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法案例解析 
及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金發放辦法 

最新修正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 
111.10.12 

 
 



公平交易法規範行為類型 

公平交易法 

限制競爭  

濫用獨占
地位 

聯合行為  

限制轉售價格 

違法結合 

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 

仿冒行為 

不當贈品贈獎 

垂直限制競爭
行為 

損害營業 
信譽 

其他欺罔 
顯失公平 

不公平競爭  

 使比賽精彩 使比賽公平 



公平交易法規範主體 

 公平交易法所稱事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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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

員利益之團體 



何謂「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從事
交 易 之 人 或 團
體」？ 

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 

身分具獨立性（受僱者？） 

除符合公平法第2條第3款所稱事業要件外，無公平法之

適用。 

Q：個人從事網拍？ 



公平交易法規範的對象是誰？ 

事業！ 

    事業！！ 

       事業！！！ 



Q：本件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 

動動腦時間 

民眾甲在公司尾牙時抽中LED電視85吋一
台，因為家裡空間不夠，將電視拍照並製

作廣告，張貼於網路拍賣平台，乙受廣告
吸引而向甲購買電視後發現部分廣告所載
內容與事實不符，遂向公平會檢舉。 



•真實表示義務、查證注意義務 

不實廣告(§21) 

•未註冊著名表徵保護，民事責任→受害事業向法院提起救濟 

仿冒(§22) 

•避免以違反效能競爭之不當方式，扭曲交易相對人理性思考 

不當贈品贈獎(§23) 

•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優先 

營業誹謗(§24) 

•補充條款；須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非個案零星交易糾紛) 

其他欺罔或顯示公平行為(§25) 

不公平競爭規範條文 



事業廣告行為規範— 
公平法§21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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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表徵？ 

 以文字、語言、聲響、 圖形、記號、數字、影
像、顏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表
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 

 表徵之舉例： 



不實廣告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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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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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 
事項 
→視個案情形判斷 
 
 

 非屬作成交易決定之主
要考量事項 

  →不以行政罰介入規制 

 單純商品給付瑕疵、民
事履約爭議、消費爭議 

  →循民事途徑救濟 

例如：單賣盆栽商品時，盆
栽品種及花盆樣式可能是作
成交易決定之主要考量事項。
但在房屋買賣時，示意圖上
所載之花園盆栽樣式，可能
就不是房屋買賣締約時之主
要考量事項。 



誇大廣告 vs 不實廣告 

 判斷是否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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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誇大手法表現的廣告，依一
般大眾通念與認知不會引起錯
誤者，即非虛偽不實。 



廣告表示與事實相符 
≠ 

無廣告不實 

※廣告表示縱與事實相符，仍須就個案事實予以整體觀察，
以判斷有無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 



廣告不實判斷之關鍵 

引人錯誤 



廣告用語-最高級用語 

「第一」、「冠軍」
或「最多」等用語，
連結客觀陳述 須有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

客觀數據為基礎 

「最好」、「最佳」
等主觀感受用語 對自身商品所為一定程度之

「誇大」、「吹噓」，倘不
致引起消費者之誤認者，原
則上並不違法 



第一？ 

 廣告宣稱「臺灣製造，世界第一」、

「第一品牌」→未連結客觀描述用語

→主觀自誇 

 廣告宣稱「○牌冷氣機在台，變頻連

續7年銷售第一」、「全產品日本第

一，市占率超過33%」→連結客觀描

述用語，整體宣稱足以使觀者產生所

稱第一所指為何之印象→※必須有相

關之客觀數據及計算準據始 得宣稱 



不實廣告規範之體系架構 

政府部門專業分工、法規重 
  疊交錯規範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揭示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不實廣告內容倘涉有特別法 
  規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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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平會依公平法相關規 
  定論處。 

 



處理不實廣告之分工 



Q：本件乙應向何主管機關反映？ 

動動腦時間 

甲公司在網路直播平台推銷某保健食品，
宣稱食用後可增強免疫力、強化細胞功
能，並且可使癌細胞萎縮、死亡，有病治
病，沒病養生。民眾乙受廣告吸引，買了
該食品給罹癌親人服用後無效，方知受
騙。 



