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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預售屋真實廣告雖具有降低資訊蒐尋成本的經濟功效，惟在社會資本相對薄弱

的現代社會中，常會出現預售屋廣告的機會主義者利用資訊的優勢，將成本外部化

給購屋者。為了讓交易者享受合作且競爭交易活動所帶來的好處，宜有適宜的法

制，來降低不實廣告所引發的交易成本。本文利用法律經濟研究途徑，探討預售屋

不實廣告的責任法制規範。對於責任法制分析，法律經濟學者常引用「Hand法則」

來詮釋，然常忽略被確認為違約者與受害者提起訴訟的機率問題。若將此機率問題

納入 Hand 法則，我們將可發現未來社會發展將相對有更多的防免行為，更少過失

或故意的不實廣告損害行為，惟實際效果仍有待實務的驗證。此外，在賣方無過

失，而買方有過失時，採賣方「過失責任」比賣方「無過失責任」，較易達到最低

社會成本狀態。在買賣雙方皆有過失，而且買方過失比賣方過失大（小）時，採買

方「與有過失責任」，將比僅採賣方「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較易（不易）

達到最低社會成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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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符號論觀點  1，住宅在人們心目中可能不僅存在「遮風避雨」的「表層意

義」，而且常欲傳達個人「品味」或「身份地位」的「內涵意義」。因此「住宅」

在交易者概念化或語言化的過程後，極為可能用某些「言語」或「符號」來裝載和

傳達某些「意義」或「情感」。在住宅交易簽約之前，住宅賣方或經紀業者常透過

「廣告」的意象符號生產與傳遞，引發買方的購屋慾並縮減買方的資訊蒐尋成本，

以增加住宅的銷售，特別是預售屋此種「符號產品」（symbolic products）或「意

像」（images）的銷售。就《台灣市場指標》統計資料顯示，有關建築的廣告數

額，從 1997~2004 年間在二十大產業別之廣告中，除 2002 年僅次於汽車外，其餘

均排名第一，年均廣告數額約 44 億元 2。由於我們活在非零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世界中，預售屋廣告在降低資訊蒐尋成本上，自有助於預售屋交易風車的順

利運轉，而成就「一加一大於二」深厚資源的功效 3。 

惟預售屋交易係非同時性的先售後建模式，無成品可供現實檢視，購屋者常憑

藉廣告宣傳單、圖片、現場工地模型屋、既真實又虛幻的樣品屋、及現場銷售人員

之解說等資料，作為是否交易的資訊。廣告此時便成為預售屋品質與效用的擔保，

購屋者常信賴廣告所生產與傳遞的意像，惟售屋者則常為刺激或引誘購屋者預購動

機，而出現各式各樣誇大，甚或不實的廣告，交易合作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甚高。預

售屋買主花了頭期款，買到可能僅是預售屋的廣告與一張看不太懂的契約紙張。在

                                                      
1  就 Saussure 與 Barthes 認為符號（ sign）主要係由「意符」（ signifier）與「意涵」
（signified）表裡兩面所購成，「意涵」則包括「表層意義」（denotation）與「內涵意義」
（connotation）。「意符」是傳達住宅形式的媒介物；「意涵」是傳達住宅內容、概念、意義的
符號；「表層意義」著重在住宅實質特性的傳達（第一層次）；「內涵意義」係以第一層次為基

礎，著重在住宅情感的傳達，亦即經常逃離住宅的「實體」而賦予住宅某些「意義」，參閱曾明

遜，「濕地意像分析」，中興大學法商學報，第 35期，332-333，1999。 
2 1997 年 7,136,398,000 元，1998 年 5,467,545,000 元，1999 年 4,557,971,000 元，2000 年

4,480,969,000元，2001年 3,482,980,000元，2002年 3,279,530,000元，2003年 4,495,284,000元，
2004 年 2,397,916,000 元；其中 2004 年，為潤利公司有效廣告量中心統計各月份的加總，惟欠 3
月份統計資料。台灣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81-91，台灣市場指標，1997－2003，台北：台灣廣
告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rainmarker.com./tw/，查訪日期：2005年 10月 20日。 

3 熊秉元利用經濟學闡釋金剛經的「離相無住」與「不住相布施」時，便以「一加一大於二」深
厚資源的效率理念，對比金剛經的「離相無住」與「不住相布施」的價值追求，熊秉元，經濟學

對金剛經的闡釋，30-31，38-39，台北：茂昌出版公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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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交易中，預售屋便常出現廣告上的糾紛。就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違反《公平

交易法》的案件統計資料顯示，自 1992 年至 2005 年 8 月間，六項違反不公平競爭

禁止行為共有 1,782 件，其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便有 985件 4。此外，就

預售屋不實廣告或廣告不實於司法判決中，自 1996-2005 年間最高法院民事判決則

出現 31 個案例 5。在沒有相關制度制約下，如何確保預售屋賣主能在未來一兩年內

確實提供和廣告、契約相符的房子呢？在沒有適宜的廣告法制規範下，廣告投入量

決定於私人邊際效益與私人邊際成本；然而此時，廣告意像除了扮演「傳訊」縮減

資訊蒐尋成本的真實廣告外，尚包含增加訴訟成本的不實廣告以及游走在法律邊緣

的灰色廣告，特別是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薄弱的社會更易增加後者的成本。 

在高度流動性與匿名性的現代社會中，若不能累積共同意識、相互信任與規範

認同的社會資本存量，預期理性自利的人將可能把成本外部化給他人，並可能在市

場機制或政府調控機制下產生高昂的交易成本，不利於安全社會的建構 6。為了能

享受合作且競爭的不動產交易活動所帶來的好處，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自利的人將尋求適宜的制度，來降低不實廣告所引發的交易成本，使資源更有效利

用 7。然而，制度的經濟效能常為人所忽視，如同 Coase所言：「忽視制度的角色，

                                                      
4 包括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非法多層次傳銷行為、其他等六項，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

統計類案件統計資料，http://www.ftc.gov.tw/，查訪日期：2005年 11月 1日。 
5 依預售&不實廣告、預售&廣告不實查詢，並檢視其內容而得到的案例件數。不動產不實廣告
案例中有夾層屋不實廣告、景觀公設不實廣告、建物品質不實廣告…等，例如不動產供方，於

「高閣」預售屋推案，以「用一戶的錢，買二個新雙氧的空間，高閣四米五的挑高客廰，高得可

以放風箏…」廣告吸引不動產消費者，工地現場並有夾層屋設計的樣品屋，事實並非合法夾層

屋，而引發訴訟糾紛（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844 號判決）；不動產供方為吸引買方購買意
願，於「宏盛天廈」推案，打出「一八○○坪中庭綠化空間」、「一八○○坪藝術中庭」…的廣

告，後來證實該一千八百坪的土地有一半以上係山坡林地，無法供「藝術中庭」使用（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475 號判決）；不動產供方，於「財星廣場大樓」推案時，預售廣告單上標明一
至三樓百貨名店…等商場百貨，交屋時發現變為電動遊樂場，且未設三往四樓電扶梯，並將陽台

改為室內面積（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170號判決）。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http://nwjirs.judicial.gov.tw/，查訪日期：2005年 10月 26日。 

