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 
廣告之規範與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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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制對不實廣告之規範架構 

政府部門專業分工、法規重疊交錯規範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由特別法主管
機關，依特別法法規進行查處。 

未有特別法規範之廣告行為，則由本會
依公平法相關法令，論處究責。 

 



本會與內政部就不動產經紀業不實廣
告之分工（1）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不實廣告案件，由內政部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處理(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21)；不屬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
範之範疇者，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不動產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而未於廣告、市招
及名片等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
者，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18)處理。 



本會與內政部就不動產經紀業不實廣
告之分工（2）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之廣告內容，倘係涉及事業
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策略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其他足以嚴重影響
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之情形者，由公平會
依公平交易法處理。 

‧建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從事銷售行為之不實
廣告案件，依其個案具體情形，倘得認建商與
不動產經紀業者俱為廣告主時，由公平會依公
平交易法處理。 



 與生活息息相關→吃、喝、玩、樂、睡 

 時時、處處與你為伴→報紙、電視、公
車、計程車、電腦、手機 

 傳播媒體日新月異、商品行銷手法推陳
出新（例：電視購物、網路購物、部落
格） 

   

  不實廣告違法案件數最多 

5 



6 

不 實 廣 告 之 保 護 法 益 

競爭公益 

消
費
者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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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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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不
利
益
之

競
爭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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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以爭取交易機會，將
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
平競爭，並誤導交易資訊而使消
費者權益受損，是以必須規範。 

為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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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1)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2)，對
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3)，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5)之表示或表徵(4)。 

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
之。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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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
人或團體 

自然人? 

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身分具獨立性（受僱者？） 

網拍個人賣家? 

規範對象(誰是事業§2) 



腦力激盪(一) 

民眾甲將一年前購買之房屋以低於市
場行情之友情價賣予好友乙，但事後
乙卻發現，原來該房屋是海砂屋，乙
不滿甲隱匿實情，深覺權益受損，遂
向公平會檢舉。 
 

 

10 

   



腦力激盪(二) 

民眾甲為換屋，乃將自住5年的房屋
拍照並製作廣告，張貼於網路平台，
乙受廣告吸引而與甲簽約購屋，嗣後
發現部分廣告所載內容與事實不符，
遂向公平會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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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廣告之廣告主 

廣告主 
出資刊載或製播廣告（建商） 

因該商品或服務提供而受有直接經濟利益，
如佣金、營業額抽成。（EX：電視購物頻道、
網路賣場、房屋代銷商） 

包銷制代銷商認定為廣告主之情形 
廣告費用支付 

一定比例抽成 

參與廣告製作、使用及銷售之程度相當於廣告主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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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之媒介方式 
商品上標示、廣告（平面或立體、網路）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使不特定多數
共見共聞之訊息傳播行為） 

 
網路、電視、報紙、看板、傳單… 

平面配置圖、家具配置圖、模型屋、樣品屋、 

實品屋、位置圖、工讀生在路邊舉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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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模型 

書面/網路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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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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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或決定之虞者 

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
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
相關大眾錯誤認知或決定

之虞者。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外格局（周邊環境） 

 座落地點 

 公有公共設施 

 外在環境、視野、
景觀 

 其他 

 未取得建照 

 獲獎、優惠內容、
投報率 

 房仲業成交紀錄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所例示之違法廣告態樣： 

內格局（建案本身） 

建物或土地用途 
—工業住宅、旅館區、 

    農業區…… 

面積 

內部格局設計、配置 
—夾層屋、停車位變公設、 
  陽台外推、機電空間、 

    溫泉設施…… 

 

 



（一）建物或土地用途 

未對建築物用途明確表示。 

建築物適合供住宅使用之表示或表徵。 

宣傳其用途與建造或使用執照不同。 



工業住宅-相關法令 

  依都市計畫法第85條規定訂定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其必要附屬設施，及工業發

展有關設施為主，經縣 (市)政府審查核准後，僅得供公共服務設施及公

用事業設施，是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依上開細則規定不得為一般住宅使

用，承購者如作為住宅使用，已違反上開條文規定，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規定處理。又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前段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

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然乙種工業區設

置之建築物如變更為住宅使用，既已違反前揭細則規定，已不符建築法

第73條第2項規定要件，自無從依其規定辦理變更使用。 

 

 

  



