參與內容決定者皆可該當廣告主382。
所以僅是製造商品，廣告是下游販售商品的零售商自己所為的情況下，
定之虞。
(六)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引人錯誤
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七)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八)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
交易決定。
(九)表示或表徵之內容對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響。
381
公平會於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尚有附件表，提供「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案件類型例示」，以了解可能的不實廣告類型，相當值得參考。
https://www.ftc.gov.tw/upload/2321231c-0677-4740-be6b-313d3f74f19f.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7/26。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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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3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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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製造業者可以因為販售商品而獲利，但其並未參與決定廣告內容，所以
不該當廣告主。而廣告公司雖然製作了廣告內容，卻未因商品之販售而獲利，
亦不該當廣告主。反之，如電視購物台，雖然看似媒體頻道，實則參與商品、
服務之販售，並且共同決定宣傳節目之內容，所以該當廣告主。
5.對比較廣告之影響
在修法之後處理不實之比較廣告案例時，不再需要區分廣告的內容究竟
是對廣告主還是他事業的商品或服務不實，而分別適用第 21 條與第 25 條，
現在均可適用第 21 條383。因為同一則不實廣告，卻需要做這樣的區分而適用
不同法條，實不妥適。例如高露潔牙膏廣告案中，對於「大部分牙醫已經改
成推薦高露潔抗敏牙膏」的不實內容，乃適用第 21 條認定違法384（本案被列
入薦證廣告說明規範第 4 點廣告之違法態樣中做為範例）
。但對於透過比較廣
告方式，讓廣告中的所謂使用者宣稱從他牌廣告改用高露潔，甚至批評他牌
效果差等內容，則是違反第 24 條（現行第 25 條）385。如此同一廣告適用不
同法條，只是引起紊亂。此外，也須注意比較廣告中若對於他事業有所詆毀，
也可能涉及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法律效果）。
薦證廣告中亦常見比較廣告的模式，如上述的高露潔牙膏案，在其廣告
的呈現方式上，即是列出它牌抗敏感牙膏，雖有馬賽克處理，但其中某個牌
子露出其外盒顏色，讓消費者仍然可以猜得是某特定廠牌，同時還請所謂的
敏感牙膏使用者來比較使用高露潔抗敏牙膏與他牌間之感受，然後再以旁白
呈現「我想使用高露潔牙膏，它才是真正有效」
。以使用者經驗談的模式，表
達自家產品優於競爭者，可能更容易取信消費者。若此其中牽涉不實內容，

383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275(2017)。公平會制訂之「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384
公平會 100 年公處字第 100140 號處分書。
385
公平會 100 年公處字第 10013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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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影響消費者之判斷與決定甚鉅。
（二）第 2 項：足以影響交易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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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是針對第一項之所謂「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加
以更具體之說明。本條所規範之廣告內容，應與商品相關之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並具招徠效果之事項。本項在 2015 年的修法時亦受到修訂，修法之本項所
列之事項主要置於第 1 項，因有兩個重要的爭議，因此做出修正。
1.列舉或例示之爭議
首先，是因實務上對於修法前所舉之內容，究竟屬「列舉」還是「例示」
的爭議386，因此此次修正將其移至第 2 項，做為針對第 1 項之「與商品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之具體說明。修正後列出所有與商品相關而具
有招徠效果之事項，並於修正理由中明確表示採行「例示」387。
2.直接或間接之爭議
再者，修正前尚有其廣告內容是否需「直接」與商品有關之議論，最高
行政法院在多年前的判決即曾探討商品製造人之「創業年份」是否與商品直
接有關388，並認為舊法第 21 條第 1 項的規範目的是限於與商品直接相關之事
項，因此與商品「非直接」 相關之製造者創業年份的不實表示，應適用當時
386

劉姿汝，「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之再檢討」，興大法學，143-145(2009)。
修正理由第二點：「行政救濟實務上，對於原條文第一項「價格、數量……加工地」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究屬列舉或例示規定容有爭議存在，為避免法律適用之
疑義，並使第一項所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範圍得以明確，爰將原條
文第一項所定事項移列第二項予以例示，以杜爭議」。
388
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第 700 號判決。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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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補充條款性質之第 24 條（現行法第 25 條）而非第 21 條389。所以本次修
法除去此等爭議，只要和商品相關的事項，不侷限其項目或範圍，讓本條適
用範圍不再發生質疑與誤解，應是正確的改變。這樣的修正是正確的，只要
會讓顧客對廣告標的之商品或服務產生誤認之資訊，即使是非直接事項仍應
屬於不實廣告之範圍。
（三）第 3 項：運輸業者等之責任
第 3 項：「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本項未修正，是針對並非「廣告主」
，但販售、運
送、輸出入載有不實廣告之商品之事業。但實務上，尚無見過處分未實際參
與不實廣告行為而僅是單純進行本項規定行為之事業。若販售或輸入載有不
實廣告之事業，即可能該當「廣告主」
，此時應適用的是第 1 項對廣告主之規
範。
（四）第 4 項：服務廣告
第 4 項：「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此項內容並未修正，只是更改項次。但在交易標的多樣化之現今，所謂
「商品」或「服務」已不容易區分390，若分成不同項次規定，恐造成法條適
用上的困擾391。日本贈品表示法中主要規定不實廣告行為類型之第 5 條，即
是將商品、服務同列。例如後述之案例解析中所提到的求職服務比較廣告案
中，人力公司所提供的即是服務。
（五）第 5 項：廣告代理業、媒體業與薦證者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 5 項：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
389

劉姿汝，「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之再檢討」，興大法學，第 5 期，145-146，147-148
(2009)。
390
白石忠志，独禁法講義，第 8 版，有斐閣，39(2018)。
391
劉姿汝，「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之再檢討」，興大法學，第 5 期，138-14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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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
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
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
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
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與本研究主題有相當關聯性的就是第 5 項與第 6 項。基本上，廣告代理
業、廣告媒體業與薦證者若有該當本項之行為，僅需與廣告主負連帶民事賠
償責任，不成為被公平會處分之對象而無行政責任。會如此規定的理由，主
要在於彼等並非商品、服務之提供者，與相關之競爭問題並無直接關係。其
中，在薦證者部分，若非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對一般民眾從
事薦證，其民事賠償金額有上限。但注意的是，是否為知名公眾人物的判斷
基準為何？許多素人因為在社群網站、Youtube 上分享資訊累積人氣，成為
所謂的網紅，是否也該當知名薦證者？又該到甚麼程度才算知名？簡言之，
不可輕忽這樣的新興身分與職業392，可能須依個案，參考其訂閱者（粉絲數
等）
、及對所薦證商品的影響度有多大等，綜合判斷之。再者，在行銷多元化
的時代，很多網紅看似薦證者，卻實質上在販售商品，例如現在常見之網紅
或名人直播販賣商品，即使只是模式看似薦證商品，實則有販賣獲利應該當
廣告主393。
（六）第 6 項：廣告薦證者之定義
第 6 項：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
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392

所謂「網紅」不僅是身分，實際上已成為受歡迎的工作型態。請參考，李姿瑩，「網紅
經濟下薦證廣告之薦證規範」，透析科技法律，第 31 期第 12 期，18-19(2019)。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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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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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特別針對第 5 項之廣告薦證者做出定義。所謂的薦證廣告，即是多
有薦證者的參與來呈現廣告內容的模式，必須了解如何定義廣告薦證者之定
義，才能理解薦證廣告之問題所在。公平法立法之初，第 21 條所規範之對象
並不包括廣告薦證者，於 2010 年修法時才增訂列入394。
「廣告薦證者」
，不僅
於第 6 項說明其樣態395，公平會所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
範說明」
，更具體說明與舉例薦證廣告之類型與薦證者可能之角色。關於本規
範說明，請詳見後述。
二、公平法第 25 條
公平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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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平法第 25 條與第 21 條之關係
本條屬於公平法規定之補漏條款，是為了因應市場環境得變遷下不斷推
陳出新的違法行為型態，因此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之概括條款為構成要件，
以保留給主管機關在具體個案中，用專業知識與執法經驗得以進行衡量判斷
違法與否，以免產生執法漏洞396。在公平法所規範的違法行為類型中，本條
的位置以及與其他條文間（公平法第 7 條至第 21 條）適用之區隔，應是在補
充原則下（創造性補充適用）
，應先檢視系爭行為是否有違反「限制競爭」之
規範，再行檢視有無該當「不公平競爭」之規範，若公平法其他條文對於已
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已經窮盡該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就無適用
本條之必要。反之，若其他條文規定所無法涵蓋之行為，則可適用本條397。

394

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總統修正公布第 21 條，本次修正係由趙麗雲等立法委員擬具提案，
增訂不實廣告薦證者須負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並明定廣告薦證者之定義。
參考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02&docid=14304，最後瀏
覽日期：2020/12/8。
395
可參考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237-238(2019)，有具體說明。
396
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8 版，301(2019)。
397
同前述，302。所以本條又稱「流刺網條款」、「帝王條款」、「大白鯊條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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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條與不實廣告之關係，在於有一些非廣告模式的商品、服
務的資訊傳遞，可能無法適用第 21 條而有適用本條之餘地。舉體的例子有：
(1)找寫手在口碑網站上寫文章，混淆消費者的資訊。如上述的三星寫手門案
398

；(2)販售瓦斯防爆器，卻假冒瓦斯公司名義399；(3)透過媒體釋放不當訊息

造成搶購商品風潮，衛生紙風暴事件；400(4)購買他事業名稱之關鍵字事件401
等。這些亦為促銷商品、服務之手段，但可能不符合第 21 條之要件，故適用
本條之補漏規定402。
而與本研究主題較為相關的是，如三星寫手門事件之口碑型行銷方式。
透過臉書、部落格等社群網站或 youtube 等的影音網站，不管是個人或者經
營有主題的社團（如「◎◎同好者」等）
，針對特定事業或者特定商品、服務
做出評價，但實則受到廣告主（或透過廣告代理業）所託，在收取報酬利益
之下傳遞並非正確之資訊。這些方式是否不該當第 21 條之行為模式，而必須
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如同前述，在行銷與廣告宣傳多元化的現在，再加上公
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3 點對：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之解釋下：
「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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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
該當第 21 條的廣告方式可以非常廣泛。尤其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點指出薦
證廣告可包括網路推文，即部落客推文即論壇發言（請見後述對薦證廣告規
範說明的剖析）
。再者，與本研究非直接相關之「關鍵字廣告」案件，雖然其
中亦不乏適用第 25 條處理之，但稱呼其為廣告403。所以，網路上多元的資訊

398

公平會 102 年公處字第 102184 號處分書。本件簡要說明請參考郭家豪，「論網路上企
業聘用寫手之行銷行為—兼論台灣三星『寫手門』事件」，台一顧問通訊，第 172 期，10-15
(2014)，
399
假借瓦斯公司名義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等商品之案件，歷來層出不窮。近來亦有公平會
107 年公處字第 107033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7034 號處分書等案件。
400
公平會 107 年公處字第 107014 號處分書。
401
關鍵字廣告事件近年來頗為常見，如近期的電信業者事件，參考公平會 107 年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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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 (2019)。
403
例如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電信業者使用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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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方式，其中或許有適用第 21 條的空間。
（二）第 25 條中之「欺罔」行為
若廣告之定義相當廣泛，是否第 25 條的「欺罔」對於不實資訊之相關議
題，變得毫無適用餘地？根據第 25 條處理原則第 6 點所定之「判斷欺罔之考
慮事項」，第 1 項中解釋「欺罔」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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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而在第 2
點說明：
「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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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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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提出三大類常見行為類型，包括：「冒充
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依附瓦斯公司名義販售瓦斯防爆器即是其中一
種）
、
「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及「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處理原則中並未
對於所謂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所指為何舉出例子，但其他兩種行為類型
所舉之例子，也不乏出現於廣告之中，是否不可適用第 21 條實有討論空間。
但如前述之衛生紙之亂中傳遞不實訊息給媒體之行為；加盟業主招募加盟店
時，對預備加盟者提供不實的經營資訊（若是招募廣告有不實內容，可直接
適用第 21 條）等行為，可能難以該當第 21 條之要件，而須適用第 25 條。
再者，本研究重心之一，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利益關係之揭露問題。姑且
不論薦證廣告內容之真偽，若薦證者乃收取利益後應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
者等）之需求，偽裝公正體驗者進行薦證；或者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者等）
找人代行建立口碑網站，找寫手製造口碑等，此等本身其實就是一種欺罔。
但要討論的是，該行為究竟該當第 21 條的不實廣告；抑或第 25 條之欺罔。

有關關鍵字廣告議題可參考陳皓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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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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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在一般認定為廣告的型態下進行假冒的薦證者或薦證或許有機會該當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但某些以寫文章、在戲劇裡透過演員置入行銷等，難以認
定為第 21 條規範範圍之模式行為，則可能需要適用第 25 條。但公平會制定
之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點有關廣告主與薦證者間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則
是明確指出須適用第 25 條（見後述）404。
三、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如同前述，從公平法第 21 條可以看出對薦證廣告之重視。但該條文僅規
定對於廣告薦證者之定義與法律責任，實則未明確定義薦證廣告，且是否該
當薦證者之基準也未必明確，因此公平會所制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
廣告規範說明」（以下簡稱「規範說明」或「薦證廣告規範說明」）有相當之
重要性。
（一）薦證廣告之規範目的與定義
從該規範說明的第 1 點（背景說明）中，可以知道規範薦證廣告之目的，
在於廣告主為提高商品、服務之銷售量、知名度或認知度，透過聘請知名公
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或以消費者經驗分享之方式為其商品或服務代言，
若於代言廣告之內容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而民眾因為信賴代言
人之薦證而購買該廣告商品或服務者，將造成消費者錯誤之選擇決定，也破
壞與廣告主競爭者之公平競爭（第 1 項）。尤其在消費者在交易上屬資訊弱
勢，面對購買新的商品、服務前，常透過網路搜尋相關資訊來「做功課」405，
而廣告主若惡用了這樣的消費者需求與信任來進行不實薦證，不論是薦證者
造假或者收有報酬卻未標示，或者薦證內容有不實，皆應該受到規範406。

404

有關第 21 條與第 25 條間之關係與適用的討論，為本研究計畫分擔此部分之作者（劉）
個人見解，不代表其他成員。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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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137(2017)。
406
前述的日本「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中亦提及此問題，在網站或其他媒體中偽裝
第三人之中立意見來不當影響消費者，惡用消費者需要資訊之需求，應該受到規範。

203

而本點第 2 項則為薦證廣告的模式，做了相當充分的說明：
「薦證廣告又
有稱為名人代言廣告、推薦廣告或證言廣告等，名稱不一而足。就此類廣告
之表現形式以觀，殆係為突顯代言人之形象、專業或經驗，使其與廣告商品
或服務作連結，或使其以消費代言之方式增強廣告之說服力，俾有效取信消
費者。故所謂之代言，究其實質，乃為對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薦證」
。且一般
廣告中之薦證者，並不以知名公眾人物為限，實務上如以專業人士（機構）
所為之薦證，或以一般消費者於廣告中進行消費經驗分享之表現方式，亦屢
見不鮮。因之，與其將此種廣告稱為代言廣告，毋寧將其統稱為「薦證廣告」
，
以為完整、妥適。」說明了薦證廣告之名稱由來。
但具體的對「薦證廣告」的定義則在本規範說明第 2 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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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定義中，
薦證廣告似乎非有薦證者不可，其成為薦證廣告的構成要件之一。但實際上，
有些薦證是在廣告上做實驗（拿五花肉來見證商品能消油脂之類的手法）
，未
必有薦證者，或者拿圖片來說某小姐使用產品前後的照片，但僅有局部畫面，
無從得知此人是否真實存在或究竟何人。所以薦證廣告若要以薦證人的存在
為必要要件，是否會過於狹隘407。
（二）廣告薦證者之角色與認定
1.薦證者之界定
所謂的「廣告薦證者」，依第 2 點名詞解釋中指出：「指廣告主以外，於
薦證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
機構，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者」
。有學者對於「薦
證廣告」與「薦證人」彼此互為要件形成循環，似乎有些不妥408。再者，在
407
408

此為本研究計畫分擔此部分之作者（劉）個人見解，不代表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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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期，15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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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義下是否只要是非廣告主而薦證商品者皆會成為被規範對象，是否有過
寬之情形？基本上，公平法規範廣告議題，是從競爭法的角度處理不公平競
爭行為，不至於對僅是在臉書上公開抒發個人消費心得感想之文章等，無關
競爭之言論部分進行規範。
此外，薦證者是否必須是「廣告主以外」之人？廣告主自行薦證的可能
性亦是有的（例如在 youtube 上直播販售商品者，自己薦證商品）
。包括自己
裝扮公正第三者來提供意見等，如此就不該當薦證廣告嗎？日本的隱性行銷
手法，即提及有廣告主自行進行薦證的情況（但偽裝中立第三人）
。但由於我
國對於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概念應是參考美國之薦證廣告使用指引而來（請
參考本研究美國法部分之研析）
，比較強調的是藉由與廣告主無關之專家、名
人或甚一般消費者以專業或中立的意見來推薦或背書，來吸引與取信消費
者，所以才強調廣告主以外之人或機構。
但有幾個問題需要確認與討論。
1.若是僅是在廣告中演出表達出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者，不屬於薦
證者，也非薦證廣告，可從第 2 點的範例中看出具體辨別的方式。
2.本規範說明，相當重視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的利益關係（這個議題下
面會詳究）
。但是否薦證者自廣告主收受利益，其所薦證內容之真實性就有問
題？其實未必。所以，薦證者與廣告主的利益關係揭露，與薦證內容之真偽，
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但兩個層次都牽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問題。
3.誰是薦證者？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主要規範廣告薦證者之民事賠
償責任，此部分對於競爭主管機關而言，看似並不重要。然而，是否成立薦
證廣告，薦證者的存在是構成要件；且檢視廣告真實性時，亦須審視薦證者
所言之意見或體驗等之真偽；亦或認定薦證人為廣告主之不實廣告共同行為
人而欲為處分時，這些情況下，有追究之必要。
但若薦證者眾多，公平會該如何進行檢視與判斷，會形成困擾。或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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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考日本對於非實證廣告規範的做法，將廣告薦證者所薦證之效果、性能
之有無、真偽，由廣告主負舉證之責任（請見日本法之討論）
。這樣就無需糾
結與如何面對眾多薦證者的問題。再者，有不少的薦證廣告型態僅是露出薦
證者的局部。例如：所謂體驗者的使用前後之對比，部分臉部（眼部或法令
紋）、身體局部（腰部或大腿），或者用所謂的匿名使用者投稿（A 小姐、許
先生）
。甚至不知道這些薦證者的存在與否。若過於糾結在廣告薦證者之存在
與否、是為何人，會是相當困擾409。
2.網紅做為薦證者
本研究認為，網紅可能透過各種社群網站以不同的方式來提供有關商
品、服務的資訊。在薦證廣告中的角色，要視其薦證商品、服務的方式來決
定。首先，若網紅透過直播等方式直接參與商品、服務的販售與獲利時，有
可能該當廣告主，則應負擔廣告主之相關責任（包括行政責任等）
。而若是在
youtube 等社群網站分享商品時，應檢視其介紹商品的方式：一、純粹個人資
訊分享，例如介紹今年受矚目的十大化妝水，並未收受任何廠商利益，則應
無涉及公平法上問題。二、但若網紅有收受某品牌廠商之利益，對其商品做
特別推薦或特意將其排名名列前茅，其就屬於薦證者。
而網紅與一般典型的薦證者不同之處，一般的薦證者是出現在廣告中薦
證商品、服務，隨廣告將薦證內容傳遞給看見廣告之不特定消費者。而網紅
的部分，則是透過 youtube、臉書等社群網站，透過自己的特色來招攬人氣，
通常會吸引所謂的粉絲，可能是較為特定的族群。
在薦證廣告的規範下區別網紅與一般薦證者，主要在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的規定下，若一般非名人、專家擔任薦證者，若涉及不實廣告，其與廣
告主所負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會限於受廣告主報酬的 10 倍之內；換言之，

409

為本研究計畫分擔此部分之作者（劉）個人見解，不代表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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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於名人、專業人士或機構，其必須與廣告主負全部的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因此，網紅是否該當名人，將影響其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輕重。一般而言，
可以稱為網紅，應該有相當的知名度，即使知名度僅是其屬於某特定屬性團
體內(例如某個網紅對某個線上遊戲組的粉絲團等)。所以，應檢視個案來判
斷其影響之層面，決定其是否該當名人。
（三）對薦證廣告真實性之要求
薦證廣告亦是諸多廣告模式之一，本身並未違法，但若薦證廣告模式涉
及見證者本身或薦證內容不實時，尤其名人、專家之薦證容易取信於消費者，
對消費者的影響恐大於其他廣告模式。因此，究竟何種薦證廣告可能涉及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3 點解釋了「薦證廣告真實原則」，
並於第 4 點中列出薦證廣告的違法態樣。
第 3 點的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讓廣告主與廣告代理業於製播薦證廣告
時，能夠得理解基準與分際。其共舉出五大原則：
1.廣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真實意見、信賴、發現或其親身體驗結果，
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此點基本上是自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要件下，要求薦證者其薦證的
真實性。
2.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者，薦證廣告商品或服務之
內容或品質變更時，廣告主須有正當理由足以確信該薦證者於廣告刊播期間
內，並未變更其於廣告中對所薦證商品或服務所表達之見解。
此點是要求薦證者薦證之精準性。例如該薦證廣告製播已有時日，商品、
服務可能歷經成分、內容等變更，這一點確保薦證者的薦證內容能與目前市
面上之商品、服務相符。
3.以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廣告，或於薦證廣告中之內容明示或暗示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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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專家時，該薦證者須確實具有該方面之專業知
識或技術，且其薦證意見須與其他具有相同專業或技術之人所為之驗證結果
一致。
本點是要求在薦證廣告中出現之專業人士、機構等，是必須實際上對於
薦證之內容具有專業知識或技術，而且要相關領域之專家亦有相同驗證。簡
言之，不能僅廣告中專家自己個人見解。但此一部分牽涉專業知識與技術，
消費者與主管機關實難判斷該等專家是否為真的專家，以及提出之見解是否
經得起相關領域的驗證。本點與日本非實證廣告處理原則中對於專業人士（機
關）所提之專業意見之要求相當近似，可以參考日本該處理原則中定出為詳
細之判斷標準，以解決事業所提供之資料並不恰當的問題。
4.以消費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作為薦證者，須符合以下要件：
（1）該消費者於薦證當時即須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真實使用者；以
非真實之使用者作為薦證時，在廣告中應明示該薦證者並非廣告商品或服務
之真實使用者。
（2）除薦證內容有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外，廣告中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
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成
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
此兩點說明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必須加以釐清。
（1）若非真實使用者進行薦證，需在廣告明示---在意是否為真正薦證者
若非真實使用者而做薦證，而廣告中並未明示，會有違法問題否？如三
星寫手門案中找寫手寫使用經驗談，亦可謂其中的一種情況。公平會對於三
星案並未將寫手認定為薦證者也未將此手法認定為薦證廣告，而將重點置於
寫手是偽造的。
偽裝真實使用者來傳遞對商品、服務的體驗、薦證，此行為本身是否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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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實廣告？亦或需要其所薦證之內容不實時，始有違法問題？但日本學者
提出一個問題，暫且不論內容之真偽，僅是偽裝身分營造假網站與假訊息，
是否即屬違法？因為這些行為雖非直接也間接影響了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
之相關判斷410。此等廣告主偽造中立第三者、或第三者隱匿收取報酬而薦證
的行為本身問題，請見本研究在美國等國家之規範，以及日本目前對隱形行
銷議題（屬偽裝假冒型）之探討。
（2）所薦證之效果，需要有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還需明示在何種條件始能
達到該效果。---在意薦證內容的真偽
前一個議題是在意廣告中薦證消費者的身分真偽、是否有收取利益等問
題。而本議題則是聚焦於其薦證內容的真實性。
5.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
充分揭露。
本處理原則相當重視廣告薦證者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除了在本規範
說明第 2 點中定義之，還在本點中還具體舉出範例說明哪一種情況需要載明
利益關係，第 5 點更是具體舉例。（請見下面之解說。）
（四）薦證者與廣告主之利益關係
在本規範說明中，相當重視薦證者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
首先在第 2 點的名詞定義，說明「利益關係」乃是「指薦證者與廣告主間
具有僱用、贈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等關係」
。該如何標示兩者間之關係，
若未為標示是否違法？若違法應是第 21 條或第 25 條之規定？值得討論。
如上所述，在本規範說明第 3 點之「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中列出廣告
主應依循的五大原則，其中第五點即是「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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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川雄一郎，「第三者を装ってした表示と景品法上の問題，また，No.1 表示等と不実
証広告規制」，ジュリスト，第 1543 期，106-109(2020)。

209

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充分揭露」
，但並未進一步說明揭露方
式，所以本研究才對此部分提出其他國家目前之作法，以供公平會為參考。
但在此第 3 點中所列之六大範例中，範例五與範例六有特別針對有關利
益關係揭露，做出具體事例與說明。1.範例五中指出，如知名電影明星在廣
告中推薦商品，其與廣告主間有報酬收受等利益關係，應為一般大眾可預期，
所以無需揭露。2.範例六的案例，則是設定一位大專學生，身兼知名的視訊
遊戲達人，經營部落格並常張貼有關遊戲經驗之文章。而某新上市視訊遊戲
廠商，免費寄送該學生一套新系統，並要求撰寫評論文章。在此案例中，則
認為讀者恐怕難以合理預期其乃收受免費遊戲系統以交換撰寫評論之情事，
所以廠商應在提供遊戲系統時，督促作者揭露此一關係。這兩個範例雖未明
確說明利益關係之具體揭露方式，但是以兩個範例作為對比，說明何種情況
下可以不揭露利益關係，又哪一種情況則是需要揭示，是相當可供事業參考
辨明之案例與說明。其實亦呼應了前述的日本有關隱性行銷意見書，有些明
確可知會收受利益的情況，無需特別標示。此外，範例六的事例中，廣告主
是透過寄送薦證者免費新商品以換取其之評論，這表示免費贈送薦證者商品
試用體驗亦屬利益關係，並非限於給予金錢報酬，無償提供商品試用換取評
價亦是須要揭示。
本規範說明第 5 點還獨立列出揭露利益關係之義務與責任（詳見下述），
可見對此問題之重視。
（五）薦證廣告中各關係者之法律責任
1.薦證廣告之違法態樣
(1)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違法態樣
①無廣告所宣稱之品質或效果。

②廣告所宣稱之效果缺乏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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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無法於廣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
④廣告內容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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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點所示情形之一。
⑤經目的事業機關認定為誇大不實。
⑥其他就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其中第一種至第五種態樣主要針對廣告內容不實，在薦證廣告中則可能
是薦證者所薦證之內容涉及不實等之問題。其中，關於第(3)點之無法達成預
期效果的部分，應請事業需要注意，若商品須配合其他條件始能達到效果時，
應明確說明，日本對於標示例外事項之議題可供參考411（例如減重商品，還
需搭配個人運動與飲食始能達到效果。）
。第六種概括態樣則可以處理前五種
未列之類型。
(2)利益關係之揭露
本規範說明在第 5 點中，獨立列出若以社群網站推文進行薦證時之違法
問題。
第 5 點第 1 項：
「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
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第 2 項則是：
「前項社群
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
關於此點規定，有下列幾點討論：
①由此點可知，公平會認為薦證廣告是包括透過社群網站以網路部落客推文
及論壇等方式為之。所以，本法所稱之廣告似乎可以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
②本點以文字觀之，是否侷限於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之型態。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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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4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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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薦證廣告若以其他方式為之時，應該同樣有這樣的利益關係的揭露義
務才是。
所以，是否公平會認為僅有此種方式的薦證廣告才有揭露義務？因為上述
之本規範說明第 3 點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中的範例五與範例六，一個是無需
揭露的事例，另一則有揭露義務的事例（範例六）
，即是網路部落客的例子。
但探究公平法第 21 條對廣告薦證者等之定義與本規範說明之脈絡，應該不侷
限於「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
。建議應該將構成要件修改為適用所有類型的薦
證廣告較妥412。
③相較於規範說明第 5 點，廣告主違反利益關係揭露義務是違反第 25 條。
若包含社群網站推文可屬廣告的一種，且公平法第 21 條在修正後，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可廣泛包括所有「具有招徠效
果之相關事項」而不限於與商品、服務直接相關之事項，那麼，本點之行為
是否有可能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對象？再者，依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
則第 5 點「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應考量因素」中的第(七)
項：
「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
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雖然本點似乎僅說明「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的
未揭露問題，利益關係之未揭露是否亦有可能做相同認定？值得思考。至少，
從此項可知，所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不僅包括積極的造假
行為亦包含消極的隱匿。
④從本規範說明可知，公平會相當重視揭露廣告主與薦證者間，如有非一般
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的相關資訊揭露問題。建議可以更細緻地修改其
構成要件，再者，究竟揭露義務之違反是屬於第 21 條亦或第 25 條之違反？
當第 21 條所規範之主客體相當廣泛時，是有機會該當之。建議在經過相當修
正後的現行第 21 條內容下，再次整理本條所規範之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412

為本研究計畫分擔此部分之作者（劉）個人見解，不代表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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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涵蓋範圍為何？而其內容又包括哪些招睞效果之事項？才能釐清兩
條文之適用區別413。
2.法律責任
本規範說明之第 6 點即規範廣告主、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
之法律責任。有關法律責任請見第二節來詳述，但主要是廣告主若涉及違法
需要負公平法第 42 條所規定之行政責任，亦可能對被害者負民事責任。但薦
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則依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定，原則上僅有民事
賠償責任，但若彼等有進行商品、服務等銷售行為而該當廣告主時，則應負
廣告主責任。
四、與其他法規之廣告規範間之運作
（一）與消費者保護法間之運作
消保法中對於各種消費關係下的廣告問題亦有相關規定。但相對於公平
法是讓廣告主對不實廣告負行政責任為主，薦證者等其他關係者負相關民事
責任為輔；消費者主要處理的是廣告所衍生的民事相關議題。
我國消保法對廣告問題之規範主要在於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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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前段主要要求企業經營者要廣告內容之真實，即不得為不實廣告，但未明
確規定廣告主為不實廣告行為之責任。而第 22 條之 1 則是針對從事信用交易
之業者，要求其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總費用之年百分率。但第 1 項後段「對
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以及第 2 項：「企業經營者之商品
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
，則是將重點置於廣告內容與
契約間之問題，要求企經營者必須將廣告內容落實於契約之中並履行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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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費主若要處理廣告所產生之契約履行問題，應透過消保法或民法來處
理，公平法中並未規定廣告相關之契約履行問題。
另外，消保法第 23 條第 1 項：
「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
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
者負連帶責任」
，第 2 項：
「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規定了明知不實廣告而刊載之媒體之民事賠償責任，但本條並未如公平法規
定廣告代理業與廣告薦證者之責任。而廣告主之民事賠償責任並未規定於第
22 條，但第 23 條規定明知之廣告媒體業須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
故可依第 23 條結合第 22 條作為廣告主負民事損害賠償之依據（創設一個得
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甚至可以請求消保法第 51 條之懲罰性賠償
414

。因此，關於消費者因不實廣告而受損害要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時，關於廣

告主之責任與廣告媒體責任，選擇適用公平法或者消保法皆可，兩法皆有懲
罰性賠償之規定（但內容與倍數規定不同）
，若要追究廣告代理業與薦證者責
任，則公平法有明文規定。
（二）與其他法規間之運作
其他特定範疇之法規中亦不乏有廣告相關之規定，如「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中有第五章規範食品標示與廣告管理，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四章亦是
規範健康食品之標示及廣告等，各在其立法目的之下，針對特定範圍之商品、
服務的廣告進行規範。關於不實廣告之問題，究竟公平法與這些法規間應該
如何適用，以及公平會與其他法規之主管機關應該如何協調工作？依據公平
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15 點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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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則是：「依前項分
工結果，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如附表一（請見本研究報告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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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牽涉民事法議題有些複雜，與本研究案無直接關聯，在此不予深入討論。請參考王
澤鑑，損害賠償，443-44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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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的討論）」。所以，在「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下，應適用其他
更直接規範該廣告商品、服務之特別法。第 2 項所示之具體分工移管之案件
類型，附表中列了 21 種案例類型，以及最後列出概括性類型415。公平會並訂
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就不實廣告標示類型之業務分工彙編」
手冊416，配合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處理原則附表中所列之不實廣告標示種類，
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法規做出整理，以及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間
之協調結論，以供參照處理。以前述之食品等商品為例，應是先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適用特別法處理之。有些產品的分類與效用較為多樣複
雜，例如此業務分工彙編中及對「市售精油產品」做出分類與分工事宜417。
此等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與先目的事業機關後公平會之原則應是妥適的。
因為涉及專業之判斷，讓主管機關與相關法規來處理，應該更為精準有效率。
但不免擔憂商品與服務的多樣化，以及廣告內容涉及廣泛，是否會發生適用
法規與主管機關認定的模糊地帶與爭議？這需要理解其他主管機關是如何處
理廣告案例，才能整合問題的所在與找到解決的方式。就如前面在討論日本
法時所述，日本在消費行政一體化之後，由消費者廳以消費者權益為主導來
協調廣告相關法規之適用問題，相當得宜。但我國是否以公平會從競爭法主
管機關之角度來擔任這樣角色是否得當？以公平法是不分產業的經濟基本法
性質，應亦是可行。只是必須衡量其困難度與人力負荷問題。

第二節 法律責任
對於違法之薦證廣告，廣告主等人之相關法律責任，以下討論之。

415

https://www.ftc.gov.tw/upload/28800f0b-b30c-4329-85d8-ab6deea899cd.pdf，最後瀏覽日
期：2020/12/8。
41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就不實廣告標示類型之業務分工彙編
(2013)。
417
同前註，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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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責任
（一）廣告主的行政責任
公平法對於違反第 21 條行為，主要是追究廣告主之行政責任，再來是
與其他相關行為人之民事責任。因為廣告主才是與廣告中商品、服務之競爭
有直接相關者，所以以其為主要負擔行政責任者應是妥適。
包括薦證廣告之廣告主，若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根據公平法第 42 條之
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
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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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除了罰鍰亦可請求採取相關必要措施。
（二）其他行為人之行政責任
至於廣告媒體業、代理業與薦證者是否應該負行政責任。
首先，若此等相關行為人該當廣告主，則亦應該負廣告主責任（薦證廣
告規範說明第 7 點亦如此說明）
。本文前面及提及，在數位化及行銷多元化的
現今，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該當廣告主的案例甚多（前者如購物台或購
物網等，後者如房屋代銷公司等），而網紅透過直播等方式薦證兼販賣的情
況，亦可能該當廣告主。
而單純的廣告媒體、代理商或薦證者有無可能成為被處分的對象？以著
名的三星寫手門案為例，不僅廣告主三星公司受到處分，公平會根據行政罰
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者，依其
行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之規定，認定廣告行銷公司及其外包廠商出
於主觀上認知有互相聯絡而為共同行為之決意所為，且於客觀上藉由彼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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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協力之方式共同實施構成要件之行為，所以與廣告主同受處分。
薦證者部分，雖然透過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2 項的要件下418，即使其不該
當「事業」都能使其負擔行政責任，但仍可能引起議論419。尤其公平會曾於
多年前據此處分身為知名藝人之薦證者 420 ，但之後被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0970094902 號訴願決定確定撤銷薦證人的責任部分，因為「故意共同實施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之要件並不容易認定。再者，訴願決定中認為廣告
主才是主要的責任者421。
二、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一）公平法第 21 條
包括薦證廣告之不實廣告行為人之民事責任，主要從公平法第 21 條中可
知，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業明知或可得而知而參與不實廣告之播送或製作，
及薦證人在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引人錯誤之薦證時，需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
任（第 21 條第 5 項），否則可能僅由廣告主自行對被害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外，廣告主因為不實廣告等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或第 25 條時而受
行政處分，亦屬於違反保護第三人之法律（包括消費者之交易相對人）
，致生
損害於他人者亦該當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422。
（二）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
至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等行為，廣告主與相關行為人應負之民事損害賠
償責任之具體內容，規定於公平法第 29 條至第 33 條。

418

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項情形，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罰之。」
419
謝杞森，「薦證廣告與薦證者責任」，真理財經法學，第 6 期，59-63(2011)。
420
公平會 97 年公處字第 097078 號處分書。
421
關於本案例之評析，請參考謝杞森，「薦證廣告與薦證者責任」，真理財經法學，第 6
期，63-77(2011)。
422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二冊，297-29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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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
除了從第 21 條的規定，可知廣告主及其他相關人須負民事賠償責任，而
其具體之請求權基礎，則有公平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
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損害額之酌定
(1)懲罰性賠償金
第 31 條第 1 項：「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
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
在民法的損害賠償範圍中並不包含懲罰性損害賠償金，故需特別法中有
特別規定懲罰性損害賠償金始得請求之。本法與消保法第 51 條同樣有懲罰性
賠償金之規定，但本法第 31 條第 3 項僅針對故意之行為，且請求金額不得超
過證明金額之三倍。而消保法第 51 條則是規定：「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
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
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
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
，可以請求的範圍與額度
較高，不限於故意行為。
(2)以侵害者利益為計算
第 2 項：「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
計算損害額。」
3.除去侵害請求權及防止侵害請求權
民法債編中侵權行為之民事責任中被害人對於加害人並無對於除去侵害
請求權及防止侵害請求權，但本法第 29 條則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
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
對於當被害人（尤其競爭者）希望不實之廣告資訊能盡快消除時，相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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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4.其他
另外，第 32 條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時效，民法第 197 條之時效規定相
同。
而第 33 條被害人依本法之規定，向法院起訴時，得請求由侵害人負擔費
用，將判決書內容登載新聞紙。因此若被害人而有因不實廣告而商譽受損等
損害時（如不實之比較廣告），可據此回復名譽。