6 有關社會資本在不動產交易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參閱曾明遜，「蜜蜂的寓言？利維坦的傑
作？─台灣不動產交易制度的闡釋」，2005 年海峽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18-219，烏魯
木齊：中國土地學會，2005；社會資本的定義被賦予不盡相同的界定，但一般皆認為社會資本係
內生於人與人的關係中。就積極意義而言，社會資本，是一種可促使一加一大於二的無形資本，

是一種有利於人力資本的無形資本，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粘合劑，參閱曾明遜、彭建文、林欣柔，

「自由的枷鎖？產權的保障？─公寓大廈決議規則的辯證」，第三屆法與經濟分析學術研討會，

30-33，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籌備處，2005。 
7 誠如同熊秉元所言：「既然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資源的利用可以達到最有效率的程度。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便如同在不存在的身體中探索血液循環一般」8。由於適宜的制度可透過明確的規

則，來提高訊息的明晰度，以降低資訊與蒐尋成本；此外，亦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

規則，影響市場運作，決定市場配置機制的效率。基此，在探索預售屋廣告規範

時，並不能將約束或規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或關係的遊戲規則（法制）排除在

外。當我們有了穩定的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及其執行機制，社會就具備了制度環

境，人們便可在此制度環境約束規範，尋求享受自己奮鬥的果實。因此，本文主要

係採取法律經濟觀點研究途徑，理解預售屋廣告法制的出現、效果、以及宜如何調

整的某些面向。全文結構，首先，論述廣告、交易成本與廣告法制的關係；其次，

說明預售屋不實廣告法制的規範；然後，分析阻遏不實廣告的責任法制規範；最後

則為結語。 

二、預售屋廣告及其法制的經濟意涵 

由於非「強制」下的自由交易結果將有助於參與者效用的增加，符合 Pareto 效

率準則，也符合 Smith 經濟秩序與熊秉元「一加一大於二」深厚資源的效率理念。

然而，對於上述資源交易的互利結果，我們常忽略交易成本的作用，而把人類社會

當做是上過油且不會產生任何磨擦的機器，認為透過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治理機

制，便可產生運轉良好的結果  9。設想預售屋交易雙方並非處在窄小的封閉社區

中，則即使買賣雙方都有意願互易自有資源產權，他們如何讓想買賣的人知道有人

要買賣的資訊，而且要讓對方看到並相信它。在此狀態下，預售屋買方（賣方）需

耗費無數的資訊蒐尋成本去尋找那間他想要的心愛房子（那位想買的人）。在交易

                                                 
因此，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真實世界中，應設法降低交易成本，使資源的運用越有效率越好」。熊

秉元，「『市場之尺』和『心中之尺』─論釋寇斯定理和布坎南對寇斯定理的質疑」，經濟論

文，第 21卷，第 2期，339，1993。 
8 Coase, R. H.,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140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

nomics. 230 (1984). 
9 誠如 Stigler (1972) 所言：「沒有交易成本的世界，就像沒有摩擦力的物理世界一樣地奇怪，

獨占者會因得到補償而表現得像完全競爭市場一樣」，引自陳坤銘、李華夏譯，Coase, R. H.著，
廠商、市場與法律，182，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Coase 在 1960 年發表《社
會成本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將交易成本界定為以下交易活動所耗費的時
間、金錢、能量，即「為進行一項市場交易，人們必須蒐尋有交易意願的對象；向交易對象告知

自己的交易意願與條件；進行議價並敲定價格；簽定契約；進行必要監督以確保契約執行」，前

揭書，132，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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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大於零的現實世界裡，有限理性自利的人，在重覆賽局下為了逃離霍布斯叢林 10 

的世界，將發展不同的活動與不同型式的制度來降低交易成本，使自己能享受合作

且競爭交易活動所帶來的好處。預售屋廣告及其交易制度，便是此概念下的社會產

物。 

以下就交易成本觀點，試圖闡釋預售屋廣告及其法制的經濟意涵。設預售屋交

易雙方原賦效用為圖 1 的 A 點，依傳統觀念交易雙方為使自己活得更安逸舒服，將

會互易自有資源產權而使交易雙方互利（如圖中 C），達 Pareto 效率。然而，預售

屋交易涉及預售屋的一組產權和一筆貨幣產權的互易，如果雙方的產權未受到社會

所有人的認同，並能為社會依傳統、風俗或法律來實踐其請求權而得到有效的執

行，則試圖想過更好生活的交易雙方，也常會耽心「自己吃虧」（如收到偽鈔或瑕

疵屋），結果將使使交易雙方回到原先生活的狀態（圖中 A 點）。難怪 Coase

（1959）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中，便曾言：「產權的界定，是交易的開端」11。

當產權互易的適宜制度出現時，常可降低產權不確定的交易成本，而使買賣雙方互

得其利，如由圖 1中 A點移向 B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  廣告及其法制如何運轉預售屋交易風車 

                                                      
10 Hobbes（1651）指出在人類爭利、求安與好名的天性中，若沒有「利維坦」，在自然狀態的
人類生活，將是孤獨、貧困、齷齪、粗暴和短壽的，此自然狀態被視霍布斯叢林，參閱曾明遜，

前揭文（註 6），201，2005。 
11 Coase, R. H.,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2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7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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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如茫茫大海的住宅市場中，為了達到互易資源產權的結果，預售屋交易雙

方，必需將自己「行銷」到有意要交易的對方，讓有意交易者知道彼此的偏好與交

易物的品質與產權，並讓對方相信彼此互易物的產權題無瑕疵且承諾是可信的。就

交易成本觀點，在一個交易雙方並非處在窄小的封閉社區中，為了「行銷」自己，

預售屋賣方常藉由「廣告」12 來降低交易者彼此的資訊蒐尋成本。當廣告的知覺效

益大於知覺成本時，交易者便會選擇廣告來招引潛在交易者，廣告量與形式則決定

該特定廣告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益。假設社會已建構產權互易的適宜制度（含不動

產廣告法制），該制度為社會所有人的認同，並能為社會依傳統、風俗或法律來實

踐其請求權而得到有效的執行。如前所述，此時買賣雙方將互得其利，由圖 1 中 A

點移向 B 點。當社會出現扮演「傳訊」功能的「真實廣告」時，因降低資訊蒐尋成

本，在交易雙方自願交易下，將會互易自有資源產權而使交易雙方互利（Us 與 Ud

皆增加），由圖 1中 B點移向 C點，而達資源配置的 Pareto效率 13。 

在社會資本相對深厚的社會中，因愈接近「單一主人」（single-owner）14 的情

況，預售屋交易者違約損害對方的機會將愈低，因此前述理想圖像較易形成。相對

於社會資本深厚的社會，在高度流動性與匿名性的現代社會中，常會出現預售屋廣

                                                      
12 對於廣告定義不盡相同，但大都著重在：廣告主，透過一定媒介（如文字、聲響、或視像傳
播），將商品或服務的資訊（如內容、品質、功能、特點），告知不特定大眾，以說服、影響或

誘導該不特定大眾從事交易活動，參閱李建榮，「引人錯誤廣告及標示之規範」，賴源河編審，

公平易法新論，373-374，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陳宏志，從比較法觀點論中國大陸法制對

不實廣告的規範，29-30，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三條規定，本法之廣告係指利用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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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