本會見解： 

  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

否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

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

建管法規，有遭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之風

險。 

  位於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建案，依法不得作住宅使用，惟建

案廣告內容倘顯示客廳、飯廳、臥房、廚房、衛浴之住家格

局，或使用住宅相關用語，易使消費者誤認建案係可供一般

住宅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故屬不實廣告。 

 

  



（二）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 
包括建物外觀、設計、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如
休閒步道、戲水池、健身房、花園、游泳池、涼
亭等） 

判斷： 

 1、格局配置與廣告不符。 

 2、格局配置雖與廣告相符，惟與施工圖或竣工圖
不符，且經認定係屬違建。 

 3、設施或服務不屬於給付或附隨給付之內容，而
有被誤為屬於者。 

 



停車位變公設 
 

建管機關意見 

  經查閱該竣工圖說(該區域)係作為汽、機
車停車空間使用，按建築法第73條規定，
建築物非經領得變更使用執照，不得變更
其使用。 

 

 



（三）夾層屋 

廣告表示房屋為挑高空間，並以文字、照(圖)片、
裝潢參考圖、平面配置圖、立面剖視圖或樣品屋

表示有夾層設計或較建築物原設計更多之使用面

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廣告表示與施(竣)工圖不符。 

  2、廣告未明示建築法規對施作夾層之限制。 

  3、經建管機關確認為違建。 



違法夾層屋廣告之非難性： 

 樓中樓夾層之設置是否違反建管法令及其違反之

法律效果，涉及建築相關法令之解釋、認定及個

案判斷，尚非不具該等專業知識之一般消費者在

閱覽廣告時所得知悉。 



（四）內部自有格局配置 

廣告表示建築物內部自有格局配置（如陽

台、機電設備空間、雨遮位置等）與施

（竣）工圖不符，經建築管理單位認定係

屬違建、無法申請變更為合法者。 



陽台外推 
建管機關意見 

 建築法第25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

或使用或拆除。但合於第78條及第98條規定者，不在此

限。」第9條第2款規定：「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

或高度者。」第28條第1款規定：「建築物之新建、增建、

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及第86條規定：「違反

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

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

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  

 



機電設備空間 
建管機關意見 

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
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
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
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
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機電空間
倘為客廳、餐廳等居室空間使用，即與原核定使
用空間未符，應依建築法第91條第1項規定處分。 

 



（五）不動產面積 
 總面積與所有權狀登記之面積不符。 

 雖相符，但有以下情形者 

1.以非法定名詞（使用面積、公共面積、室內面積、公
共設施）作為面積之表示，未於明顯處以相當比例之
字體註明其範圍。 

2.使用法定用語（基地面積、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
積、共有部分面積）作為面積之表示，而其數量與應
有或登記者不符。 

3.建築物共同使用設施比例之具體數字與完工建築物不
符者。 

 



（六）建築物座落地點 
廣告上標示建築物座落地點與實際不符，
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消費大眾所接受程度者 

預售屋之座落位置屬不動產交易之重要
事項，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之購買意願，
故事業於廣告上，對預售屋之座落位置
所為之表示或表徵，倘與實際差距甚遠
或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則其廣告即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 



（七）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 
學校、公園、運動場、政府機關…… 

1、對公有公共設施之表示與使用廣告當時之客觀
狀況或完工後之實際狀況不符。 

2、使誤認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已完成。 

3、對交通狀況、時間或空間距離之表示， 
未以通常得使用之道路狀況為計算標準。 



（八）外在環境、視野與景觀 

建築物外在環境、視野、景觀與
廣告所表示不符，且其差異難為

一般消費大眾所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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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實廣告之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42條—行政責任 

 1、停止、改正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2、罰鍰 

   (前段：5萬至2500萬元； 

    後段：按次連續處10萬至5000萬元) 

 民事之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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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代理業、媒體業之責任 

惟依其參與製作、設計或傳播、
刊播廣告之具體情形，得認其
兼具廣告主之性質者，依本法
關於廣告主之規範併罰之。 

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
製作、設計或傳播、刊載有
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接受廣告主之一定報酬，與銷售量無直接相關 



33 

  廣告薦證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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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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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人僅於受報酬10倍
範圍內，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 



個案處理原則 

本處理原則，僅係例示若干不動產廣

告常見之可能牴觸本法之行為態樣。

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務上具體

事實個別認定之。 



建議與結論 
廣告前善盡查證之義務，引用資料
之正確性。 

廣告真實表示之義務，以消費者觀
點審核之。 

廣告內容履行之可能性。 

廣告後確實履行給付之義務。 



   

 

 

    謝謝聆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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