第三節 我國薦證廣告案例
以薦證廣告或薦證者為關鍵字，可以搜尋到以下案例，大部分以違反公
平法第 21 條被公平會處分，有一件是適用公平法第 24 條（現行法第 25 條）
。
若將關鍵字改成「推薦」則有高達 40 餘件，且近年來亦有不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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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我國公平會薦證廣告案例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處分書字號
公處字第
103046 號
公處字第
102040 號
公處字第
101089 號
公處字第
098138 號
公處字第
098115 號
公處字第
098094 號
公處字第
098054 號
公處字第
097133 號
公處字第
097078 號
公處字第
096177 號
公處字第
096130 號
公處字第
094126 號
公處字第
100175 號

適用法條
公平法
第 21 條

案例
舒酸定牙膏案

搜尋關鍵
字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高露潔牙膏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深層震動美體按摩機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全方位活力健身機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護髮療程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PHS 案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健康大師專利有氧塑身運動機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
（與前第 6 案同事件）本
件業經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0970094902 號
訴願決定確定部分撤銷）
「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案

第 21 條

「5133 窈嬌帶」
（與案 2 為同事業）

薦證廣告

第 21 條

紅酒酵母商品案

薦證者

第 24 條（現
行法第 25
條）

求職服務之比較廣告

薦證廣告

薦證者

資料來源：表格由本研究案自行整理。
一、公平法第 21 條
以薦證為關鍵字搜查之案件，幾乎都認定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而處分之，
僅一件為公平法第 25 條。
上述以「薦證」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案例，多僅認定違反廣告主公平法
第 21 條，而且無較近年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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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案例中皆出現所謂的薦證者。以「舒酸定牙膏案」423為例，廣告中
有五位牙醫師對商品進行薦證，並有簽署同意書及領取報酬。雖然被處分人
主張薦證者報酬微薄，可是公平會認為仍構成薦證廣告，與報酬金額無關。
另外，廣告主對公平會提出四篇醫學報告來證明商品比其他品牌優良，則公
平會則說明 4 篇國外牙醫學研究報告經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委請牙醫
學專家審視，認其研究結果並無法用以證明被處分人之牙膏商品，與市面上
所有牙膏產品相比，具有較佳功效，被處分人應提供更長期有醫學價值之臨
床試驗證明其主張之功效，否則應視為違法或不適宜，此一見解與日本非實
證廣告規範中對於學術文獻之要求不謀而合。在此案中僅處分廣告主在廣告
內容中涉及誇大不實，公平會對於在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最為重視的問題之
一「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第 5 點），並未在處分書中提及當然也未追究此
部分責任。實則，其他案件中也未見公平會追究廣告主利益關係揭露義務，
若公平會相當在意此行為，應該加強宣導並處理之。
另外，在一件嬰兒紙尿布比較廣告案424中，該廣告的表現方式是採主持
人在賣場中隨機找尋消費者媽媽，進行被處分人之尿布與他牌尿布之溶液吸
收效果比較。公平會在處分書中有提及此廣告是以消費者體驗方式呈現，但
認定此廣告是比較廣告，而比較方式與內容與事實不符，完全沒有提及薦證
者與薦證廣告的問題。所以，本研究發現，公平會最在意的問題點還是廣告
內容的真實性。
二、公平法第 25 條
（一）求職服務之比較廣告案
薦證廣告案件適用第 25 條之案件，僅有修法前適用第 24 條之「求職服

423
424

公平會 103 年公處字第 103046 號處分書。
公平會 106 年公處字第 10602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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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比較廣告案」425。本案中因為 yes123 求職網中登了一則「yes123 有七
成以上企業 不在 104 找人」的全版廣告。其中，列出一位薦證人（求職者）
畢業於臺科大化學系求職成功為品保工程師，由於該校並無應用化學系涉及
內容造假。本案公平會的處分書中指出，1.廣告中「目前在 yes123 求才企業
中，有 85%不在 104 找人……」及「yes123 有 70%企業的工作機會在 104
找不到」等內容，顯係就他事業之服務內容為不妥適之簡述或詮釋，致整體
印象上造成不公平競爭之比較結果，並使被比較之事業因而喪失交易機會之
虞，而違反商業正當交易秩序及市場效能競爭，構成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
罔及顯失公平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現為第 25 條）
。但公平
會認為此等廣告詞給予人的印象僅在表達 104 與 yes123 兩家人力銀行網站
徵才企業家數不重複之比例，不致讓一般或相關大眾誤認 104 人力銀行網及
yes123 求職網之徵才企業家數及工作機會相當之情事，故難認此廣告內容涉
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而薦證者學歷的部
分，雖然臺科大雖無「應用化學系」
，但薦證人提出畢業於臺科大某系所之碩
士學位證書，其選讀該系所之應用及理論化學組，故填寫履歷表時，略稱臺
科大應用化學系。公平會據此認為薦證人確實具有應用化學領域之專業背
景，並擁有高於廣告宣稱之學歷，廣告之文字內容雖與事實有間，惟不致引
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不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
但由於修法後之第 21 條第 2 項對於足以影響交易之事項可包括的範圍相
當廣泛，只要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服務的廣告亦同（第
3 項），所以本件或許有適用現行公平法第 21 條之可能性。
（二）三星寫手門案
本研究案中多次提及之三星寫手門案426，三星公司是本案網路行銷服務

425
426

公平會 100 年公處字第 100175 號處分書。
公平會 102 年公處字第 10218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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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出資者及商品出賣人，與行銷顧問公司簽訂病毒行銷服務契約，本於銷售
三星公司各類別產品之意思，再委託另一公司聘用工讀生於 Mobile 01 等討
論平台為隱匿事業身分進行議題操作，散布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意
見，並依約支付服務報酬費用，除就三星產品進行推廣外，尚包括對三星產
品負評之消毒，以及與競爭品進行比較，並帶出自身產品較優或指稱競爭品
缺點較大等行為。
1.廣告主未為揭露利益關係
公平會在本件就直接指出：
「事業與寫手間之利益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
觀者對相關意見之信賴度，依一般交易習慣，難謂非屬重要交易資訊，是以
倘寫手未揭露其與事業間之利益關係，容有構成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欺罔行
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事業身分行銷自身商品，及對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或評論，致交易相對人無從判斷或合理預期
該等資訊係因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第三人之意見，據納為交易決定
之參考，而有增益交易相對人與該事業交易，或降低與其競爭者交易可能者，
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現行法第 25 條）」
。公平會認為廣告主及受
委託之另外兩家行銷公司，未揭露與寫手間之利益關係，屬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該當第 24 條（現行法第 25 條）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2.非薦證廣告
本案出現所謂收受報酬在網站上寫對商品感想意見的寫手，其內容包括
薦證廣告主商品，以及用比較的方式下對競爭者商品做出負評。公平會認為
這是一種口碑行銷，「倘係以匿名發言之外觀呈現及行銷手法，對消費者而
言，會降低對事業行銷的認知，並無法知悉係事業所為，而提升該等寫手目
的性發言內容之可信度；而對競爭同業而言，隱藏身分發言之工讀生所發言
內容，使競爭同業亦無法知悉究是競爭對手所為，抑或是消費者之言論，……
而無法同普通商業競爭手段爭議般，採取行政或司法救濟。是以，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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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製造之討論熱度及一人分飾多角、多人輪替共用帳號等方式，佯裝一
般人發文博取網友信任之行銷手法，乃屬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實受廠商促
進為言之重要交易資訊。」因為是廣告主透過顧問公司的口碑行銷手法，找
工讀生共用帳號、一人分飾多角，不是找第三人提供利益來做薦證，所以本
案完全沒有使用薦證廣告與薦證人之關鍵字詞。雖然處分理由中提及廣告主
未揭露與寫手之利益關係，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現行法第 25 條）
，卻未提及
此行為符合薦證廣告說明規範第 5 點。
此與日本律師聯合會在「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中，對隱形行銷
提出「偽裝假冒型」與「利益提供隱匿型」兩種分類，非常相似。廣告主自
己找寫手假冒是屬於偽裝假冒型；上述的舒酸定牙膏案找牙醫推薦，則是屬
於找第三者推薦，未為利益關係揭露時，屬於利益提供隱匿型。
三、薦證者與廣告主之利益關係
從公平法第 21 條中增列廣告薦證者之定義與責任，以及公平會所制定之
薦證廣告規範說明，可知公平會相當重視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問題。其中，
在薦證廣告規範中明中，有關「廣告主與薦證者間之利益關係」與揭露義務，
可謂是規範的重點之一。但從上述整理的案件可知，公平在處理薦證廣告案
件時，並未多著墨此一問題。建議可參考本研究案中美國法的部分，對於利
益關係的揭露義務部分的相關規範，落實於實務運用上。法規與相關的處理
原則，可以做更明確的增修，廣告主等（媒體、廣告代理業等）相關事業才
能有遵循的方向。
四、薦證者責任
在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的規定下，主要僅規定薦證者在明知內容不實而
為薦證時，需負擔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並不為成為被處分之對象而負擔行政
責任。要注意的是，在行銷多元化的時代，薦證者可能該當廣告主（例如網
紅等知名人物透過 youtube 等社群網站，在直播節目上親自使用產品來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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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販售商品而獲利的情況）。這部分是需要多加注意與規範的。
而如前面在法律責任當中所述，公平會曾以行政罰法第 14 條之規定處分
過薦證人。雖然在法規適用上並無疑問，但仍被訴願決定所撤銷。所以後來
也少見處分薦證人之案例。但三星案中以行政罰法第 14 條之規定處分了行銷
顧問公司及外包廠商，是否因為這兩家公司是「事業」而非個人之薦證者，
引起的非議甚少。總之，就如同撤銷薦證者責任之行政院訴願決定中所論，
廣告主才是主要的責任者，這應是競爭法下規範不實廣告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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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與建議
綜合第三章對外國法規與案例之研究，以及第四章對我國相關法規與案
例的分析，以下對新興薦證廣告相關議題，進行綜合分析。

第一節 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一、五種利益關係
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以下簡稱薦證廣告規
範說明）第 2 條名詞定義中規定「(三)利益關係：指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
僱用、贈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等關係。」其使用了「利益關係」。
相對於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2009），使用了重要關連性（material
connection）此一用語427，而此一用語也被加拿大所接受，明文寫於其廣告標
準協會 2019 年 1 月出版的「揭露指引428。
何謂重要關連性？美國原本的薦證廣告指引，並沒有明確整理包括哪些
類型，只提到會重要地影響該薦證可信度的關連性。在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
之揭露指引（2019）中，明確指出有五種關係，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
金，2.影響者收到免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
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
（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
。美國FTC在2019年11月出版的「設群媒體影響
者揭露101」中，簡化地說明所謂的重要關連性包括：「個人的、家庭的、工
作上的關係，或者財務上的關係，例如品牌商付費給你，或者提供你免費或
折扣的產品或服務。」
427

美國明文規定於 16 CFR § 255.5.
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 FTC2013 年的「.com 揭露」指引。其要求必須揭露的重要關連性
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
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
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 。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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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較後，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的利益關係，所涵蓋的僱用、贈
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關係，基本上涵蓋了加拿大五種重要關連性關係的
第 1、2、4 種，但「折扣」是否包含於「贈與」或「其他有償關係」
，並不明
確。另外，也未包含第五種「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關係，或者美國所謂的
「個人的、家庭的」關係。
因此，建議對「利益關係」之定義，明文增列「折扣」
，以及「存在其他
私人、家族之關係」。
建議修正條文
二、
（三）利益關係：
指薦證者與廣告
主間，具有僱用、
贈與、折扣、受有
報酬或其他有償
關係，或存在其他
私人或家族之關
係。

表 5-1 利益關係修正建議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的利益關
（三）利益關係： 係，所涵蓋的僱用、贈與、受有報酬
指薦證者與廣告
或其他有償關係，基本上涵蓋了加拿
主間具有僱用、贈 大五種重要關連性關係的第 1、2、4
與、受有報酬或其 種，但「折扣」是否包含於「贈與」
他有償等關係。
或「其他有償關係」
，並不明確。另外，
也未包含第五種「有家族或社會關連
性」關係，或者美國所謂的「個人的、
家庭的」關係。
因此，建議對「利益關係」之定
義，明文增列「折扣」
，以及「存在其
他私人、家族之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二、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
（一）條文架構問題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3 條第 5 款規定：「（五）薦證者與廣告主
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充分揭露。」第 5
條規定：「五、
（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
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

227

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都提
到「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且在條文之後提供了二個範例，一是在第 3 條下面的「範例六：某大專
學生為頗知名的視訊遊戲達人，在其所經營個人網誌或稱『部落格』上張貼
有關遊戲經驗之文章。其部落格讀者經常閱讀其所發表有關視訊遊戲軟硬體
之意見。某個新上市視訊遊戲系統之製造商依慣例免費寄給該學生一套新系
統，並要求他在部落格上撰寫評論文章。他測試了新的遊戲系統，並撰寫有
利的評論。因其評論是透過消費者自營媒體傳播，故其與廣告主之關係並不
顯著，讀者不太可能可以合理預期他免費獲得視訊遊戲系統以交換他撰寫的
產品評論文章，考量該視訊遊戲系統的價額，此一事實可能嚴重影響讀者對
其薦證內容之可信度評價。因此，該部落格須清楚明確地揭露作者收到免費
視訊遊戲系統之事實。製造商應在提供遊戲系統時，提醒並監督作者應揭露
此一關係。」二是在第 5 條所附之範例「範例：某一網路留言板專門提供
MP3 播放器使用者討論新的音樂下載技術。他們交換各種有關播放裝置的新
產品、新應用、及新功能。某家在播放裝置產品業界具領導地位廠商的一名
員工，其身分不為留言板使用社群所知悉，他在討論板上張貼促銷該製造商
產品的訊息。如果知道貼文者受僱於廠商，可能影響到他的薦證內容可信度。
因此，張貼者應清楚明確地向留言板會員及讀者揭露他與製造商的關係。製
造商應提醒並監督張貼者揭露此一關係。」
從上述條文架構與案例，可發現一個先決問題，第 3 條所講的薦證廣告
之真實原則，包含了所有媒體上的薦證廣告，並非只限於網路上的薦證廣告；
而第 5 條所講的薦證廣告之揭露義務，所約束對象只限於「社群網站之推
文」。但是第 3 條所附的利益關係揭露的案例，卻是「部落格」，屬於第 5 條
第 2 項所謂「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
，亦
即部落格貼文也屬於社群網站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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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先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倘若「薦證廣告規範說明」所要求的
揭露利益關係之薦證廣告，涵蓋所有媒體上的薦證廣告，而非只限於網路上
的薦證廣告，則第 3 條、第 5 條必須更加以釐清。若再詳細對照，第 3 條範
例 6，以及第 5 條之範例，均是參考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下之
案例而來，第 3 條範例 6 為第 255.5 條下之案例 7，第 5 條之範例為第 255.5
條下之案例 8。
本研究認為，第 3 條主旨在強調「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
，則是否要將「利
益關係揭露」放在「真實原則」下，可再思考。主要原因在於，違反薦證廣
告真實原則之處罰依據，主要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而違反揭露義務，根據
目前處理原則的立場，處罰依據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由於違反揭露義務，
並非廣告不實或引人錯誤（否則就應該可以根據第 21 條處罰才對），則為揭
露利益關係此點，似乎不應該放於第 3 條「薦證廣告之真實原則」下。
雖然，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在第 255.1 條一般考量因素的(d)，在講述
薦證廣告真實原則時，一併提到了應該揭露重要關連性。這或許是因為，在
美國不論是廣告不實或沒有揭露，處罰依據都是 FTC Act 第 5 條的「不公平
或欺罔行為」
，都是依照同一條處罰。但既然目前公平會立場認為，廣告不實
與為揭露利益關係，處罰依據為不同條文，則在「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下，
建議不宜將「未揭露利益關係」放在「真實原則」下，而應獨立放在第 5 條。
另外，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在第 255.5 條講述重要關連性揭露時，並
非只針對網際網路之薦證廣告，仍包含一般的電視廣告與電視節目中的置入
性行銷。但我國「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條，卻只針對「社群網站推文」，
未提及其他媒體的薦證廣告揭露，似乎不夠周延。
（二）其他廣告中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何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除上述美國和加拿大化約
的五種關係，但這五種關係是否都是「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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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2009）第 255.5 條的說明429，有的時候，
薦證者和廣告主的關係是「可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在第 255.5 條所舉
的 9 個案例中，但在其他案例中，則均應該揭露。以下先以 FTC 薦證廣告指
引第 255.5 條所附 9 個案例，思考哪種廣告形式下的利益關係，是非一般大
眾可合理預期者，而需要揭露。
表 5-2 媒體型式與利益關係的類型表
美國 FTC 薦證指引第 255.5 條之 9 個案例
臺灣對應思考
案例 1： 一藥廠委託外部的機構對其產品進行 臺灣應不允許藥物廣告。
研究。該藥廠決定該研究的所有主題（例如，檢
測該新開發產品的功效）且對支付該研究計畫相
當程度的經費，.....
案例 2：一電影明星薦證一特定食物產品。當然， 透過這個例子，以說明典型
該薦證必須符合第 255.1 條；但不論該廣告代言 的「明星代言廣告」，屬於
費為一百萬，或者是根據後一年度該廣告產品的 一般消費者可合理預期存
銷售量抽取一定比例利潤，都不需要揭露這樣的 在利益關係。
資訊，因為消費者一般會預期會有這樣的代言
費。
案例 3：在電視訪問節目中訪問一個知名的職業 此屬於名人專訪節目，但在
網球選手，.......自從她去某家診所（有寫出診所 節目中卻推薦其他產品服
名字）動了眼睛雷射手術後，她比過去看球看的 務。此種類型屬於「非一般
更清楚。.......消費者可能不瞭解，電視訪問中的 大眾可合理預期存在利益
名人討論到醫療手術，其實有拿錢這麼做，若消 關係」，應該要揭露。
費者知道有拿錢，可能就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名人
薦證可信度的評價。若沒有清楚、明顯地揭露該
運動員其實是在擔任該診所的代言人，這則薦證
很可能是欺罔的。
名人在社群網站上貼文推
假設，該網球運動員.......在社群網站中提到診所
薦一診所，若存在利益關係
的名字，讓她的粉絲閱讀她真實生活中發生的事
應該揭露。
情。
假設，在電視訪問節目中，該網球運動員所穿衣
名人在節目中穿品牌服
服上，印著她有薦證契約的運動衣公司的衣服，
飾，但沒有言語推薦，不屬
上面有該公司的商標。雖然該契約要求，她不只
於「薦證」。
是在網球場上穿著該球衣，也要在公開場合盡可
能穿著，但她在訪談中並沒有提到衣服或該公

429

16 CFR §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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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此時不需要揭露，因為在訪談中並沒有提到
該件衣服。
案例 4：一個止鼾產品的廣告中，一位醫師說他
多年來看了市場上出現了數打的相關產品，他認
為這個產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消費者會預期，
該醫師之所以出現在廣告中應該有被合理支付
報酬。然而，消費者不太可能預期，他對產品銷
售額可抽取利潤，或者他擁有該公司部分股票，
這兩種情況都會重要影響消費者對這則薦證廣
告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該廣告應該清楚和明顯
地揭露，該公司和該醫師之間的關係。
案例 5：一個餐廳的客人，既非公眾人物也不是
專家，廣告中出現坐在櫃臺旁。他被要求對於該
餐廳的新食物產品，給予自發的意見。首先假
設，廣告主在餐廳門口張貼公告，告知所有今天
進來的客人都會被廣告主訪問，然後出現在促銷
其新產品大豆蛋白「牛排」的電視節目中。這則
公告會影響這些客人薦證的可信度，因此，廣告
應該清楚明顯地告知觀眾，獲得這些薦證的情
境。
假設另一種情況，廣告主沒有在餐廳門口公告，
且是在問完客人意見後才告知該客人有「隱藏攝
影機」 ，則這些客人沒有理由知道或相信，他
們被錄下的反應將會被使用於廣告中。即便客人
後來被告知，要在廣告中使用他們的意見而支付
他們費用，這些事實不需要被揭露。
案例 6： 一電視購物節目製造公司，想要在車
輛添加物產品的節目中加入消費者薦證，但是因
為該產品還沒有上市，所以沒有真的消費者。製
作公司的員工翻看有興趣在節目中擔任「臨時演
員」的人員檔案，並找出那些對汽車有興趣的
人。這些臨時演員被要求使用該產品幾個星期，
然被向製作公司回報。他們被告知，如果被選中
在該產品節目中推薦該產品，他們會獲得微薄報
酬。觀眾不會預期到，這些所謂的「消費者薦證」
是被要求使用產品且因而才能出現在節目中的
演員，也不會預期他們有獲得報酬。因為該廣告
沒有揭露這些情事，其是欺罔的。
案例 7：一大學生是一個電動玩具專家，他經營

231

此屬於專家薦證，且應該是
電視廣告。倘若專家薦證與
產品的銷售存在利益關
係，應該要揭露。

此應屬於素人薦證。此則案
例稍微令人困惑，因為第一
段情境，並沒有接受「利
益」，所接受的利益大概就
是「會上節目」。此應不屬
於重要關連性。
而在第二段情境，其被接受
訪談前沒有接獲利益，故該
訪談意見為真實意見；但後
來被告知有錄影且可能會
支付費用，FTC 卻指出事
後支付費用不需要揭露。
由於此案例稍微令人困
惑，建議不列入我國參考。
此案例屬於電視購物節
目，且新產品的使用者為沒
有知名度的臨時演員，並有
收取報酬。故屬於「一般大
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
係」，應該要揭露。

此案例已經被放入薦證廣

自己的部落格，張貼他參與比賽的經驗談。部落
格的讀者常常搜尋他對於遊戲硬體和軟體的評
價。一如過去，一款新發行遊戲的製作公司計一
份該遊戲光碟給這個大學生，要求他在部落格上
撰寫相關貼文。他測試了新遊戲，並且撰寫了有
利的評論。由於他的評論透過消費者產生的媒體
（consumer-generated media）而散布，在這種媒
體中，他與廣告主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讀者不
太可知知道，他是免費獲得該遊戲軟體以交換對
該產品的評論，因而才對該遊戲給予評價，這個
資訊會實質影響讀者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
價。.......
案例 8：一個線上訊息討論區，專門是 MP3 愛
用者常常討論新音樂下載技術的討論區。他們會
在上面交換新產品、效用、新播放設備的功能等
資訊。一個播放設備領導製造商的一名員工，該
訊息討論區社群中並沒有人知道該員工的身
份，該員工在討論區中張貼訊息，推銷該製造商
的產品。若知道這則貼文者的員工身份，可能會
影響大家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貼文
者應該清楚且明顯地在訊息討論區的成員與讀
者，揭露其與該製造商的關係。
案例 9：一個年輕人註冊了一個「街道團體」計
畫，在該計畫中，團體成員只要向自己的朋友討
論到特定廣告主的產品，就會獲得點數。團體成
員可以用點數換獎品，例如演唱會票或電子產
品。這樣的誘因，會重要影響團體成員薦證的可
信度。這應該被清楚明顯地揭露，且該廣告主應
該採取步驟，確保他們會做這些揭露。

告規範說明第 3 條之範例
6。但該案例屬於部落格貼
文之案例。

此案例已經被放在薦證廣
告處理說明第 5 條之範例。

此案例並沒有指出是透過
哪種廣告方式向朋友推薦
產品。但此案例屬於素人薦
證廣告，利益關係屬於「獲
取點數換獎品」，或許可將
此案例稍加改寫，強調「獲
取點數換獎品」，也屬於需
要非合理預期而需要揭露
的利益關係。

資料來源：2009 年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
從上述案例大約可歸納以下重點：
典型的名人代言，且讓人很清楚該訊息是廣告，不需要揭露利益關係，
因為該利益關係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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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名人在專訪中提到自己使用的產品或服務，則需要揭露，因為該利
益關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 3）
若是專家薦證，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該專家有收取廣告代言費，此點不
需要揭露。但專家對產品或服務之銷售可抽取利潤，或者他擁有該公司部分
股票，則需要揭露。（案例 4）
電視購物節目上，看似素人的體驗薦證，實際上有收取利益，應該要揭
露（案例 6）。
網紅收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而在網路上貼文薦證，應該要揭露（案
例 7）。
自家公司員工在在論壇或用線上評論工具推薦自家產品或對手產品，應
該要揭露（案例 8）。
素人獲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在網路上薦證產品，應該要揭露（案
例 9）。
三、條文修改建議
經以上歸納後，提出下列第五條之修正建議。
建議修正條文

表 5-3 利益關係揭露調文之修正建議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五、
（利益關係之揭
露義務）

三、
（薦證廣告之
真實原則）
(五)薦證者與廣
薦證者與廣告主間
告主間具有非一
具有非一般大眾可
般大眾可合理預
合理預期之利益關
期之利益關係
係者，應於廣告中以 者，應於廣告中
清楚和明顯方式揭
充分揭露。
露。
五、
（利益關係之
薦證者在部落格、影 揭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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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益關係揭露的處罰依據與違
反真實原則之處罰依據若有不
同，建議不宜放在第三條，而應移
至第五條第一項。
二，原第五條規定以第二項方式，
說明「社群網站推文」包括「論壇
發言」，但論壇發言無法涵蓋各種
網站中允許的對產品或服務留言
分享使用意見。且「社群網站推

音分享平台、社群網
站、論壇上貼文分享
對商品或服務之意
見，或利用使用者評
論工具分享意見，如
薦證者與廣告主間
具有非一般大眾可
合理預期之利益關
係，應於該貼文或意
見中以清楚且明顯
之方式揭露。

薦證廣告以社群
網站推文方式為
之，如薦證者與
廣告主間具有非
一般大眾可合理
預期之利益關
係，而未於廣告
中充分揭露，且
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者，涉及違反
本法第二十五條
違反上述揭露義
規定。
務，且足以影響交易 前項社群網站推
秩序者，涉及違反本 文包括網路部落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客推文及論壇發
言等方式。

文」
，
「社群網站」是否涵蓋影音分
享平台，並不明確，而「推文」是
否包括「貼文」也不明確。故建將
目前已知的各種網路分享意見方
式，包括「部落格、影音分享平台、
社群網站、論壇」等，直接明文列
舉，並將「推文」改為「貼文」。
三，新興薦證廣告，參考歐盟、美
國、加拿大等指引或文件，均包括
使用者評論工具（users review
tool）
。原有的社群網站推文，並不
清楚包含此種使用者評論工具，故
也另外清楚增列。
四，原條文中所謂「充分揭露」，
參考美國與加拿大之指引，均要求
「清楚且明顯」（clear and
conspicuous）方式揭露。與充分揭
露的差異，可能在於，充分揭露雖
然可能揭露的很清楚，但未必適於
明顯位置或明顯方式揭露。因而，
參考美國、加拿大用語，改為「清
楚且明顯方式」揭露。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至於第五條所附案例，則建議二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建議，可考慮將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所附 9 個案例，
刪除第 1 個和第 5 個案例，其餘經過稍加修潤後，均附在第五條下當作範例。
第二種建議，則是將本研究上述將美國案例化約簡化後的 7 種基本情
境，附於第五條後當作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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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
一、可參考美國與加拿大揭露指引
關於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尤其是針對網際網路上的薦證，必須考
量到各種網際網路的媒體型式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揭露方式。例如，薦證
訊息若是影片，則揭露應該出現在影片中，而非出現在影片的描述文字中。
另外，如果影片是直播影片，由於消費者可能不是從影片一開始就觀看該直
播，故要每隔一段期間就重複該利益關係之揭露。由此例子可知，不同的媒
體型式，會影響揭露的方式。
本研究所蒐集整理的對象中，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均有提出具體的揭露
方式指引。美國和加拿大的具體指引，主要包括美國 FTC 的「線上揭露：在
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
（2013）
，以及「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
（2019.11）
，和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
。這三份文件各自以具
體案例和截圖，教導薦證者在不同的媒體型式，說明不同的揭露方式。
其中，「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由於年代較
早，其只針對部落格貼文，以及所謂的「空間有限廣告」，亦即 twitter 的短
貼文，如何清楚明顯地揭露，提出說明案例。而「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則化繁為簡，僅提出清楚與明顯揭露的最基本原則，而不
逐一以範例說明。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年代較新，且逐一
針對 Youtube 影片的揭露方式、Instagram 照片的揭露方式、Snapchat 的揭露
方式、Twitter 貼文的揭露方式、部落格接文的揭露方式等，逐一以截圖方式
舉例並說明。
因而，倘若公平會欲制訂某種指引，教導薦證者在網路上為薦證時，可
以遵循的揭露方式，以下提出二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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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種方式，僅提示揭露的基本原則
第一種方式，倘若不針對每一種不同的社群網站提供案例，說明各自的
揭露方式，而指提出最重要的揭露基本原則，則可參考美國 FTC「對社群媒
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
關於如何揭露的基本原則，以下附上「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
中「如何揭露」所提出的重點：
「如何揭露（How to Disclose）
要讓人們看到並瞭解該揭露。
將揭露放在難以漏看（hard to miss）的位置。揭露應該放在薦證訊息本
身之中。
揭露訊息如果只出現在「關於我」或者個人檔案頁中，在貼文或影片的
尾巴，或者任何需要人進一步點選才看到的地方，很可能會被漏看。
不要將你的揭露混雜在一群標籤和超連結中。
如果你的薦證是在Snapchat和Instagram Stories上的一張照片中，則要將
你的揭露加在該照片之上，並確保觀看者有足夠的時間注意到並閱讀到。
如果是在一影片中做薦證，該揭露應該出現在影片中，而不應只出現在
上傳該影片的說明描述中。同時透過聲音和影像呈現揭露，觀看者比較可能
會注意到。某些觀看者可能只看畫面不聽聲音，某些觀看者可能不會注意到
畫面上的字幕。
如果是在一即時串流直播（live stream）中做薦證，應該每隔一段就重複
做揭露，讓只看部分直播的觀看者也可以看到揭露訊息。
使用簡單和清楚的（simple and clear）的語言。簡單的例子例如，在難
以漏看的位置放上「謝謝Acme品牌提供免費產品」，通常就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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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使用「廣告」
（advertisement）
、縮寫的「ad」和「受贊助」
（sponsored）
這些詞，也足夠。
在空間有限的平台，例如Twitter，當Acme是一個品牌名稱時，使用「Acme
伙伴」（AcmePartner）或「Acme 形象大使」（Acme Ambassador），也是
可以的選項。
在揭露以外額外再加上標籤，例如「#ad」或「#sponsored」也很好，但
不是必要。
不要使用模糊或令人混淆的字眼，例如「sp」、「spon」、「collab」，
或單獨使用「謝謝」（thanks）或「形象大使」（ambassador）這些詞，且應
該盡可能避免使用其他縮寫或速記符號。
揭露所使用語言，應該與薦證使用語言相同。
不要假設平台的揭露工具以經足夠，但可以考慮在你自己好的揭露以
外，額外使用平台的揭露工具。」
三、第二種方式，擷取美國和加拿大具體案例，提供具體指引
第二種方式，倘若欲針對每一種社群媒體與貼文的特性，教導薦證者具
體的揭露方式，可綜合擷取美國「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
（2013）中對 Twitter 的案例，以及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的
其他社群媒體案例，綜合整理出一個完整的版本，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
為網紅與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引。
由於若在此處常識綜合整理出一個版本，會與本研究報告附錄七內容大
幅重複，於此暫予省略。但以下參考上述美國與加拿大之指引，嘗試整理不
同的薦證媒體類型，說明其揭露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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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各種媒體的具體揭露方式
不同網路媒體型式
揭露方式的重點
Youtube 影片
應該在影片中揭露，而非僅在影片上傳的描述文
或其他社群媒體影片
字中揭露。
但也應該在影片描述文字中揭露。
應該在影片開始頭 30 秒揭露，且不能只有字幕，
還要搭配聲音。
若是直播影片，應該在影片中每隔一段期間重複
該利益關係揭露。
不要僅仰賴平台的揭露功能。
Instagram 照片及說明文 揭露應該在說明文字的標題或頭二行出現。
字
可使用清楚讓人理解乃受報酬的井字標籤。
不要將利益關係揭露藏在一連串井字標籤中。
臉書照片及說明文字
揭露應該在說明文字的標題或頭二行出現。
可使用清楚讓人理解乃受報酬的井字標籤。
不要將利益關係揭露藏在一連串井字標籤中。
限時動態
揭露應該出現在該照片的上方。
揭露應該出現在該故事的開頭，且應該被口頭提
及與視覺展示。
如果 Instagram 故事是在一系列連續故事中的一
則，則該揭露必須在故事系列的一開始就揭露。
對多則獨立張貼的故事，每一則故事都應該有其
自己的揭露。
揭露應該指出，付費合作以及協助修改該內容的
品牌商。
部落格
揭露應該在連結網址（不論是否可以點擊）之前
出現。
twitter
揭露應該出現在文字描述的前二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廣告主及薦證者之具體裁罰考量因素
以下，針對薦證者是否應該受到處分，以及不實廣告之裁罰考量因素進
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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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
關於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負行政責任，提出以下看法:
（一）從競爭法觀點看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參與不實廣告之角色，以公平法第 21 條而言，有廣告主、廣告媒體業、
廣告代理業與薦證者。依第 21 條的規定下，只有廣告主需要負行政責任受到
公平會之處分，而其他人僅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因為從競爭法的角
度出發，不實廣告乃是破壞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主要影響
並主導的是廣告主。但要確認所謂的薦證者是否該當廣告主的要件，否則應
負廣告主責任。
在本研究報告的我國部分，討論過曾經處分名人廣告薦證者的全竹炭塑
身衣一案430中，公平會以薦證者與廣告主經由廣告媒體公司連繫，達成共同
刊播廣告之共識。彼此對於其薦證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有所認
識，並於客觀上共同參與促使不實廣告行為之實現，符合行政罰法第 14 條所
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要件，與廣告主均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課處薦證者 8 萬元罰鍰。但其後之行政院訴願會
的決議卻是否定公平會之部分處分，請公平會就薦證者的部份另為適當處
分。公平會再次處分仍認為薦證者違法，僅此次僅要求停止違法行為，而取
消罰鍰431。訴願會的決定書中提及，公平會制定之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要廣
告內容要反映薦證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且廣告要明示在某些設定的條件下，
消費者才能達到廣告宣稱之效果。但訴願會認為薦證廣告中這些規範係以廣
告主為規範主體，就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的內容而言，難以判定薦證者之責任
432

。且學者亦認為，適用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來追究廣告主責任，因為有

430
431
432

公平會 97 年公處字第 097078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8 年公處字第 098094 號處分書。
謝杞森，「薦證廣告與薦證者責任」，真理財經法學，第 6 期，64-65(2011)。

239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違法行為」之要件，主管機關要如何確實證明
兩者有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恐怕在此案中尚有不足433。
（二）薦證者之法律責任
以上所述，可以確認幾點：1.以目前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定，薦證人是以
民事責任為主。2 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薦證者之責任不夠明確，可以看
出廣告主是主要規範對象，但難以確認薦證者應該負擔之義務。3.薦證者未
揭露利益關係，屬於公平法第 25 條之規定，但公平法第 25 條之事業的範圍，
是否可認定較為廣泛？或者可引用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為據，認定薦證者
是故意與廣告主共同施行不實薦證廣告，容有爭論空間。4.現在許多社群網
站中有需多薦證商品的網紅可能自己亦同時販售商品，或許可以直接以廣告
主之行為處理。
表 5-5 我國公平法是否可直接處罰薦證者？
薦證者之類型