傳播。 
13 因效用可能曲線來自 Edgeworth 交易箱形圖中的契約線，因此效用可能曲線上任何一點皆滿
足 Pareto 效率。當我們從事資源配置時，至少使某人或某些人獲得更大的滿足，而無人因此而變
得更不安逸時，此時為 Pareto-improvement，若那些效用增加者，在不減損他人效用下，其效用增
加到不能再增加的情況時（即 Edgeworth 交易箱形圖中的契約線），此時即為 Pareto 效率。有關
Pareto效率相關概念，參閱 Freeman, A.M., The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Values: 
Theory and Methods. 85-86 (1993),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4 當所有衝突糾紛事件的當事人成為「單一主人」時，此時該主人將追求整體價值最大，因此
便可獲得社會產值最大的結果。有關單一主人概念，參閱 Epstein, 1993 Epstein, R. A., “Holdouts, 
Externalities, and the Single Owner: One More Salute to Ronald Coase,” 36 Journal Law and 
Economics.555-556 (1993)；熊秉元，熊秉元漫步法律，212-214，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2003；簡資修，經理推理與法律，102-103，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因社會資本深
厚的社會中，較會替對方設想，相互偏好亦較了解，因此較不會將成本外部化給他人，因此預期

較傾向單一主人的情況。 



 預售屋不實廣告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 7 

告的「機會主義者」利用資訊的優勢 15，將成本外部化給不動產的消費者，例如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行為 16。在此情況下，預售屋買方因相信「廣告的表示或

表徵」，而與賣方簽定契約，結果發現賣方的廣告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或引起

錯誤認知
 17，在短期未提出訴訟前，賣方效用可能因此增加，但買方效用則下降

（如圖中 A 點移向 D），係非 Pareto-improvement。雖然，有些預售屋買方可能鑑

於訴訟高昂，自認倒楣不提訴訟，然而有些買方為爭取權益，亦可能提起訴訟。然

而庭審法官不一定精明能幹，訴訟輸贏亦不確定，買賣雙方將耗費高昂的訴訟成

本，即使是贏之訴訟者也因此失去許多寶貴的生命精華，結果可能出現兩敗俱傷的

情況（如圖 1 中的 E 點）18。因為，預售屋廣告活動有助實踐「一加一大於二」資

                                                      
15 Williamson 認為交易成本經濟學需藉助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者投機行為（opportuism），認為
行為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於機會主義者行為，若不存在投機行為則一切行為將符合規則，結果契

約執行的問題便不存在。投機行為主要來自於資訊不對稱，可區分為事前投機的逆選擇與事後投

機的道德風險。機會主義者投機行為一般係指不充分揭示有關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別是那些

精心策劃的誤導、歪曲、顛倒或其他種種混淆視聽的行為。Williamson, O.E., The Economic Institu-
tional of Capitalism. 47-49 (1985), New York: Free Press. 

16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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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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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規定，所謂商品（服務）係指
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暨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第 3 條規
定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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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規定，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
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第六條規定，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或決定者；第 4 條規定，表示或表徵
係指以文字、語言、聲響、圖形、記號、數字、影像、顏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他足以表達

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 
17 如「紐約第五街」推案，其案由係不動產買受人向僑果實業公司購買價金總額七百三十萬元
房地，在繳清二百三十萬自備款後，賣方遲未通知交屋，經查詢部分土地係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市

場用地，並於銷售期間廣告可作夾層使用，然事實上並無施作夾層可能（臺灣高等法院 90年上更
244 號裁判、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 1370 號判決）；「高巢家庭」推案，不動產企業經營者在銷售
期間，刊載多幀夾層實景照片並有夾層設計的樣本屋，買受人事後發現係不法夾層，請求返還價

金，供方辯稱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定型化契約）中約定：「本案銷售，按書面買賣契約…不

受…廣告…影響」。最高法院法官依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並衡酌事實與權益，認為不動產買受

人主張解除契約回復原狀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於法有據，此審訴費由不動產企業經營者（此審

上訴人）支付（高等法院 88年台上字 1892號判決）。 
18 茲以建峰建設公司所推出「學府芳鄰」案為例，因涉及「未經同意變更設計」糾紛而走向法
院，買方請求價金本息返還並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結果從 1992 年簽約後爭議不
斷。於 1994 年為解約意思表示起，1996 年提出返還價金訴訟，1999 年提出侵權損害賠償訴訟，
中間歷經多次的上訴人變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變上訴人的訴訟程序，如 85 年度訴字 2982 號判
決、86 年度上字 629 號判決、88 年度訴字 289號裁定、89年度台抗字 373 號裁定、88 年度上更
(一) 字 72 號判決、92 年度台上字 1221 號判決、92 年度上更 (二) 字 135 號判決，有關返還價金



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源深厚的經濟效率理念（圖 1 中 C 點），而完善預售屋廣告法制則為實踐的基礎，

若欠缺後者則將可能使預售屋交易者退回原先生活狀態（圖 1 中 A 點），甚或更差

（圖 1中 E點）。 

三、預售屋不實廣告的法制規範 

從預售屋交易過程，我們大致可區分為交易前的資訊蒐尋、交易時的協商決

策、及交易後的監督執行，因此而衍生的相對法律（經濟）問題：意思表示、要約

引誘或要約（資訊蒐尋成本）、契約（協商決策成本）、及侵權（監督執行成

本）。雖然預售屋廣告行為，主要係藉由各種表徵來吸引購買的意願，傾向於交易

前的活動，然而廣告機會主義者常生產與傳遞夾層、景觀公設、建物品質等不實廣

告 19，引致交易糾紛，而有瑕疵給付、給付不完全、及損害賠償等法律問題，因而

預售屋廣告的法律與經濟問題可謂涵攝整個交易過程。 

不實廣告規範，德國於 1896 年便於不正競爭防止法明定虛偽不實廣告應予禁

止；美國則於 1911 年世界聯合廣告俱樂部，發起真實廣告的淨化廣告運動，1914

年聯邦貿易法（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簡稱 FTC Act）將引人錯誤的不

實廣告視為不正當競爭行為而加以禁止，並於後來商標法規定不得對商品來源與品

質作不實說明或陳述；不實廣告規範於日本，始於 1934 年制定不正競爭防止法，

禁止虛偽不實廣告，並於 1952 年制定建地建物交易法，廣告不得悖於事實之表

示，或使人誤認比實際優良或有利之表示，並於 2003 年制定不動產表示公正競爭

規約，規範不動產廣告不當引誘顧客，確保公正競爭；中國大陸則於 1982 年頒佈

廣告管理暫時條例，1987 年頒布廣告管理條例，1993 年頒布反不正當競爭法，

1994 年頒布廣告法，以規範誤導性、虛假宣傳、及商業詆毀等不實告 20。台灣不實

                                                 
於 2003年底言詞辯論終結，雙方耗費的時間達七、八年之久，其間精力與精神更不計其數，最終
結果原告之一（胡吳女士）已支付價金為 1,688,855 元，判決被告返還為 1,081,906 元（扣除造約
金與利息），還得付十分之一的訴訟費。被告也好不到那裡去，需付十分之九的訴訟費，若加上

多次法院執行的訴訟成本支付，我們便可初略看到法院執行成本並不低。 
19 有關不動產廣告實務判決案例類別，參閱吳依真，最高法院預售屋交易糾紛判決之類型化研
究，第三章，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20 德國規範引自李建榮，前揭書（註 12），374-375，2005；美國與中國大陸規範引自陳宏志，