仿冒行為（公平法§22） 

以著名之他人表徵，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為相
同或近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或服務混淆 

排除已註冊商標，僅處理未經註冊之著名商標 

(已註冊商標逕適用商標法規定) 

無行政責任，應循民事途徑救濟 

(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 

◎公平法104年修法 



公平法與商標法之競合適用關係 

商標之保護 

已註冊: 

商標法採註冊保護
制度 

未註冊: 

公平法保護未註冊
著名商標 



不當贈品贈奬行為（公平法§23） 

•事業不得以不當提供贈品、贈獎之方
法，爭取交易之機會。 

 

•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訂定「事業提供贈品贈獎額度辦法」 



不適用贈品贈奬之類型 

•免費試吃、試用 

•同類商品之價格折扣：打5折 

•同類商品之數量折扣：買一送一 

•套餐組合優惠：漢堡套餐100元 

               (漢堡、飲料、薯條)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公平法§24） 

• 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24)。 

• 應以品質、效率、價格來競爭，而非放流言
來貶損其他事業信譽(保護競爭秩序兼顧事業
商譽保護)。 



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公平法§25） 

除公平法另有規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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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原則：其他公平交易法條文優先適
用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是否足以影
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
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或有影響將
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 

其他欺罔
或顯失公
平行為 

單一個別非經常性的交易糾紛 
民事救濟 



•原則不禁止，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獨占(§7~§9) 

•原則自由，但達一定門檻需事前提出申報 

結合(§10~§13) 

•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 

聯合行為(§14~§18) 

•原則禁止，例外必須有正當理由 

限制轉售價格(§19) 

•通常指上、下游事業間限制競爭行為；須有一定市場力 

其他限制競爭行為(§20) 

限制競爭規範條文 



獨占 
•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
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
關係，具有前項規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 

獨占定義

(§7) 

•市場占有率 

•1家≧1/2、2家≧2/3、3家≧3/4 

•排除：個別事業市占率＜1/10或銷售額＜20億元 

•例外得認定獨占事業: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
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 

 

獨占認定

標準(§8) 

獨占（公平法§7～§9） 

 相關市場：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產品市場、地理市場、時間因素） 

 



獨占(續) 

 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 

 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

定、維持或變更 

 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

惠 

 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獨占事業 

禁止行為
(§9) 

原則不禁止獨占，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結合（公平法§10～§13） 

•與他事業合併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
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1/3以上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
財產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
免 

結合定義

(§10) 

監督與防範事業透過與他事業結合之方式，增強市場力，進
而獲得控制市場之力量。 規範目的 



結合審查 

申報 
事前管制：結合前向公平會提出申報 
捉大放小：只有達到門檻才須申報 
等待期間內不結合：30工作日/得延長60工作日→最長90
工作日 

審查 

評估：整體經濟利益 > 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決定 
不禁止結合 
不禁止結合+附加條件或負擔 
禁止結合 

 

 

 



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服
務）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
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消費者 

零售商 製造商 批發商 消費者 ① ② 
轉售 再轉售 

限制轉售價格的類型：指定價格、設定上下限或區間 

規範目的：配銷階段的廠商得依據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自由訂價 

限制轉售價格（公平法§19） 



垂直限制競爭行為（公平法§20） 

類型 
• 杯葛：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
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 

• 差別待遇：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 不當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 不當使他事業參與限制競爭行為：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聯合或
為垂直限制競爭之行為 

•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
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須有限制競爭之虞（必須具有一定之市場力量） 

 



聯合行為（公平法§14～§18） 

 構成要件（§14） 

主體：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 
方式：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 
內容：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價格、數量、交易對象等) 
效果：足以影響市場功能     微小不罰(10%) 

 
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 

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總和未達10％者， 

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事業之 

聯合行為係以限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 

為主要內容者，不在此限。(105年3月1日公法字第10515600941號令） 

 