行為態樣

可能可以適用之法律條文

廣告虛偽不實或引

可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以其作為「廣告主」

薦證者身兼廣告主

人錯誤

進行處罰

（有產品分潤關係）

未揭露利益關係（欺

可直接以公平法第 25 條之事業加以處罰

罔）
廣告虛偽不實或引

公平法第 21 條第 5 項，負民事連帶賠償責

人錯誤

任

單純薦證者

公平會曾以行政罰法第 14 條所稱「故意共

（無法認定身兼廣

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要件，

告主）

處罰薦證者。但此見解有爭議。
未揭露利益關係（欺

是否可以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處罰單

罔）

純薦證者？涉及其是否屬於「事業」之範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3

同前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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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本研究所比較的主要國家中，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可能認為屬於
消費者保護法規，故處罰對象並不限於「競爭事業」
。以下整理美國、加拿大、
英國與日本規定。
1.美國
美國部分，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所處罰的對象，
並不限於參與競爭的事業。根據第 5 條(a)(2)規定：「委員會被授權避免，任
何人、合夥、公司，除本法第 57a(f)(3)所規定的銀行、儲存和貸款機構，第
57a(f)(4)所規定之聯邦信用聯盟、貿易相關法律所規範之大眾運輸，美國法
典第 49 本第 VII 章、A 節所規範航空載運和國外航空載運，以及受 1921 年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 法（經修正放於 7 U.S.C. 181 條以下）所規範之個
人、合夥和公司，除該法第 406 條(b)（7 U.S.C. 227(b)）之例外，不可使用商
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或者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
罔行為或手段。」條文中所規範的任何人、合夥、公司，並沒有限定於參與
競爭的事業。其次，其所禁止的行為，就商業上行為（in commerce），某程
度可解視為參與商業競爭；但就影響商業（affecting commerce）之不公平或
欺罔行為，既然稱之為影響，表示行為人本身雖然沒有參與商業競爭，但卻
從旁的影響商業競爭。因而，在 FTC 之薦證指引中可以看到，FTC 認為，就
參與不實宣稱或未揭露重要資訊的薦證者，一樣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第 5 條之行為，本身也會受到該條之處罰。
其中，在 16 CFR § 255.1 (d)中，為最關鍵的原則性規定。第一點，廣告
主除了薦證廣告中有虛假或未經證實之陳述要負責任外，並直接規範未能揭
露重要關連性也要負責。第二點，其規定「薦證者對於薦證行為過程中的陳
述，也要負其責任。」亦即呼應上述說明，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所處罰
的對象，也包括競爭事業以外之人，包括薦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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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拿大
加 拿 大 競 爭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加 拿 大 競 爭 署 （ 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
，其主管法律主要有四個法律，除了競爭法之外，另外還特別主管了
「消費者包裝與標示法」（Consumer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Act）。在加拿大
競爭法中，對於廣告有特別規定與處罰，競爭法的立法目的也提到包含保護
消費者。因而，就不實廣告的管制問題，加拿大競爭署也屬於聯邦的主管機
關434。
在競爭署所主管的競爭法中，對於不實廣告的處罰對象，乃是「任何人」
，
包括競爭法第 52 條及第 74.01 條等。競爭法第 52 條(1)規定：「任何人（No
person shall....）不得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的，或為
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透過任何方式，明知或重大過失對公眾為
表達，該表達在重要面向上為虛假或誤導性。435」第 74.01 條(1)規定：
「任何
人參與（A person engages in...）一個可審查之行為，其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
產品之提供或使用之目的，或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企業利益之目的.....436」此
外，本研究報告也指出，加拿大競爭署曾於 2019 年 12 月，主動寄發警告信
給大約 100 個從事影響力行銷的品牌商、廣告代理商。由於法條規定的是「任
434

OECD,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2008, at 77, avliable on
https://www.oecd.org/daf/competition/40898016.pdf.
435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52(1)(“ No person shall,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knowingly or recklessly make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436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1(1)(“ 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 74.01 (1)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a)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b)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that is not based on an
adequate and proper test thereof, the proof of which lies on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c)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a form that purports to be (i) a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a product, or (ii) a promise to replace, maintain or repair an article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repeat or continue a service until it has achieved a specified result, if the form of purported
warranty or guarantee or promise is materially misleading or if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spect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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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
，並沒有限於廣告主，也包括廣告代理商。在解釋上，加拿大競爭署也
可以直接處罰薦證者。
3.英國
英 國 部 分 ， 2008 年 保 障 消 費 者 免 於 不 公 平 交 易 法 （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CPRs) ）規範對象為商人
（trader）
。不公平交易法第 3 部分第 8 至 12 條所規定之罰則適用於違反本法
規定之商人。不公平交易法第 2 條將商人定義為，就某項商業行為，任何為
其事業之目的而作為之人，以及任何以商人之名或為其作為之人」（trader
means any person who in relation to a commercial practice is acting for purposes
relating his business, and anyone acting in the name of or on behalf of a trader.）。
從前述第三章第五節英國 CMA 調查 Alexa Chung 等案來看，網路影響
者應屬不公平交易法意義下之商人無疑。CMA 對這些網路影響者進行調查。
受調查之網路影響者亦提出改善其社群媒體貼文揭露之承諾，包括將遵守
CAP 守則，特別是第 2 條及 第 3 條，並尊重 ASA 之相關指引。
4.日本
日本贈品表示法原屬於競爭法範疇，歸管於日本公平會。因此，最初的
贈品表示法就僅規範廣告主，完全未論及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業與薦證者。
這樣的思維應是從前述的競爭法觀點出發，廣告主才是不實廣告中主要影響
公平競爭的角色。如今將其移至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領域，贈品表示法仍是僅
規範廣告主。
然而，其他有包含廣告問題規範的法規，如本研究日本部分所提及之「健
康增進法」第 65 條有關禁止誇大表示，則是「任何人」都不可對於以食品名
目為販賣之物之相關廣告或其他表示做出與事實不符或顯著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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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此規定下則可對於廣告主以外其他相關者進行規範。這也是區分贈品表

示法與其他有規範不實廣告之其他法規間之差異與分工合作的要素之一。
表 5-6 各國不實廣告主管機關是否可直接處罰薦證者
國家
美國

一般不實廣告主

性質

管機關
聯邦交易委員會

不實廣告處

可否直接處罰

罰對象

薦證者

兼 具 競 爭 法 與 消 任何人

可

費者保護
加 拿 競爭署

兼 具 競 爭 法 與 消 任何人

大

費者保護

英國

日本

競爭及市場委員 兼 具 競 爭 法 與 消 任何人
會

費者保護

消費者廳

消費者保護

事業

可

可

不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裁罰之考量因素
（一）我國目前裁量之現狀
依現行公平法第 42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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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並未特定如何對違法者在裁處金額上之
437

健康增進法第 65 條：
「
『何人』も、食品として販売に供する物に関して広告その他の表
示をするときは、健康の保持増進の効果その他内閣府令で定める事項（次条第三項におい
て「健康保持増進効果等」という。
）について、著しく事実に相違する表示をし、又は著
しく人を誤認させるような表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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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而公平會的處分書中多會引用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處罰罰鍰應審
酌之事項」其內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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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常見公平會在不實廣告相關案例之處分書中，對於案件處分罰鍰金額之考量
敘述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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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因為公平法第 42 條並未如公平法第 40 條第 2 項對於違反第 9 條（濫用
獨占力行為）與第 15 條（聯合行為）之違法行為，被認定情節重大者，得處
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不受該條第 1 項之限制439，所以
亦無本條第 3 項：「前項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計算、情節重大之認
定、罰鍰計算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所謂罰鍰計算辦法之制定。所以，
目前公平會依前述之公平法第 42 條之規定，並參酌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處
罰罰鍰應審酌之事項」來決定裁罰金額應是妥當。基本上，因為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審酌事項有多項，且其中有動機、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的態度等，較
難以量化之因素，給予主管機關有較大的裁量空間。

438

公平會 109 年公處字第 109057 號處分書。
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得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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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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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國家之情況
1.美國與加拿大
在美國部分，關於違法薦證廣告之裁罰考量因素，根據本研究計畫所整
理的美國四個案例中，有二個案例起訴於法院，可供參考。請求被告賠償（罰
款）的部份，主要就是「剝奪不法利得」
。看似金額不低，但實際約定判決中，
就約定只要如實繳交其中 1/10，並遵守其他命令，其餘就不會追繳。四個案
例中，二個判決最後有約定罰款部分。另外一個行政起訴，有約定給予 10
萬金額，但並沒有明確說明是罰款，也沒有交代計算根據。請參考本計畫的
美國法與案例部分。至於加拿大的 2015 年貝爾案，因為也是行政和解，和解
書中並沒有特別交代 125 萬加幣的計算基礎。
所以，在美國的裁罰考量，以廣告所得之不當得利為重要的因素。而我
國則除了斟酌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則尚可斟酌預期之不當得利。
2.日本
日本的部分，贈品表示法規定違法之事業在行政責任部分主要有「措施
命令」與「課徵金納付命令」兩種。前者主要是要求違法事業停止違法行為
並禁止再犯。而後者的部分則是有課處罰鍰。在課徵金的部分，其金額計算，
原則上是以事業進行不實廣告之期間為基本計算期間(第 8 條第 2 項)，並以
銷售金額 3%為課徵金金額(第 8 條第 1 項)。其計算方式相當類似我國公平法
第 40 條第 2 項對於濫用獨占力、聯合行為而情節重大者之規定，可以事業上
一會計之銷售金額之一定比例來計算罰鍰金額的作法。以目前我國公平法的
規定方式，若公平法也要將不實廣告之罰鍰處分如情節重大之濫用獨占力與
聯合行為般加重，恐怕需要考量與其他違法行為責任間之平衡。再者，日本
課徵金之計算相當仔細，消費者廳另定「有關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法第 8 條
之考量」處理原則，詳細規範課徵金的對象、算定方法等。以及成為贈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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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法中課徵金對象之事業必須是有怠於相當之注意，還須處理事業主觀上的
認知問題。雖然未必要採用類似課徵金制度的裁罰方式，但對於透過自主申
告制度，一方面減輕廣告主之責任，主要還能減輕主管機關的調查困境。以
及自主退款措施，透過對受害消費者退款來減輕廣告主之處分責任，似乎是
個能夠同時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作法，皆可做為我國參考的可能性。
是故，若臺灣亦想加重包含薦證廣告之不實廣告違法事業之責任，需要
考量的部分甚多。目前讓公平會有較具彈性之裁罰基準，不失為是好的方法。

第四節 其他規範業者之方式
在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網紅，擁有自己的追蹤者的前提下，幾乎每個上社
群網站者，都可能會從事薦證行為。因而，人人都在從事薦證行為，也幾乎
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揭露利益關係的情況下，做為薦證廣告的主管機關，除了
裁罰之外，有無其他的執法手段或方式？
經過本研究整理各國經驗，至少發現有以下三種手段，是除了直接調查
裁罰手段以外，可以進行的手段。
一、自律規範
本報告第三章第四節介紹英國時，提到英國對廣告業之管理，採取業者
組成自律組織，由自律機構優先執法之方式。英國廣告自律制度產生於 1961
年，當時廣告英國廣告業界（代理商、媒體及廣告主）組成廣告實務委員會
（CAP）並制定廣告實務守則。隔年 CAP 設立廣告標準機構（ASA）作為執
行守則之獨立管制者。
對於不遵守的事業，ASA 有多種制裁方式。當 ASA 認定行銷訊息違反
守則規範時，會要求應負責的行銷者將之修正或撤除。願意配合者占大多數。
若拒不配合，ASA 得採取其他可行的制裁措施。制裁手段包括負面宣傳
（adverse publicity）
、媒體空間之拒絕（denial of media space）
、交易特權及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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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trading privileges and recognition）之撤銷或限制以及發布前審查
（pre-publication vetting）等。制裁的重點在於確保不合規定的行銷訊息之修
正、撤除或盡速停止。制裁之施加不限於經正式調查之案件。若系爭行銷訊
息明顯具有誤導性或冒犯性，亦得對於未經投訴或尚在調查期間者採取制裁
措施440。
對於廣告業界的自律，吾人當然樂觀其成。但若要將英國式的廣告自律
機制移植到我國則似無必要。英國當初創設自律制度，是當時廣告業界為避
免國會引進美國直接立法管制模式所採取的對應措施441。一方面，我國已採
取接近於美國模式，並無英國在上世紀 60 年代廣告自律制度產生之時空背
景。另一方面，現行英國廣告自律制度的實際運作是公私部門經過長期實踐、
磨合的結果。對我國而言，此並非適合透過法律移植學習模仿的對象。
二、警告信
在所研究對象中，發現美國和加拿大主管機關，都曾經對主要的廣告主，
尤其是委託大量網紅從事網路薦證行銷的廣告主，寄發教育信和警告信。
之所以沒有直接裁罰，而是以寄發教育信和警告信的方式，主要原因為，
不論事業（廣告主）和網紅，可能對於在網路薦證時是否要揭露利益關係，
並沒有清楚的認知。因此，在美國或加拿大尚沒有處罰案例前，廣告主和薦
證者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違法。因此，美國 FTC 和加拿大競爭署，
都各自以寄發警告信和教育信的方式，告知業者應正確的揭露，避免觸法。
以美國經驗為例，2017 年 4 月 19 日，FTC 新聞稿指出，其在審查了名
人、運動員和其他影響者在 Instagram 上的貼文後，決定寄出超過 90 封信件
給影響者（influencers）和廣告主（marketers），提醒他們，影響者在社群媒
體上促銷或推薦產品時，應該以清楚和明顯的方式，揭露他們與品牌商之間
440

The CAP Code, p. 107.
ASA/CAP, ‘Our History’,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our-history.html#1961%20onwards.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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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442。但 FTC 是如何挑選這些影響者和廣告主呢？當時是消費者組織
Public Citizen 及相關機構，對於 Instagram 上的影響者行銷和貼文提出檢舉，
經由 FTC 員工審查後，才決定寄出提醒信。這是 FTC 員工第一次直接對社
群網站影響者進行教育的舉動443。另外，2020 年 3 月，FTC 對 Teami 減肥茶
一案，正式將 Teami 公司起訴於佛州法院。同時，在 FTC 新聞稿中，也提到
對替 Teami 公司擔任薦證者的 10 位影響者，寄發警告信444。故由美國經驗可
知，FTC 寄發廣告信的對象，主要是因為有人提出檢舉，FTC 才針對這些網
紅與廣告主進行警告。
相對於美國是因為有人檢舉才寄出警告信，加拿大則是主動出擊。2019
年 12 月，加拿大競爭署發出新聞稿，說明其主動寄發警告信給大約 100 個從
事影響力行銷的品牌商、廣告代理商，警告它們，要確保它們的影響者的廣
告行為，符合加拿大相關法規445。這些品牌商/廣告代理商，主要是競爭署近
期對影響力行銷，在健康產業、美容產業、流行產業、科技產業、旅遊產業
所做的最新調查之後，所整理出來的重要廠商446。
綜合美國與加拿大經驗，一方面，我國公平會或許可掌握國內主要的廣
告代理業者，甚至前 100 名的網紅，主動寄發警告信，告知其應該注意到利
益關係的揭露。二方面，倘若有人主動提出檢舉，對於廣告主（事業）
，或許

442

FTC, press release, FTC Staff Reminds Influencers and Brands to Clearly Disclose
Relationship, April 19, 2017,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
ly-disclose.
443
Id.
444
FTC, press release, FTC’s Teami case: Spilling the tea about influencers and advertisers, Mar 6,
2020,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blogs/business-blog/2020/03/ftcs-teami-case-spilling-tea-about-i
nfluencers-advertisers.
445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News Release, Influencer marketing: businesses and
influencers must be transparent when advertising on social media,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12/influencer-marketing-businesses-andinfluencers-must-be-transparent-when-advertising-on-social-media.html（最後瀏覽日期：
2020/8/5）.
44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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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調查與裁罰，但對於網紅，由於其可能不清楚揭露義務，故可對這些
網路寄發警告信，並教育其未來應如何為利益關係揭露。
三、透過廣告主教導與監督網路薦證者
由於事業付費給網紅和素人，這些網紅和素人的數量眾多，與其要求執法
機關對每一個網紅或素人進行聯繫、調查、警告，有一種方式乃是透過廣告
主，課予廣告主義務，要求廣告主教導網路薦證者的揭露利益關係義務，並
且監督他們的貼文是否合法。
在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2009）第 255.1 條的最後一段中，就已經提
到，廣告主應該協助薦證者，監督他們的薦證貼文。該段文字為：
「為了限縮
其潛在的責任，廣告主應該確保該廣告服務有提供指引給部落客，並訓練部
落客，讓他們瞭解必須確保所為的陳述是真實且經過證實。廣告主也應該監
督付費促銷其產品的部落客，當發現有問題時，採取必要步驟以停止該欺罔
表達的持續公開。447」
另外，在 FTC 薦證廣告指引（2009）第 255.5 條關於重要關連性揭露的
案例 7 中，也以實例說明，廣告主應該建立某種程序，監督薦證者的貼文是
否滿足了揭露義務：
「案例 7：一大學生是一個電動玩具專家，他經營自己的
部落格，張貼他參與比賽的經驗談。部落格的讀者常常搜尋他對於遊戲硬體
和軟體的評價。一如過去，一款新發行遊戲的製作公司計一份該遊戲光碟給
這個大學生，要求他在部落格上撰寫相關貼文。......製造商也應該在提供遊戲
軟體時建議他應該揭露這個關係，且製造商應該建立內部程序以監督他在貼
文時是否有揭露該訊息。448」
因此，FTC 已經在指引中說明，廣告主有義務教導與監督薦證者，尤其
是網路上的素人或網紅，如何進行利益關係揭露。之所以要求廣告主有教導
447
448

16 CFR § 255.1.
16 CFR §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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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監督義務，是因為，這些網紅或網路素人，並非專業廣告公司，並不一定
知道從事業配廣告要揭露其利益關係。
在本研究報告所整理的 FTC 執法案例中，在 2019 年 UrthBox, Inc.案及
2020 年 Teami, LLC 案中，FTC 與被裁罰事業的裁罰和解約定中，都要求被
裁罰事業應該約定，對網路素人或網紅的薦證貼文，應該進行某種監督。例
如，以 2020 年 Teami, LLC 案449為例，在約定法院命令內容中，有一項很清
楚的約定內容，要求廣告主如何監督薦證者（詳細內容參閱本報告第三章一
節部分）。

第五節 與其他法規範之關係
一、各種廣告規範之關係、主管機關之管轄
（一）與消費者保護法間之關係
以本文中討論的日本贈品表示法可知，贈品與廣告的問題，一方面是破
壞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另一方面也影響消費者正確的交易判斷與
選擇。所以關於不實薦證廣告與其他不實消費資訊之行為，是同時涉及競爭
法與消保法領域的議題，在我國亦是相同。所以，贈品表示法才能從競爭法
領域轉換成消保範疇。
消保法第 22 條是對於廣告之規範，但與公平法間該如何適用，在本研究
報告的我國法部分已經有所論述。基本上，消保法的民事法的性質比較強，
主要所規範之消費行為，大約分為特殊侵權行為（第 7 條起之商品製造人責
任）以及契約（定型化契約與通訊交易、訪問交易等特種交易）
，廣告的議題
則屬於消費資訊規範，但仍與契約議題相當有關係亦同時牽涉損害賠償問
題。雖然亦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市政府（尤其消保官之設置）
，但
449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Stipulate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Monetary Judgement, (M.D. Florida, 3/17/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teami_-_entered_stip_o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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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屬於解決此等消費糾紛之監督輔助角色。相對的，公平法在執行運作上則
是由主管機關公平會所主導，並由該法相關規範之行為類型容與違法責任觀
之，本法是行政法性質較強之法規。
所以，在不實廣告的問題上，關於契約與其履行相關問題，可以消保法
為主來解決消費者與廣告主間之交易爭議。若要追究廣告所引起之損害之相
關損害賠償責任，則消保法與公平法皆有相關之規定。只是，消保法第 23
條僅規定廣告主與廣告媒體業的損害賠償，公平法則有規定廣告代理業與廣
告薦證者之民事賠償責任。且兩法雖然皆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但對於行
為人之主觀要件與賠償金之倍數並不相同。此外，而消保法第 22 條第 1 項雖
有規定：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但卻未有相對應之行政罰則，
而公平法則對於不實廣告與資訊有相關之行政責任規定（第 42 條），所以，
相對於消保法第 22 條是解決廣告主與消費者個案交易爭議為主，公平法第
21 條則是能夠全面性地要求停止或更正不實廣告並課處適當罰鍰。但消保法
也行政監督的相關規定，可以透過各縣市政府與消保官就近為消費者把關消
費者權益。
於新興薦證廣告的實務上，若廣告引起民事交易糾紛，適合透過消保法
來進行解決。消保法除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外，尚有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為地方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皆設有消保官以及消費者服務中心，除了可以
協助申訴、調解等消費爭議之解決外，亦可就近為消費者解答消費問題之疑
惑，或主動出擊為消費者把關（例如嚴格監督常有消費爭議之旅展等活動等，
或者定期對企業經營者進行各項與消費者權益相關之稽核等）
，亦可以結合民
間消保團體，為消費者權益之相關資訊進行宣導與教育，防範消費者被害於
未然。尤其是新興的薦證廣告模式，消費者可能被誤導而不自覺。所以中央
及地方消保機關對消費者的教育與宣導，以及地方政府就近的監督，應該對
維護消費者權益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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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平會從不公平競爭的角度下，對於不實廣告之違法事業進行處分，
讓其停止違法行為，並可透過高額罰鍰遏止其再犯，以及其他事業引以為鑑。
公平會適用公平法處理不實廣告問題，不僅是維護了事業間的競爭，亦可藉
此讓消費者不再受害於不實廣告。公平法對於廣告的規範不僅有縝密的公平
法第 21 條，尚有第 25 條。可以防堵新興薦證廣告衍生的多樣化問題（例如
廣告中未揭露薦證者收受廣告主利益之關係等）
。另有相關的處理原則或規範
說明，所以公平會透過公平法以追究違法事業之行政責任為主，亦有其非常
重要的作用，若公平會透過公平法能有效遏止不實廣告，亦能同時保障消費
者利益。
公平法與消保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可說是各司其職，互相互補，可
為消費者權益把關的同時，也顧及公平之競爭。
（二）與其他廣告規範與主管機關之管轄
1.我國目前之現狀
因為除了公平法之外，其他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皆有針對廣告進
行規範。有關廣告規範公平會與其他主管之間的管轄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是
個重要的議題。目前，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 15 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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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
項分工結果，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如附表一」
，附表之內容如下
450

：

一
二

450

表 5-7 各主管機關對於廣告執法之分工表
案件類型
主管機關
商品或服務之廣告內容宣稱、暗示或影射具醫 衛生福利部
療效能者
食品、健康食品、市售乳品、化粧品、藥物等 衛生福利部
之標示及廣告

https://www.ftc.gov.tw/upload/28800f0b-b30c-4329-85d8-ab6deea899c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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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醫療廣告
人體器官保存庫之廣告
一般商品之標示
銷售種苗之標示

七

農藥、肥料、飼料、種畜禽或種源、動
物用藥品、寵物食品等之標示及廣告
於批發市場階段之農產品標示、市售包
裝米之標示、產銷履歷之標示、有機食
品之標示及廣告
農產品廣告、於零售市場階段之農產品
標示、市售包裝米之廣告
獸醫師對其業務所登載之廣告

八

九
十

十一 菸酒標示、酒品廣告
十二 已立案之補習班廣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推介就業或招募員工有不實廣告者
職業訓練機構之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不實者
旅遊服務廣告
證券或期貨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者

十七 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格而刊登廣告使人
誤認有會計師資格之案件
十八 涉及金融相關法規規範之廣告
十九 有關移民業務廣告
二十 不動產經紀業廣告，屬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規範範疇者
二十 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
一
二十 其他經本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結果，或依特
二
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先由他機關處理者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
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財政部國庫署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勞動部
勞動部
交通部觀光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其他機關

資料來源：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附表 1。
公平會並編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就不實廣告標示類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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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工彙編」
，整理上述表格中所列法規中關於廣告規範之條文。目前公平
會的實務執行上是採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公平會的方
式為之。這是尊重各法規之規範目的不同，公平法並未針對特定產業或商品、
服務，所以當有其他有特定對象之法規，應先適用，且由其主管機關來處理，
應較為專業。
上述之法規，有些規範標的與行為明確，例如「藥事法」中對於藥品有
明確定義，非藥商不得為藥品廣告，且明確規定不可為之廣告方式（第 68
條，藥物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者。二、利用
書刊資料保證其效能或性能。三、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四、以其他不正當
方式為宣傳）
，非本法所稱之藥物，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宣傳。如此規範
下，應可明確區分公平會與藥事法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間之管轄。但亦有
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食安法」）中對於廣告之規範（第 28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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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食品是民生必需品，品項琳瑯滿目，難以明確定義。且此條文亦是屬於
比較抽象地規範「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似乎可以涵蓋之範圍相當廣泛，是否可認定應全屬衛生福利部所管轄，可能
上有疑問。例如公平會處理過「冬蟲夏草菌絲體商品」的案例451，但該商品
是否是非藥品卻宣稱療效，或者有可能屬於食品的誇大廣告？仍有存在模糊
的空間。
如何處理可能屬於模稜兩可的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避免出現有空間而互
踢皮球之窘境，可能是今後公平會與其他機關應該考量的問題。本報告所涉
及的新興薦證廣告，主要的問題在於未揭露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此種未
揭露問題，公平會認為不屬於公平法第 21 條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

451

公平會 100 年公處字第 10020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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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因而，對於網紅於食品、化妝品廣告中，未
揭露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無法依據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之「虛
偽或誇大之情事」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有不實、誇張
或易生誤解之情形」加以處理。對於新興網紅薦證廣告未揭露利益關係的行
為態樣，應僅有公平會具有管轄權。
因而，產生一個細微的差異，倘若對食品、化妝品為不實廣告，衛生福
利部和公平會均有管轄權，但經過協調後，主要管轄由衛生福利部負責；但
對於食品、化妝品做薦證的網紅未揭露利益關係，僅有公平會具有管轄權。
在此背景下，倘若某一網路食品或化妝品廣告，同時涉及內容有不實誇大，
以及未揭露利益關係之情事，到底應該由哪一主管機關進行管轄？同一個案
件，最後僅由同一個機關處理較妥當。因此，對於此種「可能同時涉及廣告
內容不實誇大及未揭露利益關係」之網紅行銷問題，由公平會與其他各領域
主管機關再次進行管轄協議。其中一種可能性為，由於這種情況下已經出現
廣告不實，未揭露利益關係相對情節較小，故僅由各該事業主管機關處理即
可。
2.其他國家之現狀
(1)美國部分
從本研究的美國法部分可知，以美國 FDA 與 FTC 之間，在 1971 年
FTC-FDA 諒解備忘錄，協議兩機構間的分工合作。其後兩機關仍針對歷經多
次不同法規之修訂或新增，不斷調整協調。總言之，兩機關雖有分工合作的
部分，但仍不斷有相互合作之機會。關於此部分，請詳見本研究報告中美國
法的部分。
(2)日本部分
在日本部分，因為有贈品表示法之專法，所以對於同時攸關公平競爭與
消費者權益之不實廣告問題，當政府決定消費行政一體化後，可以輕易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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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主管機關從日本公平會移轉至消費者廳。而在成為以消費者權益為前提
的贈品表示法，如何處理與其他法規中有關廣告之規範？如研究報告中提及
的「健康增進法」
，或者其他「藥事法」
、
「醫療法」等，基本上皆與一般消費
者有關係，所以，對於可能競合或者如何區別的問題，乃由消費者廳來負責
整合。例如贈品表示法與健康增進間對於廣告規範的區別，以及如何判斷與
處理，消費者廳定有「有關健康食品在贈品表示法即健康增進法上之留意事
項」
。而近來因為食物的廣告表示屢有爭議，還在消費者廳網站上設立「食品
表示等問題對策專用網頁（食品表示等問題対策専用ページ）」來對應相關食
品廣告等問題。
二、負面薦證廣告與損害名譽、誹謗之關係
關於負面薦證廣告與誹謗（包括民事上的侵害名譽，以及刑事上的誹
謗）
，兩者的競合關係為何？首先，由於民事上的侵害名譽、刑事上的誹謗罪，
均屬於當事人自行發動、在法院前進行訴訟程序，與行政機關管理負面薦證
廣告，屬於行政機關管理事項，兩者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其構成要件，法院
屬不告不理、被動處理，行政機關則只要有人檢舉，則需依法行政進行處理。
在過去我國案例中，不乏有個別素人，在對某商品或服務消費後，在網
路上張貼評論，而被該商家提告認為侵害名譽。首先，由於所評論內容乃對
商品或服務之體驗的描述，除非有刻意捏造的不實內容，否則要構成民事上
損害名譽或刑事上誹謗，亦即要證明體驗是不實的，才有可能成立。其次，
倘若這些個別素人是出於自己主動貼文評論，背後沒有所謂的廣告主時，並
不算是所謂的「廣告」
，因而無從以廣告的相關法規進行處理。因此，倘若內
容真的不實，被害人只能提起民事上的侵害名譽或刑法上的誹謗罪。
在本報告所研究國家中，發現英國有一則案例，恰巧屬於負面薦證廣
告，但當事人僅提起民事損害名譽請求賠償之案件。該案為 2015 年 Bus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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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Firm v. Jason Page 案452，原告為一所美國律師事務所及其主持律師，被
告則為和父母同住在英國 Telford 的 20 歲青年 Jason Page。被告於 2012 年 1
月 27 日在 Google 地圖上張貼對於原告之具有毀謗性之負面評論。直到被告
主動移除為止，此貼文在網路上張貼了約一年之久。原告提出之證據顯示，
被告曾於推特上貼出廣告，宣稱自己願意透過 Fiver.com 網站，以 5 美金的對
價，張貼「回饋」
（feedback）或「薦證」
（testimonial）
。法官認定這就是被告
以素無淵源的原告為攻擊目標的動機。高等法院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 5 萬英
鎊之毀謗損害賠償金。
從此案例可推測，應該沒有證據證明被告確實有廣告主，所以原告無從
對廣告主提起何種法律行動。至於對薦證者，此種無法確定背後有廣告主的
評論，無法認定屬於廣告，或許也無法以廣告方面的法律加以制裁。
倘若這些看似素人的貼文評論，後面有廣告主提供利益，則在民事侵害
名譽上，背後的出資者可能會構成民法第 185 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在刑事
誹謗罪上可能構成共同正犯。負面薦證廣告由於背後有廣告主，則這則貼文
就可以被認定為「廣告」，而行政機關公平會就可以對廣告之「事業」，亦即
廣告主進行裁罰。此時，廣告主既然可能構成刑法誹謗罪之共同正犯，或面
對行政罰，是否會有行政罰與刑罰兩者的競合關係？
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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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來，上述情境下，
背後的廣告主可能同時觸犯刑法誹謗罪之共同正犯，以及面對行政罰，似乎
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但應進一步判斷，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所謂刑事法律，
是否屬於非告訴乃論？倘若屬於告訴乃論，當被害人沒有提起告訴時，刑事
程序根本無從發動，此時行政機關仍依依照行政法規進行處理裁罰，而不需
452

Bussey Law Firm PC and Timothy Raymond Bussey v Jason Page (aka Jay Page) [2015]
EWHC 563 (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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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待沒有發動的刑事程序。倘若被告人有提起刑事告訴，行政機關就罰鍰
部分，只能先等待刑事程序之處理結果；但對於其他種類行政罰，尤其是「命
停止為一定之行為」，則無庸等待刑事程序之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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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報告旨在於研究新興薦證廣告所可能產生的競爭法相關議題，尤其針
對部落客（初代網紅）與新興網紅之新興薦證廣告可能產生之競爭法議題進
行研究與分析。
首先，本報告第二章分析了新興薦證廣告之實際運作方式。其中，新興
薦證廣告也包括了素人負面薦證廣告，但這種負面手法較不會浮出檯面，所
以無法取得具體數字描述整個網路薦證廣告產業的發展。因此，第二章主要
集中在，各種網路媒體上的網紅，如何經營自己的粉絲群，並向自己的粉絲
群推薦商品或服務。本報告彙整實際統計數字，說明在臺灣廣告產業中，目
前將廣告金額投入給網紅行銷的比例。其中，2020 年 6 月的調查報告顯示，
臺灣數位廣告 2019 年總投入為新臺幣 458.41 億元，其中有 68.93 億元投入口
碑/內容行銷，佔 15.10％。這中間的 48.2％，約 33 億元新臺幣，是分配給網
紅業配金額，可見網紅行銷的發展越來越蓬勃，成為廣告管道的重要方式之
一。該章也分別介紹在臉書上、Youtube 上、Instagram 上、Instagram 限時動
態上、部落格上、Twitter 上的不同網紅的行銷操作手法。
其次，本報告也整理分析，這類新興薦證廣告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因素，
並利用卡尼曼的「快思慢想」模式，說明為何消費者會受到網紅薦證廣告的
影響與效果。本研究從卡尼曼的系統思考模式和 ELM 模式來探討網紅薦證
廣告。結果證實網紅薦證廣告容易觸動消費者系統一思考，且能策略性地操
弄（如損失規避、樂觀偏見、月暈效果、捷思、替代、錨點等系統一特質），
避免消費者進入系統二思考。大多數個案均未具體揭露網紅與產品所屬廠商
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在薦證廣告後面才揭露。此操弄方式會讓消費者錯誤歸
因網紅與廠商無關，使得網紅得以發揮個人影響力或口碑效應
（word-of-mouth effect）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若網紅於薦證廣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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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揭露其與廠商之關係，會大大提升消費者防衛心，對網紅推薦的產品可信
度也會受到影響，所以許多網紅對於揭露與廠商之間的關係都避之唯恐不及。
本報告第三章，則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
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我國
借鏡。此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要說明報告，或者重要的
執法指引，本報告均完整翻譯，附於本研究報告之附錄。
第一節美國部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為，薦證廣告未揭露
與廣告主之利益關係，也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欺罔行
為」。FTC 在 2009 年發布了「有關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其中對於薦證
廣告必須揭露與廣告主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並舉出具體範例
說明何種情境下為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此外，FTC 在 2013
年出版「.com 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其中所舉案例中，特別
針對 Twitter 等空間有限媒體的網紅薦證廣告，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受廣告
主的利益，輔以截圖以具體案例說明。在 FTC 執法活動上，一方面 FTC 曾
經多次教育與警告網紅業者的貼文問題，二方面 FTC 在 2019 年至 2020 年，
陸續公布四則與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二則案例是 FTC 自己行政裁
罰，二則案例則是 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上述這些指引與具體案
例，均值得我國參考。
第二節加拿大部分，加拿大競爭法第 52 條、第 74.01 條、第 74.02 條，
乃規範不實廣告與薦證廣告等條文。另外，在官方說明與指引中，加拿大競
爭署於 2015 年出版「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
（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 1 篇（Volume 1）的第 3 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
；另外在 2018 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 4 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其中最重要的說明在於，加拿
大受到美國影響，認為未揭露影響者與廣告主間之重要關連性資訊，也一種

261

欺罔。此外，加拿大尚有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此一自律組織，在廣告標準協
會的廣告標準準則中，也明確提到，影響者必須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連
性資訊。該協會並在 2019 年 1 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
該份指引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方式
替廣告主貼文薦證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透過截圖
與案例情節，做了詳細的原則性說明，對我國有高度參考價值。在競爭署執
法上，2015 年曾經有一則案例處與虛假網路評論，2019 年底則對品牌商、與
廣告代理業者寄出警告信。
第三節歐盟部分，歐盟對於業者之廣告行為或不公平商業行為，主要為
2005 年之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以及附件之行為清單，該行為清單第 22 點，
不實宣稱或讓消費者產生錯誤印象，認為該交易者並非為了他人而為行為，
或者不實地表達自己是一消費者。此點就是典型的網紅薦證廣告若沒有清楚
揭露利害關係，亦可能違反該指令。由於其只屬於指令性質，需要各會員國
轉化為國內法，因此歐盟並無具體的執法案例。另外歐盟執委會在 2016 年另
外出版「執行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指引」
，其中對於線上評論與社群媒
體上可能出現的不公平行為，有少數若干說明。此外，歐盟也有廣告業者的
產業自律規範，在歐盟曾經有一個歐盟廣告標準聯盟，並提出了影響力行銷
最佳實務建議，其對影響者在做貼文行銷時的揭露與要求，提出了清楚的說
明指引。
第四節英國部分，主要法規為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其
乃轉化歐盟 2005 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國內立法，故其內容與歐盟指令內
容幾乎相同。尤其在該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行為清單中，第 22 點與前述歐盟
行為清單禁止的行為一樣。英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為競爭及市場委員會
（CMA）
，在 2015 年出版「線上評論及推薦」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研究報告，在 2018 年則與廣告自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CAP）共同出
版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2014