前揭書（註 12），43-44，59-60，2002；日本規範則引自曾宜健，我國與日本對建築業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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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規範則主要以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為管制中心。 

在公平交易法（1991）與消費者保護法（1994）未完成立法前，預售屋廣告被

視為是「引誘要約」行為，旨在引致買者向廣告主要約，廣告內容若未成為契約內

容，則不生法律效果。惟自不實廣告禁止行為規定的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

法）第 21 條、以及強制廣告真實內容規定的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第

22 條出現後 21，預售屋廣告依規定可視為契約內容的一部分。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定特定行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應記載或不得記載者該契約條款無效，其中依第 1 項規

定，現行公告者有 2000 年的《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2001 年的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於「應記載事項」第 1 條規定，廣告為契約之一部

分，並於「不得記載事項」第 1 條規定，不得約定廣告僅供參考。當預售屋不實廣

告出現時，便會出預售屋賣方承諾與事實可能不符的「瑕疵給付」、「不完全給

付」問題。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的判斷，《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公平處理原則）

第七條提出四項判別原則，第八條提出三項考量因素，並於第九條明確規定預售屋

有不實廣告的情況 22。此外，公平處理原則第 21 條中，正面表列十四項有關不動產

                                                 
規範之比較研究，30-39，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0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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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企業
經營者依同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係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
者。同法施行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引人錯
誤，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22 公平處理原則第 7 條規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的判斷四項原則：(1)表示或表
徵應以交易相對人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一般商品（服務）以一般大眾

施以普通注意力為準；專業性產品則以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為準；(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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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或決定

者，即屬引人錯誤；(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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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

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4)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解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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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則第八條規定，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

考量下列因素：(1)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2)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
通知識經驗之一般大眾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3)對處理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
之影響。同原則第九條規定，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

觀狀況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內容無法與廣告

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第一項所稱之客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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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 23。 

預售屋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因不實廣告行為的本質與類型，有其特有行為的

特性，其適用的法制規範亦有所不同。因此，對於不實廣告可能涉及的法律效果，

本文於此僅作概要式的說明。如果預售屋不實廣告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存在契

約關係且具消費關係，其受侵害之法益為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或財產權四項權

利範圍，則適用民法契約法責任、民法侵權行為責任與消保法商品責任；如果非消

費關係或受侵害之法益非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或財產權四項權利範圍，但存在

契約關係，則僅適用民法契約法責任及侵權行為責任；如果非消費關係或受侵害之

法益非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或財產權四項權利範圍，亦不存在契約關係，則僅

適用侵權行為責任 24。當預售屋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符合消保法商品責任要件

時，企業經營者負無過失責任或推定過失責任，消費者得請求損害賠償 25，甚至懲

罰性賠償 26
；若符合民法契約法責任要件時，如為瑕疵擔保責任 27，消費者得請求

價金減少、解除契約、損害賠償或更換無瑕疵物 28，若為債務不履行責任 29，消費

                                                 
力、法令之規定、建材之供給…等。 

23 包括「工業住宅」、「國宅住宅公告」、「建築座落地點」、「建築面積」、「建築外觀、
設計、格局配置及建築物環境」、「建材設備」、「建物廣告與公有公共設施及交通不符」、

「房屋仲介加盟店標示」、「建築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納骨塔廣告使人誤認

業經核准啟用、開發」、「廣告表示建築物之用途與建造執照所載不符，且依都市計畫或建築管

理法規不得變更使用者」、「夾層屋」、「建築物視野」、「景觀與廣告所表示不符，且其差距

難為一般消費大眾所接受者」、「停車位」等十四項。 
24 有關消費爭議中民法與消保法適用問題的探討，參見姚志明，「消費者爭議與民法及消保法
適用之問題—以商品買賣責任為例」，月旦法學，第 110期，10-21，2004。 

25 依消保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的商品責任，企業經營者及經銷之企業經營者若於商品或服務
致生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26 按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若企業經營者「故意」而致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內的懲罰
性賠償金；若係「過失」所致損害，則得請求損害額一倍內的懲罰性賠償金；另公平交易法第 32
條規定，事業之「故意」行為，法院得依侵害情節酌定三倍內已證明的損害數額。 

27 在買受人無重大過失下（民法第 355 條），若賣方交付房地時如有價值欠缺、（預定）效用
減損，須付瑕疵擔保責任（民法第 254 條），擔保權利無缺與存在（民法第 349 條、第 350
條）。 

28 賣方瑕疵給付時，買方得依法解除契約或請求價金減少（民法第 359 條），若賣方故意不告
知物之瑕疵則得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 360 條），解除契約不妨害損害賠償請求（民法第 260
條），若為指定種類之物，並得請求另行交付無瑕疵之物（民法第 364 條）；賣方不完全給付
時，買方得位法解除契約或請求損害賠償（民法第 227條）。  

29 債務不履行責任包括給付不能責任（民法第 225 條、第 226 條）、給付不完全責任（民法第
227條）以及給付延遲責任（民法第 231條、第 232條、第 254條、第 255條）。 



 預售屋不實廣告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 11 

者則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30
；若符合民法侵權行為責任要件

時，企業經營者負過失責任，消費者得請求損害賠償責任 31。 

除民法與消保法之外，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亦有所規範，除第 21 條禁止規定

外，不實廣告的事業體負過失責任，受侵害者或受侵害之虞者得依第 30 條行使侵

害防止請求權與妨害除去請求權，並得依第 31 條請求損害賠償，若事業體為故意

侵害行為，受侵害者並得依第 32 條請求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當不實廣告同時

符合公平法與消保法規範的要件，將產生責任競合的問題。對於消保法與公平法的

功能劃分問題，有謂不實廣告涉及競爭利益時，始受公平法第 21 條的規範，也就

是消費者權益非得依公平法第 30 條至第 32 條行使請求權；或謂不實廣告與消費者

有直接關係，且依公平法第 1 條具保護消費者利益之立法意旨，自得行使公平法規

範的相關權利 32。對於民法契約法責任、民法侵權法責任、消保法商品責任與公平

法事業責任競合的問題，依不同競合論觀點，則有不同的主張 33。就預售屋不實廣

告企業經營者所負責任，宜採取何種競合論說觀點，則有待進一步的探究。此外，

如果預售屋賣方非自行廣告而委由經紀業者代為廣告時，依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

21 條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任 34
；另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媒體經營者負過

失連帶賠償責任
 35。 

對於預售屋不實廣告企業經營者的責任，除了民事責任之外，尚可能涉及行政

罰責與刑法詐欺行為責任。若預售屋不實廣告對消費者產生重大損害或有重大損害

之虞者，依消保法主管機關有限期改善、命令停止或公告名稱等之命令權、公告

權，並得採取連續處罰、停業及勒令歇業等不同處置方式 36，另公平法第 41 條亦有

                                                      
30 可歸責賣方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或不完全給付者，買方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 226 條、
民法第 227條）；若為雙務契約，則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民法 264條）。 

31 一般侵權行為，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 

32 劉默容，我預售屋買賣之不實廣告暨其定型化契約之研究，103，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1998。 