聯合行為（續） 

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

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亦為聯合行為 

 避免事業藉同業公會或其他
團體遂行違法行為卻脫免法

律責任 

 

具有競爭關係
之事業所組成
之團體 



聯合行為（續） 
聯合行為原則禁止，例外申請許可 

原則禁止 

•固定價格 

•圍標(政府採購案-工程會) 

•產量限制、生產配額 

•分配顧客、交易區域 

•其他 

例外許可 
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標準化 (例：cable機上盒規格) 
•合理化 (共同研究開發) 
•專業化 (分別作專業發展) 
•輸出聯合 

•輸入聯合 (例：奧運轉播授權) 
•不景氣聯合 
•中小企業聯合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
或經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聯合行為(續) 
• 聯合行為查證不易→強化措施： 

▫ 合意推定 

 聯合行為之合意，得依市場狀況、商品特性、成
本及利潤考量、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因素推
定之 

▫ 寬恕政策 

 鼓勵事業窩裡反 

▫ 檢舉獎金 

 鼓勵提出檢舉 

 



法律責任(§34~44) 

• 行政責任 
▫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 罰鍰 
不公平競爭行為：5萬～2,500萬元 (不停止違法行為，第
2次處分×2) 
限制競爭行為：10萬～5,000萬元 (不停止違法行為，第2
次處分×2) 
違法結合：20萬～5,000萬元 
結合申報事項不實：10萬～100萬元 
情節重大之濫用獨占地位行為及聯合行為：最高可處上一
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10％ 

• 刑事責任：限制競爭行為第2次違反之行為人、營業誹謗行為
  人及事業 

• 民事責任：3倍損害賠償 

 





 違法聯合行為活動愈趨隱密 
參與事業經常採取如秘密會議、使用密碼文字、
避免使用電話聯繫、不作成任何書面紀錄等方式，
來防免競爭法主管機關的調查。 

 鼓勵知悉聯合行為存在之人及早揭露違法行為，
倘檢舉人能提供公平會尚未獲悉之違法事證，將
能提高相關事證的證明力或獲得直接證據。 

檢舉獎金制度目的 
 



法源依據 

 主管機關為強化聯合行為查處，促進市場競爭秩
序之健全發展，得設立反托拉斯基金。(§47-1Ⅰ) 

 反托拉斯基金用途得用於：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獎

金之支出。(§47-1Ⅱ(1)) 

 有關檢舉獎金適用之範圍、檢舉人資格、發給標

準、發放程序、獎金之撤銷、廢止與追償、身分

保密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47-1Ⅳ) 

（公平交易法§47-1） 



適用範圍及
發放條件 

 檢舉人提供與聯合行為案件有關之事實與證據
為公平會尚未獲悉 

 公平會調查後認定該涉案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
§15Ⅰ 

 公平會調查後裁處罰鍰(110.12.26修法刪除) 

→提升檢舉誘因、鼓勵檢舉違法聯合行為，縱未裁處罰鍰
，亦得發放獎金 

限檢舉聯合行為! 
（檢舉獎金辦法§2） 



檢舉人資格 

 檢舉人不以自然人為限 

 法人或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亦得為檢舉人 

（檢舉獎金辦法§3Ⅰ） 



檢舉人消極資格限制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排除適用本辦法： 

1. 參與聯合行為事業 

2. 已循寬恕政策途徑獲減免罰鍰事業之董事、代
表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3. 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聯合行為情事者 

4. 公平會所屬人員、配偶、3親等內親屬 

5. 因行使公權力而得知違法聯合行為之機關所屬
人員、配偶、3親等內親屬 

（檢舉獎金辦法§4） 



檢舉方式及要件 

 得以多元方式（書面、言詞、電子郵件或其他
方式）向公平會提出檢舉 

 必須敘明檢舉人之真實姓名（名稱）、聯絡方
式及地址 

 必須敘明檢舉違法聯合行為之內容及提供符合
發放檢舉獎金標準之具體事項（§5Ⅰ，有助於
啟動調查、直接或間接證明合意存在）、相關
資料或可供調查之線索 

（檢舉獎金辦法§3Ⅱ） 

缺
一
不
可 



獎金發放標準一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
總金額之比例 

檢舉獎金 
最高數額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5% 

最低10萬元 

100萬元 

（50萬元-舊法）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 

10% 

最低10萬元 

1,000萬元 

(500萬元-舊法)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查 

20% 

最低10萬元 

 2,000萬元 

(1,000萬元-舊法) 