262

年以後，競爭及市場委員處理之與本研究相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 30
件，其中與線上評論有關者 3 件，與薦證有關者 27 件，本報告挑選較具代表
性之案例進行介紹。此外，上述英國廣告產業的自律組織 CAP，訂有「非廣
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對行銷訊息有具體規範要求，並交由廣告標
準機構（ASA）負責執法，本研究也摘錄 ASA 對新興社群媒體之網紅行銷貼
文案例，進行介紹。
第五節日本方面，主要的不實廣告規範為「贈品表示法」
（不当景品類及
び不当表示防止法）。其主管機關在 2009 年時，從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移轉
至消費者廳，故屬於消費者保護法規。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
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以消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
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銷」
。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
之規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優良誤認」、「有利誤認」的問題。目前
消費者廳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內容的真
偽。但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日本學界與實務界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
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之「有關隱
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
本報告也加以介紹。
本報告第四章，對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5 條之構成要件，進
行詳細的分析。此外，本報告也分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規範說明」
之內容與範例，並說明其中若干問題。最後，對於公平會就不實廣告的執法
案例與相關爭議，也進行詳細探討。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只在三
星寫手門案，處理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
的具體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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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報告第五章，經過第三章的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第
四章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例的詳細分析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
建議。
第五章第一節對於何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建議可參
考美國與加拿大規定，具體包含五種利益關係。至於何種情況下該利益關係
為「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規範說明」
之若干案例，當初即參考了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之案例而來。
本研究將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的 9 個案例，加以抽象化，具體
提出，哪些情況下的利益關係可為一般大眾預期而不需要特別揭露，哪些情
況下的利益關係則需要清楚明顯地揭露。
第五章第二節，對於是否可以參考外國規定，由公平會訂定具體利益揭
露之可行方式或指引？本研究報告除本文討論外，也在附錄中，翻譯了美國、
加拿大、英國的重要揭露指引，這些指引有的比較具體，例如加拿大之指引，
將各種設群媒體的貼文方式，逐一說明不同媒體呈現形式，如何清楚且明顯
地揭露利益關係。而其他指引則比較化約式的，將利益關係與揭露之要求，
或受贊助的方式，做一原則性的指示。因此，本報告提出具體二種方案。第
一種方案，可參考美國 FTC「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提
出最重要的揭露基本原則；第二種方案，可綜合擷取美國「線上揭露：在數
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中對 Twitter 的案例，以及加拿大廣告標
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的其他社群媒體案例，綜合整理出一個完整的版本，
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引。
第五章第三節，討論對此種新興薦證廣告，對廣告主及薦證者之具體裁
罰考量因素。其中，必須先說明，本研究所比較國家中，例如美國、加拿大、
英國，確實可以直接處罰薦證者；但在我國公平法處罰對象僅限於事業，不
論依據公平法第 21 條或第 25 條，對於事業之範圍能否包含薦證者，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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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討論。其次，對於處罰時的具體裁罰考量因素，美國主要乃以剝奪不法
利得為準，但若配合執法通常只執行罰款的 10 分之 1；日本則出具體公式。
這兩種方式均可供公平會參考。
第五章第四節，因為新興薦證廣告之網紅人數眾多，倘若處罰對象或行
為約束對象為網紅，對於為數眾多的網紅或素人評論者，該如何對之執法、
教育？另外，其實廣告主仍會透過廣告代理業者接觸網紅，是否有可能透過
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者對網紅或素人進行教育或約束？本研究提出三種方向
供思考。一是產業自律規範，由廣告業者自律，但本研究不建議這種方式。
二是由主管機關主動針對重要廣告代理業者與重要網紅，寄發教育信或警告
信，告知正確的貼文揭露方式。三是要求廣告主教導與監督網紅之責任，亦
即監督其貼文之內容。
第五章第五節，討論公平交易法對不實廣告之處理（第 21 及第 25 條），
與其他事業主管機關對不實廣告之管轄間之關係，以及負面薦證廣告與損害
名譽、誹謗訴訟的關係。對於前者，本研究彙整了過去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
關就不實廣告管轄權間所為的管轄協議。不過由於新興薦證廣告、未揭露其
與廣告主之利害關係此種類型，是否屬於之前與其他機關協議的「不實廣告」
對象，尚有疑慮，最後，針對與個人提出損害名譽民事訴訟與誹謗刑事訴訟，
以及公平會行政調查裁罰之間的分工，本報告也提出說明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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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美國「薦證廣告使用指引」（2009）
中文翻譯：楊智傑
薦證廣告使用指引（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規定於美國聯邦法規彙編第 16 本第 255 節（16
CFR Part 255）。
§ 255.0 目的與定義
(a) 本節中所謂之「指引」
，代表聯邦交易委員會執行法律的行政解釋，是為
了公眾在執行相關事務可符合法律要求的指引。尤其，本指引乃處理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 條（15 U.S.C. 45），如何適用於薦證廣告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之使用。不符合本指引的實務
運作，在委員會調查後，有理由相信該運作落入了第 5 條宣告違法的行為範
疇時，可能導致委員會會根據第 5 條而提出糾正措施。
本指引設立了一般原則，委員會將使用這些原則，搭配用來解釋該原則
適用之案例，以評估薦證行為。本指引並沒有涵蓋所有可能的薦證廣告的運
用。一特定的薦證行為是否構成欺罔，取決於系爭廣告特定的事實脈絡。
(b) 在本節中，所謂的推薦（endorsement）指任何廣告訊息（包括口頭陳述、
示範、描述姓名、簽名、樣貌或其他個人識別特徵，或者組織的姓名或圖章）
，
讓消費者會相信其反映了贊助之廣告主以外的當事人的意見、信念、發現或
經驗， 即便該當事人所表達的觀點與贊助廣告主的觀點一致。該訊息中看似
反映其意見、信念、發現或經驗的當事人，可被稱為薦證者（endorser），可
能是個人、團體或機構。
(c) 委員會在執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的脈絡中，且在本節中，將推薦
（endorsements）和體驗證明 （testimonials）視為一樣。因此，「薦證」
（endorsements）這節以下被使用於同時涵蓋這兩個字和情況。
(d) 在本節中，產品（product）這個字，包括任何產品、服務、公司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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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本節中，專家（an expert）是個人、團體或機構，其因為經驗、研究
或訓練，在處理特定主題知識時，該知識優於一般人擁有的相關知識。
案例 1：一部電影的影評被摘錄在一廣告中。如此使用時，該評論就符合
薦證的定義，因為讀者看到時，會認為其是評論者自己意見的陳述，而非
製片者、行銷者或放映者的意見。將該評論文字中做任何修改或摘錄，若
不能正確的反應該評論實質內容，將會違反本節之標準，因為其扭曲了薦
證者之意見。[參見§ 255.1(b)。]
案例 2：一電視廣告中，演出二女士在超級市場購買洗衣劑。該女士的身
份沒有在廣告脈絡以外被辨識。其中一位女士向另一位女士說，她用的牌
子洗家裡的衣服洗得多乾淨，而另一位回說，她會試試看這個牌子，因為
她對自己使用的牌子不滿意。這是明顯地對真實生活場景的虛擬劇情，並
不構成薦證。
案例 3：在一止痛藥的廣告中，一個消費者並不熟悉的發言者，只知道其
作為所廣告藥廠的代言人，強調該藥有快速持續的止痛效果。他在發言時，
並不是想表達他自己的意見，而是代表藥廠發言。這名發言者的陳述，不
會被認為是一薦證行為。
案例 4：一汽車輪胎製造商聘僱了一知名的專業賽車選手，在電腦廣告中
散布廣告訊息。在這些廣告中，該賽車手說該到輪胎的平坦駕駛、堅固以
及使用壽命長。即便該訊息沒有明白地表達為該賽車手的個人意見，其仍
然構成該輪胎的薦證行為。許多消費者會認為這個人主要是作為賽車手，
並不是該廣告主的代言人或發言人。因此，消費者會相信，除非該賽車手
真的相信他所說的，且擁有足以形成該信念個人知識，否則他不會替該汽
車產品代言。因此，消費者會認為，該廣告訊息反映了該賽車手個人意見。
由於消費者會將廣告訊息認為屬於賽車手的個人意見，故該廣告屬於本節
所定義的薦證。
案例 5：一個特定品牌高爾夫球的電視廣告，出現一個著名的、大家都認
識的專業高爾夫選手，正在練習開球。就算她在廣告中沒有發言，這樣都
算是這位高爾夫選手在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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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由一位知名藝人主持的訪問節目（infomercial），討論到家庭健身
系統。在訪問中，藝人展示了該器材，並說這是她所使用過最有效、最容
易使用的家庭運作器材。就算她是按照劇本念，這段陳述仍算是一個薦證
行為，因為消費者很可能會相信，其反映了藝人的意見。
案例 7：一個家用品商店的電視廣告中，一個知名的女喜劇演員，和一個
知名的男棒球員，兩者人證在輕鬆愉悅地談論，要替對方買什麼產品。女
喜劇演員說，她要替他買一個 X 牌、可攜帶的、高解析度的電視，這樣他
終於可以看清楚好球區。他則說，他會替她買 Y 牌的果汁機，這樣她就可
以用在她表演時丟的所有水果蔬菜來榨果汁。消費者不太會將該喜劇演員
和棒球員當成是薦證者，因為消費者很可能可以瞭解，這兩個人並不是在
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
案例 8：一個通常購買某特定品牌狗食的消費者，一天決定購買同一個製
造商銷售的一款新的、更貴的品牌產品。她在個人部落格中寫到，這個飼
料的改變讓他的狗毛明顯地更柔軟更光亮，她認為這個新款狗食絕對值得
多付的價錢。這一則貼文，不會被認為是本指引中的薦證行為。
假設購買狗食的錢不是她出的，而是免費獲得，因為該商店定期的追蹤她
的購買行為，電腦產生了這款新產品的免費體驗的名單。同樣地，在本指
引中，她的貼文仍然不會被認為是薦證行為。
假設，該消費者加入了一個行銷計畫網絡，在這個計畫中，她定期的會收
到各種她可以撰寫評論的產品，如果她願意撰寫評論的話。如果她透過這
個計畫收到一袋免費的新狗食，在本指引中，她的正面評論就會被認為是
薦證行為。
§ 255.1 一般考量因素
(a) 薦證行為必須反映薦證者誠實的意見、發現、信念或經驗。此外，一薦
證廣告不可以傳遞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會構成欺罔的表達，如果直接由廣告
主所製作的話。 [參見 §§ 255.2(a) 和(b) 關於消費者薦證廣告所傳達表達的
證實。]
(b) 薦證廣告的訊息，不需要完全是薦證者自己的精確文字，除非廣告積極
地如此表示。然而，該薦證行不能表達地超越脈絡，重新撰寫而以任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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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薦證者對該產品的意見和經驗。一廣告主可以使用一專家或名人的薦
證，只要其有好理由相信（good reason to believe）該薦證者持續維持原來表
達的意見。一廣告主可以每隔一段合理的期間定期確認薦證者的意見，就可
滿足此項義務，至於該期間多長為合理，取決於一些因素，例如產品的表現
及有效性的新資訊、產品有實質改變、競爭對手產品表現有所改變、廣告主
的契約承諾等。
(c) 當該廣告呈現，薦證者使用了所薦證的產品，薦證者在做出薦證行為時
必須是一個真實的使用者（a bona fide user）。此外，廣告主可以持續播送該
廣告，只要其有好理由相信，薦證者仍然是該產品的真實使用者。 [參見 §
255.1(b) 關於「好理由相信」要件。]
(d) 廣告主若透過薦證廣告有虛假或未經證實的陳述，或未能揭露廣告主與
薦證者間的重要關聯（material connections）
，則要負相關責任 [參見§ 255.5]。
薦證者對於薦證行為過程中的陳述，也要負其責任。
案例 1：一建築承包商在廣告中陳述，他使用了廣告主的外牆油漆，因為
其有特別快乾的特性及持久力。這個薦證必須符合第 255.3 條所為的相關
要求。
（專家薦證）之後，廣告主重新調整油漆配方，讓其可以只漆一次就
涵蓋外牆表面。在繼續使用該承包商的薦證之前，廣告主必須與承包商聯
繫，判斷該承包商是否會持續使用該油漆，且仍然維持之前的使用意見。
案例 2：一電視廣告中，坐在辦公桌前的女士，桌上放了五個沒有牌子的
電腦鍵盤。一個發言者說：
「我們問 X，一個資歷超過十年的行政助理，使
用這五個沒有牌子的電腦鍵盤，然後告訴我們哪一個她最喜歡。」廣告中
描繪 X 使用五個鍵盤後，挑選了廣告主的牌子。發言者問她為什麼，X 說
出她的理由。 這個薦證可能沒有表現出，X 真正在工作中使用了廣告主的
鍵盤。此外， 這個薦證可能也必須符合第 255.3 條所要求的標準（專家薦
證）。
案例 3：一個青春痘藥膏的廣告中，一位皮膚科醫師宣稱，該產品在「臨
床上證明」有用。在做出該薦證前，她獲得了系爭臨床研究的評論文章，
文章中指出，該研究的實驗設計與研究有錯誤，以致於無法得出該產品療
效的任何結論。該皮膚科醫師要為其在廣告中所為的虛假陳述負責任。廣
告主也要為透過該薦證所為的不當表達負責任。[參見第 255.3 條關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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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證者必須採行的產品評估。]
案例 4：一個有名的藝人出現在一個訪問節目中，關於一個可以在三十分
鐘內將每一隻雞完美烤熟的烘烤塑膠袋。在拍攝節目時，該藝人看了五次
使用該塑膠袋烤雞的結果。每一次嘗試，在三十分鐘後機都沒有完全熟，
真正要熟需要六十分鐘。在正式節目中，該藝人將一個未烤熟的雞放到烘
烤塑膠袋中，將袋子放入烤箱中。他從第二個烤箱中拿出烘烤塑膠袋，將
雞拿出來，看起來是一個完美烤好的雞，他品嚐了烤雞，並說，如果你希
望每一次都有完美烤雞，在三十分鐘內，這正是你需要的產品。有相當比
例的消費者很可能會相信，該名人的陳述是在表達他自己的意見，即便是
在照台詞念。該藝人需對該產品的陳述負其責任。廣告主也必須為該薦證
所為的不實表達負責任。
案例 5：一個皮膚照顧產品的廣告主參與了一個部落格廣告服務。該服務
會配對廣告主和願意在其個人部落格中推薦廣告主產品的部落客。廣告主
要求一部落客嘗試一款新的護膚液，並在她的部落格中撰寫產品評論。雖
然廣告主並沒有對該護膚液有治療皮膚能力作任何特定的宣稱，該部落客
也沒有問廣告主對該產品宣稱是否經過證實，但在部落格的評論中，她寫
到，該乳液治療好了濕疹，並推薦該產品給有一樣困擾的讀者。該廣告主
對於透過該部落客薦證所為之誤導或未經證實之表達，要負責任。部落客
也要為其薦證過程中所為的誤導或未經證實之表達負其責任。部落客也會
因為沒有清楚明顯地揭露其獲得報酬撰寫評論，而要負責任。 [參見§
255.5.]
為了限縮其潛在的責任，廣告主應該確保該廣告服務有提供指引給部落
客，並訓練部落客，讓他們瞭解必須確保所為的陳述是真實且經過證實。
廣告主也應該監督付費促銷其產品的部落客，當發現有問題時，採取必要
步驟以停止該欺罔表達的持續公開。
§ 255.2 消費者之薦證
(a) 一廣告所採取的薦證，是由一個以上的消費者，對於所廣告商品或服務
的表現為薦證，將被解讀為，其是要表達該產品或服務是如同廣告中所描述
般有效。因此，廣告主必須擁有並仰賴適當的證實資訊（substantiation）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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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適當時，合格且可信賴的科學證據，以支持該薦證中所為之宣稱，一如
廣告主不使用薦證而直接做該表達時所需具備的證實資訊。消費者薦證本
身，並不是合格且可信賴的科學證據。
(b) 一廣告包含了一薦證，是一個以上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核心或關鍵
特質的體驗，通常也會被解讀為，該薦證者的體驗就代表者，消費者通常可
以從所廣告產品或服務中真正使用情況時可獲得的，即便會有一些不同。因
此，廣告主應該擁有或仰賴該表達的適當證實資訊。如果廣告主對於薦證者
體驗所代表者消費者一般可獲得的結果的證實資訊，則廣告必須清楚且明顯
地揭露該實際情況中通常可預期的效果，且廣告主也必須擁有並仰賴該表達
的適當證實資訊。1
(c) 廣告中出現廣告中呈現的薦證，直接或間接地表示為「真正的消費者」，
那麼就該在聲音和影像中使用真正的消費者，或者清楚和明顯地揭露，廣告
中的人並不是所廣告產品的真正消費者。
案例 1：關於治療禿頭的小手冊，包含滿意客戶的薦證，這些滿意客戶說在
使用該產品後，頭髮驚人的增加，頭髮又厚又強壯，如他們在青少年時一般。
廣告主必須具有合格且可信賴的科學證據，證實該產品真的對於生長新頭髮
具有效果。
該廣告通常也會傳達，該薦證者的體驗就代表著，該產品新使用者一般可預
期的體驗。因此，即便廣告主在廣告中加入一免責聲明，例如「注意：這些
體驗並不保證我們的產品的效果。你不應該預期擁有類似的效果」
，但該廣告
仍可能構成欺罔，除非廣告主擁有適當的證實資訊，可證明新使用者通常可
以體驗到類似薦證者所經驗到的類似結果。

1

委員會曾經調查，廣告包含薦證時，清楚和明顯地揭露「結果並非典型結果」
（Results not
typical）或者更強烈的「該薦證是基於少數人的經驗，你不太可能擁有相同的結果」。但認
為這兩者都沒有降低該廣告的效果，亦即所描述的經驗會被認為具有一般代表性。 根據此
研究，委員會相信，「關於薦證者體驗並不等於消費者一般可預期達到的效果」的類似免責
聲明，都不太可能有效。
然而，委員會並不排除下述可能性，一個強烈的免責聲明，也許在特定的廣告脈絡中可能
有效。雖然委員會在執法活動中有舉證責任，但委員會認為，若廣告主擁有可信賴實證檢
測結果，可證明具有該免責聲明的廣告的淨效果沒有欺罔成分，將可避免一開始就啟動調
查程序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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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一個銷售熱泵的公司所散布的廣告，出現三個個人的薦證，這三個
人說，在安裝了該公司的熱泵後，他們每個月的電或煤氣帳單各自下降了 100
美金、125 美金和 150 美金。該廣告可能被解讀為，其代表消費者購買該公
司的熱泵一般可預期的可以節省的費用。廣告主對於這樣的表述並沒有證實
資訊，因為事實上，只有低於 20%的購買者可以節省超過 100 美金。某種揭
露，例如「結果並非典型結果」或者「該薦證是基於少數人的經驗，你不太
可能擁有相同的結果」
，並不足以避免該廣告被認為屬於欺罔，因為消費者仍
然會解讀該廣告為，廣告中特定的節省費用就代表著消費者可以一般預期的
節省費用。如果清楚和明顯地揭露，一般可預期的節省費用，以及該廣告主
適當地證實屋主可以達到那樣的結果，該廣告就比較不會被認為是欺罔。有
多種方式可以表達這樣的揭露，例如「屋主平均每月可以節省 35 美金」
、
「典
型家庭在冬季每月可節省 50 美金、暖季每月可節省 20 美金」
，或「大多數家
庭可以節省 10%的帳單費用」。
案例 3： 一個降血脂產品的廣告，裡面有一個人宣稱，他的血脂降了 120 點，
但沒有提到要做何種生活方式的調整。一個良好研究的臨床研究顯示，該產
品對具有高血脂的個人可以降低血脂的程度，平均為 15%，且該廣告清楚和
明顯地揭露該事實。雖然有出現該揭露，該廣告仍可能構成欺罔，如果該廣
告主沒有適當的證實，該產品確實可以產生該薦證者宣稱的特定結果（亦即，
在沒有生活作息改變下就可以降低血脂 120 點）。
案例 4：一個檢重產品的廣告，出現一個以前肥胖的女士。在廣告中她說：
「每
天，我喝二瓶 WeightAway 奶昔，只吃生菜，在健身房高度訓練 6 小時。六
個月後，我從 250 磅減到 140 磅。」該廣告正確的描述該女士的經驗，且一
般會預期，只有像薦證者一樣，原本有過胖體重、喝 WeightAway 奶昔、只
吃生菜、每日訓練等，才會達到同樣的結果。因為薦證者清楚的描述達到其
效果的這些限制以及極端的例外情況，這則廣告不太會傳達給那些體重比較
輕的消費者，或者沒有在極端條件下飲用 WeightAway 產品的消費者，可以
在 6 個月內減重 110 磅的印象。
（如果廣告只有說，薦證者在 6 個月內，使用
WeightAway、同時節食和訓練，就減了 110 磅，這樣的描述並沒有適當地警
告消費者，一般真實的環境條件下不會達到同樣的減肥效果。）然而，廣告
主對於薦證者所傳達的任何效果的宣稱，必須擁有證實資訊（例如，
WeightAway 是有效的減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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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廣告單純地拍出女士的「減肥前」、「減肥後」的照片，該女士說
「我用 WeightAway 在 6 個月內減重 50 磅」，該廣告可能會傳達，她的經驗
代表著，其他消費者一般可預期達到的效果。因此，如果消費者無法一般預
期達到這樣的效果，該廣告應該清楚和明顯地揭露，在一般的環境中消費者
可以預期減肥的成效（例如，
「大部分女士在 6 個月內使用 WeightAway 至少
可以減輕 15 磅」）。
如果該廣告中使用了同樣的照片，而薦證者指示說「我使用 WeightAway 減
了 50 磅」
，且通常 WeightAway 的使用者一般無法減重 50 磅，該廣告就應該
揭露，該結果並非一磅可達到的結果（亦即，「大部分女士使用 WeightAway
可減重 15 磅」）。
案例 5：一廣告呈現消費者意見調查，這些消費者使用了廣告主的蛋糕預拌
粉，以及自己的食譜。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消費者認為，他們的家人無法
分辨所廣告的蛋糕預拌粉與他們自己做的蛋糕有何分別。在廣告中，被拍攝
的消費者大部分都被引用相關的陳述，推薦該產品。對於此種消費者意見調
查結果的使用方式，代表了這是一般消費者對廣告主之蛋糕預拌粉可期待的
典型結果。
案例 6：一廣告描繪的場景，是在早餐時間擁擠的餐廳中放置「隱藏攝影機」
。
廣告主的發言人問一系列該餐廳真正的客戶，問他們對於廣告主最近所推出
的早餐麥片的自發的、真誠的意見。即便在螢幕上沒有顯示「隱藏攝影機」
這些字，且沒有任何真實客人的身份在廣告中被標示出來，這則廣告給消費
者的淨印象是，廣告中的人物是真的消費者而非演員。如果廣告中有使用部
分演員，此資訊應該被清楚、明顯地揭露。
案例 7：一廣告內容，拍攝剛從電影院看完最新上市電影的三個人，這三個
人都對這部電影給予正面陳述。這三個人都是真正的消費者，表達的是他們
對這部電影的個人觀點。廣告主並不需要證實，這些觀點可以代表大部分消
費者對這部電影的意見。因為消費者的陳述可以被理解為是這三個人的主觀
意見，這則廣告不太會傳達消費者典型意見的訊息。
如果電影公司在電影院找上這三個人，並且告訴他們如果願意在攝影機前談
論這部電影，就提供免費電影票，則這樣的安排必須被清楚和明顯的揭露。
[參見 § 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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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 專家推薦
(a) 當廣告呈現出，不論直接或間接，該推薦者對於所推薦訊息是專家，則
推薦者的資格必須真的賦予該推薦者就所推薦事項具有專業的能力。
(b) 雖然該專家在推薦該產品時，可能會考量與他專業無關的因素（例如品
味或價格）
，但該推薦必須有下列支持，亦即該專家真的行使了其專業，評估
該產品與其專業有關的特徵或特色，且該特徵或特色必須與一般消費者使用
或體驗該產品有關，且可為一般消費者可接觸。這樣的評估，對產品所為之
檢查或測試的範圍，必須與同專業之專家一般在推薦該產品前通常或做的檢
查程度。如果該廣告暗示了，該推薦是在比較之後所為的推薦，這樣的比較
必須包含在該專家的評估中；且根據該比較的結果，該專家必須具體作出結
論，對於他作為專家所專精的、與一般消費者有關、一般消費者會接觸的特
徵方面，所推薦產品至少要相當於其他被比較的競爭產品。此外，當該推薦
所產生的淨印象是，所廣告產品在任何這類特徵上優於其他產品，該專家必
須事實上發現其確實如此。[參見§ 255.1(d)關於薦證者之責任]
案例 1：一個特定汽車的薦證廣告中，推薦者被描述為「工程師」
，暗示他的
專業的訓練和經驗應該很熟悉汽車的設計和組裝。如果該推薦者的專業領域
屬於化學工程，這則薦證廣告就是欺罔。
案例 2：一個助聽器的推薦者在廣告過程中被標示為「博士」（Doctor）。該
廣告可能暗示該推薦者是在聽力領域具有實質專業的醫學博士。如果該推薦
者並不是在聽力學領域方面具有時值經驗的醫學博士，該推薦廣告可能是欺
罔的。一個非醫學的「博士」
（例如在生理學方面的博士（ph.D））
，或者並非
在聽力領域具有時值經驗的醫師，但推薦者在廣告中被標示為「博士」
，則必
須清楚地標示該推薦者專業的性質和限制。
案例 3:：一個汽車零件製造商做廣告，說該產品得到「美國科學研究所」
（American Institute of Science）認可。消費者看到這個機構名稱，會以為是
一個公益的獨立檢測機構，在判斷汽車零件品質方面具有專業，而且，如果


在此說明，雖然在其他地方，都翻成薦證，但在專家這一塊，翻譯為推薦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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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經過有效的科學方面檢測該零件的效用之前，不會認可任何汽車零件。
如果美國科學研究所並不是這種公益獨立檢測機構（例如，其就是由該汽車
零件製造商設立與營運）
，該推薦廣告就是欺罔。即便美國科學研究所是一個
獨立公益的專業檢測機構，除非該機構確實對該產品執行了有效科學檢測，
且該檢測支持所推薦的訊息，不然該推薦廣告仍然是欺罔的。
案例 4：一個非處方用藥的藥廠，在廣告中呈現，其產品在眾多相競爭產品
中，被大都市的大醫院選出。該醫院之所以挑選該產品，是因為該藥廠與其
他競爭者不同，乃對每一個藥劑獨立的包裝。該包裝形式通常不會被一般消
費大眾接觸。在此情形，該推薦廣告是欺罔的，因為該醫院選擇的基礎是包
裝的便利性（與消費者無關、消費者也不會接觸到）
，且醫院決定的基礎也沒
有對消費者揭露。
案例 5：一位女士被標示為商業「家庭清潔服務」的老闆，在電視廣告中說，
該服務使用特定品牌的清潔劑，而不使用他曾經試用過主要競爭對手的產
品，是因為該特定品牌的效果很好。由於清潔服務在服務過程中大量使用清
潔劑，該廣告可能傳達出，該老闆比起一般消費者有較多的知識。因此，該
老闆的陳述會被認為屬於專家推薦。當然，該服務必須真的使用了所推薦的
清潔劑。此外，由於該廣告暗示，該清潔服務曾經使用過相當數量的其他主
要競爭對手的清潔劑，該服務公司必須事實上真的有這些經驗，且根據其專
業判斷，所推薦清潔劑與其真的體驗過的、現在還在市場上銷售的主要競爭
對手產品的效果至少要相當（或更好，如果該廣告傳達的淨印象是更好的
話）
。因為在此案例中，該清潔服務的老闆並沒有提到，所推薦清潔既是被「選
擇」
、
「挑選」
、或以其他與競爭對者一對一比較的方式評估，但只要該服務乃
仰賴過去長期累積的經驗以評估該清潔劑，而非採取一對一的科學比較方
式，這仍然足夠。
案例 6：一醫學博士在藥物的廣告中說，該產品可安全地讓消費者降低 50 點
膽固醇。如果該博士所看過的資料，只有滿意消費者的意見，或者齧齒動物
的實驗結果，這則推薦廣告很可能是欺罔的，因為這些資料並非其他具有相
同專業的專家，在得到該產品安全性與有效性之結論前，會認為是可以適當
支持該結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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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 機構推薦
機構的推薦，尤其是專業機構，會被認為代表具有集體經驗的群體的判斷，
超越了任何特定個人，而他們的判斷通常不會受不同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
因此，任何機構推薦必須透過一個程序，足以確保該推薦乃公平地反應該機
構的集體判斷。甚至，如果該機構被表現為專業的機構，那麼，該機構必須
使用該機構所認可的一個專家或一群專家，或用該機構之前所採用的標準，
且為適合判斷這類產品的相關優缺點的標準，以從事第 255.3 條（專家推薦）
所規定的適當行使其專業所為的產品評估。[參見 § 255.1(d)關於薦證者的責
任。]
案例：一床墊銷售廣告中，脊骨神經醫學協會推薦該產品。由於該協會會被
認為是判斷床墊品質的專家，其推薦必須有下列支持，由該機構所認可的一
個專家或一群專家所評估，或者根據該機構之前所制定的、適合衡量一般床
墊表現的標準所為評估，該標準不能是為了該廣告產品之獨特特徵所特別設
計的標準。
§ 255.5 重要關聯性（material connections）之揭露
當薦證者與廣告產品的銷售者間，具有某種關聯，會重要地（materially）影
響該薦證可信度（例如，該關聯無法被一般消費者可合理預期）
，此種關聯必
須被充分揭露。例如，當一個電視廣告中出現的薦證者，既沒有被呈現為是
專家，也不為一般消費大眾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認識，那麼，該廣告主就必須
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在交換該推薦前是否有給予報酬或承諾後謝，或者薦證
者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或相信，在對該廣告產品薦證後，某些利益（例如出現
在電視上）將會擴及回薦證者身上。下述案例可作為額外的指引，包括透過
其他媒體所為薦證的指引。
案例 1： 一藥廠委託外部的機構對其產品進行研究。該藥廠決定該研究的所
有主題（例如，檢測該新開發產品的功效）且對支付該研究計畫相當程度的
經費，但該研究機構決定該研究的步驟以及負責執行。後來該藥廠的廣告中
提及，該研究成果乃該研究機構的「發現」
。雖然研究計畫的設計和執行乃由


同樣地，在本文件其他地方，盡量都使用薦證。但是在機構方面，比較適合使用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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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外部研究機構所控制，但若消費者知道該廣告主資助該計畫，消費者對於
所報導之結果的信賴會受到實質影響。因此，廣告主支付研究經費給該研究
計畫的情事，應該在該廣告中揭露。
案例 2：一電影明星薦證一特定食物產品。當然，該薦證必須符合第 255.1
條；但不論該廣告代言費為一百萬，或者是根據後一年度該廣告產品的銷售
量抽取一定比例利潤，都不需要揭露這樣的資訊，因為消費者一般會預期會
有這樣的代言費。
案例 3：在電視訪問節目中訪問一個知名的職業網球選手，主持人說過去這
幾個月是該選手生涯表現最好的一段期間，且這段期間她的排名來到史上最
高。她則回答，在球賽中的進步，都要歸功於，自從她去某家診所（有寫出
診所名字）動了眼睛雷射手術後，她比過去看球看的更清楚。她繼續聊到該
手術很容易，診所的醫師很親切，她現在可以做很多活動都不用戴眼鏡，包
括在晚間開車。該運動員並沒有揭露，即便她沒有直接替診所的廣告代言，
但是她與診所有某種契約關聯，該契約約定，只要在盡可能地公開談論她的
手術，就會獲得報酬。消費者可能不瞭解，電視訪問中的名人討論到醫療手
術，其實有拿錢這麼做，若消費者知道有拿錢，可能就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名
人薦證可信度的評價。若沒有清楚、明顯地揭露該運動員其實是在擔任該診
所的代言人，這則薦證很可能是欺罔的。此外，如果消費者可能會以為她的
故事就是代表一般去該診所接受同樣手術者的典型經驗，則廣告主必須證實
該宣稱。
假設，該網球運動員並非在電視訪問中談論到該診所，而是在社群網站中提
到診所的名字，讓她的粉絲閱讀她真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基於社群網站媒
體的特性，她的薦證在該媒體上散布，消費者可能不瞭解她是收錢的薦證者。
由於此種資訊會影響消費者對她的薦證的評價，因此她與診所的關係應該要
揭露。
假設，在電視訪問節目中，該網球運動員所穿衣服上，印著她有薦證契約的
運動衣公司的衣服，上面有該公司的商標。雖然該契約要求，她不只是在網
球場上穿著該球衣，也要在公開場合盡可能穿著，但她在訪談中並沒有提到
衣服或該公司。此時不需要揭露，因為在訪談中並沒有提到該件衣服。

277

案例 4：一個止鼾產品的廣告中，一位醫師說他多年來看了市場上出現了數
打的相關產品，他認為這個產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消費者會預期，該醫師
之所以出現在廣告中應該有被合理支付報酬。然而，消費者不太可能預期，
他對產品銷售額可抽取利潤，或者他擁有該公司部分股票，這兩種情況都會
重要影響消費者對這則薦證廣告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該廣告應該清楚和明
顯地揭露，該公司和該醫師之間的關係。
案例 5：一個餐廳的客人，既非公眾人物也不是專家，廣告中出現坐在櫃臺
旁。他被要求對於該餐廳的新食物產品，給予自發的意見。首先假設，廣告
主在餐廳門口張貼公告，告知所有今天進來的客人都會被廣告主訪問，然後
出現在促銷其新產品大豆蛋白「牛排」的電視節目中。這則公告會影響這些
客人薦證的可信度，因此，廣告應該清楚明顯地告知觀眾，獲得這些薦證的
情境。
假設另一種情況，廣告主沒有在餐廳門口公告，且是在問完客人意見後才告
知該客人有「隱藏攝影機」 ，則這些客人沒有理由知道或相信，他們被錄下
的反應將會被使用於廣告中。即便客人後來被告知，要在廣告中使用他們的
意見而支付他們費用，這些事實不需要被揭露。
案例 6： 一電視購物節目製造公司，想要在車輛添加物產品的節目中加入消
費者薦證，但是因為該產品還沒有上市，所以沒有真的消費者。製作公司的
員工翻看有興趣在節目中擔任「臨時演員」的人員檔案，並找出那些對汽車
有興趣的人。這些臨時演員被要求使用該產品幾個星期，然被向製作公司回
報。他們被告知，如果被選中在該產品節目中推薦該產品，他們會獲得微薄
報酬。觀眾不會預期到，這些所謂的「消費者薦證」是被要求使用產品且因
而才能出現在節目中的演員，也不會預期他們有獲得報酬。因為該廣告沒有
揭露這些情事，其是欺罔的。
案例 7：一大學生是一個電動玩具專家，他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張貼他參與
比賽的經驗談。部落格的讀者常常搜尋他對於遊戲硬體和軟體的評價。一如
過去，一款新發行遊戲的製作公司計一份該遊戲光碟給這個大學生，要求他
在部落格上撰寫相關貼文。他測試了新遊戲，並且撰寫了有利的評論。由於
他的評論透過消費者產生的媒體（consumer-generated media）而散布，在這
種媒體中，他與廣告主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讀者不太可知知道，他是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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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該遊戲軟體以交換對該產品的評論，因而才對該遊戲給予評價，這個資
訊會實質影響讀者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該部落客應該清楚和明
顯地揭露，他是免費收到這個遊戲軟體。製造商也應該在提供遊戲軟體時建
議他應該揭露這個關係，且製造商應該建立內部程序以監督他在貼文時是否
有揭露該訊息。
案例 8：一個線上訊息討論區，專門是 MP3 愛用者常常討論新音樂下載技術
的討論區。他們會在上面交換新產品、效用、新播放設備的功能等資訊。一
個播放設備領導製造商的一名員工，該訊息討論區社群中並沒有人知道該員
工的身份，該員工在討論區中張貼訊息，推銷該製造商的產品。若知道這則
貼文者的員工身份，可能會影響大家對這則薦證可信度的評價。因此，貼文
者應該清楚且明顯地在訊息討論區的成員與讀者，揭露其與該製造商的關係。
案例 9：一個年輕人註冊了一個「街道團體」計畫，在該計畫中，團體成員
只要向自己的朋友討論到特定廣告主的產品，就會獲得點數。團體成員可以
用點數換獎品，例如演唱會票或電子產品。這樣的誘因，會重要影響團體成
員薦證的可信度。這應該被清楚明顯地揭露，且該廣告主應該採取步驟，確
保他們會做這些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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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美國「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
（2013）
中文翻譯：楊智傑
美國 FTC 於 2013 年 3 月出版「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
露（.com Disclosures: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s in Digital
Advertising）」，以下為全文翻譯。

I.前言
日復一日，企業經營者在網路廣告和銷售商品與服務2。
網路世界提供消費者有回饋、步調快速的體驗，但同時也引起有趣且複雜
的問題，亦即，既有的法律，如何適用在網路、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等這
些新領域。
2000 年 5 月，FTC 執行了公開徵求意見程序，以及召開公開的工作坊，
討論 FTC 既有規則和指引如何適用於網路活動，FTC 隨後頒布了「線上揭露」
（ Dot Com Disclosures）這個文件。該指引文件，檢視了所有 FTC 的消費者
保護法規、規則和指引，如何適用於網路廣告和銷售，並討論對於網路廣告，
如何落實 FTC 所要求的「清楚及明顯地揭露」
（disclosures be presented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2011 年 5 月，FTC 對於過去 11 年來網路世界的快速變遷，開始思考如
何修改或更新該指引文件。經過三次的公開徵求意見程序，以及一次公開工
作坊，在 2013 年 3 月頒布了修正後的指引文件3。
該文件乃是對於執行 FTC 主管之法律所要求的，如何落實清楚及明顯的
網路揭露，對 FTC 員工提供了指引。但是，該文件並沒有涵蓋與網路廣告揭
露有關的所有議題，也並不是想提出潛在法律責任的安全港標準。 其只是想
提出指引，讓實際運作的揭露更符合清楚及明顯。特定廣告是否欺罔
（deceptive）、不公平（unfair）或違反其他 FTC 規則，將取決於個案的具體
2

In this document, the term “online” include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via the Internet and other
electronic networks. It is device neutral and encompasse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3
This staff guidance document only addresses disclosures required pursuant to laws that the FTC
enforces. It does not address disclosures that may be required pursuant to local, state (e.g., many
sweepstake requirements), or other federal laws or regulations (e.g.,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 or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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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最終檢測標準，不在於揭露字體的大小或位置，雖然其是重要的考量
因素；最終檢測標準在於，所欲揭露的資訊，是否真的傳達給消費者。
沒有一個簡單的檢測，可以立即判斷一個揭露是否清楚明顯，在某些情
況，合理的方法可能不只一個。在這種情況，最佳運作方法，應該是挑選那
個最能有效傳達系爭資訊的方法。

II. FTC 主管法規適用於網路廣告
FTC 法（FTC Act）禁止「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可以涵蓋各種廣告宣稱（claim）、行銷和促銷活動，以及
一般的銷售行為4。該法並沒有限於任何特定的媒體。因此，FTC 保護消費者
免於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的角色，涵蓋了網路上的廣告、行銷、銷售，
以及平面、電視、電話、廣播上的廣告、行銷與銷售。FTC 已經提出無數的
執法訴訟，阻止網路詐騙和欺罔行為，並且努力教育企業經營者他們的法律
義務，以及消費者的權利。
對特定產業或特定主題，FTC 頒布了若干規則和指引。所謂規則（rules）
，
5
乃是禁止 FTC 已經認為屬於不公平或欺罔的行為或運作 。所謂指引
（guides）
，則是協助企業經營者守法，提供例子或方向，告知他們如何避免
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運作6。許多規則和指引都有處理到下述領域，包括對一
般性地針對產品或服務之宣稱（claims）或廣告，或者適用於線上以及其他
媒體7。因此，這些規則和指引中的許多清楚的規定，都適用於網路上的宣稱
4