33 有關競合論說，得參閱姚志明，前揭文（註 24），21-26，2004。 
34 不動產經紀管理條例第 21 條規定，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
售；前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35 消保法第 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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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36 參照消保法第 36條、37條、58條、59條、6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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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規定。此外，預售屋不實廣告是否涉及刑法詐欺責任？若將不實廣告入刑

化，將產生何種效應？有待進一步的研析。於此，僅就其法律規定作簡要說明。就

民法詐欺行為規範 37，被詐欺者得依民法第 91、92、93 條規定，於一年內撤銷意思

表示，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依刑法詐欺責任規範，依刑法第 339 條規定將可能負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不實廣告若要構成詐欺刑罰，其要件須廣告主使用詐術、消

費者因該詐術而陷於錯誤並為意思表示處分自己或第三人之財產，廣告主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或取得財產上不法利益者。其中詐術之使用包含積極作為

（故意）與消極不作為（隱匿），惟消極不作為須以廣告主負告知義務為前提 38。

設若廣告主故意或隱匿事後證實為「幅射屋」或「海砂屋」的事實，消費者因依廣

告主提供的廣告資訊（未含幅射屋或海砂屋資訊）而陷於錯誤並為財產處分，事後

該消費者身體與財產受到重大損害，該廣告主須負詐欺刑罰責任亦非無理。對於住

宅安全的問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9條即有入刑化的刑罰的規定。 

由上述可知預售屋不實廣告的法律責任問題，依現行法律規定，於一定要件下

預售屋企業經營者將可能負瑕疵擔保責任，債務不履行責任，侵權行為責任，或詐

欺行為責任，而買受人則得依法撤銷意思表示、解除契約、減少價金、請求損害賠

償，並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甚至請求懲罰性賠償。雖然預售屋買方得就上述法

律責任行使請求權，惟司法實務判決則不盡然就會裁判讓預售屋賣方承擔責任 39。

                                                      
37 詐欺，係指故意欺罔他人，使其陷於錯誤，並因之而意思表示者，要件：(1)須有詐欺行為，
即對不真實的事實表示其為真實，而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2)須詐欺行為與
表意人陷於錯誤及為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係；(3)須有作欺故意；(4)須施行作欺之人為相對人。王
澤鑑，民法概要，117-118，台北：三民書局。 

38 告知義務係指契約或交易習慣有此告知義務者，黃世芳，「不實廣告與刑事詐欺罪之關
係」，寰瀛法訊，第 8期，17，2000。 

39 例如，廣告為「樓高挑高四米三五可以做出很漂亮又不必『委曲』的夾層，買一層等於用二
層…」，但事實並非合法層屋，台灣高等法院 87年度上字第 761號判決，認為賣方廣告僅是「要
約引誘」，樣品屋有上、下兩層之設計，僅買方可作如同銷售現場樣品屋所示之夾層裝璜，難謂

賣方所銷售為如樣品屋所示之合法使用之夾層屋；然而，最高法院 89年度台上字第 746號判決，
則認為該不動產賣方刊登的廣告是「要約」性質而非「要約引誘」，其刊登廣告其意似指賣方所

銷售的房屋，可以合法為夾層的創意空間，因而發回更審。此外，廣告文宣記載「樓高 4.5 米，
別墅情調的文化大國…買文化大人國讓您現賺兩百萬」，惟廣告文句旁佐以夾層設計之實屋圖

片，現場工地模型屋及實景樣品屋以夾層屋之建築式樣展示，事實為非合法夾層。台灣高等法院

92 年度重上字第 172 號判決，認為購屋者其買賣價格與標準層及一般鋼筋混凝土建築相比，尚無
過高而有減少價金必要，且購屋者亦未舉證證明無法興建合法夾層致受有何其他損害，因此請求

100 萬本息，洵屬無據；然而，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830 號判決，則認為購屋者係因有合
法夾層而購買，而非房屋樓高四米五，原審非以系爭房屋和具備可規劃合法夾層屋相同品質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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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僅以法律經濟研究取向探討不實廣告的民事責任法制規範，有關不實廣告

可能所涉及法律效果的詳細探討與評估，則有待另文深入討論 40。 

四、不實廣告的責任經濟分析 

在社會資本相對薄弱的社會裡，因存在高度匿名的矛盾意識型態，預售屋廣告

行為，在無強制的治理機制限制「機會主義者」時，將可能會出現賣方基於己利欺

瞞買方，生產與傳遞不實廣告或灰色廣告予買方。設該不實、灰色廣告所帶來的邊

際效益（MPBf）與邊際成本（MPCf）如圖 2 所示，兩者差額即為該廣告淨邊際效

益（NMPBf），私人廣告業者最有利投入量為 Af。雖然此部分廣告對業者有淨效

益，但除了無害於買方，具創意性的灰色廣告（0-A0）外，將引發買方信賴廣告而

受害的邊際損害成本（MDCf）。如果不實、灰色廣告的淨邊際效益與邊際損害成

本如圖 2 所示，則社會產值最大的廣告投入量係 A*。因此，在未有廣告法制規範

下，將產生廣告之私人與社會價值偏離的狀況（Af大於 A*）。 

在社會資本相對薄弱的社會裡，為了使廣告往社會產值最大的方向邁進，宜有

適宜的遊戲規則來規範廣告行為與內容。從經濟學的觀點，理想的狀況，廣告內容

標準宜設定在 A*並保證此目標能達成。然而，此必須假設政府此設定標準的主

體，有能力且有意願達成 A*的設定目標，其次政府必須有能力且有意願尋求發現

違反 A*和保證遵守 A*的程序。第一個先前條件，「有能力」表示政府具有「完全

充分資訊」，不須耗費高昂 NMPBf 與 MDCf 的資訊蒐尋成本及其衡量成本﹔「有

意願」表示政府總是「公益執行的第三者」，即使設定 A*與政府統治者利益衝突

                                                 
屋比較，而與標準層及一般鋼筋混凝土建築相比，自有可議；次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

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自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原審捨此

不由，遽以上訴人不能舉證證明其損害為由，駁回上訴人依不完全給付規定為損害賠償之請求，

尤嫌速斷。再者，廣告為「天籟靜靜停泊在一一○○○公頃的樹海綠茵裡…以草皮廣場為鄰居間

的綠籬…沒有樓大廈會擋住你的視線…」，但事實屋後有一鐵皮屋影響視野，且景觀亦無所描繪

的美麗。台灣高等法院 87年度上字第 290號與最高法院 89年度上字第 2134號判決，皆指出該廣
告僅是對該房屋坐落之大自然景觀之描述，尚難認係有房屋給付之具體內容，而鐵皮屋於買賣契

約訂定時尚未存在，且該鐵皮屋非不動產賣方所建，土地亦非其所有，況且該鐵皮屋屬 C 類六組
拆除順序之違章建築，因此無廣告不實可言。 

40 感謝審查者提醒作者此問題，若能釐清各種預售屋不實廣告的構成要件及其可能涉及的法律
效果，將較易呈現如審查者所言：「澄清法律經濟分析於法制規範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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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府仍會選擇前者。然而，政府也是由有限理性的人所組成，故資訊蒐尋成本

與衡量成本必會成為干擾標準設定的因子，高昂的資訊蒐尋成本與衡量成本常使政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2  不實廣告罰責的阻遏效果 