（檢舉獎金辦法§5Ⅰ） 



獎金發放標準二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
總金額之比例 

檢舉獎金 
最高數額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5% 

最低10萬元 

200萬元 

（100萬元-舊法）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 

10% 

最低10萬元 

2,000萬元 

(1,000萬元-舊法)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查 

20% 

最低10萬元 

 4,000萬元 

(2,000萬元-舊法) 

罰鍰總金額：2億元～5億元，上限
提高至2倍（檢舉獎金辦法§5Ⅱ） 



獎金發放標準三 

檢舉人提出之證據價值類型 檢舉獎金為罰鍰
總金額之比例 

檢舉獎金 
最高數額 

1.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調 
  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5% 

最低10萬元 

500萬元 

（250萬元-舊法） 

2.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 

10% 

最低10萬元 

5,000萬元 

(2,500萬元-舊法) 

3.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證 
  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實存 

  在，無須公平會再介入調 
  查 

20% 

最低10萬元 

 1億元 

(5,000萬元-舊法) 

罰鍰總金額：5億元以上，上限提
高至5倍（檢舉獎金辦法§5Ⅱ） 



獎金發放標準四 

1. 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
調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2. 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
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
實存在 

3. 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
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
實存在，無須公平會再
介入調查 

符合 

符合 

符合 

※按較高額發放獎金，同一案件只能受領1次 

1人同時符合2款以上條件時 
（檢舉獎金辦法§5Ⅲ） 



獎金發放標準五 

符合同款
條件 

 多人共同聯名檢舉 
 多人同時提供相同事證無法

區別先後 
 多人均提供公平會尚未獲悉

之(不同)事證 

※獎金平均分配 

多人同時符合同一款條件時 
（檢舉獎金辦法§5Ⅳ） 

1. 提供有助於公平會開始
調查程序之證據資料 

2. 提供之證據資料能間接
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
實存在 

3. 提供之證據資料能直接
證明聯合行為合意之事
實存在，無須公平會再
介入調查 



獎金發放標準六 

只要案件經確定為違法聯合行為，即使因情節輕
微等因素未裁處罰鍰，仍依證據資料價值，酌予
發放每名檢舉人5萬元～100萬元檢舉獎金。 

已成案但未裁處罰鍰 
（檢舉獎金辦法§6）→新法增加 



獎金發放方式 

 案件處分後30日內發放 

（檢舉獎金辦法§7） 

每名檢舉人發放金額 發放方式 

100萬元以下部分 一次發放 

超過100萬元部分 

1. 先發放1/4 
2. 餘額於處分確定後發放 
3. 罰鍰處分經部分撤銷或

重為處分而減少罰鍰→
依嗣後罰鍰金額計算獎
金餘額，無餘額時不再

發放 



獎金追回 

 有下列情形之一，獎金不予發放、已發放者追回 

1. 有§4規定之情形（檢舉人消極資格限制） 
2. 公平會尚未處分前，直接或間接對外揭露其所

提出之檢舉事實或檢舉之任何內容 
3. 使用偽造或變造證據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 

 無上述情形者，已發放之獎金不追回（例如處分
嗣後被撤銷） 

（檢舉獎金辦法§8、§9） 



檢舉人身分保護 （檢舉獎金辦法§10） 

 檢舉人身分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 

 載有檢舉人真實身分資料之談話紀錄、
文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供閱覽
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
關、團體或個人 



公平會服務中心 

本會地址：臺北市濟南路1段2之2號12-14樓 

本會服務中心電話：(02)2351-0022 

                  (02)2351-7588轉380 

南區服務中心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南區服務中心電話：(07)723-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