美國 FTC 所主管的產業範圍，包含幾乎任何的經濟部門，除了某些產業，例如公共運輸事
業、保險業、航空業和銀行業。
5
FTC 頒布規則，乃是根據 FTC 法第 5 條，其有理由相信特定不公平或欺罔行為和運作，
在特定產業中很普遍。15 U.S.C. § 57a(a)(1)(B). 此外，FTC 也會也會基於特定法規的授
權，為了促進特定的政策目標，而頒布規則。
6
所謂指引，乃是 GTC 所主管法律的行政解釋（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s）。16 C.F.R. §
1.5. 雖然指引沒有法律拘束力和法律效力，如果一個人或公司不遵守指引，FTC 可以對之
提起法律訴訟，主張其從事了不公平或欺罔行為而違反 FTC Act。
7
這一類的規則和指引包括：幼兒園產業之指引（Guides for the Nursery Industry） (16 C.F.R.
Part 18)；重建、改裝、其他二手車零件產業之指引（Guides for the Rebuilt, Reconditioned and
Other Used Automobile Parts Industry） (16 C.F.R. Part 20)、珠寶、貴重金屬、白鑞產業之指
引（Guides for the Jewelry, Precious Metals, and Pewter Industries）(16 C.F.R. Part 23)；特殊皮
革與人工皮革產品之指引（Guides for Select Leather and Imitation Leather Products）(16 C.F.R.
Part 24)；對抗欺罔價格之指引（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16 C.F.R. Part 233)；對抗
誘騙廣告指引（Guides Against Bait Advertising）(16 C.F.R. Part 238)；擔保廣告之指引（Guides
for the Advertising of Warranties and Guarantees）(16 C.F.R. Part 239)；
「免費」或類似表達廣
告之指引（Guide Concerning Use of the Word “Free” and Similar Representations）(16 C.F.R. Part
251)；私人職業和遠距學校指引（Guides for Private Vocational and Distance Educatio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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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例如，郵件或電話訂購買賣規則（Mail or Telephone Order Merchandise rule）

(16 C.F.R. Part 254)；薦證廣告使用之指引（Guides Concerning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16 C.F.R. Part 255)；新車輛燃料經濟廣告之指引（Guides
Concerning Fuel Economy Advertising for New Automobiles）(16 C.F.R. Part 259)；使用環境行
銷宣告之指引（Guides for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Marketing Claims）(16 C.F.R. Part 260)；
1939 年羊毛產品標示法下之規則和規章（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he Wool Products
Labeling Act of 1939）(16 C.F.R. Part 300)；獸皮產品標示法下之規則和規章（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Fur Products Labeling Act）(16 C.F.R. Part 301)；紡織品認證法下之規則和
規章（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he Textile Fiber Products Identification Act）(16 C.F.R. Part
303)；在能源政策維護法下消費者產品的能源和用水之標示（Energy and Water Use Labeling
for Consumer Products under the Energy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Act）
（簡稱「能源標示規則」
“Energy Labeling Rule”）(16 C.F.R. Part 305)；隱形眼鏡規則（Contacts Lens Rule）(16 C.F.R.
Part 315)；禁止能源市場操弄規則（Prohibition of Energy Market Manipulation Rule）(16 C.F.R.
Part 317)；電視接受設備可顯示畫面尺寸之欺罔性廣告（Deceptive Advertising as to Sizes of
Viewable Pictures Shown by Television Receiving Sets）(16 C.F.R. Part 410)；零售食品商店廣
告和行銷運作（Retail Food Store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Practices）(16 C.F.R. Part 424)；使
用事前通知負面選項計畫（Use of Prenotification Negative Option Plans）(16 C.F.R. Part 425)；
家庭娛樂產品擴音器動力產出宣稱（Power Output Claims for Amplifiers Utilized in Home
Entertainment Products）(16 C.F.R. Part 432)；消費者請求之維護與抗辯（Preservation of
Consumers’ Claims and Defenses）(16 C.F.R. Part 433)；郵件或電話訂購買賣（Mail or Telephone
Order Merchandise）(16 C.F.R. Part 435)；關於傳銷之揭露要求和禁止（Disclosure Requirements
and Prohibitions Concerning Franchising）(16 C.F.R. Part 436)；企業機會規則（Business
Opportunity Rule）(16 C.F.R. Part 437)；信用運作（Credit Practices）(16 C.F.R. Part 444)；二
手車輛交易管制規則（Used Motor Vehicle Trade Regulation Rule）(16 C.F.R. Part 455)；家庭
裝修之標示與廣告（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of Home Insulation）(16 C.F.R. Part 460)；
《馬格
努森-莫斯質量保證法》之解釋（Interpretations of 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16 C.F.R. Part
700)；消費者產品書面擔保與條件之揭露（Disclosure of Written Consumer Product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16 C.F.R. Part 701)；銷售前提供書面擔保條款（Pre-Sale Availability of
Written Warranty Terms）(16 C.F.R. Part 702)；非正式爭端解決程序（Informal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16 C.F.R. Part 703)。
8
如果該規則或指引的規定，並沒有限定該宣稱如何傳達給消費者，未限定廣告散布的方
式，或者商業活動發生的場所，則都適用於網路活動。FTC 有一個計畫，持續性地檢查所
有的規則和指引，評估是否有需要做必要的修正。若有需要，在持續的檢討後，FTC 會修
正或釐清特定規則或指引的範疇。例如，能源標示規則（Energy Labeling Rule）最近修正，
釐清所謂的「目錄「，包括透過網路散布的文宣，且允許可以使用網路方式進行揭露。See
72 Fed. Reg. 49,948, 49,957, 49,961 (Aug. 29, 2007)。
第一版的線上揭露（Dot Com Disclosures）指引文件，包含了一節，討論某些既有的
FTC 規則和指引如何適用於網路活動。從那實時，FTC 處理了許多規則制訂的問題，或者
定期的規則和指引的檢視，且因為網路科技的普遍性質和使用也讓這些資訊會廣泛瞭解。
然而，第一版線上揭露指引的原則仍然一樣。例如，規則和指引中使用到「書面」
（written、
writing 和 printed）都適用於網路，可以使用 email 去滿足這些書面的要求，包括提供和寄送
所要求給消費者的告知或文件，只要消費者瞭解或期待可以透過 email 接收這些資訊。例
如，透過線上的虛擬文字傳達的契約保證，與紙本的保證並沒有不同，適用相同的規則。
法規要求，在購買當下必須提供保證，可以透過網路的方式輕易完成，例如，使用清楚標
示的頁面超連結，在描述受擔保產品的鄰近處，例如「此處獲得擔保資訊」，引導消費者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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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的是透過郵件、電話、傳真或電腦訂購的買賣，適用於所有的買賣，不
論其使用「何種方式引誘消費者之訂購」9。不論是平面、電話、廣播、電視
或網路的引誘（Solicitations）
，都落入該規則的適用範圍。此外，關於薦證廣
告之使用指引（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
（簡稱薦證指引（Endorsement Guides））
，適用於「任何廣告訊
息...讓消費者可能會相信其反映除了廣告主以外的另一人的意見、信念、發
現或經驗....」10。這些指引所指的廣告，並沒有限制散布的媒體形式，所以
也涵蓋網路廣告11。

III.網路廣告中清楚及明顯的揭露
關於網路廣告（online ads），以下廣告法的基本原則均適用：
1.廣告必須真實，不得有誤導（misleading）12；
2. 廣告主必須有證據支撐其宣稱 （「實證原則」
（substantiation））13；及
3. 廣告不能為不公平（unfair）14。
結到擔保的完整文字，且該網頁可以下載儲存或者列印，讓消費者在購買後仍可以閱讀該
擔保內容。消費者產品書面擔保與條件之揭露（Disclosure of Written Consumer Product
Warranty Terms and Conditions）(16 C.F.R. Part 701.3)和銷售前提供書面擔保條款（Pre-Sale
Availability of Written Warranty Terms）(16 C.F.R. Part 702.3)。另一個例子涉及電話行銷買賣
規則（Telemarketing Sales Rule）。廣告主寄發 email 和文字訊息，引誘消費者打電話給廣告
主提出購買邀約，這需受到電話行銷銷售規則的限制，除非他們符合了 16 C.F.R. 310.6(b)(6)
中的直接郵件例外，亦即透過清楚明顯的方式，在原始的引誘廣告終究滿足特定的資訊揭
露要求。
9
16 C.F.R. § 435.2(a).
10
16 C.F.R. § 255.0(b).
11
確實，薦證廣告指引在 2009 年重新檢討時，就加入了部落格的例子，表示 FTC Act 適用
於這類新形式的社群媒體行銷。
12

在 FTC 的欺罔政策陳述說明（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所說明的，一個廣告為欺罔廣
告，只要其包含一陳述，或刪除資訊，其很可能會在該情況下誤導理性的消費者，且該陳
述或資訊對於消費者決定是否購買或使用該商品而言屬「實質重要」
（material）或重要。參
見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附於 Cliffdale Associates, Inc., 103 F.T.C. 110, 174 案之
後（簡稱欺罔政策陳述 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 可於下述網址取得：
www.ftc.gov/bcp/policystmt/ad-decept.htm。 如果廣告主沒有合理基礎可支撐其宣稱，亦可
能構成欺罔。參見 FTC 之廣告實證之政策陳述說明（Policy Statement on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附於 Thompson Medical Co., 104 F.T.C. 648, 839 (1984), aff’d, 791 F.2d 189
(D.C. Cir. 1986)案，可於下述網址取得：www.ftc.gov/bcp/guides/ad3subst.htm。
13
在散布一廣告前，廣告主必須對所有傳達給理性消費者的明示和默示的客觀宣稱，有適
當的支持。當一廣告內容有可能得到超過一個合理的解釋，其就必須對每一個解釋具有實
證。證實伊宣生所需的證據類型，取決於產品、宣稱以及相關領域專家認為必要者。如果
一廣告對一個宣稱標明一特定程度的支持，例如「實驗證實 X」，廣告主必須至少擁有那種
程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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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網路廣告的特性，包括透過社群媒體平台或手持設備傳達的廣告，
可能會影響廣告及其所需揭露方式的評估。
A. 揭露的背景
廣告主應有責任，確保該廣告傳達給理性消費者的所有明示或默示之宣
稱，均為真實且有實證（truthful and substantiated）。當認定這些宣稱時，廣
告主不應堅持於個別的字詞或陳述，而應該將廣告整體進行判斷，包括文字、
產品名稱和描述15。如果一廣告的明示或默示的宣稱，很可能有誤導，且沒
有某些使之合格（qualifying）的資訊，該資訊必須揭露。
一個資訊揭露只能讓一個宣稱合格，或限制該宣稱，避免產生誤導印象。
揭露不能治癒虛假宣稱（false claim）。如果一揭露所提供之資訊，與該實質
宣稱相抵觸，該揭露並不足以讓該廣告不構成欺罔。此時，該宣稱必須被修
正。
許多 FTC 的規則和指引，都規定對於特定宣稱，哪些資訊必須被揭露。
在許多案件中，這些揭露避免一宣稱被認定為誤導或欺罔16。其他的規則和
指引所要求的揭露，是要確保消費者接收到實質的資訊，有助於消費者做出
資訊更充足的決策17，或者以落實促進公共政策目標的法規18。不論何種情
況，只要被要求揭露，該揭露都必須清楚及明顯（clear and conspicuous）。
B.清楚及明顯要求（The Clear and Conspicuous Requirement）
當揭露是為了避免廣告被認為屬於欺罔、不公平、或其他違反 FTC 規
14

根據 FTC Act, 15 U.S.C. § 45(n)，以及 FTC 的不公平政策陳述說明（Unfairness Policy
Statement），一個廣告或企業運作屬於不公平，如果其引起或可能引起實質的消者者損害，
為消費者無法合理避免，且該行為所獲得之消費者之利益或競爭利益未大於該損害。參見
FTC Policy Statement on Unfairness，附於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 104 F.T.C. 949, 1070
(1984)，可於下述網址取得：www.ftc.gov/bcp/policystmt/ad-unfair.htm。
15
複製檢測（Copy tests）或消費者如何真實解讀該廣告的其他證據，也許具有價值。但在
大部分情況，檢視廣告本身，就足以判斷其是否存在宣稱，而不需要外部證據。
16
例如，如果一推薦廣告，並沒有呈現出消費者可一般預期對該產品有的相關表現，廣告
主必須在揭露，在其所描繪中的環境中一般可預期的產品表現。Endorsement Guides, 16
C.F.R. § 255.2。
17
例如，任何帶有擔保、引誘購買消費者產品的引誘，都必須接夠擔保的文字，或者告知
消費者如何免費取得該文字。Pre-Sale Availability of Written Warranty Terms, 16 C.F.R. §
702.3。
18
例如，在能源標示規則（Energy Labeling Rule ）中所要求的能源揭露，16 C.F.R. § 305，
是為了促進能源保護的公共政策目標，提供消費者清楚的比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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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揭露必須以清楚及明顯的方式為之19。揭露是否滿足這個標準，取決
其表現結果，亦即，在整個廣告的脈絡下，消費者是否真的認知且瞭解該揭
露。關鍵在於該廣告的整體淨印象，亦即，消費者從該廣告所接受到的宣稱，
是否真實及獲得證實（truthful and substantiated）20。如果揭露沒有被看到或
感知到，該揭露就沒有改變消費者從該廣告獲得的淨印象，因而該宣稱仍無
法避免會產生誤導印象。
在檢視這些廣告時，廣告主應該採取理性消費者的觀點21。他們也應該
推定，消費者不會閱讀整個網站或網頁螢幕，一如消費者不會閱讀紙本頁面
上的所有文字22。揭露的位置應該盡量放在所為宣稱的緊鄰之處。廣告主應
該謹記，如果必須捲動螢幕，消費者漏看該揭露的風險就會提高。
此外，對廣告主來說，吸引對該揭露的注意力是重要的。消費者不會主
動尋找、或預期發現資訊揭露。廣告主有責任確保他們的訊息是真實且沒有
欺罔。因此，揭露必須有效地傳播，讓消費者可能會注意到，並了解這些揭
露可連結到想要修正的廣告中的表達。單純的將揭露放在廣告中的某個地
方，也許有些消費者會發現，並不符合清楚明顯標準。
如果揭露是為了避免該廣告被認定為欺罔所必要，否則就會違反 FTC 規
則，且如果不可能讓該揭露清楚及明顯，那麼，要麼廣告中的宣稱應修正到，
不需要進行揭露，或者該廣告根本不應該散布。甚至，如果特定平台不提供
讓揭露資訊清楚及明顯的機會，那麼該平台就不應該被用來散布需要這種揭
露的廣告23。
C.何謂清楚及明顯之揭露？
對於清楚及明顯揭露，並沒有一組固定公式；其取決於必須提供的資訊
以及廣告的性質。某些揭露可以相當短，其他揭露則需要更多細節。某些廣
告只使用文字，其他廣告則使用圖片、影片或聲音，或其組合。廣告主在涉
19

某些規則和指引，以及某些 FTC 的案件，不使用「清楚和明顯」，而使用「清楚和顯著」
（clearly and prominently）。在 FTC 規則、指引和案件中，這兩組詞的意思一樣。在別的法
規中，這兩組詞可能有不同的意義。
20
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 at 175-76.
21
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 at 178. 欺罔政策陳述說明指出：「當呈現方式與銷售運作乃鎖
定特定的受眾，例如兒童、老人、或末期患者，FTC 則認為，要以該群體中的理性成員的
觀點來看待該運作的效果。」Id. at 179 (footnote omitted).
22
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 at 180-81.
23
此一路徑，反映了 FTC 在 1970 年代討論的路徑，當時是說，如果是廣告不能被理解，那
麼廣告中還有這類表現方式而需要進一步揭露者，就不應該在電視中播放。參見
Commission 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in Regard to Clear and Conspicuous Disclosures in
Television Advertising (Oct. 21,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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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廣告時的創意擁有彈性；主要必要資訊能有效傳達，整體傳達給消費者
的資訊不要誤導。
為了評估特定的揭露是否清楚及明顯，可以考量下述事項：
● 廣告中揭露的位置，以及其與廣告宣稱的緊鄰程度；
● 該揭露的明顯之程度；
● 該揭露是否無可避免；
● 某些項目放在廣告的其他部分，轉移注意力的程度；
● 為了有效傳達，該揭露是否必須重複多次；或者會因為消費者從不
同的地點或從不同的路徑上該網站，而導致他們漏看了該揭露；
● 聲音訊息的揭露是否以適當的音量為之，且節奏和視覺的揭露，是
否有足夠的長度；且
● 該揭露的語言是否是該鎖定對象所無法理解。
如果，有相當比例的理性消費者無法注意或理解該必要的揭露，該揭露
的方式就應該改善。
以下討論，會使用這些傳統的因素，以評估這些揭露在網路廣告的脈絡
中，是否可能清楚和明顯。
本指引文件附錄中列了 22 個例子廣告的假設案例。每一則表達了一種場
景，以介紹一個或多個特定的考量因素。廣告主必須考量所有這些因素，且
必須在廣告整體的脈絡下評估一個真正的揭露是否合格。
1. 緊鄰（Proximity）與位置
一個揭露如果放置在廣告宣稱的旁邊，或其他相關資訊旁邊，將會更有
效。緊鄰（Proximity） 會提高消費者看到該揭露的可能性，以及連結相關宣
稱或產品的可能性。就平面印刷廣告而言，廣告主在判斷是否夠緊鄰，在於
該揭露是否放置於該宣稱的旁邊，還是與該宣稱以文字和圖片區隔。同樣的
方法可以用於網路廣告。相對地，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是互動的，且有一定
的長度，例如有好幾頁或好幾個可連結的畫面，或者跳出的畫面，這都會影
響緊鄰程度的判斷。手持設備則會出現額外的議題，因為在標準的桌上型電
腦中可以在同一個畫面出現的揭露，在手持設備屏幕上會需要垂直或水平的
相當滑動。在判斷放置位置時，廣告主考量時應該也要納入消費者是否會看
屏幕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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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評估緊鄰程度
如果消費者可以同時在同一個螢幕畫面中，看到該揭露以及需要揭露的
該宣稱（通常稱為「引發說明需求的宣稱」（triggering claim）），則該揭露可
能比較有效。參見案例 1。即便一揭露沒有緊鄰特定的單字或詞組，如果該
揭露放置於該揭露有關的資訊、產品或服務的下一段，消費者注意到的可能
性較高。
通常，由單字和詞所組成的揭露，可以容易地放入文字段落中，與該宣
稱放在一起。如此做會提高消費者看到該揭露與連結到相關宣稱的可能性。
在某些情況下，要確保一揭露與一宣稱或產品資訊出現在「同一個屏幕」
上有所困難。某些揭露較長，難以放在該宣稱的下一個位置上。此外，電腦、
平版、智慧型手機和其他連網設備，展示廣告和網站的屏幕尺寸不同。在這
些情況下，廣告主也許會放置一揭露在消費者需要滑動才能讀到的地方。然
而，要求消費者滑動屏幕以看到該揭露可能會有問題，因為消費者若不滑動
或沒有滑到正確方向，可能就會漏掉重要的資訊而被誤導。
當廣告主將揭露放在消費者需要滑動才能看到的位置，他們應該使用文
字和視覺的提示，鼓勵消費者滑動，並避免使用阻礙滑動的形式。
「文字提醒」可以指示還有更多資訊。一個清楚的指引，例如「參見以
下關於補貨費之重要資訊」
，可以警示消費者滑動螢幕以找到該資訊。文字提
醒應該緊連其指示的揭露。一般或模糊的陳述，例如「下面有細節」
，並沒有
指出關於什麼主題，或沒有說明消費者可找到的資訊有多重要，因此並不是
適當的提示。
網頁的視覺設計有助於警示消費者，還有更多資訊可獲得。例如，在該
畫面下面清楚持續的文字，不論寬度是整個網頁還是只是某個欄位，都可以
指示讀者需要往下滑以閱讀更多資訊。廣告主應思考，在不同設備上網頁展
示的方式。
在畫面邊緣的捲軸，並不是足夠有效的視覺提示。雖然捲軸對某些消費
者來說，已經指示了這一網頁還沒有結束，但多數消費者可能不會看邊緣的
捲軸，甚至有些消費者的連網設備並不會顯示捲軸。
某些頁面的設計會指示，後面沒有更多的資訊，因此不需要繼續滑動屏
幕。如果一段文字剛好在畫面底部結束，或者讀者看到畫面下面有空白空間，
他們就會停止滑動，而漏看該揭露。參見案例 2。若消費者看到一般網頁結
束的資訊或連結類型，例如「與我們聯絡」
、
「契約條件」
、
「隱私政策」和「著
作權政策」等，很可能就會停止往下滑動頁面。此外，如果有許多無關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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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不論文字或圖片，隔離在一宣稱和一揭露之間，即便消費者被提醒要往
下滑，他們仍可能漏看該揭露，或者看了也不會連結到剛剛以閱讀的廣告宣
稱。
如果必須滑動屏幕才能閱讀揭露，那麼，理想上，揭露是無可避免的
（unavoidable）
，若沒有滑動看到該揭露，消費者不應該被進一步處理到交易
的下一步，例如「點擊前往」
（click forward）
。讓一個揭露是無可避免的，會
提高消費者看到的可能性。
智慧型手機或某些平版的屏幕較小，除了垂直滑動外也可能需要水平滑
動。將一揭露放在一網頁中與宣稱不同的欄位，消費者若需要放大才能在小
屏幕上閱讀該宣稱，該消費者就不太可能滑到右邊或左邊到不同的欄位看到
該揭露。參見案例 3。為行動手持設備調整網頁最適大小，可消除消費者左
右滑動的需求，儘管並不需要處理上下滑動的問題。
b.超連結到一揭露
利用超連結，可將額外的資訊放到與相關宣稱完全不同的網頁。只要在
特定條件符合時，揭露可以不與引發說明需求的宣稱整合在一起，此時超連
結可作為獲得該揭露資訊的有用方式。如果該揭露資訊內容很長，或者需要
重複閱讀（例如可能是因為有多個引發說明需求的宣稱）
，則透過超連結到另
一個網頁的揭露就特別有用。
然而在許多情況，傳達揭露資訊並不需要透過超連結。如果一揭露，可
以將單字或詞組輕易地整合進宣稱所在的文字段落中，這種位置安排可以提
供消費者看到該揭露與連結到相關宣稱的可能性。
若揭露可以與該宣稱整合在一起，且無法與之分離，則不應該透過超連
結來傳達該揭露資訊。相對地，揭露資訊應該被放在相同的頁面，且在該宣
稱之後立即放置，且要足夠醒目，讓該宣稱和該揭露可以被同時閱讀，而不
需要引導消費者到其他地方獲得這些重要資訊。尤其對於價格資訊或某些健
康或安全資訊的揭露，特別是如此。參見案例 4。確實，對於重要的健康和
安全議題所必須揭露的資訊，如果要透過超連結才能獲得，不太可能有效。
同樣地，如果產品的基本價格（例如稅前價格、運費和處理費，以及其他額
外的費用）在一個網頁中廣告，但還有其他消費者購買該產品或持續使用產
品未能預期將產生的其他費用，這種額外費用的存在和性質，都應該在同一
個網頁中揭露，且立即緊鄰在該價格宣稱旁，並且以適當的醒目方式處理。
然而，如果關於額外費用的詳細說明太過複雜，以致於不適合放在價格
宣稱旁，那麼就可以透過超連結提供這些詳細資訊。參見案例 5。超連結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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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清楚的被標示出來，以告知該連結將連到的資訊的具體性質，例如「所需
的服務計畫，獲得服務計畫的價格。」該超連結應該緊鄰在該價格旁邊。甚
至，由於消費者不需要點擊超連結瞭解他們所需支付的全部金額，因而，全
部的價格（涵蓋額外的費用）資訊，應該在消費者購買前被清楚明顯地呈現。
評估超連結有效性的關鍵考量因素包括：
● 超連結的標示和描述；
● 超連結使用風格的一致性；
● 超連結在網頁或屏幕上的位置和醒目程度；及
● 點擊連結的網頁和屏幕中揭露資訊的處理方式。
選擇超連結的正確標示。導向揭露資訊的超連結，應該清楚明顯的標
示。超連結的標示，不論文字或圖片的呈現，會影響消費者是否真的點擊以
及是否閱讀該揭露。
● 讓其明顯。消費者應該能夠看出，他們可以透過點擊超連結以獲取
更多資訊。單純的在文字下面畫底線，不足以提示消費者該文字是一個超連
結。使用多重標示超連結的方式，例如對超連結文字同時使用不同的顏色和
底線，讓其更容易被認出是一個超連結。
● 標示該連結後所傳達資訊的重要性、性質和相關程度。參見案例 6。
超連結應提供消費者有點擊的理由。亦即，該標示應該清楚的告知，該連結
是與特定的廣告宣稱或產品有關，以及指示點擊後可獲得的資訊的性質。超
連結的標示應該使用清楚、可理解的文字。雖然標示本身並不需要包含完整
的揭露，但有必要將該揭露資訊的部分整合進超連結文字，以指示所連結資
訊的類型與重要性。另一方面，若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消費者想要對特定商
品或服務採取動作、透過超連結閱讀揭露資訊乃無可避免，例如，該商品或
服務只能在線上購買，且消費者必須點擊該連結才能繼續該交易，則該超連
結的標示方式就不那麼重要。
● 不要藏球（Don’t hide the ball）
。某些文字連結，並沒有提供指示為
何一廣告宣稱需要限制或者該揭露資訊的性質。參見案例 7。在許多案件中，
只在廣告中的一個單字或詞組上放置超連結，不太可能有效果。雖然某些消
費者會理解有額外的資訊，但對於那些資訊的性質和重要性可能有不同看法。
在下列文字上放上超連結，例如「免責聲明」
（disclaimer）
、
「更多資訊」
、「細節」、「契約條件」、或「精美印刷」等文字，無法傳達該超連結導向資
訊的重要性、性質或相關程度，因而是不適當的。即便將超連結標示為「重
要資訊」
、
「重要限制」
，也可能不適當。參見案例 8 和 9。無奈，沒有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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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適用一切」的單字或詞組，可以在任何場合作為超連結的標示，但至少
可以說，超連結文字越具體，一般而言就越好。
● 不要太細微（Don’t be subtle）。象徵或圖示本身，並不是一個可以
有效導引消費者點擊避免欺罔之揭露資訊的有效的超連結標示24。參見案例
10。關於該宣稱的限制或是該揭露資訊的性質，一個象徵或圖示，可能不足
以提供足夠的提示25。消費者可能會認為一個象徵圖，只是網頁上的另一個
圖案而已。即便該網站已經解釋了特定的象徵或圖示，就是重要資訊的連結，
但消費者可能會漏看該解釋，這取決於消費者如何進入、瀏覽該網站。
● 考量科技的差異性和限制。思考消費者觀看你的廣告時，你的超連
結技術是否以及如何在不同的計畫和設備中運作26。
一致性的使用超連結風格，可提高消費者得知該連結存在的可能性。雖
然用來標示超連結的文字或圖形，在不同網站和應用程式有所不同。但在同
一個網站或應用程式中，若使用超連結的風格不一致，將提高消費者漏看或
不點擊該揭露資訊連結的機會。例如，如果在某個網站中通常是以底線標示
超連結，若將超連結改成斜體字，消費者可能無法認出該斜體字是超連結，
可能就會漏看該揭露資訊。
將該連結放置於相關資訊附近，並使其注目。該超連結應該接近該引發
需揭露的廣告宣稱，以讓消費者可以輕易注意到期存在，並連結到該廣告宣
稱。參見案例 11 和 12。典型上，這表示超連結要與該引發說明需求的字眼
或其他相關資訊緊鄰。如果該揭露資訊之超連結與相關宣稱以文字、圖片和
空白相區隔，或者是插入型的超連結，通常在小螢幕的設備上，消費者會漏
看揭露資訊的超連結。超連結的形式、顏色或其他圖形，有助於確保消費者
會注意到該連結。（參見以下對於顯著性的更多說明。）
透過點擊到揭露資訊的網頁應該簡易。點擊超連結導向的網頁或螢幕，
必須包含完整的資訊揭露，且該揭露必須以顯著的方式呈現。令人分心的視
24

然而，FTC 已經肯定了，圖示在隱私領域的潛在效益。參見 FTC, Protecting Consumer
Privacy in an Era of Rapid Change, Recommendations for Businesses and Policymakers (Mar.
2012), 可於下列網址取得 www.ftc.gov/os/2012/03/120326privacyreport.pdf；亦可參見 FTC
Staff, Mobile Apps for Kids: Current Privacy Disclosures are Disappointing (Feb. 2012)，可於下
列網址取得 www.ftc.gov/os/2012/02/120216mobile_apps_kids.pdf。
25
象徵和圖示以各種方式被用漁網路上，因而會混淆消費者在何處可以找到相關的揭露資
訊。某些網路的象徵和圖示用於超連結，點擊這些圖示可以連到獨立的網頁；某些象徵和
圖示則是想要傳達揭露資訊；其他的象徵或圖示指示靜態的，指示該網頁最下面有揭露資
訊。
26
例如，屬標懸停（mouse-overs）在手持設備中可能無法運作，因為並沒有游標可以停留
在一個連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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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因素、無關的其他資訊，以及在觀看揭露之前其他的點擊機會，都會模糊
焦點，無法成為適當的免責聲明。
● 讓消費者快速接觸訊息。超連結應該直接帶消費者到資訊揭露。不
應該讓消費者在點擊連結後的網頁中搜尋，或為了獲得該資訊而須前往其他
網頁。此外，該資訊揭露必須容易理解。
● 關注那些讓超連結的資訊揭露無法有效的指標。雖然不要求廣告主
使用，但是某些工具確實可以讓廣告主知道，超連結的揭露方式是否有效。
例如，廣告主可以監控點擊率，亦即，多少消費者會點擊超連結，與閱覽連
結後的資訊。廣告主通常可以評估造訪者花在一個網頁上的時間，此可以指
示消費者是否有閱讀該資訊揭露。
● 不要忽略你的資料。如果沒有人點擊超連結，就有必要採取其他可
以傳達所需資訊的方式。
c.對緊鄰與擺放位置使用高科技方法
揭露可以在網站上或應用程式上以各種方式展示。例如，揭露可以放在
一框架（frame）上，即便消費者滑動網頁或瀏覽網站或應用程式的其他部分，
框架仍然保持不動。揭露也可以展示在跳出的視窗中，或者在其他網頁下載
時出現在插播的網頁中。新的展示資訊的科技，永遠都在發展中。但是評估
一個科技是否適合提供所需要的資訊揭露，有以下特殊考量因素。
● 不要忽略科技限制。某些瀏覽器或設備，不支援特定的展示揭露資
訊的技術，或者可能展示時會讓其難以閱讀。例如，揭露要求使用 Adobe Flash
Player ，這在某些手持設備上無法顯示。
● 不要使用可封鎖的彈出形視窗以揭露資訊。廣告主不應該使用可以
被封鎖軟體封鎖的彈出型視窗，來揭露必要的資訊。
● 瞭解其他關於彈出型揭露方式的議題。即便使用不可封阻的彈出型
視窗以揭露必要的資訊，仍然會有問題。某些消費者不會閱讀彈出型視窗中
或插播網頁的資訊，因為他們會立即關掉彈出型視窗，或者因為想快點完成
他們想做的事情而跳到下一個網頁，或者他們不會將彈出型視窗或插播網頁
中的資訊連結到他們還沒看到的廣告宣稱或產品上。然而，廣告主可以採取
步驟避免這類問題，例如，要求消費者必須採取某些積極行為，以結束彈出
型視窗或插播網頁，例如，要求消費者要進入下一步前，必須在視窗下面的
「yes」或「no」中點選，而不要使用預設的選擇）。研究可以幫助廣告主判
斷，一個特定科技是否是傳達資訊給消費者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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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購買前展示揭露
揭露必須在消費者購買或引起金錢義務前，就有效的傳達給消費者。一
般而言，揭露如果在廣告的脈絡中提供將最為有效，因為消費者看廣告時正
在考慮是否購買。然而，不同情況下也會有不同的考量因素。當廣告內容和
銷售是結合在同一個網站或行動應用程式中，那麼，消費者就是在這個網站
上完成線上交易，則必須在消費者決定購買，亦即點擊「現在訂購」按鈕或
者「加入購物車」前，提供揭露資訊。參見案例 13。
● 不要只關注於訂購畫面。某些揭露必須與相關的廣告宣稱和產品一
起出現。消費者通常不會將訂購畫面中的揭露和更早閱覽的資訊相連結。有
時候，某些消費者可能在瀏覽公司網站後，決定從該公司的實體商店中購買
商品。這些消費者可能會忽略只放在訂購畫面中的任何揭露資訊。所以要讓
這些消費者不會漏看必要的揭露，揭露就必須放在其廣告宣稱的同一個畫面。
當網路廣告的產品可以從實體商店購買，或者從廣告主以外的線上零售
商購買，必要的揭露必須放在廣告中，這樣才能讓消費者在前往通路商訂購
前就看到該揭露資訊。參考案例 14。在實體商店內的揭露，或者放在另一個
線上零售商的網站上的揭露，不太可能治癒該具有欺罔性質的廣告。
e. 在空間有限廣告中（space-constrained ad）評估緊鄰程度
許多今日展示出來的空間有限的廣告，屬於前導式廣告（teasers）
。因為
他們的尺寸很小或很短，這類空間有限的包括，例如橫幅廣告和 tweets，一
般而言並不提供產品或服務太多的資訊。通常，消費者必須點擊後進入網站，
以獲得該交易條件的更多資訊。如果該空間有限廣告包含了需要說明的廣告
宣稱，廣告主散布這樣的廣告，並沒有免除揭露的義務。
● 在空間有限廣告本身或所連結的網站上清楚明顯揭露所需資訊。在
某些情形，所需要的揭露可以容易地放入空間有限的廣告中。參考案例 15。
其他情形，所需揭露資訊太多，無法有效的在廣告本身中揭露。如果這些揭
露可以在所連結的網站中清楚明顯的揭露，仍可符合對消費者有效的傳達。
在判斷該揭露是否應該放置在空間有限廣告中，或者該廣告連結的網站中，
廣告主應該考量，對於避免欺罔該資訊有多重要、有多少資訊需要揭露、在
廣告本身中揭露該資訊的負擔、消費者可從該廣告中吸收多少資訊、以及該
揭露若放在網站上的效果多大等。如果一個空間有限廣告中促銷的產品可以
在實體商店中購買，如果在空間有限廣告本身不揭露，不點選連結網站的消
費者將會漏看該揭露。如果揭露需要放在廣告本身，但若無空間放入，則該
廣告必須修改到不需要揭露，如果無法達到，那麼就不應該使用空間有限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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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使用創意納入或標示需要的資訊。在橫幅廣告中滑動文字或旋轉面
板，可以呈現所需揭露的濃縮版本，其可以指示額外重要的資訊，以及告知
更完整的揭露位於連結後的網頁。
● 在每一個廣告中使用揭露。如果一個空間有限廣告（例如 tweet）需
要揭露，該揭露必須在每一則廣告中都揭露，要將每一則廣告獨立分別來看。
不要假設消費者會連續看到多個空間有限廣告並將它們連結在一起。參考案
例 16。
● 短形式的揭露，可能會或不會適當的告知消費者所需揭露的本質。
例如，在 tweet 或類似的短訊一開頭打上「Ad:（廣告：）」
，應可以讓消費者
知道該則訊息是廣告，或在開頭打上「Sponsored（贊助）」
，也可能讓消費者
知道該則訊息是受到廣告主贊助。其他縮寫或圖示可能適合或不適合，取決
於它們是否清楚明顯地呈現，或者消費者是否理解其意義以致於不被誤導
27
。參考案例 17。只要會誤導理性消費者中相當一部分的少數人，就會構成
違反 FTC Act28。
● 確保在轉貼時該揭露存在。廣告主應該採取最佳運作實例，讓空間
有限廣告在被其他人轉貼（在出版）時，該揭露不會被刪除。某些揭露可以
放在該短訊息的開頭。或者，如果揭露被放在訊息結尾，該原始訊息撰寫時
要保留足夠空間，以免其他人轉貼與評論時，該揭露訊息被漏掉。
● 透過點擊連結揭露。在某些情況，例如一個前導式廣告並沒有真正
界定所廣告的商品，消費者必須點擊連結才能瞭解其廣告的標的，或者廣告
商品只在廣告主自己的網站上銷售，故消費者必須點擊連結採取進一步動
作；此時，當必須有更多資訊揭露時，卻無法放入空間有限廣告時，空間有
限廣告可以導引消費者到某網站取得更多資訊。完整的揭露必須在該網站上
清楚明顯地展示。
●在互動式廣告中提供揭露。如果消費者可以透過互動式廣告購買商
品，所有必須的揭露都應該放入該互動式廣告中。
2.顯著（Prominence）
廣告主有責任，讓必需的揭露獲得注意力。
27