註： MPBf（MPCf）表在未有任何廣告法制規範下，不實、灰色廣告投入之邊際效益

（邊際成本）；NMPBf（MDCf）表在未有任何廣告法制規範下，不實、灰色廣告

投入之淨邊際效益（邊際損害成本），NMPBf = MPBf-MPCf；EP*（EP1、EP2）

表最佳（過低、過高）罰金期望值；A*（A1、A2）表在 EP*（EP1、EP2）廣告罰

責法制規範下，私人最佳決策投入量，其中 A*設為最適法定廣告內容標準，0-A0

間表未引起他人傷害具創意性的灰色廣告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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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經濟化其行為，而設定與 A*偏離的廣告內容標準或擬訂較抽象的概括性原則款

條。 

此外，即使我們法定廣告標準剛好是 A*，我們還得面對違反 A*者會不會被發

現、A*會不會被有效執行的問題。就交易成本觀點，前者需面對衡量與監督成本，

後者則需面對執行成本。誠如 North（1990）所言，判定違反遊戲規則的成本及處

罰的輕重是制度運行的關鍵之一 41，當我們利用設定廣告法制標準來規範不實廣告

問題時，必須注意衡量﹑監督與執行成本，以避免呈現表象廣告政策的情境。當社

會沒有出現讓預售屋賣方自我執行真實廣告的誘因制度時，為了發現有違反 A*廣

告標準之虞的生產與傳遞者，預售屋買方、組織團體（如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公平

交易委員會）皆需耗費不少衡量與監督成本來確認有無違反 A*標準規定，由於衡

量與監督如同其他生產要素，增加其邊際使用量會帶來效益，也會帶來成本，結果

將呈現不完全衡量與監督的狀態。也因為如此，將創造部分預售屋賣方違反標準的

誘因，如果配合相關懲罰措施，則此結果將使不實廣告水準比完全衡量與監督水準

高。由於不完全衡量與監督，亦會增加執行不完全的頻率與程度，因此將為法院在

執行訴訟程序時，帶來更高的交易成本。 

除了發現違反規定者，最重要的還是懲罰的執行。沒有罰責的遊戲規則就如同

「無牙的老虎」一般，因為預售屋賣方（廣告主）為了獲得自己利益，他是否會遵

循所設的廣告內容標準，除了會考慮被抓到機率（監督成效），還會考慮違規處罰

的輕重（執行機制）。假設，政府為了懲罰違規者，將其罰金設定為 P，對預售屋

賣方（廣告主）而言，其面對罰金的成本應為違規被發現並被懲罰的機率與罰金的

乘積，即為罰金期望值，EP 如圖 2。如果將罰金期望值設定在 EP1，此時預售屋賣

方（廣告主）將誘因使用至 A1 的廣告投入量，而遠離最適水準 A*，因為在 A1 之

前，違規的效益（NMPB）大於違規的成本（EP1），違規相對有利；在 A1 之後，

遵守規定的效益（違規成本）大於違規效益，遵守規定較有利。如果，罰金期望值

設定在 EP2 時，結果灰色、不實廣告水準將變為 A2，亦呈現遠離最適水準 A*。如

果為了達成最適水準 A*，則罰金期望值應設定 EP*。因此，為了阻遏預售屋不實廣

告，不宜忽略不實廣告生產者與傳遞者事後「被確認」為違約者的「機率」，以及

                                                      
41 North, D.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4-5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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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考慮那些「自認倒楣」或礙於訴訟成本而未提起訴訟的受害者，如此才不致於使

潛在違約者有相對較高的違約誘因。 

就阻遏不實廣告的損害賠償責任效果而言，法院為了減少資訊不對稱與執行成

本，一般係透過由當事人舉證陳略事實並以「過失」或「故意」與否，來酌定不同

損害賠償責任。就相對「較重罰責」的懲罰性賠償金條款而言，以「過失」或「故

意」行為為要件之一；就相對「較輕罰責」的債務不履行與侵權行為之填補損害責

任，民法規定亦採「過失責任」，唯消費者保護法就「商品責任」，則採「無過失

責任」42。唯「過失」或「故意」43 常涉及主觀心理狀態，將增加訴訟者未來可預

期的不確定性，徒增交易成本。對「過失責任」問題，法律經濟學者常引用「Hand

法則」來詮釋或探討。也就是，當邊際防免損害發生的成本 (B)＜因邊際防免行為

而使損害發生機率下降的減少值 (P)×損害數額 (L) 時，即視為「有過失責任」44。

此隱含著，若法院依此來裁定損害賠償責任，將符合 Coase 為了避免更嚴重傷害的

效率觀點 45。由於損害的發生，若能透過事前的防免行為，將可避免事後損害處理

的交易成本，唯事前防免行為也不能「吃免費午餐」。因此利用邊際防免成本與邊

際防免效益，作為「有無過失」判別標準，以決定損害賠償責任的有無或高低，自

有其經濟意義。如果能再進一步考慮，加害行為人與受損害者其防免成本高低，由

較低防免成本一方負擔防免責任，將更符合 Coase社會產值最大的效率觀點。 

然而，透過「Hand法則」是否可說明「過失」比「無過失」、「故意」比「過

                                                      
42 有關懲罰性賠償條款，請參閱註 26；有關債務不履行與侵權行為的過失責任，請參閱註 29、

31；有關商品的無過失責任，請參閱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其間是否有法律競合的問題，
涉及甚廣，須另專文探討。 

43 就一般法律觀點，「故意」係指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的直接故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
不違本意的間接故意；「過失」係指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或預見其行為的侵害結果而未能避

免者，包括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的抽象輕過失、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注意的具體輕過失與顯

然欠缺一般人應有注意的重大過失。王澤鑑，前揭書（註 37），215-216，253，2004。 
44 Hand法則係 Learned Hand 法官在 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案件中發展出來的法則，
唯 Hand法官並未明確說明公式中的變項是邊際值還是總值，簡資修在利用 Hand法則在論述過失
與否時，亦未明確說明是否邊際的概念。簡資修，前揭書（註 14），148-149，2004。Cooter and 
Ulen（2004）認為就效率觀點宜邊際概念，因為防免總效益大於總成本雖然仍有淨效益，但最大
效益係邊際防免成本等於邊際防免效益時，否則防免總成本等於總收益時並無防免利益。Cooter, 
R. and Ulen, T., Law & Economics 333-334（2004）, 4th ed., Boston: Pearson Addison Wesley. 