可能有必要以實證經驗研究去證明，某些縮寫或圖示是有效的，至少目前為止，由於這
樣的使用很普遍，應可以有把握說，消費者看到它們會理解其意義。到本文件出版之日為
止，尚沒有這種研究。
28
Deception Policy Statement at 177 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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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展示廣告，讓它們可被消費者注意。揭露的大小、顏色、和圖片，
都會影響其是否顯著。
● 大小很重要。 揭露的文字至少必須與其相關的廣告宣稱一樣大，
這樣才較可能有效。
● 顏色有影響。揭露使用的顏色與背景色相對比，可以強調該揭露文
字，讓其更被注意到。如果揭露資訊用的顏色，與廣告背景色相混合，該揭
露可能會被漏看。參考案例 18。
● 圖形能幫助。雖然揭露並不一定要求使用圖形，但使用圖形可以讓
揭露更顯著。
評估揭露的大小、顏色和圖形，乃對比於該網站、email、或文字訊息、
行動應用程式的其他部分29。揭露的文字大小，應該相對於廣告宣稱的文字
大小，以及屏幕中其他文字而定。如果廣告宣稱使用特定顏色和圖形處理，
該揭露可以用同樣的格式處理，有助於讓消費者看廣告宣稱的同時，也能夠
看到與該宣稱有關的資訊揭露。此外，對揭露進行圖形處理，在評估時也要
參考其他圖形在傳達廣告中其他項目時的效果而定。
要考量不同設備上的觀看。大部分可在桌上型電腦上看的網頁，都能在
智慧型手機上看。因此，除非該網站有預設手機最適化（或類似修正）的版
本30，故廣告主應該設計網站，讓必要的揭露都可以清楚明顯呈現，不論在
哪一種設備上展示。參考案例 19。在各種考量因素中，如果揭露在手持設備
上的文字太小太難以閱讀，且該揭露文字無法放大，其就不符合清楚明顯的
揭露。如果揭露是以一長串的文字段落呈現，沒有包裝且不符合屏幕大小，
可能就不適合。
不要埋藏它。揭露的顯著程度，也會受其他因素影響。如果是在很長的
無關文字段落中，藏了一段揭露，這不是有效的揭露。無關的文字會讓人分
心，使消費者不容易注意到該揭露或認知道其重要性。即便那些無關資訊也
很有用，但廣告主必須確保該揭露被有效的傳達。例如，如果揭露藏在「使
用條件」或類似的長篇的契約條款中，消費者極不可能閱讀到該揭露資訊。
即便這些契約內容對締約或其他目的來說有用，但揭露是為了避免欺罔或不

29

網站展示的方式不同，取決於使用的程式和設備。廣告主應開思考不同的展示選項，以
確保需要的資訊可以清楚明顯的展示。評估該揭露的顯著性，乃相對於該廣告的其他部
分，並依廣告在不同設備表現的方式來判斷，這樣才有助於消費者能夠看到該揭露訊息。
30
網站營運者可以界定哪些造訪者是使用行動手持設備，故可以設計適合行動裝置的網站
版本，或者「最適化」的版本，讓消費者可以輕鬆地瀏覽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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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前述契約目的無關。同樣地，消費者單純地點擊「我同意」一份契
約，並不會讓該揭露成為清楚明顯。
揭露所處理的主題，與該廣告的主要主題無關。通常消費者想要在網路
上完成任務或獲得特定產品或服務，不會去注意與其目前任務有關的揭露。
例如，如果廣告主在銷售產品或服務時，也提供另一個不同產品或服務的「可
退貨體驗」
（negative option trial）
。在此種情況下，關於可退貨體驗的揭露就
算相對顯著，但是消費者仍然可能會漏看該揭露，因為消費者額外的產品或
服務並非消費者本來上網的主要目的。在這種情況下，提高消費者真的閱讀
或瞭解該揭露的機會的一種方式，是要求消費者必須在複數個回答選項中選
擇其一（沒有任何一個是預設的選項）
，積極的確認已經看過該揭露。任何這
種積極確認，應該在購買決定過程中的初期就展示，例如在將主要商品加入
購物車前就展示。參考案例 20。
3.廣告中令人分心的因素
清楚及明顯的分析，並不只關注在揭露本身。考量整個廣告也是重要的。
廣告中的各種元素，包括圖形、聲音、文字、超連結到其他畫面或網站，或
者「加入購物車」按鈕，都可能使消費者沒注意到、閱讀或聽到該揭露資訊。
參考案例 21。
●不要讓廣告的其他部分檔在路中間。在電視中，在文字後面移動的視
覺影像，讓該文字難以閱讀，會讓消費者對該訊息的注意力被分散。在網路
使用圖形有時也會產生類似問題：閃過的影像或動態圖形會降低該揭露的顯
著程度。單純網頁中的圖形本身，不會降低該揭露的有效性。然而，必須將
廣告中的所有元素都納入考量，而不是指關心揭露的文字本身。參考案例 22。
4. 重複
在傳達非欺罔訊息時，有必要揭露資訊超過一次以上。重複一個揭露，
可以提高該揭露被消費者注意與瞭解的機會，也會提高那些從其他網點進入
網站的消費者看到該揭露的機會。當然，該揭露也不需要過度重複，導致消
費者忽略它，或者它會讓廣告變得混雜。
● 若有需要，在內容較長的網站和行動應用程式中重複揭露。消費者
可以用不同方式進入或瀏覽網站和應用程式。許多消費者可能是透過首頁進
入網站，其他消費者則是從中途進入，可能是透過搜尋引擎或其他網站的連
結直接進入子網頁。消費者可能不會點擊網站的每一個網頁，也不會滑動畫
面到每一個網頁的最下方。許多消費者不會閱讀網站中每一個網頁的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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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此，廣告主應該考量，只看到廣告一部分的消費者是否可能被誤導，
因為他們可能會漏看必要的揭露資訊，或不理解該揭露與廣告宣稱的關聯。
● 若有需要，重複廣告宣稱時也伴隨重複揭露。如果需要說明的廣告
宣稱在廣告中不斷重複，有時候也必須同樣不斷重複該揭露。在某些情況下，
揭露本身已經整合進該廣告宣稱中，其必然會永遠伴隨著該廣告宣稱以避免
欺罔。其他情況下，在同一網頁中該宣稱每次出現時，可以不斷重複一個清
楚標示的超連結，而完整的資訊揭露只要放在網站中的某一個網頁即可。
5.多媒體訊息和活動
網路廣告可能包含聲音訊息、影像、動態部分、擴增實境體驗（互動式
電腦產出體驗）
，內容的廣告宣稱需要揭露。若是電台或電視廣播，揭露必須
伴隨該廣告宣稱。在評估這類網路廣告的多媒體部分中的揭露是否夠清楚明
顯，廣告主應該並估本指引文件中所有討論過的參考因素，以及下述特殊參
考因素：
● 對聲音廣告宣稱，使用聲音揭露。該揭露的音量和速度，應該要足
以讓理性消費者能聽懂並瞭解其內容。評估該揭露的音量，應該相對於該訊
息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廣告宣稱，進行比較。當然，那些沒有擴音器、適當
軟體或設備的消費者，或者關掉聲音的消費者，既不會聽到廣告宣稱，也不
會聽到揭露。
● 對文字廣告宣稱，使用文字揭露。如果廣告中需要說明的宣稱是以
文字呈現，則揭露也應該以文字提供，不應該只放在聲音或影像檔中。沒有
擴音器、適當軟體或設備的消費者，或關掉聲音的消費者，不會聽到該聲音
的揭露；同樣地，消費者可能無法在某些設備上觀看該影像檔，或單純選則
不看。
● 以足夠長度展示影像揭露。用影像檔或其他網路上的動態元件呈現
影像揭露，其呈現的長度應該足以讓消費者注意、閱讀和理解它們。如同電
視廣告上的極短影像標語，飛掠過的網路揭露不可能有效。
廣告主應該認知，今日消費者可能用各種媒體觀看它們的訊息（例如看
電視、上網、在智慧型手機上看空間有限訊息等）
。這種多媒體接觸訊息的方
式，並沒有改變，如果每一個廣告單獨來看需要揭露時，那麼揭露仍必須在
每一則廣告上以清楚明顯的方式呈現的要求。
6.可理解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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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揭露有效，消費者必須能夠理解它。廣告主必須使用清楚語言和文
法，避免使用法律措辭或專業用語。揭露必須簡單、盡量直覺。如果有相當
比例的少數消費者不瞭解圖示和縮寫的意思，那麼並不適合用該圖示或縮寫
來避免誤導的宣稱31。將予揭露資訊無關的資料放在一起，也會降低該訊息
傳達給消費者的效果。

IV.結論
雖然電子商務（包括行動裝置和社群媒體行銷）蓬勃發展，但欺罔會降
低消費者對電子市集的信心。為確保產品和服務在網路上的描述是真實，並
讓消費者真的獲得其付錢應得之產品活服務，FTC 會持續執行消費者保護法
規。大部分廣告法規的一般原則都是用在網路廣告，但新議題如同科技發展
一樣迅速產生。FTC 會持續評估網路廣告，使用傳統判準，同時承認未來創
新會出現新的挑戰。同樣地，企業經營者在發展網路廣告時也應該思考這些
判斷，並確保它們符合相關法規。

31

See supra not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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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案例
案例 1
該揭露「仿製」
（imitation）需要跟隨著引發說明需要的文字「珍珠」
（pearl），
這樣消費者才不會被誤導所銷售珍珠的類型。如果「仿製」與「珍珠」兩個
字放在不同位置或放在不同網頁，這個揭露就不會有效。FTC 的「珠寶、貴
重金屬、白鑞產業之指引（Guides for the Jewelry, Precious Metals, and Pewter
Industries）(16 C.F.R. Part 23.19)，支持這點，也建議揭露「仿製」這個字應
該在「珍珠」這個字之前。此種情況下，網路廣告與其他類型的廣告在評估
其緊鄰程度時，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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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此廣告必須揭露，該鑽石重量並不精確，所謂 3/4 克拉的鑽石，實際重量可
能介於 0.72 到 0.78 克拉之間。此案例中，由於對產品的文字描述與後面的資
訊揭露之間有空白空間，即便消費者會往下滑動到產品訊息底部（看第二個
畫面），仍然可能認為，沒有更多訊息要看，而很可能會漏看該揭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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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廣告主應該考量消費者可以透過各種設備和平台觀看其廣告，故應確保在所
有可以展示該訊息的設備或平台上，該揭露都要清楚和明顯。
在本案例中，消費者可能不會預期透過網路攝影機監視其家內，還需支付一
個月服務費，故避免該廣告構成誤導就必須要揭露。將這個揭露，放置在攝
影機價格的另外一個欄位，如案例中所示，而不放在價格資訊的下方，會讓
使用桌上型電腦看此網頁的消費者較不容易注意到該則揭露訊息。

桌上型電腦看到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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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繼續）
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其他螢幕小的設備觀看此網頁的消費者，會覺得網頁訊息
太小而無法閱讀（參見下圖手機畫面（沒有放大）），因而消費者會放大某些
他們想要閱讀的網頁部分。
消費者很可能會放大中間欄位（參見下圖放大的手機畫面）
，其包含了該網頁
的主要訊息，消費者可能不會滑向左方看左欄位的揭露訊息。結果，該網站
沒有為了手持設備最佳化其網站，使用智慧型手機看此網站的消費者，會單
純地漏看該月監督費的資訊揭露。

手機畫面（沒有放大）

手機畫面（放大部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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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對於與廣告整合在一起或無法分離的揭露，包括重要的健康或安全資訊，不
應該以超連結傳達此種揭露。此案例中，「重要健康資訊」（Important Health
Information）的超連結會導向資訊揭露：
「Frost-a-tron 可能無法將易腐爛的食
物保持足夠冷，以防止溫度超過 80ºF（例如在熱車中）滋生細菌。在這些情
況下使用可能導致食源性疾病。」冷藏箱無法讓食物夠冷以避免危險病菌增
長的資訊，不應該用超連結方式藏在別的地方，即便已經標示「重要健康資
訊」
。尤其是，當冷藏箱是用來在路途中保存易腐爛食物的新鮮與冰冷。此外，
任何與主要宣稱結合的揭露，都應該立即緊鄰該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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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應該與廣告宣稱整合在一起的揭露資訊，例如消費者可能不會預期到的額外
費用的存在與性質，一般而言不應該使用超連結來做揭露。但是，如果揭露
資訊太複雜，無法在基本的價格資訊下面描述，則可以使用超連結來揭露細
節。本案例用超連結導向揭露資訊：
「監控計畫價格（Monitoring plan price）：
一個攝影機每月$15.95，二台攝影機每月/每攝影機$9.95 ，三台以上攝影機
每月/每台攝影機$7.95。一次付 12 個月 10%折扣；一次付 24 個月 20%折扣。
長者和現役軍人家屬可享額外 5%折扣。」
此一監控計畫價格的資訊可能太過複雜，無法放在單一攝影機價格宣稱的下
方，因此可以透過適當標示的超連結，放到其他地方。
「需要服務計畫」
（Service
plan required）這個陳述及其超連結，放在每台攝影機價格的下一行；且該陳
述以及超連結的標示，可以向消費者傳達該超連結導向資訊的特殊性質與重
要性。

此外，所有價格資訊，包括任何這類費用，都應該在消費者購買前清楚明顯
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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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因為廣告主宣稱「保證滿意」
（Satisfaction is guaranteed）
，意味者，不滿意的
消費者可以得到全額退款，廣告主應該清楚和明顯地揭露退貨費用的資訊。
「所有退貨適用的退貨費用」（Restocking fee applies to all returns）的超連結
可導向該揭露資訊：「如果您在 30 天內退回 Frost-a-tron，則需要支付 19.95
美元的退貨費。在 30 天之後和 90 天之前，退貨費為$ 29.95。 90 天後，退
貨費為$ 49.95。運輸和手續費概不退還。退貨沒有貨到付款。」此一退貨政
策的細節，可能太過複雜而無法在該保證下面揭露。該超連結的標示適當地
傳達其導向資訊的性質與重要性。

304

案例 7
這則廣告必須揭露，該鑽石重量並不精確，所謂 3/4 克拉的鑽石，實際重量
可能介於 0.72 到 0.78 克拉之間。即便該超連結「3/4 克拉」
（3/4 Ct.）導向的
網頁列出每一顆廣告主銷售鑽石的重量區間，這個揭露還是不清楚和明顯。
在「3/4 克拉」（3/4 Ct.）下面畫底線，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向消費者表達這
是一個超連結。即便消費者認知道這是一個超連結，該標示並沒有向消費者
傳達該連結導向資訊的重要性，亦即「該鑽石重量並不精確，賣家銷售的鑽
石重量可能有差異，且廣告中所謂 3/4 克拉的鑽石，實際重量可能低於 0.75
克拉」
。消費者可能會以為該連結會看到一般的「克拉」或鑽石重量一般的額
外資訊，而不會想到是他們所購買鑽石重量之宣稱的必要揭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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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因為廣告主的宣稱「確保滿意」
（Satisfaction is guaranteed）
，暗示不滿意
的消費者可以得到全額退費，故廣告主應該揭露退貨費用的資訊。
「免責聲明」
（Disclaimer）的超連結所導向的揭露資訊為：
「如果你在 30 天內退貨，要收
取退貨費用 19.95 元。若在 30 天候到 90 天內退貨，退貨費用為 29.95 元。
90 天後退貨，退貨費用為 49.95 元。運費和處理費無法退費。退貨沒有貨到
付款。」
「免責聲明」這個超連結標示，無法適當的傳達所導向的資訊，是關於
「退貨費用的重要資訊」
；超連結標示為「揭露」
（Disclosure）
、細節（Details）
、
或甚至退回資訊（Return Information），也一樣不夠。

相對地，案例 6 中超連結標示為「所有退貨適用的退貨費用」
，就可以傳
達該揭露資訊之性質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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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這則廣告必須揭露，鑽石重量並不是精確的 3/4 克拉，而可能是介於.72
和.78 克拉之間。即便超連結導向的網頁，會列出每一個廣告主所賣鑽石重
量的區間，但該揭露仍然不清楚和明顯，因為該超連結標示並沒有指示該資
訊的重要性，無法使消費者瞭解為何要點擊該超連結。雖然該標示確實指示
了，若消費者點擊可以獲得與耳環有關的更多資訊，但這並沒有指示，該資
訊乃是與所廣告鑽石重量有關的資訊。例如，消費者可會以為，該連結會導
引到其他運送貨訂單資訊，而非與鑽石重量有關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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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本案例中，Julie Brown 的推薦後面有一個圈，圈內寫 FS，其是想要揭露，她
收到免費樣品（free sample）
，以交換替商品推薦。本案中所收到的免費樣品
是免費的照相機。

某些圖示、縮寫或符號，還是可能會造成誤導，因為其無法提供足夠的指引，
說明為何該廣告宣稱有限制，或者關於該揭露的性質，或者消費者無法了解
這些圖示的意義。這些圖示或符號，就算可作為超連結，導向對該意義的說
明，仍然不足以讓該揭露清楚與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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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超連結應該緊靠在其想說明的廣告宣稱旁，以提高消費者看到並瞭解其
重要性的機會。
本案例中，有關退貨費用的超連結，就是緊鄰在「確保滿意」這個需要
說明的廣告宣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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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超連結應該緊靠在其想說明的廣告宣稱旁，以提高消費者看到並瞭解其
重要性的機會。
本案例中，網頁中主要段落的結尾，和超連結之間有很大的空白空間，
讓消費者不太可能會注意到該超連結。此外，如案例 9 所說明，該超連結的
標示也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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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如果要購買或使用該廣告產品，除了該產品基本價格外，還要承擔相當
額外費用，且消費者不會合理地預期到這些費用時，應該在相同網頁中明顯
地揭露該資訊，且位置要緊鄰該產品基本價格說明的旁邊。
本案例中，關於每月監控費的存在的揭露，放在訂購的付款確認頁
（check-out page）
（下一個網頁）
，很可能會被認為不夠清楚和明顯；該費用
應該清楚地寫在前一個提供價格資訊的網頁的攝影機價格之後。

（請繼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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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繼續）
然而，在確認訂購網頁中，揭露消費者購買所需要支付的稅金，以及合
理的運費和處理費，則沒有問題，因為消費者會預期存在這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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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本案中的空間有限訊息，需要兩種揭露：(1) JuliStarz 是獲得報酬作為
Fat-away 的推薦人；(2)消費者使用 Fat-away 在一般情況下一般可預期減輕的
體重，會遠低於 Juli 宣稱的在 6 星期中所減輕的 30 磅。參見「薦證廣告使
用之指引（Guides Concerning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16 C.F.R. Part 255)。
即便該訊息中的超連結，直接導引到 Fat-away 網頁中的那些揭露資訊，
如果消費者可以從實體商店或第三方的網路零售店（與廣告主無關的零售店）
購買到 Fat-away 產品，這些揭露還是不適當。不論何種情況，消費者可能不
會點擊連到 Fat-away 的網站，因此無法看到這些揭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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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在某些情況下，所需的資訊揭露可以輕易地融入空間有限廣告。本案例
的空間有限空告需要兩種揭露：(1) JuliStarz 是獲得報酬作為 Fat-away 的推薦
人；(2)消費者使用 Fat-away 在一般情況下一般可預期減輕的體重，會遠低於
Juli 宣稱的在 6 星期中所減輕的 30 磅。這則空間有限廣告，只在一開頭寫了
「廣告：」
（Ad: ）
，就傳達了 Juli 是獲得報酬作為 Fat-away 的推薦人，只用
了 4 個字元。其也簡單地揭露「通常可減輕 1 磅/週」
（Typical loss: 1lb/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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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最初的空間有限廣告需要兩種揭露：(1) JuliStarz 是獲得報酬作為
Fat-away 的推薦人；(2)消費者使用 Fat-away 在一般情況下一般可預期減輕的
體重，會遠低於 Juli 宣稱的在 6 星期中所減輕的 30 磅。若將該揭露資訊放
在後面的訊息中，會有問題，因為中間會出現無關的訊息。在看到 Juli 的揭
露訊息前，消費者可能就不再閱讀這一串訊息，或者消費者不瞭解後面的揭
露訊息與最初的訊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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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以下這些空間有限廣告都需要兩種揭露：(1) JuliStarz 是獲得報酬作為
Fat-away 的推薦人；(2)消費者使用 Fat-away 在一般情況下一般可預期減輕的
體重，會遠低於 Juli 宣稱的在 6 星期中所減輕的 30 磅。雖然這些訊息都包
含了一個縮寫或連結，導引到相關的揭露訊息，但每一個方式都不足以讓消
費者不被誤導。

消費者可能不瞭解「#spon」所表示的是，該訊息乃是由廣告主所贊助。如果
相當比例的理解消費者不瞭解，該廣告就屬於欺罔。

將「#spon」直接放在超連結後面，可能會混淆消費者，讓消費者更不容易理
解那是一個揭露。

消者者看到「bit.ly/f56」
，這個超連結會連到廣告主的關於產品的官方網
站，但消費者可能不瞭解透過該連結會導引到的資訊的性質與重要性。甚至，
如果消費者在實體商店或向第三方網路零售商購買 Fat-away 產品，或者任何
不點擊該超連結的方式去購買產品，沒有點擊該超連結的消費者會被誤導。

同樣地，消費者看到「bit.ly/f56/disclose[6]」，該超連結可以導引到第三
方網站上，網站上有揭露資訊，消費者仍不必然瞭解他們會在該網站上查到
什麼，或者他們是否應該點擊該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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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本廣告中的兩個資訊揭露，相對於網頁的背景色來說對比太過模糊，很容易
被漏看。因為這兩個揭露並不凸顯，其不夠清楚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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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大部分網站可透過桌上型電腦和智慧型手機瀏覽，但如前面所討論，消
費者可能在行動設備上看會漏掉揭露訊息，因為需要放到部分文字，且需要
水平或垂直滑動畫面。
如果網站可以為行動設備做最適化的設計，且會自動偵測消費者上網設
備種類，讓網站內容可以符合該設備的螢幕，則網頁中的揭露就更可能清楚
和明顯。
本案例中，網站已經為了行動設備做了最適化設計，關於需要服務計畫
的資訊，以及該計畫價格的超連結，都立即地緊鄰在需要說明的攝影機價格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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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本案例中的取消選項（不加入食譜會員）與主要的要約（廚具）屬不同的主
題，廣告主應該特別注意，確保取消選項的揭露是清楚和明顯。本案例中，
要求消費者積極的確認看到該揭露資訊的方式，是在進入到結帳確認畫面
前，先出現一個畫面有兩個選項要消費者點擊，且沒有任何一個選項是預設
選項，這樣應該可以達成此目標。

（繼續看下一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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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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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本案例中的部落客（blogger）所評論的油漆，是免費獲得的，故必須揭
露這個事實。雖然她在部落格貼文最後有揭露，但在這之前出現了幾個超連
結，這會讓讀者分心去點擊這些超連結，而沒有看完整篇貼文。由於這些分
心的超連結，該揭露很可能不是清楚和明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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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2
在評估一廣告中的揭露是否清楚和明顯時，廣告中的所有元素都應該被納入
考量。在某些情況下，廣告主想要讓廣告更加吸睛的某些元素，事實上會讓
消費者分心而漏掉重要的揭露訊息。
在本案例中，一個動態的發言者不斷移動與討論 Eye on Your Home 監控攝影
機產品的優點，可能會讓消費者分心，沒看到每月監控費用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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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美國「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
中文翻譯：楊智傑
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101（Disclosures 101 for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2019.11）
你與品牌商合作推薦或薦證產品？
如果是，你在做這些推薦時，必須遵守相關法律。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你要好好揭露你與品牌商間的關係。
這本來自FTC職員編寫的小冊，提供了何時以及如合作好揭露的提示。
FTC努力打擊欺罔性廣告，其薦證指引（Endorsement Guides）更詳細的說明，
廣告主和薦證者如何符合法律。
如果你透過社群媒體薦證一產品，當你與品牌商有某種關係（重要關聯性），
你的薦證資訊應該明顯地（obvious）呈現這一點。所謂與品牌商的「重要關
聯」（material connection），包括個人的、家庭的、工作上的關係，或者財
務上的關係，例如品牌商付費給你，或者提供你免費或折扣的產品或服務。
告訴你的追蹤者存在這種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可讓你的建議是真誠且
真實的，也可以讓人可以評價你薦證的價值。
作為一名影響者，你有責任做這些揭露，有責任熟悉薦證指引，並且符合對
抗欺罔性廣告的法律。不要仰賴他人替你做這些事。
何時該揭露（When to Disclose）
當你與品牌商間，有任何財務的、工作上的、個人的、家庭的關係，就
該揭露。財務關係不限於金錢。如果你獲得任何有價值的事物，換取提及一
產品，就該揭露該關係。
如果一品牌商提供你免費或折扣產品，或其他補貼，然後你提及其中一
項產品，即便他們沒有要求你提及該產品，你都應該揭露。
不要假設你的追蹤者已經知道你與品牌商間的關聯性。
即便你認為你的評價並沒有偏見，仍然要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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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謹記，標籤、按讚、釘選（pins）和其他表示你喜歡一品牌或產品的
類似方式，都是薦證。
如果是在海外貼文，只要其可合理預期，該貼文會影響美國的消費者，
一樣適用美國法。可能也適用外國法。
如果你與品牌商沒有任何關聯，只是告訴人們關於你購買的產品，且剛
好你喜歡該產品，你不需要宣布，你與品牌商間沒有關聯。
如何揭露（How to Disclose）
要讓人們看到並瞭解該揭露。
將揭露放在難以漏看（hard to miss）的位置。揭露應該放在薦證訊息本
身之中。
揭露訊息如果只出現在「關於我」或者個人檔案頁中，在貼文或影片的
尾巴，或者任何需要人進一步點選才看到的地方，很可能會被漏看。
不要將你的揭露混雜在一群標籤和超連結中。
如果你的薦證是在Snapchat和Instagram Stories上的一張照片中，則要將
你的揭露加在該照片之上，並確保觀看者有足夠的時間注意到並閱讀到。
如果是在一影片中做薦證，該揭露應該出現在影片中，而不應只出現在
上傳該影片的說明描述中。同時透過聲音和影像呈現揭露，觀看者比較可能
會注意到。某些觀看者可能只看畫面不聽聲音，某些觀看者可能不會注意到
畫面上的字幕。
如果是在一即時串流直播（live stream）中做薦證，應該每隔一段就重複
做揭露，讓只看部分直播的觀看者也可以看到揭露訊息。

使用簡單和清楚的（simple and clear）的語言。簡單的例子例如，在難
以漏看的位置放上「謝謝Acme品牌提供免費產品」，通常就足夠。
同樣地，使用「廣告」
（advertisement）
、縮寫的「ad」和「受贊助」
（sponsored）
這些詞，也足夠。
在空間有限的平台，例如Twitter，當Acme是一個品牌名稱時，使用「Acme
伙伴」（AcmePartner）或「Acme 形象大使」（Acme Ambassador），也是
可以的選項。
在揭露以外額外再加上標籤，例如「#ad」或「#sponsored」也很好，但
不是必要。
不要使用模糊或令人混淆的字眼，例如「sp」、「spon」、「col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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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獨使用「謝謝」（thanks）或「形象大使」（ambassador）這些詞，且應
該盡可能避免使用其他縮寫或速記符號。
揭露所使用語言，應該與薦證使用語言相同。
不要假設平台的揭露工具以經足夠，但可以考慮在你自己好的揭露以
外，額外使用平台的揭露工具。
還需要知道什麼（What Else to Know）
不要對你根本沒有使用過的產品，聊到你的的使用體驗。
如果你收費去聊一產品，並認為其很糟糕，你不能說它很棒。
對於廣告主沒有辦法提出證明的宣稱，例如該產品可以治療某種健康狀
況，你不能做該宣稱。
若需要進一步資訊（For More Information）
你有其他問題嗎？FTC的薦證指引：人們問些什麼（Endorsement Guides:
What People Are Asking）是FTC職員所出版，回答各界對如何使用薦證，包
括在社群媒體上，所提出問題所做的回答，並附有許多有用的例子。
FTC.gov/influe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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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線上評論與影響力行
銷」
中文翻譯：楊智傑
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

第 1 篇（Volume 1） 3 線上評論
2015 年 6 月 10 日
3. 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s）
3.1 前言
真實的產品評論，由具有真實使用者體驗的消費者所撰寫，已經成為消
費者尋找公正的產品資訊的重要來源32。例如，社群媒體網站通常是消費者
搜尋一產品或服務最開始的地方。如果沒有朋友的意見，或同好者的意見，
你能信賴誰？
在數位平台上真實的使用者體驗（Authentic consumer reviews）對消費者
和企業均有利，其可以提供豐富的公正的產品資訊，幫助消費者做出資訊充
分的決策，並回饋利益給提供更佳產品或服務的企業。
3.2 人工草皮行銷（Astroturfing）
「人工草皮」
「astroturfing」這個字使用在廣告的脈絡中，指的是創造商
業的表達，假扮成真正的公正的消費者體驗或意見，例如虛假的（fake）消
費者評論或薦證。
我們注意到，這種行為越來越多，且通常是公司想要提升其產品排名或
降低競爭對手排名的有組織行動中的一部份。例如，有些公司會鼓勵他們的
員工，在網站或評論平台上張貼正面的評論，或者提供給他們的客戶誘因，
希望他們留下正面評論。公司也會雇用「聲譽提昇公司」（reputation
enhancement firms）或「搜尋引擎最優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簡稱
SEO）公司，他們會付費給第三方，張貼虛假的線上評論。
有時候，這些計畫是想要促銷特定的產品或服務，更多時候，它們通常
32

"Customer Service and Business Results: A Survey of Customer Service from Mid‑Size
Companies", Dimensional Research, April 2013. "The vast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who have seen
reviews claimed that that information did impact their buying decisions. This was true of positive
reviews (90%) and negative reviews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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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公司提升一般性企業利益的努力的一部份。例如，他們可能是想要建
立或保護品牌忠誠度，或者增加需求。如果這種行為持續不受約束，其可能
會嚴重損害消費者對線上評論真實性的信賴，這對消費者和企業都造成損害。
消費者在做購買決策尋求指引時，社群媒體是資訊的主要來源，也
是虛假線上評論的主要平台。
— John Pecman, Commissioner of Competition33
3.3 競爭法
加拿大競爭法（Competition Act34，以下簡稱本法）的誤導廣告條款
（misleading advertising provisions）禁止廣告主以任何方式，在重要面向上做
出虛假或誤導性的表達35，並進一步規定，該表達所傳達的一般印象（general
impression）必須被納入考量。
3.4 人工草皮行銷的問題
消費者閱讀線上評論，研究一產品的好處和壞處，他們會高度重視其他
購買者的真實體驗。當考量到一般印象時，幾乎沒有懷疑，消費者評論會被
看作出反應公正消費者的真實體驗。
這很合理。加拿大人對消費者評論的期待就是：評論可以表達真實消費
者的真正體驗。
如果消費者發現，許多消費者評論是由根本沒使用過產品的人所寫，甚
至是收費撰寫這些評論，消費者會如何評價到處可見的使用這評論？很明顯
地，消費者會認為這些意見完全是虛假和欺罔性的。
如果消費者發現，這些正面的評論來自於該公司的員工所撰寫，又會如
何？各公司和他們的員工，很明顯地，就他們自家產品的正面消費者評論，
具有既得利益，因而很可能被認為具有偏見，欠缺適當的公正性，因此不太
可能提供平衡的評論。因此，如果消費者知道這些評論欠缺獨立性，他們對
這些評論的評價就很低。
當討論到消費者使用評論的重要性，許多證據指出，使用者評論是消費
者尋找並做出資訊充分抉擇的重要來源，因此企業越來越關心他們在網路上
的口碑聲望（word‑of‑mouth reputations）。
例如，研究顯示，大部分消費者認為網路是產品評論的值得信賴的來源，
33

"Too good to be true: Don't buy into fake online reviews", Bureau Press Release, March 10,
2015.
34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c. C‑34.
35
Pursuant to subsections 52.01(1) and 74.011(1),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that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be material when made in the sender or subject matter information of an electronic
message, as defined by th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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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根據這些線上資訊改變他們的購買決定，或者因為看到稱讚的評論而
決定購買36。
在企業方面，研究顯示，產品評論分數的提升，可以讓企業提高價格，
並仍然維持市占率，且網路名聲的提升可以帶來消費者的增加37。
就薦證廣告的真實性（the authenticity of testimonials），競爭署對此議題
的指引說明，消費者會假定，提供薦證的消費者在評論該產品之前乃真正使
用過該產品，並且指出「......消費者通常更可能會接受，由其他消費者對該產
品所為的表達，當其乃明顯地根據實際使用，並且傳達出公正性，其本身就
擔保著該表達的可信賴性。」38
評論必須是真實的，除此之外，該指引也強調公正性的重要性，其指出，
當看起來像是第三方薦證，在第三方與廣告主之間有未揭露的重要關連性，
不論是財務或其他關連（例如第三分是員工）
，就會產生問題。這種重要關連
性是重要的，即便這些人提供的是真誠、沒有偏見的評論，因為消費者會高
度評價第三方意見是否具獨立性。
廣告主，或者與之有重要關連性的人，他們在考慮張貼自家產品或競爭
對手的消費者評論時，可能要問自己，這些評論是否創造了一般性印象，表
現出公正消費者的真實體驗或意見。在思考所創造的印象時，廣告主應該要
去思考，這些評論很可能被展示的脈絡為何。考量評論的脈絡時，應包含，
其是否讓該評論與任何重要關連性之揭露分離。
在一般人可以接受訊息的各種各樣的管道中，很難去想像，任何一個管
道具備可信度，因此，人與人間的溝通，或者口碑，就很重要。這就是為何，
這些口碑傳播管道比起任何其他的傳播管道更可能影響消費者39。
3.5 國際焦點
人工草皮行銷是一個跨越國界的問題，威脅了全國的電子商務誠實可
靠。其對大部分、負責處理欺罔和誤導性行銷行為的主要的執法機關和國際
36

"Game Changer: Cone Survey Finds 4‑out‑of‑5 Consumers Reverse Purchase Decisions
Based on Negative Online Reviews", 2011 Cone Online Influence Trend Tracker, 89% of
consumers find online sources trustworthy for reviews; 4‑out‑of‑5 consumers have changed their
minds based solely on negative online information.
37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Lodging Performance", 2012, C. Anderson, Cornell
University School of Hotel Administration, Hotels that increase their review scores by one point
on a five point scale can increase their prices by more than ten percent and still maintain the same
occupancy or market share. A one‑percent increase in reputation can lead to an occupancy increase
of more than half a percent.
38
"Ensuring Truth in Advertising",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39
"Using Online Conversations to Study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David Godes and
Dina Mayzlin, Marketing Science, Vol. 23, No. 4, Fall 2004, ISSN 0732‑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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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來說，越來越成為焦點所在。
競爭屬與國際合作夥伴兼有絕佳的工作關係，並且努力對國際伙伴在這
個議題上的努力保持關注，並參與各種的國際論題，討論這個議題。
至於各國的行政機關的行動，在 2009 年 10 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修
正了其薦證廣告使用指引40，納入部落客或其他口碑行銷者傳達的薦證案
例，並說明在廣告主和薦證者間構成「重要關連性」的資訊必須揭露。相關
的指引說明，薦證者和產品行銷者之間的關連性，會影響人們對該薦證的評
價，所以應該揭露41。自從該指引修正之後，重要的執法活動持續展開。
2013 年 9 月，紐約州檢察總長完成了一項對「聲譽管理產業」
（reputation
management industry）以及人工草皮行銷行為所做的秘密調查。這項調查發
現，某些聲譽管理公司和「搜尋引擎最優化」公司，因為企業越來越關心其
在網路上的生育，因而使用先進技術，隱藏身分，建立假帳號，用虛假的消
費者評論充斥評論平台。在該調查後，十九家公司同意支付超過 35 萬美元罰
金42。
透明（Transparency）和公正（impartiality）是澳洲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對線上評論相關指引的
核心觀念。企業被要求，所有可能會影響評論的商業關係必須公開透明，如
果該評論事實上是由該公司或接受報酬的第三方所撰寫，卻表現出公正的樣
子，該評論會構成誤導消費者43 44。
2015 年 2 月，英國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CMA)）徵求公眾對於線上評論和薦證的意見45。在徵求說明中，CMA 說明，
評論意見在幫助消費者做出購物決策，例如找旅館、挑選交易對象和選擇化
妝品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他們也關心「某些評論和薦證中資
訊的可信賴性與公正性」
，並且也想瞭解「媒體公司、線上生育管理者和搜尋
引擎最佳化者所扮演的角色」
。根據 CMA2014 年引用的調查報告，81％的英
國消費者閱讀消費者評論，47％的消費者閱讀部落格46。
40

"FTC Publishes Final Guides Governing Endorsements, Testimonials", News Release, Oct
5, 2009.
41
"The FTC's Revised Endorsement Guides: What People are Asking", FTC.
42
"A.G. Schneiderman Announces Agreement With 19 Companies To Stop Writing Fake Online
Reviews And Pay More Than $350,000 In Fines", September 23, 2013.
43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nline reviews – a guide for business & review platforms",
ACCC, December 2013.
44
"Advertising & promoting your business – Managing online reviews", ACCC, Online Resource.
45
"CMA seeks information on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February 2015.
46
"The growing power of consumers", The Deloitte Consumer Review, Jul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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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評論現在是每天決策的一部份。然而，當企業所有人進行評論詐
欺，不論是由自己張貼正面評論，或者對競爭對手張貼負面評論，評論的可
信度被根本性的破壞47。
3.6 結論
虛擬的口碑網站，包括公司和零售商的網站、設群媒體網站和評論平台，
一起構成了無法估價的豐富資訊，這些資訊是消費者購物前進行研究的起
點。人工草坪行銷的行為，威脅、污染了這些資訊，導致消費者資訊的重要
來源受到損害。
負面和正面評論，直接影響消費者決策，因而對企業也很重要。加拿大
人需要知道，他們可以仰賴消費者的使用者評論，且企業可以被允許從他們
消費者的合法評論中獲益，而不需要對付那些鋪假草皮的競爭對手。

第 4 篇（Volume 4）、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競爭署之觀點
前言
在今日的數位世界，不論社群媒體或其他線上網站，消費者經常性地追蹤喜
歡分享他們興趣的網路名人的每日生活，以及追蹤其所重視的意見。這些名
人現在是忙碌消費者重要的資訊來源，包括公正的產品評論與建議。
但是，如果這些名人與這些產品或品牌的公司有關係呢？例如，如果這些公
司以某些方式支付對價，包括金錢或免費產品給這些名人？這些忠心的追蹤
者不會想知道這些資訊嗎？他們當然會想知道。
這就是為何，網路名人和廣告主沒有適當地地揭露這些關係讓消費者知道，
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何謂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廣告主稱這些網路名人為影響者（influencers）。
這些影響者使用各種網路平台，包括社群網站、部落格或照片分享軟體，經
47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Reputation, Competition, and Yelp Review Fraud", Michael Luca and
Georgios Zervasz, May 2015.

330

常性地創作並向公眾分享有趣或資訊性的內容。
網路影響者（online influencer）有超過一般人平均的影響力，可影響一群消
費者的行為：這些追蹤者、訂閱者或閱讀者，他們看中這些影響者的專業知
識、意見或獨特觀點。
很難指出，怎樣才能夠成為成功的網路影響者，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持續性
地創造有趣的、可信賴的內容，需要有天賦，且大量的工作。這些品質，界
定了一個影響者的品牌，而這廣告主正希望透過這樣的品牌，行銷他們自家
產品或品牌。
在今日的網路世界，廣告主通常付費或以某種方式支付報酬給影響者，請他
們創造並分享內容，宣傳他們的產品或品牌。

（三腳架上的攝影機，記錄一個女士在廚房備料，一邊看向攝影機，一邊說
話，手持新鮮的草藥。）
他們支付報酬給部落客，以評論相關的產品或服務，例如，要運動員在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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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中提到減肥選項或運動產品，或者要流行或生活方式的評論者張貼影
片，宣傳衣服、化妝品、購物地點。影響者每次上傳新內容舊會會收到數百
元甚至數千元。
廣告主稱此為「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影響力有各種大小（Influencers come in many sizes）

（一位黑頭髮年輕人專心看手上拿的手機，想要替自己拍照或拍影片。
）
當問到如何界定典型的影響者，很多人很快地就會描繪出一個比生活更大
（larger-than-life）的名人，他在社群媒體的出現是一種文化現象。沒錯，社
群媒體的超級明星是影響者，但他們卻不是典型的影響者的代表。事實上在
每日的影響力行銷的生意中，他們反而是例外。
更典型地，影響者通常是只被少數消費者群體所認識的網路名人。他們很可
能一開始只是在部落格上、YouTube 頻道分享個人對某些讓他們感到幸福事
物的觀察。不久後，他們的音量和觀點打到正確點，讓他們有更大的追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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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個人成為影響者的原因，追蹤者的數量並非絕對因素。廣告主會考量各
種特性，判斷一個影響者是否適合他們的行銷策略。根據一位業者的說法，
某些頂端的影響者有超過 10 萬名追蹤者和訂閱者，其他中等的影響者可能只
有 2 萬 5 到 10 萬的追蹤者，甚至有一些少數影響者只有 1000 名追蹤者（微
影響者）。
換句話說，不論影響者有 10 萬追蹤者或只有 1000 追蹤者，如果他們是活躍
的，且能吸引人跟隨，就有機會讓廣告主支付報酬換取她們的意見。
影響力行銷是一門大生意
廣告主長久以來，會提供免費產品或其他好處給消費者，例如購買的回饋，
或者搭配贈送其他產品。
廣告公司會建立一群影響者名單，並替品牌公司媒合影響者。
當免費產品、金錢報酬，或其他形式的報酬，是影響力行銷的關鍵元素時，
這就不只是少數幸運消費者偶然獲得贈獎這麼單純。這已經是持續增加的專
業的行銷技術，由一群專家、管理者和行銷者組成的成長產業所支持。所以
影響力行銷是一門大生意。
許多公司現在投入相當大的行銷預算到影響力行銷，雇用社群媒體專家監督
網路活動，辨識誰是適合公司品牌的影響者並與其發展關係。這些公司會以
非正式的方式支付報酬給影響者，或者與影響者簽署正式契約，共同合作以
確保任何他們生產代表公司的內容，符合公司的行銷策略。
也有一種行銷公司，其業務是專門建立影響者的名單，並與品牌公司媒合。
這些公司協助企業創造和管理影響者為基礎的行銷公司（influencer-based
marketing campaigns）。他們可以協助準備和審查內容，提供軟體系統幫助
監督和追蹤影響者的貼文。某些公司會提供量表，追蹤一個影響者的粉絲參
與度，讓該公司可以測量該網路行銷活動的成效。
這同樣都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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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打扮漂亮的年輕女性，畫好了妝，坐在桌前展示化妝品，對攝影機手
持口紅樣品。）
廣告主支付報酬給影響者，或者影響者接受報酬，這本身並沒有錯，但是這
種關係的雙方都必須記住，他們在對消費者進行行銷。畢竟，對於廣告主而
言，影響者就像是一種行銷的管道，讓他們可以鎖定特定的觀眾，而這是傳
統媒體沒辦法做到的。
對於所有的行銷廣告呈現方式，本來就有必須遵守的規則。加拿大競爭法
（Competition Act）禁止誤導廣告和欺罔性的行銷行為。這些條文也適用於
影響力行銷，一如也適用於其他行銷形式。
對影響者的意涵
影響者希望從網路活動、促銷產品或品牌中獲利，就必須遵守影響力行銷有
關的責任。
影響者的檢查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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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張貼評論和意見於社群網站時：
□確保該資訊揭露要盡量可被看到：消費者不會每一個地方都挖掘
□在每一篇貼文都要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
□使用清楚、上下文（contextually）適合的文字和圖像
□確保揭露不會與內容分開，當內容被分享時也一起跟著走
□根據真實經驗來撰寫所有評論和意見
□避免含糊不清的引用和縮寫，例如「謝謝某公司」（Thank You Company
X!）、「代表大使」
（Ambassador）、「伙伴」
（Partner）、「某公司」
（Company
X）、「SP」、「贊助」（Spon）
他們必須謹記一些重要觀念：
揭露重要關連資訊（Disclose material connections）
影響者必須清楚的揭露任何他們與所推銷之產品或服務之公司間的重要關連
性資訊。
所謂重要關連性，是指影響者和公司之間，可能會影響消費者評價該影響者
獨立性的任何關係。通常是指，影響者從公司收到的有價值的東西，例如金
錢報酬、免費產品、折扣獲其他利益，但其也可能包括影響者和公司之間的
企業或家族連結。
影響者應該永遠清楚的揭露與公司間的重要關連性資訊。
影響者應該揭露這些關連性，揭露的方式，要讓消費者可以看到它們，並且
理解它們代表的意義。換句話說，影響者應確保他們的追蹤者會知道，特別
提到或評論某產品，是一種行銷的表現。
謹記上述重點，影響者應該在上傳其內容前，好好檢查其內容，並且自問：
「對第一次看到這個內容的讀者來說，這樣是否清楚，我與銷售該產品的公
司之間有重要關連性？」
如果答案為否定，或有疑慮，那麼該揭露就不足以保護該影響者免於潛在的
法律責任。
不要創造誤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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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打扮漂亮的年輕女士在攝影機前微笑，站在一件綠色洋裝的兩旁，他
們面對鏡頭手持該綠色洋裝。）
當消費者瀏覽電子市集、包括影響者建立的電子市集時，消費者信賴線上評
論與薦證。因此，當影響者在網路表達意見，這些意見必須是真實的，且根
據真正的體驗而來。
影響者應該閱讀本摘要（Digest）第 1 篇的「線上評論」，該部分涵蓋了該
主題更詳細的內容 。
對廣告主的意涵
企業主需要知道，競爭署會將競爭法適用於影響者，也適用於企業主。因此，
廣告主也必須為影響者所為的表達而負責任。
廣告主的檢查清單
當與社群媒體影響者交涉時：
□確保影響者清楚的揭露該重要關連性資訊
□在每一篇貼文都要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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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該表達內容沒有虛假或誤導
□確認，影響者並沒有代表你做出表現宣稱（performance claims），除非有
適當或是何的檢測根據
這表示，廣告主和他們的代理人，在確保遵守該法時，不要心存僥倖。畢竟，
大部分公司都非常小心的確保所有其他的促銷廣告會符合競爭法中的誤導廣
告和欺罔性行銷行為的條文。廣告主在處理影響力行銷時，應該採取同樣的
注意。
共同背景 Common ground
在世界上的消費者保護機關和產業團體之間對於清楚及有效的揭露影響者和
廣告主之間的重要關聯繫這件事，已經有廣泛的共識。
例如，在加拿大，影響力行銷掌舵委員會（Influencer Marketing Steering
Committee）
，由 Ad Standards 所協調成立，最近公布了一個揭露指引草案（draft
Disclosure Guidelines），制訂了影響力行銷的最佳運作實例，並提供在不同
的網路脈絡下揭露策略的詳細案例。
網路上的各種有價值的指引很多，這就是一個例子，可供影響者和廣告主，
在各種網路平台上做有效的揭露時，可做為參考。
競爭署鼓勵每個積極參與影響力行銷活動的人，在進行行銷活動之前，都要
看這些資源。
結論
在一個資訊過度負載的資訊世界中，影響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對相同
想法、沒有時間、專業、資源，詳細搜尋並瀏覽每個選擇的消費者而言，扮
演管理者、可信賴的發言者。
重要關連性資訊之揭露，不只是消費者保護，也是執法議題。其對廣告主和
影響者兩者的聲譽來說都很重要。消費者當失去信任時，會很快地放棄一品
牌，不論是影響者或企業的品牌。
透過適當地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並確保該內容沒有誤導，影響者和廣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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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避免耗費成本的法律錯誤，也可以促進好的聲譽，讓品牌的資產成長，
並讓他們在擁擠的網路世界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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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
中文翻譯：楊智傑
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
2019 年 1 月
影響力行銷掌舵委員會（Influencer Marketing Steering Committee）
--------------------------------------------------------------------------------------------------加拿大的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
，與影響力行銷公司的產業小組合作，
提出了此一揭露指引，以介紹產業最佳實例（industry best practices）
。以下的
各種指引，是想要教育影響力行銷產業，讓他們瞭解揭露的義務，以及對提
供揭露時提供一個實用架構。
適用範圍
本揭露指引適用於任何從事影響力行銷運作的人。
本揭露指引涵蓋了三種社群媒體管道：
• 部落格和微型部落格（Microblogs）；
• 設群媒體網絡；和
• 影音內容。
來自委員會
廣告標準協會影響力行銷委員會的成員，均來自該產業，想要建立一個實用
的指引和工具，對於在任何社群媒體管道上從事影響力行銷時，如何揭露、
何時揭露、揭露什麼等問題，提供清楚的說明。
請鼓勵你團隊的成員，從任何影響力行銷的宣傳開始，就使用這些指引做為
地圖，以提供了真實的、公平的、正確的影響力行銷內容。
科技快速地進步、行銷趨勢不斷改變，我們無法能預測所有可能的場景。因
此本指引希望是一個不斷更新的文件。我們邀請你的評論和回饋，請寄到
info@adstandard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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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指引並沒有要取代或凌駕在某些政府部門中已經存在的影響力行銷的規
範要求。
進一步，本文件中以下的揭露最佳實例，並不構成法律建議，也無法確保一
定符合加拿大廣告標準規則（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或加拿
大競爭法（Competition Act）相關規定的要求，包括重要關連性揭露、沒有
適當和適合的檢測根據所為的產品表現之表達 （product performance
representation）
、不要為虛假或誤導的表達。在判斷到底需要做什麼時，任何
傳播的完整脈絡都必須納入考量。
---------------------------------------------------------------------------------------------------

考量因素
社群媒體並沒有疆域界線，但政府制訂和執行的法律和規則，只能在其管轄
領域內運作。因此，廣告標準影響力行銷委員會希望提出最佳實例，可以符
合法律、法規命令、和其他組織和世界上任何其他管制者的自我管制環境。
為何要揭露
揭露品牌廠商和影響者之間的重要關連性，是符合法律與法規命令所必要。
對於建立觀看者的信賴，並確保網路廣告是真實、公平和正確的面向來說，
也很重要。品牌公司和影響者應該時時意識到觀看者的角度，並注意品牌公
司和影響者間的重要關連性是否會改變觀看者對內容的觀感。
管制上的主角
在加拿大，競爭署是政府機關中主要負責執行有關誤導之行銷行為的機關。
作為聯邦政府的分支，競爭署主管競爭法，希望避免詐欺，並消除欺罔性之
行銷行為。
在美國，競爭署的相對機關是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
FTC 的薦證指引—人們常問事項（Endorsement Guide - What People Are
Asking）：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ftcs-endorsementguides
what-people-are-as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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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制架構
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是加拿大廣告產業的自律組織，負責管理加
拿大廣告標準規則（The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簡稱本規則
The Code）
。 本規則在第 7 條、解釋性指引#5（體驗、推薦、評論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Reviews）要求要揭露重要關連性（disclosure of material
connection）。
關於正確性、清楚性和偽裝廣告技巧的指引（guidelines regarding Accuracy and
Clarity and Disguised Advertising Techniques），請參考本規則第 1 條(F)和第 2
條：
http://www.adstandards.com/en/Standards/thecode.aspx
其他資訊，請參見「進階閱讀」區。
遵守規定的共同責任
遵守強制揭露的責任，是加諸於所有參與影響力行銷合作的所有人身上。除
了品牌公司廣告主和影響者之外，對於任何廣告代理公司、公關公司，只要
協助贊助廣告，都有共同責任。
---------------------------------------------------------------------------------------------------

近期的管制行動
加拿大競爭署
在加拿大，競爭法禁止誤導廣告和欺罔性行銷行為，而競爭署已經採取行動
對抗欺罔性行銷行為，並公布相關案件。其中一個案件涉及的是 Bell Canada
公司和人工草皮行銷（astroturfing）
，該案中作者出版了推薦，卻沒有揭露作
者與品牌公司或所推薦產品之間有收費的關係。在 2015 年，Bell Canada 公
司因為人工草皮行銷之行為，被處罰 125 萬，該案中，該公司員工在網路上
撰寫了 Bell Canada 公司產品的有利評論，卻沒有揭露其與公司之間的關係。
違反競爭法者，競爭署可以採取行政和刑事處罰（參見競爭法第 52 條及 74.01
條）
。誤導性廣告和欺罔性行銷條款，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行銷，一樣適用於影
響力行銷。廣告主支付報酬給影響者，或者影響者接受報酬，本身並沒有錯
誤，但是此關係的雙方都必須記住，他們是在對消費者進行行銷表達。

341

競爭署最近出版了對於影響力行銷的觀點，位於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 4
篇（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 - Volume 4）：
http://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eng/04372.html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 FTC
在美國，FTC 根據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TC Act）第 5 條，已經採取調查並
訴追一些涉及替廣告主代言的薦證行為，該條文乃一般性地禁止欺罔性廣告。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upmanual/cch/ftca.pdf
想要知道任何涉及欺罔性或誤導性行銷行為的美國案例，包括影響力行銷、
薦證行為，請上下述網址：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寄發的警告信（Letters）
除了法律素追，FTC 最近採取的另一種方式，是直接寄送警告信給一些影響
者和一些品牌公司，調查他們的行銷行為。
影響者：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ly-disclose-relationship/influencer_template.pdf
品牌公司：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ly-disclose-relationship/brand_template.pdf
--------------------------------------------------------------------------------------------------定義
用語

定義

重要關連性
（Material
Connection）

任何提供一產品服務的實體，和做出表達（representation）
的薦證者、評論者、影響者或個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
可能會影響該表達的份量或可信度，包括：利益和誘因（例
如金錢或其他報酬），有條件或無條件的免費產品，折扣、
禮物、比賽或獎金的入場卷，以及任何勞雇關係。

付費（Payment） 付費表示任何形式的約因（consideration）
，包括財物報酬或
其他協議，例如提供免費產品（參見重要關連性之定義）。
品牌代言人或

一種長期合作的重要關係，包括雇用，通常可能包含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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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代言
（Brand

及未限定的內容產品和發行期望。
在契約中，通常包含角色、責任、可交付成果、限定期間。

Ambassadorship
or Exclusivity）
廣告
本揭露指引適用於所有廣告主，或者代表廣告主工作的一
（Advertising） 方，以及影響者之間的任何有價值之物的交換。其可能包
括免費產品、金錢交換、額外紅利，交換一期望，不論明
示或默示，將廣告主的產品在貼文中促銷或放入貼文。
「廣告」
（Advertising 和 advertisement(s)）意指，任何由廣
告主直接或間接控制內容的訊息，該訊息可以任何媒介方
式傳播給觀看者，目的在於影響觀看者的選擇、意見或行
為。
影響者
（Influencer）

某種人，擁有能力影響其他人，不論所擁有的追蹤者或觀
看者的人數。影響者所可以影響的人群，可界定為，一人
或一群人，其因看了該影響者所提供資訊之後，會採取行
動或改變意見/行為。這可能發生在部落格、社群媒體網站、
或其他媒體出版物。影響者偶爾也會被說成是「名人」或
「內容創造者」。

品牌公司

包括替廣告主工作的專業公司， 以及有關連的人，包括替

（Brand）

廣告主工作的媒體代理商、公關公司、創意公司或影響力
行銷公司。

---------------------------------------------------------------------------------------------------

該做與不該做的揭露（The Do’s and Don’ts of Disclosure）
--------------------------------------------------------------------------------------------------坦白是最好的（Upfront is best）
揭露就是要對所有看到贊助貼文的觀看者透明和誠實。
以下所有最佳實例都是想要抓住觀看者的注意，確保揭露是清楚的、明顯地、
且被廣泛地理解（clear, conspicuous, and broadly understood）。
當有懷疑時，就寫出來
本揭露指引，不可能預測未來，因為很難跟上快速變遷的社群媒體平台和觀
看者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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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的平台沒有在這個指引中，或者碰到的情況在現有指引的範圍之
外，請持續適用這些原則，包括揭露是必要的，且揭露必須是清楚、明顯和
被廣泛理解。
---------------------------------------------------------------------------------------------------

該做：揭露應該是清楚，也使用廣泛接受的標籤（hashtags）

#

。

一般認為清楚的、廣泛接受的標籤，包括：
英文：#ad、#sponsored、#XYZ_Ambassador、#XYZ_Partner（上述案例中，
「XYZ」指的是品牌名稱）。
相對地，如果一組詞，將公司名稱，例如「Cool Stylle」，和「ad」合併為
「#coolstyllead」，有很高的機率，觀看者不會注意、也不瞭解在標籤最後面
「ad」這個字的重要性，尤其是將好幾個字合併在一起例如「#coolstyllead」。
其他不清楚的標籤包括：
#Ambassador、#Partner、#Spon、#PR、#Promo、#PRHaul、 #Brand、 #Collab、
#sp。
上述標籤內容表達之重要關連性的性質並不清楚，這些詞組也很主觀。
---------------------------------------------------------------------------------------------------

不該做：隱藏揭露
有效揭露提示
• 如果一創造者在內容的尾巴使用一串標籤/提及（hashtags/mentions），則該
資訊揭露應該在該標籤/提及之前出現。
• 如果揭露埋藏在標籤名單之中；或者在標籤名單之上，但是太小或不清楚，
它們會被認為是隱藏的揭露。
• 揭露需要清楚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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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這則薦證案例中，雖然有揭露「#ad」，但其埋藏在貼文主要訊息的下方，
且位於一串標籤名單之中，使該揭露不清楚也不明顯。
---------------------------------------------------------------------------------------------------

該做：揭露應該獨立於社群媒體網絡或頻道的具體設定
（specific settings）
許多社群媒體平台提供一個功能，可以揭露廣告關係，但是其並沒有確保，
該功能是影響者揭露其與品牌之間重要關連性的有效方式。故仍然取決於，
要評估該工具是否能夠清楚且明顯地揭露該重要關連性。
該揭露應該抓出觀看者的注意，且放置於不太會被漏看的位置。一個關鍵考
量點在於，觀看者使用特定平台時，如何觀看螢幕。
社群網絡可能會要求使用它們的揭露功能，但是這些功能應該與其他揭露最
佳實例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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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做：在影片中，揭露應該放在最前面，且可以被辨認
沒有辦法確保，觀看者會閱讀、聽或看一訊息，除非其很明顯地呈現在一影
片的開頭。
揭露放在影片的尾巴，很可能會被漏看，尤其某些人不會觀看全部影片。放
在影片的開頭是比較有效的揭露方式。在影片中放入多次揭露，是最有效的。
觀看者不需點擊以查看更多訊息，就可以看到揭露（例如，在該貼文的頭幾
行就出現）。
---------------------------------------------------------------------------------------------------

該做：揭露應該以薦證的語言呈現
薦證者和廣告者間的關連性，應該以該薦證訊息所使用的語言來揭露，這樣
才符合觀看者的理解。如果該內容和字幕是法文，則揭露就應該使用法文。
同樣地，如果內容是英文，揭露就應該使用英文。

不該做：概括的揭露（Blanket Disclosure）
有效揭露提示
• 概括揭露是指，在個人檔案/關於說明（profile/bio/about section）區塊中的
揭露，這種區塊會放在揭露的建議標準的下方，因為人們觀看一網站時，可
能會閱讀獨立的評論，或者看獨立的影片，而不會觀看該網站中另一網頁中
的揭露。
• 許多讀者不會看這種概括揭露，或者不能理解廣告主和影響者間的關係。
「當我收到一公司的貨物時，我會清楚的在貼文中寫出來，或者在完整的細
節中標示其是「c/o」。當我收到金錢報酬或促銷的回饋時，我會在在貼文中
說該貼文是被贊助的。當我想要將此點盡可能清楚地在社群媒體頻道中顯
示，該媒體的濃縮性質可能會影響我這麼做的能力。」
案例中的重點
•上述案例中，概括揭露並沒有符合強制揭露的標準，因為每一個個別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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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文，並沒有連結到特定品牌或產品，也沒有描述重要關連性之性質。
---------------------------------------------------------------------------------------------------

該做：揭露應該與該薦證訊息緊鄰（close proximity）
揭露應該盡可能的與每一個訊息靠近，並且放置的位置，讓該訊息被轉貼時
也能跟著走。這表示，可以將揭露放在 URL 網址之前（不論可點擊或不可點
擊）
，確保該提到被贊助品牌時，可以看到特定的揭露，並確保兩者有脈絡關
係。將揭露放在每一則貼文中，放入影片中（若可能的話）
，而不要放在留言
中。
反之，在獨立的個人檔案/關於說明（profile/bio/about section）區塊中單一的
概括揭露，例如「我在此網站中所討論的許多商品是由製造商免費提供給
我」
，並沒有符合強制揭露的標準，因為瀏覽這個網站的人們，可能會閱讀獨
立的評論或觀看獨立的影響，而不會看到另一頁面中的揭露。
---------------------------------------------------------------------------------------------------

該做：揭露應該具體提到品牌、產品和收到的東西
影響者應該陳述該重要關連性的性質（例如，免費商品、金錢報酬、專屬邀
約）
，品牌公司的名台、它們所促銷特定產品的清單。概括的陳述，沒有提到
產品或特定品牌，對觀看者來說不夠透明。
---------------------------------------------------------------------------------------------------

不該做：單純「標籤品牌」
有效揭露提示
•某些影響者只標籤他們的贊助商，某些人標籤的品牌，是他們沒有直接關係
的，有些人則是兩者都有。觀看者單純看到標籤一個品牌，不能確定是否意
味著有重要關連性。
• 如果在品牌公司和影響者之間有重要關連性，其必須被具體地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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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上述案例中，標籤一品牌，對觀看者的觀看與解讀上，無法清楚的指示在該
品牌與影響者之間具有重要關連性。
• 即便沒有金錢交換，只要有物品、服務或經驗的交換，都可構成重要關連
性。
----------------------------------------------------------------------------------------------------------------

該做：揭露應該被清楚的傳播
脈絡很重要。觀看者應該可以在提到品牌的脈絡中看到或聽到該揭露。
某些媒體可能會要求視覺和聲音的雙重揭露。
揭露可以用寫的、說的，及/或在某地方展示，日期可以容易地被讀到、聽到
或聽到。
•例如，臉書/ Instagram 影片通常播放時可以不放聲音，所以就必須要求視覺
的揭露。對 Instagram 照片貼文，將揭露放入標題應該足夠。
•如果創造者在內容的尾巴使用一串標籤/提及，該揭露應該永遠在該標籤/提
及之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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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揭露被埋藏在標籤名單中，或者所展示地太過小或模糊，會被認為是
隱藏的揭露。
---------------------------------------------------------------------------------------------------------------

不該做：模糊的標籤
有效揭露提示
•使用模糊的詞或標籤，對觀看者而言並不清楚該薦證具有重要關連性。例
如，使用： #Ambassador、#Partner、#Spon、 #PR、#Promo、#PRHaul、#Brand、
#Collab。
• 如果揭露被埋藏在標籤名單中，或者展示地太小或模糊，會被認為是隱藏
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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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使用「#collab」這種標籤無法清楚指示，這是一則贊助的貼文，或者該產
品是贈品。
• 該揭露也被埋藏在一連串標籤名單中，對觀看者來說不是清楚的指示。
---------------------------------------------------------------------------------------------------

不該做：組裝的標籤
有效揭露提示
• 如果知道影響者是受到私人招待或免費體驗，例如旅遊或住宿，就會影響
讀者對於影響者對該產品描述的評價。
•若加入「謝謝 X 品牌邀請我（thanks to X brand for inviting me）」或「我在 X
品牌的 X 活動中」（I’m at X event with X brand）可能足夠。
•一品牌，希望創造它們自己的揭露標籤，必須確保該重要關連性是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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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影響者應該對觀看者，就它們從品牌公司得到的免費行程，透明告知。
• 從品牌詞組組裝而來揭露標籤，就其重要關連性之性質來說，不夠清楚。
---------------------------------------------------------------------------------------------------

不該做：模糊的詞組
有效揭露提示
•當創造揭露時（提示、標籤等） ，使用清楚且一般可理解的語言是很重要
的。影響者和品牌商不應該假定，觀看者會理解特定產業的用語和術語。揭
露應該簡單、直覺和容易理解。
•不建議使用「感謝公司名稱」
（Thank Company Name）作為強制揭露的方式。
對特定公司或品牌寫「感謝你」（thank you），不必然能傳達，薦證者獲得免
費的東西，或者獲得某些東西以交換該薦證。
• 簡單的揭露，例如「公司 X 給我這產品試用....」（Company X gave me this
product
to try . . .）、「XYZ 度假村支付我的旅程費用」（XYZ Resort paid for my trip）
或「謝謝 XYZ 度假村給我免費旅程」
（Thanks to XYZ Resort for the free trip）
，
和「由 XYZ 度假村贊助」（sponsored by XYZ Resort）一樣正確，通常是有
效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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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使用「一禮拜的假期與@travelagogo」
（a week away with @travelagogo）
，沒
辦法讓影響者的追蹤者清楚瞭解有重要關連性。
• 用「#partner」的揭露，沒辦法清楚的表示，影響者和品牌間存在重要關連
性。
---------------------------------------------------------------------------------------------------

該做：應該用不模糊的語言寫下揭露
影響者和品牌商不應該假定，觀看者會將語言解釋為揭露重要關連性。
不建議使用「感謝公司名稱」
（Thank Company Name）作為有效揭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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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特定公司或品牌寫「感謝你」（thank you），不必然能傳達，薦證者獲得免
費的東西，或者獲得某些東西以交換該薦證。
貼文的人可能只是想感謝一公司或品牌商，提供好的產品或服務。但是「謝
謝 XYZ 公司的免費產品」（Thanks XYZ for the free product）或「謝謝 XYZ
公司贈送的 ABC 產品」
（Thanks XYZ for the gift of ABC product）就很好，只
要那是你從 XYZ 公司獲得的全部。
---------------------------------------------------------------------------------------------------

我需要揭露嗎？
案例

我需 指引
要揭
露嗎

贈與項目：
「品牌商贈送我一商品，讓我
試用，但是沒有與我簽訂任何
契約，課予我義務，要我張貼
關於該品牌或產品的貼文。」

V

觀看者如果知道該商品是受贈與或
有折扣，對該評論的評價會有不同，
所以建議要在貼文中揭露。

標籤品牌：

V

某些影響者只標籤它們的贊助者，某

「我從品牌商獲得一商品，所
以我會將該品牌標籤在我的
Instagram 貼文中，並假定我的
觀眾群知道該商品是贈送給我
的。」
體驗/活動：
「我受邀參與一品牌商贊助的
私人活動，參觀他們的新產
品。」

些人標籤與他們沒有關係的品牌，有
些人則是兩者都做。
如果在品牌和影響者間有重要關連
性，需要明確的提及該重要關連。
如果知道影響者是受邀參加一私人
活動，或者免費體驗，例如旅遊和住
宿，將會影響讀者對影響者對這些產
品看法的評價。
將「謝謝 X 品牌邀請我」或「我正在

V

X 品牌舉辦的 X 活動中」，可能是足
夠的揭露。」
沒有契約上而提及品牌：
「我正在拍攝一品牌，且希望

如果影響者在工作上與品牌商間有
重要關聯繫，即便沒有契約上貼文的

V

偷偷秀這個品牌給我的觀眾

義務，還是有義務要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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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收費，但是真實的薦證：
「我從品牌商那獲得免費產
品，但我真心的喜歡它們，且
就算我沒有收錢我也會貼文介
紹該產品。」

V

觀看者有權知道，在品牌商與影響者
間有重要關連性，即便影響者真正的
喜愛並推薦該品牌。

自動的網絡揭露：
「如果平台提供一揭露廣告關
係的功能，我需要揭露嗎？」

V

資訊揭露應該獨立於社群媒體網絡
或頻道特定的設定。

回覆或直接傳訊給「追蹤者」： V
「我的追蹤者之一問我關於我
貼文中提及品牌的問題。我需
要在回覆中揭露嗎？」

當透過 email、打字或直接訊息回覆
某人對於特定薦證的問題時，那個人
應該已經從該貼文中看到該揭露
了，因此，不再需要揭露（這必須視
不同情況而定）。

薦證但沒有重要關連性：
「我並 X
沒有從品牌商那收到任何產
品、報酬、經驗，但我想要推
薦一產品。」

如果在品牌商與影響者間沒有任何
重要關連性，就不需要揭露。

規則例外：
「我是職業運動員，與一品牌
商有高知名度的合作關係。我
的觀眾和公眾都知道我是代言
人，我每次提及該品牌時還要
揭露嗎？」

X

當因為重要關連性已經在其他媒體
中廣泛曝光，例如名人推薦一產品或
服務，使觀看者可以合理預期存在重
要關連性時，則不再需要揭露。這取
決於，他的追蹤者是否可以理解，提
及該產品是因為付費而推薦。這很難
判斷，當有懷疑時，明白講出來。

在契約義務之外貼文：
「如果我貼文是在契約範圍之
外，我每一次提及還需要揭露

！

對於揭露的持續期間是必要的，並沒
有法律標準，必須個案決定。然而，
有時候雖然已經不在契約義務範圍

嗎？」

內（例如契約約定 3 篇貼文但卻貼了
5 篇），他仍然需要揭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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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媒體管道揭露案例
---------------------------------------------------------------------------------------------------

YouTube
最佳實例：YouTube 的揭露
• 揭露應該在影片的一開始出現，且同時口頭念出來且在影片中顯示文字（在
開頭的 30 秒內）。
• 揭露應該也出係在影面的文字描述中。
• 在影片中有多次揭露是最有效的。
• 揭露應該指出，一品牌付費合作，並協助修改該內容（例如，謝謝 X 的贊
助，以及與我一起合作完成此影片）。
• 不要只仰賴平台的揭露功能，例如「付費促銷」
（Paid Promotion）
，應將你
自己的揭露放進去。

案例重點
• 揭露同時透過聲音（開頭 30 秒）和視覺提示（在收折畫面上面的影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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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自然的語言，並在描述文字中清楚的出現。
---------------------------------------------------------------------------------------------------

YouTube
最佳實例：YouTube 的揭露
• 揭露應該在影片的一開始出現，且同時口頭念出來且在影片中顯示文字（在
開頭的 30 秒內）。
• 揭露應該也出係在影面的文字描述中。
• 在影片中有多次揭露是最有效的。
• 揭露應該指出，一品牌付費合作，並協助修改該內容（例如，謝謝 X 的贊
助，以及與我一起合作完成此影片）。
• 不要只仰賴平台的揭露功能，例如「付費促銷」
（Paid Promotion）
，應將你
自己的揭露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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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使用 YouTube 的「付費促銷」（Paid Promotion）功能。

YouTube
最佳實例：YouTube 的揭露
• 揭露應該在影片的一開始出現，且同時口頭念出來且在影片中顯示文字（在
開頭的 30 秒內）。
• 揭露應該也出係在影面的文字描述中。
• 在影片中有多次揭露是最有效的。
• 揭露應該指出，一品牌付費合作，並協助修改該內容（例如，謝謝 X 的贊
助，以及與我一起合作完成此影片）。
• 不要只仰賴平台的揭露功能，例如「付費促銷」
（Paid Promotion）
，應將你
自己的揭露放進去。

案例重點
• 揭露要同時在影片中，與文字描述中重複出現。
• 影片描述包含了文字的告知：「我們與 Campbell 共同合作」並且包含了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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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受贈產品
揭露受贈產品的最佳實例
• 應該要做揭露，即便交換對價是受贈產品，且沒有提供金錢報酬。
• 揭露應該出現在主訊息中的標題文字中。揭露不應該埋藏在眾多標籤中。
• 標籤不是強制性的；清楚傳達的文字或聲音的揭露，可能就足夠。
• 建議的揭露標籤為：「#giftedproduct」、「#productreçu」。

案例重點
• 清楚地向觀看者說明重要關連性。
• 就免費產品，可以使用清楚的標籤，指示該重要關連性的性質。
---------------------------------------------------------------------------------------------------

Instagram:
受贈產品
品牌商寄送免費產品的最佳實例
•通常，寄送免費產品時要附帶一個產品資訊卡或說明。在該說明中，鼓勵收
到贈送產品的人要揭露，他們是免費收到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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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是一項共有的責任—品牌商可以主動向影響者建議，要揭露重要關聯
性。

案例重點
• 品牌商的紙卡，要提醒影響者，要揭露他們乃是被贈與該產品。
• 在鼓勵揭露時，使用下面的紙卡內容是最佳實例：請揭露你收到這些產品
作為贈禮。」
---------------------------------------------------------------------------------------------------

Instagram:
私人活動（Events）
私人活動與體驗在 Instagram 之最佳實例
• 即便貼文內容是一贈送的體驗或活動，且沒有提供金錢報酬，仍然應納入
揭露。
• 建議的標籤不是強制性的；清楚用文字或聲音傳達應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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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影響者清楚的指示，他是受主辦該活動的二個品牌商邀請。
• 揭露在主要訊息中出現，而非埋藏在留言區或眾多標籤中。
---------------------------------------------------------------------------------------------------

Instagram:
付費合作（Paid Collaborations）
揭露付費合作之最佳實例
• 揭露應該在主訊息中的標題文字中出現。揭露不應該埋藏在眾多標籤中。
• 該品牌與該重要關連性，應該被清楚的指出來。
• 如果影響者已經用過 Instagram 上的「付費合作」
（Paid partnership）工具，
則建議使用該工具。但此外，還是應該在內文標題中揭露，而非取代上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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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建議的標籤並非強制性；清楚傳達的文字或聲音揭露應該足夠。

案例重點
• 影響者使用 Instagram 內建的「付費合作」
（Paid partnership）功能以指示該
重要關連性。
•揭露要出現在主訊息中，不要埋藏在留言區或者眾多標籤中。
---------------------------------------------------------------------------------------------------

Instagram:
限時動態（stories）
現實動態中揭露之最佳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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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應該出現在該故事的開頭，且應該被口頭提及與視覺展示。
• 如果 Instagram 故事是在一系列連續故事中的一則，則該揭露必須在故事
系列的一開始就揭露。對多則獨立張貼的故事，每一則故事都應該有其自己
的揭露。
• 揭露應該指出，付費合作以及協助修改該內容的品牌商（例如，謝謝 X 公
司的贊助和與我在本影片上的合作）或者將建議的標籤之一放入。

案例重點
• 品牌商與揭露，相對於該文字和背景，在該故事中清楚的被看到。
• 揭露被提及在，在通篇故事中應該一致。
•使用「#ad」讓其很清楚地，這是一篇被贊助的內容。

Instagram:
限時動態（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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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動態中揭露之最佳實例
• 揭露應該出現在該故事的開頭，且應該被口頭提及與視覺展示。
• 如果 Instagram 故事是在一系列連續故事中的一則，則該揭露必須在故事
系列的一開始就揭露。對多則獨立張貼的故事，每一則故事都應該有其自己
的揭露。
• 揭露應該指出，付費合作以及協助修改該內容的品牌商（例如，謝謝 X 公
司的贊助和與我在本影片上的合作）或者將建議的標籤之一放入。