45 正如 Coase 於＜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指出，我們正處理相互關係特性（reciprocal nature）
的問題，為了避免傷害 B，也就隱含對 A產生傷害。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決定：應允許 A傷
害 B？還是允許 B 傷害 A？此問題是為了避免更嚴重的傷害，陳坤銘、李華夏譯，Coase, R. H.
著，前揭書（註 9），11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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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負更高賠償數額責任具較高效率？此答案須視 B、P、L 三變項的變化而定。在

不考慮 PL 下，當從「故意」改變為「過失」或「無過失」，比「過失」改變為

「無過失」，花費更少的防免成本時 (B)，「故意」應負比「過失」較大損害賠償

責任，似乎較易符合「Hand法則」的衍生意義。因為「故意」比「過失」行為，花

較少防免成本便可防止「故意」或「過失」行為的產生，也就避免因「故意」或

「過失」行為而產生的損害。因為「故意」是一有意使其發生的狀態，相較於「過

失」欠缺善良管理人注意，一般較易防免，因此在不考慮 PL 狀況下，「故意」比

「過失」負較重的損害賠償責任具較高效率，自非無理。相同方式，亦可說明「過

失」與「無過失」的情況。至於 PL 變化大小，則須視情況而定 46，唯一般情形，

「故意」比「過失」行為會有較高的 PL，此則更強化「故意」比「過失」應負較重

負損害賠償責任的合理性。基此，就懲罰性賠償金條款，消費者保護法將之區分為

較低懲罰的「過失」與較高懲罰的「故意」，似乎較公平交易法僅就「故意」有懲

罰性賠償金規定，符合「Hand法則」意涵。 

此外，就事前損害防免最適水準的決定，「Hand法則」將可提供損害賠償責任

問題另一思考方向。唯一般「Hand法則」的應用，似乎忽略「被確認」為違約者的

「機率」與受害者未提起訴訟的問題。因此，常以「填補損害」原則作為 L 決定的

基準。為了更有效的阻遏違約，我們宜將「被確認」為違約者的機率（Pe）與受害

者「提起訴訟」機率（Pd），納入「Hand 法則」的公式中，即 B＜PL’ 為有過失責

任，其中 L’×Pe×Pd＝L，L 為「填補損害」基準的損害數額，L’則為考慮 Pe 與

Pd 後損害數額的計算標準。結果，我們會發現當原案件依未納入機率的 Hand 法則

判別有無過失時，設若該案件的 B、P、L 值呈現 B＞PL，則依原 Hand 法則將判定

                                                      
46 因為「故意」是否一定比「過失」行為，產生較大的損害數額並不是那麼確定；「故意」是
否一定比「過失」行為的防免，可降低較高的損害機率數值亦不確定。簡資修認為相對於過失的

部分，故意行為將使 P 接近於 1，簡資修，前揭書（註 14），8，2004。本文與簡資修看法稍有
不同，因為有時「故意」行為防免後，該事件的損害仍然發生，也就是有時損害即使「非故意」

（含過失與無過失）也會產生。設「非故意」仍發生機率為 70%，而「故意」行為使之發生機率
變為 100%，結果「故意」防免行為使損害機率下降的數值僅為 30%。設「非故意」仍發生機率
為 70%中之「無過失」行為仍使損害發生的機率為 30%，結果會發現「過失」防免行為使損害機
率下降的數值則為 40%。此時，過失防免的 P 將比故意防免的 P 大。相對地，我們亦可設「非故
意」仍發生機率為 70%中之「無過失」行為仍使損害發生的機率為 50%，結果會發現「過失」防
免行為使損害機率下降的數值僅為 20%。此時，過失防免的 P 將比故意防免的 P 小。就損害數額
L 而言，亦可舉類似情況說明。以上數值係假設性數據，用意僅在說明「故意」與「過失」行為
防免之 PL並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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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過失」；如果將 Pe與 Pd納入 Hand法則，則該案件可能變成 B＜PL’，而被

判定為「有過失」。因此，當我們採取「過失責任」法制規範時，納入機率問題的

Hand法則，將導致未來社會發展將相對有「更多」的防免投資行為，「更少」過失

或故意的損害行為，惟實際效果仍有待實務的驗證。 

若再進一步考量防免成本由較低一方來承擔的效率問題時，此時 B 將區分為損

害行為人（如廣告主，Bs）與被損害人的防免成本（如購屋者，Bb），則可能出現

的狀況：(1)Bs＞Bb＞PL；(2)Bs＞PL＞Bb；(3)Bb＞Bs＞PL；(4)Bb＞PL＞Bs；

(5)PL＞Bs＞Bb；(6)PL＞Bb＞Bs。在零交易成本下，我們將發現不論「過失責任」

或「無過失責任」，我們都將以較低成本解決問題，即 Coase 定理。惟在交易成本

大於零情況下，「過失責任」、「無過失責任」或「與有過失責任」47 的法律效

果，則因情況不同而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以下將生產與傳遞灰色、不實廣告的廣

告主稱為賣方，接受並可能信賴廣告而與賣方交易者稱為買方，說明此六種情況的

法律效果（表 1）。 

第一種情況（Bs＞Bb＞PL），在賣方「過失責任」或買方「與有過失責任」

下，買、賣雙方皆無需負賠償責任，雙方亦皆不會採取防免行為，社會花最少成本

PL 解決問題，惟買方承受此 PL 的成本；在賣方「無過失責任」下，賣方需負賠償

責任，此時買、賣方亦皆不會採防免行為，賣方選擇負賠償責任（PL）而不選擇防

免行為（因為 Bs＞PL），結果與「過失責任」結果相同（皆由 PL 解決問題），惟

此時成本由賣方承擔，因此我們看到在這種情況下，法律規定並不影響資源最佳配

置，僅改變財富分配狀況。 

第二種情況（Bs＞PL＞Bb），在賣方「過失責任」下，賣方無須負賠償責任，

賣方不會採防免行為，買方則會選擇防免行為以避免更大的損害（PL＞Bb），最終

結果為 Bb；在賣方「無過失責任」下，賣方支付 PL 賠償，若交易成本等於零，賣

方與買方協商結果，最後將由買方從事防免行為 Bb，由賣方支付等於或大於 Bb 的

好處給買方，與賣方「有過失責任」相同。不過，當交易成本大於零，且大於交易

收益時，在賣方「無過失責任」下，資源最後將停留在 PL，而偏離社會成本最小位

置 Bb。因此，在交易成本大於零時，賣方「過失責任」比賣方「無過失責任」較易

                                                      
47 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

與有過失（民法第 217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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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經濟效率。若此時採取買方「與有過失責任」下，買方須負過失責任，結果不

論交易成本是否大於零，將買方將從事防免行為 Bb，結果與賣方「有過失責任」法

律效果相同。 

第三種情況（Bb＞Bs＞PL），法律規定並不影響資源最佳配置，僅改變財富分

配狀況，結果與第一種情況相同。 

第四種情況（Bb＞PL＞Bs），在賣方「過失責任」下，賣方須負賠償責任，惟

賣方將採取防免行為 Bs 以避免更大損失 PL，最後社會以 Bs 解決問題；在賣方

「無過失責任」下，賣方亦將選擇防免行為 Bs。 

第五種情況（PL＞Bs＞Bb），在賣方「過失責任」下，賣方須負賠償責任，惟

賣方將選擇防免行為 Bs 以避免 PL 的支付，然此時社會最低成本解決問題係由買方

從事防免行為 Bb，在交易成本等於零下，協商結果最後會由買方從事防免行為

Bb。但在交易成本大於交易收益時，最後將由高於最低社會成本水準的代價 Bs 解

決問題。在賣方「無過失責任」下，此時與「有過失責任」最後呈現相同的結果，

由 Bs 解決問題。如果此時將買方是否須負過失責任納入，採取買方「與有過失責

任」且過失大於賣方，賣方免負賠償責任時，則我們會發現在交易成本大於零情況

下，最後將由 Bb解決問題，此時與最低社會成本情況一致。 

第六種情況（PL＞Bb＞Bs），在賣方「過失責任」下，賣方須負賠償責任，惟

賣方會選擇 Bs 防免行為以避免支付 PL；在賣方「無過失責任」下，最後仍以 Bs

解決問題。但如果此時採取不論過失是否大於賣方之買方「與有過失責任」，賣方

都得免負賠償責任時，則我們會發現在交易成本大於零情況下，最後將由 Bb 解決

問題，此時成本高於最低社會成本情況；若採取過失是大於賣方之買方「與有過失

責任」，賣方始得免負賠償責任時，則最後將以 Bs 解決問題，符合最低社會成本

水準。 

由上述六種情況，我們可發現在交易成本等於零時，法律的規定不影響資源有

效配置，然在交易成本大於零，且大於交易效益時，法律規定依情況而影響資源配

置。依 Hand 法則判別有無過失下，在賣方無過失，而買方有過失時，採賣方「過

失責任」比賣方「無過失責任」，較易達到社會成本最低情況，採買方「與有過失

責任」亦可產生和賣方「過失責任」相同效果。在買賣雙方皆有過失，而且買方過

失比賣方過失大時，僅採賣方「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皆比採買方「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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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責任」，較不易達到社會成本最低情況。此外，在買賣雙方皆有過失，而且買