案例重點
• 與特定品牌商的關係在故事一開頭就以口頭陳述方式揭露。
• 言語揭露在該故事一開頭很坦白的揭露。

Snapchat
最佳實例：Snapchat 揭露
• 揭露應該出現在故事的一開頭，且要口頭上被提及或視覺上展示。
• 如果一 Snapchat 故事是是在一系列連續故事中的一則，則該揭露必須在故
事系列的一開始就揭露。對多則獨立張貼的故事，每一則故事都應該有其自
己的揭露。
• 揭露應該指出，付費合作以及協助修改該內容的品牌商（例如，謝謝 X 公
司的贊助和與我在本影片上的合作）或者將建議的標籤之一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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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品牌商與揭露，相對於該文字和背景，在該故事中清楚的被看到。
•使用「由誰贊助」（Sponsored by），讓其清楚的表達，這是贊助的內容。
---------------------------------------------------------------------------------------------------

Twitter
最佳實例：Twitter 揭露
• 由於文字的限制，建議的標籤常常被使用：#ad、#sponsored。
• 每一則 tweet 聽文應該有自己的揭露，因為通常讀者是獨立的閱讀每一則。
• 贊助品牌商應該在 tweet 貼文中清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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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品牌商和揭露，在 tweet 貼文的文字中考清楚看到。
• 當 tweet 貼文可連結到另一篇內容，揭露可以獨立於該被連結內容被看到。

部落格
最佳實例：揭露在部落格上的付費合作
• 揭露應該在連結網址（不論是否可以點擊）之前出現。
• 重要關連性的描述可以寫出來，因為標籤在部落格上沒有功能。
• 品牌商與重要關連性應該被清楚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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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重點
• 影響者清楚的在部落格貼文中的主要段落中，列出重要關連性。
• 該揭露出現在，對贊助廠商的任何超連結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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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英國「CMA 與 CAP 之影響者廣告指引」
（2018）
中文翻譯：王思原
CMA 與 CAP 於 2018 年 9 月 28 日聯合發布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48。CMA 與 CAP 於 2020 年 2 月 6 日更
新該指引。該指引所稱影響者（influencer）泛指部落客、影音部落客、名人
及其他社群媒體人物49。
1.揭露之時機
當品牌給予影響者(influencer)報酬，隨後任何宣傳或推薦品牌、品牌商
品/服務之貼文，均受消費者保護法之拘束。報酬指任何形式之貨幣報酬；佣
金；無償借貸商品/服務；免費商品/服務(無論是否為影響者要求或品牌主動
發送)；或任何獎勵。
亦即，無論影響者收到何種品牌給予的報酬，都需在相關貼文中揭露(例
如：以任何形式提到或推薦品牌/商品/服務，或發佈內容受品牌控制)。貼文
在聯盟行銷的情況亦適用。
當發佈關於自己的商品/服務時，還需要確保貼文清楚說明，如自創商
品、營運，或任何抽獎或贈品活動50。
2.報酬之認定
影響者獲得一定價額來創作和/或發佈特定內容，視為報酬。然這種安排
不是唯一的報酬類型。若與品牌有任何商業關係，像被任命為大使、免費得
到產品、禮物、服務、旅程、酒店住宿等，可能都屬於報酬或互惠約定。當
然，取得創作內容之報酬並非錯誤，但是需要向觀眾坦白51。
3.聯盟行銷(affiliate marketing)
當內容涉及特定產品或服務之推廣，並嵌入超連結或優惠碼，當訪客點
48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https://www.asa.org.uk/resource/influencers-guide.html.
49
CMA: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being transparent with your followers’(23 January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ocial-media-endorsements-guide-for-influencers/soc
ial-media-endorsements-being-transparent-with-your-followers.
50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3.
51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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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連結，或商品服務之成交可回溯此內容，貼文者就可獲得廠商支付之相對
應報酬，此種內容應屬廣告。
若內容中僅部分商品有超連結或優惠碼，其餘為出於編輯目的提及之商
品，則與超連結相關之部分商品為廣告，而於此情形時，影響者需要清楚表
示哪些是廣告。
當然，若所有內容都為與超連結有關的商品，則全部為廣告，且需明確
標示所有內容都是廣告。就聯盟行銷之廣告而言，影響者實際上是次要廣告
主，因此，需通過明確標示其廣告內容以符合法律規定，及遵守其他 ASA
之規則52。
4.符合清楚明確之要求
根據 CAP 守則「廣告必須清楚可識別」，且 CMA 建議須「清楚可辨」
才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清楚/明顯可辨識，指消費者應無需點擊或與之互動就
能識別出什麼是廣告，不必花時間去弄清楚它。
大多數影響者行銷與非推廣/編輯式內容會同時出現，且均以相似的方式
呈現，對消費者來說，難以立即分辨上下文中是否有廣告。在此情形下，則
需要清楚、明確的揭露。而創作或發佈內容之創作者、品牌方和經紀公司都
有責任確保在廣告或傳遞商業訊息時能明確揭露。
若影響者在自己的頻道上宣傳自己的商品或服務（明顯是在談論自己的
商品）
，那麼觀眾通常會了解到是在宣傳自己的商品。另一方面，聯盟行銷無
法僅依上下文清楚辨別，因此通常需要加以闡明。雖有多種方式使商業性內
容明顯可辨別為廣告，但影響者至少應考慮添加明顯的標籤53，例如：廣告
(Ad)。
5.對於標示為廣告之方式之建議
ASA 研究發現，人們確實難分辨影響者在社群媒體的貼文是否為廣告。
因此，至少監管機構須要求影響者在前期有預先廣告標示。
無法就可能用於識別廣告的所有單字或片語進行說明，但是根據 ASA
的研究，雖然不像那些明確、直接稱內容為廣告之標示，其他標示只要足以
使消費者了解為廣告即可。
以下為 ASA 和 CMA 建議使用之標示54：
52
53
54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5.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6.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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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Advert
Advertising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Feature
不建議使用之標示：





Supported by/Funded by
In association with
Thanks to [brand]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Just @ [mentioning the brand]
Gifted
Sponsorship/Sponsored
反對使用之標示：





Affiliate/aff
Spon/sp
Any other abbreviations/words that consumers are unlikely to be familiar
with（任何其他消費者可能不熟悉之縮寫/文字)

6.呈現方式
最重要的還是標示明確。任何用於凸顯廣告內容之標籤(或其他手段)需
預先(在觀眾點擊/參與前)、顯著(讓觀眾了解)、適合頻道(如何檢視與何時)，
以及符合所有潛在觀看裝置(在手機和 app 都清楚標示)。
將標籤掩蓋在大量標記(hashtags)中，只能在點選「顯示完整資訊(see
more)」看到或觀看整篇貼文、影片，並不足以稱標示明顯，故還是建議在貼
文一開始就揭露為廣告，如在標題、縮圖或影像中標示55。
可以站在觀眾的角度思考，若還不清楚影響者與品牌方的關係，是否能
夠立即清楚分辨是影響者單純分享還是薦證廣告。
7.執法機關
消費者需要認識到影響者的推薦為付費廣告。若未清楚標示，則該貼文
可能違法。有許多管制者可執行薦證廣告之相關規範，包括 ASA 和 CMA。
CMA 有權調查與採取法律行動，以阻止可能危害消費者集體利益之違法行

55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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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發佈付費推薦時，CMA 期望揭露商業關係/報酬，且影響者所分享之
觀點為真實感受。而商業鏈所涉之人(品牌、營銷商和影響者)應確保有健全
之合規審查程序，以符合法規範。
需注意之重點為，行規或許在某些方面有具體規定，但在消費者保護法
「受誰控制」或「是誰銷售商品/服務」並不重要，其並未區分薦證廣告的類
型，無論是宣傳自己之商品/服務，或代表品牌為廣告/代言，都必須明確、
預先揭露。雖然品牌付費給影響者在部落格、影片、推特，或其他線上文章
來宣傳其商品並不違法，但消費者需要認識到此為付費推薦。若未清楚標示，
則該貼文有違法之虞。
建議參考 CMA 影響者廣告指引，以確保不違反消費者保護法56。
8.廣告守則(the Ad Code)之執行
ASA 為英國的廣告管制者，其執行 CAP 守則，並可以對品牌採取法律
行動：
1.提供報酬（與 CMA 一樣，不以金錢為限），並
2.對內容之編輯有某種形式的控制，包括最終同意權（CMA 不同，其不以控
制權為判準）。
品牌對貼文是否有控制權，通常取決於其與影響者之協議。根據經驗，
若影響者無法自由創作或說真實感受，則某種程度是受到品牌方對編輯之控
制。
當影響者宣傳自己商品(不論是自己創作、銷售或與第三方合作)、舉辦
競賽、抽獎或贈品，以及聯盟行銷時，ASA 也可採取法律行動57。
9.廣告標準機構(ASA)就控制(control)之認定
品牌方對於內容控制最直接的方法是告訴影響者該說什麼內容，例如：
影響者之內容需包含特定的單字、片語、主題或關鍵訊息，或需用特定的標
記。
「控制」之認定並不限於文字，若品牌方有指定內容所需包含之圖片、
要求包含特定行為或特定影片類型(例如：合作商品之「開箱」)，這些都可
能認定為控制。而要求在特定日期或時間發佈及發佈次數，亦可能認為是控
制。
若品牌方保留在內容發佈前審查/許可內容的權利，則同樣被視為控制。
56
57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9.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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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無需有實際要求更改之情形，只要品牌有權提出更改，而影響者必須遵
守時(例如：契約約定品牌方能阻止影響者發佈該貼文)即為已足58。
10.其他注意事項
如果影響者要宣傳自己的商品/服務或參與聯盟行銷，那麼其他規則也可
能適用於該的內容，應確保了解廣告指引和法律規定。
特別是以下情況59：
-提供商品保證；
-宣傳具年齡限制之商品(例如賭博或酒類飲品)；
-推薦具法規限制之商品(例如食品或補給品)；
-舉辦贈品或抽獎活動。
以上僅為例示，CAP 守則所涵蓋之範圍不限於以上內容。

58
59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11.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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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
運用處理原則—有關非實證廣告規範處理原則」
（2016）
中文翻譯：劉姿汝
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運用處理原則---有關非實證廣
告規範處理原則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７条第２項の運用指針 ―不実証広告規
制に関する指針)
（平成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公正取引委員会）
一部改正 平成２８年 ４月 １日 消 費 者 庁

前言
近年來，隨著消費者對健康，減肥，環境等議題日漸關心當中，越來越
常見標榜瘦身效果的商品或器具、標榜回復視力的器具、標榜焚燒時不產生
戴奧辛的商品等，強調關於商品・服務的「性能」以及消費者可以預期的「效
果」的優良性的表示(譯者註:本處理原則中所用之「表示」一詞，應可謂我
國公平法第 21 條中所謂之表示、表徵。泛言之，即是包括廣告等相關商品、
服務之資訊提供方式。本翻譯文為求貼切原文，維持「表示」一詞)。
到目前為止，有關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之表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
會已根據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昭和 37 年法律第 134 號。以下稱「贈
品表示法(譯者註：日文為「景品表示法」)」)，為了證實不當表示而規範之，
公平交易委員會必須利用專門機構進行調查、鑑定，以舉證其效果和性能與
表示不符。即使事業對於該當表示，根本毫無可做為證據之合理根據，到行
政處分為止尚須許多時間，而在此期間有不當表示之虞的商品・服務仍繼續
販售。其結果，消費者受害有擴大之虞。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夠有效規範不具合理性根據之商品・服務內容之
表示，包括增訂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2 項(當時，譯者註:現行贈品表示法為
第 7 條第 2 項)，
「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的一部分修正法(不当景品類
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平成 15 年法律第 45 號)」於平
成 15 年 5 月 23 日制定、公告，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2 項(當時)於平成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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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施行。
本處理原則，乃是消費者廳為確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運用之透明
性以及事業的預見可能性，對有關同項之運用提供一定的方針為目的而制定
之。
又，本處理原則，並非網羅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的所有情況，
有關事業所為之表示是否成為同項之適用對象、或者事業所提出之資料是否
可被認定為支撐其表示之合理根據，有必要留意尚須包括在本處理原則所未
例示之部分，依個案判斷之。

第 1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所禁止之表示之概要
1.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
贈品表示法上所謂之表示，不僅指商品本體所為之表示(包含容器、包
裝)、在店頭的表示、配送的傳單、報章雜誌的廣告、尚包括透過電視或網路
之廣告。贈品表示法，廣泛地適用於透過各式各樣的廣告媒體對一般消費者
所為之有關商品・服務之表示(昭和 37 年 6 月 30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告示)。
2.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所禁止之表示
(1)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有關商品・服務之品質、規格及其他內容(以
下稱「商品・服務之內容」)，對一般消費者做出比實際情況顯著優良之內容；
或者對於一般消費者做出與具競爭關係之他事業有關部分相比顯著優良之不
符事實之內容，藉此不當引誘顧客，可認定為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之表示，
以不當表示禁止之。
(2)贈品表示法中對不當表示之規範，是為防止不當的引誘顧客，以確保消
費者能適當正確地選擇商品・服務為目的而設。是否該當「做出顯著優良(著
しく優良である)」之表示，並非根據業界慣行或做表示之事業的認知來判斷，
而是對於接受表示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是否認知為「顯著優良」的觀點來判
斷之。再者，所謂「顯著（著しく）」，是指該表示的誇張程度，超越社會一
般可容許之程度，對於一般消費者選擇商品・服務產生影響。
換言之，有關商品・服務的內容，做出比實際情況顯著優良或者比具競
爭關係之他事業相關情況顯著優良之表示，乃指對一般消費者，已超過社會
一邊所能容許之誇張程度，做出比實際情況等顯著優良之表示。若進行這樣
的表示，一般消費者會對於商品・服務的內容產生誤認。
再者，判斷是否該當「做出顯著優良」之表示時，並非以一般消費者從
表示上特定的文章、圖表、照片等接受的印象，而是一般消費者從表示內容
的整體，所接受之印象・認識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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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費者廳為了有關商品・服務之表示，能以該當景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而規範之，必須具體舉證該表示與實際狀況不符之情事。
另一方面，消費者廳長官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對於為該表示之
事業，可定相當期間，請求其提出可成為證實(裏付け)該表示具合理性根據
之相關資料。在此等情況下，該事業未提出相關資料時，消費者廳無待對於
該表示與實際狀況不符之情事等之具體舉證，該表示可視為(みなされる)該
當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表示。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可其發生如
此法律效果。
因此，從確保法運用的透明性與事業的可預見性之觀點，以下，就有關適
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考量方法、有關能作為證實表示真實性之資料
的「具合理性的根據」的判斷基準等做出明確說明。

第 2 有關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考量
1. 基本思考方向
(1)為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適用對象之表示，乃指適用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關於商品・服務的內容之表示。
有關商品・服務內容之表示當中，例如：有關原材料、成分、容量、原
產地、等級、住宅等之交通便利性、周邊環境之類的事項之表示，通常，可
以藉由確認契約書等交易上之書類或商品本身等資訊，來判斷該表示是否與
實際有異。
(2)另一方面，有關商品・服務內容之表示之中，也不乏有瘦身效果、空氣
清淨機能等類型之有關效果・性能之表示，若僅透過契約書等交易上之書類
或商品本身等資訊之確認，要客觀地判斷實際上是否具有表示所述之效果・
性能是相當困難的。
有關此等表示，為了進行舉證是否具有如表示所述之效果・性能，由專門
機構調查、鑑定是必要的。所以，即使是該表示與實際情況相異，而該當景
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的情形，要進行到透過行政處分排除之，仍需要相當
多的時間。而這段時間，該商品・服務的販賣仍然持續，消費者受害有擴大
的可能性。
(3)因此，基於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平成 28 年之前是第 4 條第 2 項)之
立法旨趣與對於此等關於效果・性能之表示在舉證上的問題點，在本處理原
則中，提出對於有關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之表示在同項之適用上的考量。
2.要求提出能成為表示之實證之合理性根據資料之事例
(1)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有哪一些商品・服務之性能・效果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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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能請求事業提出可成為表示的實證之具合理性根據之資料，例如，可以
考量以下情況。
又，這些到底是從過去的排除命令(贈品表示法移管至消費者廳的平成 21
年 9 月 1 日以後是措施命令)的事例中所擷取整理，是在平成 28 年 4 月 1 日
更早前，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2 項，彙整可能成為被要求提出可作為表
示的實證之具合理性根據的資料的對象，其關於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的
表示例。具體的有關商品・服務之性能・效果的表示，是否成為被要求提出
可作為表示的實證之具合理性根據的資料的對象，必須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的規定，包括此處所未例示之情事，對個別事案作判斷。
表示的事例(商品・服務)
「只要使用○○，就能夠從 2mm 到 3mm，3mm 到
6mm，6mm 到 1cm，1cm 到 3cm，短時間內迅速

效果・性能
增高效果

增高」(長高機)
「根據醫學原理，苦心研究如何對形成鼻子大部 鼻子增高效果
分的軟骨與筋肉作根本性矯正，終於完成的商品，
隆鼻之後…有許多鼻筋變得挺直等的通報」(隆鼻
器)
「刀鋒越用越銳利」「即使 25 年不磨刀，絕佳的 永續性的切斷性
能
鋒利度仍然不變」(菜刀)
「只要裝設在引擎上就能減輕 25%燃料費！…」 燃料消耗量的節
約效果
「…確實減少 5～25%的燃料費」(汽車用品)
「從 81 公斤減至 66 公斤。但是再做什麼都無法 不用伴隨飲食控
往下減了…即使這樣的她，在○○58 天成功減重 10 制的瘦身效果
公斤。三餐照吃竟有這樣的變化!」(標榜瘦身效果
的美容服務)
「輕鬆減重 4.5 公斤～10 公斤!!!」「用餐前喝○○ 不用伴隨飲食控
茶。如此一來，11 種天然植物成分在胃形成薄薄 制的瘦身效果
的保護膜，讓之後接著而來的食物中脂肪不被體內
吸收。」(茶)
「同時利用超音波與電磁波，可以驅除家中的蟑 蟑螂、老鼠驅除效
螂、老鼠等。○○的電磁波透過牆壁、地板下、天 果
花板的電氣配線來傳送，從隱蔽的場所追趕出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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螂、老鼠等。」(蟑螂、老鼠驅除機)
「青春痘等不管何種肌膚問題，就像削蘋果皮一 青春痘除去效果
般，滑順地溫和去除。」「3 週後臉上的青春痘全 (短期間內變成完
全沒有青青春痘
部去除消滅，現在肌膚滑溜溜!」(化妝品)
的肌膚效果)
(2)又，有關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的表示，即使是關於神祕性的內容(「開
運」、
「金運」等)、主觀性的內容(「精神爽快」等)、抽象的內容(「可以變得
健康」等)的表示，此等表示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可認為是選擇該商品・服
務之際成為重要的判斷基準，再加上，若是在此等內容之外，還主張有具體
且顯著之便益性(也包括暗示)等，有關於商品・服務的內容，對消費者給予
比實際狀況顯著優良之認識，有該當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虞。在此情
況下，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即可能成為被請求提出可成為表
示的實證之具合理性根據之資料之對象。
另一方面，僅是上述內容之表示，通常，從該表示，若認為所表示之效果・
性能，消費者不會立即有顯著優良性之認知，就無該當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虞，所以就不會因而根據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成為被請求提出可成為
表示的實證之具合理性根據之資料之對象。

第 3 「合理性根據」的判斷基準
1.基本思考方向
在表示中顯示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之顯著優良性，對一般消費者具
有強烈訴求力，吸引顧客的效果很高，所以，做成這樣表示的事業應該預先
即具備該可以實證該表示內容之合理性根據。
從此觀點觀之，消費者廳長官對事業，在有關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
的表示，在判斷該表示是否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際，認為有必要，
而請求提出有記載成為該表示之實證之合理根據之資料時，為認定該事業所
提出之資料(以下稱「提出資料」)是記載成為該表示之實證之合理根據之資
料，必須符合以下兩個要件。
①
②

提出資料必須是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
所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必須是適切地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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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關表現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的表示，有些情況是從該商品之
製造業者取得，有關商品的效果・性能的資訊為基礎後，由販售業者自行做
成在販售型錄或店舖內做表示等。這種情形，並不常要求販售業者自己進行
實證試驗・調查。而是顯示販售業者有自行進行確認有關製造業者所進行之
實證試驗・調查等資料之資訊等是否存在，以及該試驗方法・結果的客觀性
的書面，做為能成為該表示之實證的根據而提出亦是可能。
2.提出之資料是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
提出之資料，必須是可以說明是被表示之具體的效果、性能是事實，為
此，是被客觀地實證的內容是必要的。
所謂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必須該當以下任一個要件。
①根據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
②專家、專家團體或專門機構之見解或者學術文獻。
(1) 根據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
ア 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做為表示之實證之根據而提出之情況，該試
驗・調查方法必須是與所表示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有關連之學術界或
產業界中一般性地被認同之方法或關連領域之多數專家所認同之方法來進行
的。
〈例〉
・ 有關日用雜貨品的抗菌效果試驗，是依照 JIS(日本工業)所規定之試驗
方法實施。
・ 有關汽車的燃料費效率試驗的實施方法，是依照 10・15 モード法所實
施。
・ 纖維製品的防火性能試驗，是根據消防法受指定之檢查機關所實施。
イ 若在學術界或產業界中一般性地被認同之方法，又或關連領域多數專家
所認同的方法並不存在的情況，該試驗・調查必須是以社會通念上以及經驗
法則上被認為是妥適的方法所實施的始可。
關於社會通念上以及經驗法則上被認為是妥適的方法，具體上所指為何，
要從表示的內容、商品・服務之特性、是否為關連領域之專家判斷為妥當等
總合地考量後判斷之。
ウ 進行試驗・調查的機構與做成商品・服務之效果、性能相關表示之事
業為無關係之第三者(例如，國公立試驗研究機關等、以中立立場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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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民間機構等)的情況，一般而言，可以認為該試驗・調查是具客觀性的。
但是限於上述之ア或イ的方法所實施，即使是該事業(包含該關係機構)所進
行之試驗・調查，作為成為該表示實證之根據而提出，是可能的。
エ 又，有一部分關於商品・服務的效果、性能之表示，是被看作以消費
者的經驗談或被選定試用者的意見(モニターの意見)等做為表示實證之根據，
可是收集這些消費者的經驗談或被選定試用者的意見等實例的調查結果作為
成為表示的實證的根據而提出時，必須是以無作為抽出法的方式選定樣本，
要考量不產生作為而進行等，要充分確保統計上的客觀性。
〈例〉
・ 收集公司自己的員工或其家人等，與販售之商品、服務有利害關係者之
體驗談所進行之調查，在樣本抽取過程中包含作為性的要素，容易做成
公司自己想要的結果，所以難謂已確保統計上的客觀性，無法認定為客
觀上被實證之內容。
・ 積極地寄送來體驗談的使用者，一般而言，會被預想為對於商品・服務
的效果、性能有顯著地心理上被打動，此一意見，容易成為主觀性的東
西。對於未寄送體驗談的使用者的意見未進行調查，僅一部分使用者寄
來的體驗談作為樣本母體的調查，難謂為以無作為的樣本抽出確保統計
上客觀性之內容，無法認定為客觀上被實證之內容。
・ 在廣大地區販售之商品，僅選定一部分區域的少數試用者進行統計調
查，樣本數並未充分，難謂已確保統計上的客觀性，無法認定為客觀上
被實證之內容。
※ 要何種程度的樣本數才能謂已確保統計上的客觀性，因為商品・服務
或其被表示
之效果、性能的特性、表示的影響範圍及程度而有差異，
必須要考量此等事項依個別事案來判斷。但至少，必須是學問上或在所表
示之效果、性能之關連專門領域中，經得起客觀性實證之內容。
(2) 專家、專家團體或專門機構之見解或者學術文獻
ア 來自該商品・服務或被表示之效果、性能關連之領域做為專門而進行
實務、研究、調查之專家、專家團體又或專門機構(以下稱「專家等」)的見
解或學術文獻做為成為該表示實證之根據而提出時，該見解或學術文獻，若
是以下其中任一者，可被認定為客觀性地被實證者。
①

有關專家等，基於專門的知識見解客觀地評價該商品・服務所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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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效果、性能之見解或學術文獻，在該專門領域中一般而言被認同之內
容。
② 專家等，與該商品・服務無關，對所表示之效果、性能做客觀性評
價之見解或學術文獻，在該專門領域中一般而言被認同之內容。
イ 基於特定的專家等之特異見解的情況，又或劃時代的效果、性能等，
屬於新領域尚未有專家等存在等情況時，該商品・服務又或被表示之效果、
性能關連之專門領域中一般而言不被認同的情況，該專家等之見解或學術文
獻，不能被認定為客觀性地被實證者。
此種情況下，事業依據前記(1)的實驗・調查，所表示之效果、性能有必
要被客觀地進行實證。
ウ 生藥的效果等，要根據實驗・調查來客觀地實證其所表示之效果、性
能有其困難，但有些可根據自古以來的言傳等、經過長期間多數人們的經驗
法則，一般認同其效果、性能的存在，但以這樣的經驗法則作為成為該表示
實證之根據而提出時，亦需要根據專家等之見解與學術文獻等來確認其存在。
3 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根據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有適切地對應
為了提出資料能被認定為能成為表示實證之合理性根據之物，如同前述，
提出資料本身必須是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之外，尚須表示的效果、性能與提
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要適切地對應不可。
因此，如下列事例所述，即使提出資料本身是被客觀地實證之內容，但若
與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並非適切地對應，那麼該資
料，不能認定為揭示能成為該表示實證之合理性根據之內容。
又，此處所謂被表示之效果、性能，必須要留意其乃指包括從文章、照片、
試驗結果等所引用之數值、示意圖、消費者體驗談等所有表示，由此消費者
所認識之效果、性能。
〈例 1〉
・

關於表示有效驅除家屋內的害蟲之家庭用害蟲驅除器，由事業提
出公家機構的試驗結果。
但是，該試驗結果，僅是確認了在試驗用壓克力箱中，透過該除
蟲機器所發生之電磁波，讓害蟲採取一時性的迴避行動，無法實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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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通常居住環境中有實用的害蟲驅除效果。
因此，上述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難謂有
適切對應，無法認定該提出資料是能成為揭示表示的實證的合理性的
根據之內容。
〈例 2〉
・

關於表示可以期待對所有種類的引擎油節省 10%燃料費的汽車
引擎油添加劑，由事業提出公家機構的試驗結果。
但是，該試驗結果，僅是確認了特定高性能的引擎油可以提升
節省 10%燃料費，無法實證對一般品質的引擎油是否可以得到相同
的效果。
因此，上述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難謂
有適切對應，無法認定該提出資料是能成為揭示表示的實證的合理
性的根據之內容。

〈例 3〉
・

關於表示使用可以阻擋 99%紫外線的紫外線阻斷素材的衣料，由
事業提出該化學纖維的紫外線阻斷效果的相關學術文獻。
但是，該學術文獻僅是確認該紫外線阻斷素材可遮斷 50%紫外
線，並未實證可遮斷到 99%的程度。
因此，上述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之內容難謂有
適切對應，無法認定該提出資料是能成為揭示表示的實證的合理性的
根據之內容。

〈例 4〉
・

有關「只要吃一個月就可以瘦 5 公斤」的標題，再加上有「效果已
經過○○大學△△醫學博士的實驗實證」的來自專家的評價的表示，就
表示的整體而言，給予消費者只要吃就可以期待能有 5 公斤的減重效
果的認知的減重食品，由事業提出美容瘦身相關專家之見解。
但是，該專家之見解，僅是確認了該食品所含的主成分的含量，
由一般的攝取方法及適度的運動之下，可以期待促進脂肪燃燒效果。
並無實證只要吃就可以獲得有 5 公斤的減重效果。
因此，表示的整體，給予消費者只要吃就可以期待能有 5 公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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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效果的認知的表示，上述被表示之效果、性能與提出資料所實證
之內容難謂有適切對應，無法認定該提出資料是能成為揭示表示的實
證的合理性的根據之內容。

第 4 作為表示之實證的合理性根據資料之提出程序
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的規定下，事業未依消費者長官預先設定的期
間內提出揭示可成為表示之實證的合理性根據的資料時，會發生讓該事業所
為之該表示被視為不當表示之法律效果。
從確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相關程序的透明性的觀點，提出載示合
理性根據之資料之相關程序，如下。
1. 以文書請求資料提出
消費者廳長官，認定為了判斷是否該當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而有必
要，根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款，對事業請求提出載示成為該表示之實證
之合理性根據之資料時，以文書為之。又，該文書中，應具體且明確地揭示
以下事項。
①
②

該事業所為之該表示內容。
資料提出方式與提出期限。

2. 資料之提出期限
(1) 作為表示之實證的合理性根據資料之提出期限，消費者廳長官，根據
前述 1.的文書請求提出該資料之日起，原則上 15 日後(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
示防止法施行規則(平成 28 年內閣府令第 6 號)第 7 條第 2 項)。
(2)消費者廳長官，在事業以書面提出申請提出期限之延長，認定有正當事
由時，得延長該提出期限。
又，具體上有何種理由，能被認定為正當之事由，要依個別事案判斷之，
但以有必要實施新的或者追加的實驗・調查為由，不能認定為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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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新興薦證廣告、網紅、負面薦證廣告、社群媒體、揭露利益關係、
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不實廣告、欺罔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
台，因而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
大影響力。網紅會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
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
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
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為一個新議題。
本報告主要研究方法乃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
盟、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
我國借鏡。此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要說明報告，或者重
要的執法指引，本報告均完整翻譯，附於本研究報告之附錄。
美國部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為，薦證廣告未揭露與廣告
主之利益關係，也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之「欺罔行為」
。FTC
在 2009 年發布了「有關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必須揭
露與廣告主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並舉出具體範例說明何種情
境下為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此外，FTC 在 2013 年出版「.com
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其中所舉案例中，特別針對 Twitter 等
空間有限媒體的網紅薦證廣告，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受廣告主的利益，輔
以截圖以具體案例說明。在 FTC 執法活動上，一方面 FTC 曾經多次教育與
警告網紅業者的貼文問題，二方面 FTC 在 2019 年至 2020 年，陸續公布四則
與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二則案例是 FTC 自己行政裁罰，二則案例
則是 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上述這些指引與具體案例，均值得我國
參考。
加拿大部分，加拿大競爭法第 52 條、第 74.01 條、第 74.02 條，乃規範
不實廣告與薦證廣告等條文。另外，在官方說明與指引中，加拿大競爭署於
2015 年出版「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
（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 1 篇（Volume 1）的第 3 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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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2018 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 4 篇（Volume 4），
對於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其中最重要的說明在於，加拿大受
到美國影響，認為未揭露影響者與廣告主間之重要關連性資訊，也是一種欺
罔。此外，加拿大尚有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此一自律組織，在廣告標準協會
的廣告標準準則中，也明確提到，影響者必須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連性
資訊。該協會並在 2019 年 1 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
該份指引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方式
替廣告主貼文薦證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透過截圖
與案例情節，做了詳細的原則性說明，對我國有高度參考價值。在競爭署執
法上，2015 年曾經有一則案例處與虛假網路評論，2019 年底則對品牌商、與
廣告代理業者寄出警告信。
歐盟部分，歐盟對於業者之廣告行為或不公平商業行為，主要為 2005
年之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以及附件之行為清單，該行為清單第 22 點，不實宣
稱或讓消費者產生錯誤印象，認為該交易者並非為了他人而為行為，或者不
實地表達自己是一消費者。此點就是典型的網紅薦證廣告若沒有清楚揭露利
害關係，亦可能違反該指令。由於其只屬於指令性質，需要各會員國轉化為
國內法，因此歐盟並無具體的執法案例。另外歐盟執委會在 2016 年另外出版
「執行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指引」
，其中對於線上評論與社群媒體上可
能出現的不公平行為，有少數若干說明。此外，歐盟也有廣告業者的產業自
律規範，在歐盟曾經有一個歐盟廣告標準聯盟，並提出了影響力行銷最佳實
務建議，其對影響者在做貼文行銷時的揭露與要求，提出了清楚的說明指引。
英國部分，主要法規為 2008 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其乃轉
化歐盟 2005 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國內立法，故其內容與歐盟指令內容幾
乎相同。尤其在該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行為清單中，第 22 點與前述歐盟行為
清單禁止的行為一樣。英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為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MA），
在 2015 年出版「線上評論及推薦」（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研究
報告，在 2018 年則與廣告自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CAP）共同出版影
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2014 年以
後，競爭及市場委員處理之與本研究相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 30 件，其
中與線上評論有關者 3 件，與薦證有關者 27 件，本報告挑選較具代表性之案
例進行介紹。此外，上述英國廣告產業的自律組織 CAP，訂有「非廣播廣告
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對行銷訊息有具體規範要求，並交由廣告標準機構
（ASA）負責執法，本研究也摘錄 ASA 對新興社群媒體之網紅行銷貼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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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進行介紹。
日本方面，主要的不實廣告規範為「贈品表示法」（不当景品類及び不
当表示防止法）。其主管機關在 2009 年時，從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移轉至消
費者廳，故屬於消費者保護法規。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
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以消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
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銷」
。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
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優良誤認」、「有利誤認」的問題。目前消費
者廳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內容的真偽。但
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日本學界與實務界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可以介
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
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本報告
也加以介紹。
本報告也分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之內容與範例，
並說明其中若干問題。最後，對於公平會就不實廣告的執法案例與相關爭議，
也進行詳細探討。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只在三星寫手門案，處理
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的具體案例。
最後，本報告綜合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
例的詳細分析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
首先，何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建議可參考美國與
加拿大規定，具體包含五種利益關係。至於何種情況下該利益關係為「非一
般大眾可合理預期」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之若干案
例，當初即參考了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之案例而來。本研究將
美國 FTC 薦證廣告指引第 255.5 條的 9 個案例，加以抽象化，具體提出，哪
些情況下的利益關係可為一般大眾預期而不需要特別揭露，哪些情況下的利
益關係則需要清楚明顯地揭露。
本研究報告除本文討論外，也在附錄中，翻譯了美國、加拿大、英國的
重要揭露指引，這些指引有的比較具體，例如加拿大之指引，將各種社群媒
體的貼文方式，逐一說明不同媒體呈現形式，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利益關
係。而其他指引則比較化約式的，將利益關係與揭露之要求，或受贊助的方
式，做一原則性的指示。因此，本報告提出具體二種方案。第一種方案，可
參考美國 FTC「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
（2019.11）
，提出最重要的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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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基本原則；第二種方案，可綜合擷取美國「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
有效的揭露」（2013）中對 Twitter 的案例，以及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
引（2019）的其他社群媒體案例，綜合整理出一個完整的版本，公布於公平
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引。
因為新興薦證廣告之網紅人數眾多，倘若處罰對象或行為約束對象為網
紅，對於為數眾多的網紅或素人評論者，該如何對之執法、教育？另外，其
實廣告主仍會透過廣告代理業者接觸網紅，是否有可能透過廣告主或廣告代
理業者對網紅或素人進行教育或約束？本研究提出三種方向供思考。一是產
業自律規範，由廣告業者自律，但本研究不建議這種方式。二是由主管機關
主動針對重要廣告代理業者與重要網紅，寄發教育信或警告信，告知正確的
貼文揭露方式。三是要求廣告主教導與監督網紅之責任，亦即監督其貼文之
內容。
最後，討論公平交易法對不實廣告之處理（第 21 及第 25 條），與其他
事業主管機關對不實廣告之管轄間之關係，以及負面薦證廣告與損害名譽、
誹謗訴訟的關係。對於前者，本研究彙整了過去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就不
實廣告管轄權間所為的管轄協議。不過由於新興薦證廣告、未揭露其與廣告
主之利害關係此種類型，是否屬於之前與其他機關協議的「不實廣告」對象，
尚有疑慮，最後，針對與個人提出損害名譽民事訴訟與誹謗刑事訴訟，以及
公平會行政調查裁罰之間的分工，本報告也提出說明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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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Emerging 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s, Internet
celebrities, negative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s, social media,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Non-general public can reasonably expect, false advertisements,
deceptive

Nowadays, people spend more and more time online, and there are various
social media and audio-visual sharing platforms, so so-called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emerged. These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fan behavior. Internet celebrities will accept the interests
of adversors and recommend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adversors
may also pay ordinary netizens to leave a message on the product message board
to give positive or negative reviews of the product. Recommendations from
Internet celebrities and comments from netizens have become a new form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ever, for these two emerging forms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 to regulate their due standards has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research mainly uses comparative law research,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mainly compar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legal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for this emerging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and sorts out
and handles case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t then
analyzes and reviews relevant Taiwanese regulations and case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Taiwan's regulations or enforcement meth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or online
influencer marketing, it is required to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disclose the
interest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cannot reasonably expect in the postings. In those
countries, there are clear regulations or clear case guidelines on which interests
should be disclosed, whether the disclosure be clear and obvious, and which
methods of disclosure. Japan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whether to include this new
type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into the 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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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cases about
internet celebrities who un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with advertisor, also some
cases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have left messages with negative comments on
products, but have not 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The following ar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is study:
(1) Suggestions that are immediately feasible
I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Specification of Recommended
Advertis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undisclosed interests can be revised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disclosur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the method of disclosure should also be
specified in words, and the cases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nd revised.
In additio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refer to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Guidelines" issu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ormulate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Guidelines" so that let Taiwanese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Internet celebrity could Follow.
(2)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21 and Article 25 of the Fair
Trade Law, it remains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ther it should be adjust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want to attribute the undisclosed
interests of influencer marketing to Article 21 or Article 25,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law should be revised and how to directly punish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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