方過失比賣方過失小時，僅採賣方「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皆可達社會成

本最低情況，惟此時採取不論買方過失是否大於賣方過失之買方「與有過失責

任」，賣方皆可免負賠償責任時，則較不易達社會成本最低情況，若採取比採買方

過失大於賣方過失，賣方始得免責之買方「與有過失責任」時，則較易達到社會成

本最低情況。因此，在達成社會成本最低狀態上，在採取賣方可免負賠償責任之買

方「與有過失責任」時，宜以買方過失大於賣方過失者為限。 

表 1  Hand 法則與不同責任法律效果 

 買方與有過失責任法律效果 
（Tc>Tb>0） 

社會成本 
最低水準 

 

賣方過失責任 
法律效果 
（Tc>Tb>0） 

賣方無過失責任 
法律效果 
（Tc>Tb>0） 

買方有過失 
時，賣方得 
免責 

買方過失大於

賣方過失，賣

方始得免責 

（與 Tc=0
市場解同） 

Bs＞Bb＞PL PL 
買方承擔成本 

PL 
賣方承擔成本 

PL 
？承擔成本 

PL 
？承擔成本 

PL 

Bs＞PL＞Bb Bb 
買方承擔成本 

PL 
賣方承擔成本 

Bb 
買方承擔成本 

Bb 
買方承擔成本 

Bb 

Bb＞Bs＞PL PL 
買方承擔成本 

PL 
賣方承擔成本 

PL 
？承擔成本 

PL 
？承擔成本 

PL 

Bb＞PL＞Bs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PL＞Bs＞Bb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b 
買方承擔成本 

Bb 
買方承擔成本 

Bb 

PL＞Bb＞Bs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b 
買方承擔成本 

Bs 
賣方承擔成本 

Bs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註： Tc 表交易成本，Tb 表交易效益，Bs（Bb）表賣方（買方）之邊際防免損害發生的成

本，P 表因邊際防免行為而使損害發生機率下降的減少值，L 表損害數額（考慮被確認

為違約者的機率與受害者提起訴訟機率下計算的數額，即前文 L’，為行文簡便於此以

L 表示）。表中「？承擔成本」，成本由買方或賣方承擔，視採賣方過失責任或無過失

責任而定，採過失責任時則由買方承擔，採無過失責任時則由賣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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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在非同時性且高資產價值的預售屋交易市場中，交易合作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甚

高，預售屋買主花了頭期款，買到可能僅是預售屋的廣告與一張看不太懂的契約紙

張。在預售屋交易模式中，因無成品可供現實檢視，購屋者常憑藉廣告作為是否交

易的資訊。惟廣告內容除了扮演「傳訊」縮減資訊蒐尋成本的真實廣告外，尚包含

增加訴訟成本的不實廣告以及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廣告。在高度流動性與匿名性

的現代社會中，社會資本相對薄弱，因此常會出現預售屋廣告的「機會主義者」利

用資訊的優勢，生產與傳遞不實廣告，試圖將成本外部化給購屋者。為了逃離霍布

斯叢林的世界，讓交易者能享受合作且競爭交易活動所帶來的好處，宜有適宜的制

度來規範不動產不實廣告。 

為了降低不實廣告的衡量成本問題，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

表徵的判斷，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四項判別原則、三項考量因素，並明確規

定預售屋不實廣告的情況，且正面表列十四項有關不動產不實廣告。預售屋不實廣

告的法律責任問題，依現行法律規定，依情況預售屋企業經營者將可能負瑕疵擔保

責任，債務不履行責任，侵權行為責任，或詐欺行為責任，買受人得依法撤銷意思

表示、解除契約、減少價金、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甚至請求

懲罰性賠償。如果預售屋賣方非自行廣告而委由經紀業者代為廣告時，依不動產經

紀管理條例規定須負損害賠償之責任，另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媒體經營者亦須負

過失連帶賠償責任。雖然預售屋買方得就上述法律責任行使請求權，惟司法實務判

決則不盡然就會裁判讓不動產賣方承擔責任。 

就阻遏不實廣告的損害賠償責任效果而言，相對「較重罰責」的懲罰性賠償金

條款，以「過失」或「故意」行為為要件之一；相對「較輕罰責」的債務不履行與

侵權行為之填補損害責任，民法規定亦採「過失責任」，唯消費者保護法就「商品

責任」，則採「無過失責任」。唯「過失」或「故意」常渉及主觀心理狀態，將增

加訴訟者未來可預期的不確定性，徒增交易成本。對「過失責任」問題，法律經濟

學者常引用「Hand 法則」來探討，惟常忽略「被確認」為違約者的機率與受害者

「提起訴訟」的機率問題。若將此機率問題納入 Hand 法則，我們將可發現未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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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將相對有「更多」的防免投資行為，「更少」過失或故意的損害行為，惟實

際效果仍有待實務的驗證。此外，考量防免成本由較低一方來承擔的效率問題時，

在賣方無過失，而買方有過失時，採賣方「過失責任」比賣方「無過失責任」，較

易達到社會成本最低情況。在買賣雙方皆有過失，而且買方過失比賣方過失大

（小）時，採買方「與有過失責任」，將比僅採賣方「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

任」較易（不易）達到社會成本最低情況。因此，在達成社會成本最低狀態上，在

採取賣方可免負賠償責任之買方「與有過失責任」時，宜以買方過失大於賣方過失

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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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Liability Regulation of Deceptive or 

Misleading Advertising Activities in the Pre-Sales Housing Market 

Tseng, Ming-Hsun and Chen, Ming-Tsann* 

Abstract 

True advertising activities in the pre-sales housing market can reduce information 

search costs, while deceptive or misleading ones will increase enforcement cos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false advertising activities, policy-makers must 

seek effective regulatory instruments to correct externalities arising from opportunism.  

This paper adopts an approach based on law and economics that incorporates the “Learned 

Hand Rule” under uncertainty to discuss which liability rule can induce the potential 

injurer to internalize the expected social damages and thus take optimal precaution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injurer’s negligence rule with a defense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under which the victim’s contribution to his negligenc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injurer, provides more efficient incentives for minimizing the social costs of 

transactions than a simple strict liability rule. 

Keywords:  Deceptive or Misleading Advertising, Transaction Costs, Law and 

Economics, Learned Hand Rule, Liability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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