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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廣告對於消費者之消費行為具有相當影響力，倘廣告內容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

而不實，將對消費者權益造成重大之侵害，且若廣告商品為價值重大之標的，則對

消費者之交易安全及事業之競爭體制將造成更嚴重之破壞，現今社會中常見之預售

屋交易便是如此，因此本文將以預售屋不實廣告之法律問題作為研究核心。 

首先，本文擬先就預售屋不實廣告之內涵進行探討，亦即分別就預售屋制度及

不實廣告進行研究，再將此二概念作統整之討論，希冀能從學說及實務出發，建構

我國不實廣告之判斷基準，以期統合目前可能之分歧見解，避免操作上之混亂。再

者，針對預售屋不實廣告之情形，本文擬從交易相對人及競爭者兩種角度進行討

論，因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於經濟實力與專業知識上，程度天差地遠，若兩者一併

討論而適用同等基準，或有失衡之疑慮，因此，本文將從兩種不同角色進行討論，

分析該違法事業對於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所應負之民事、刑事與行政責任，以期建

構出我國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體系，並就我國現行法下所產生之操作問題提出可能

之修正方向。 

關鍵詞：預售屋、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法律責任、懲罰性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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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多元交易模式之下，廣告種類越趨多元，相對的，不實廣告之樣態亦走

向多元化，在如此多樣之商品交易中，各種商品均有其特殊之交易性質或其慣例，

如何判斷其為不實廣告便成為需要探究之事。 

另尚有一長久存在之重要爭議，即廣告法律性質之爭議，以及廣告是否為契約

內容之一部，此於探討廣告不實之契約責任時，是一相當重要且具有影響力之爭

點，此爭議雖存在許久，但現今仍是見解分歧，且學說及實務見解各有所異，因此

其本質究竟為何？仍有待探究。再者，不實廣告行為人究竟責任為何？責任內涵及

各該責任間之關聯性或其適用關係如何？似乎仍有討論之必要，對此，本文認為不

實廣告之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於經濟與專業上相差甚大，故於探討違法事業對於受

害人之法律責任時，應區分不同角色進行討論，較為衡平。且法律責任體系有民

事、刑事及行政責任，各種責任又有其不同之法律規範，故本文希望從不同角色之

地位與需求出發，探討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並對於責任間適用關係上，作一統合之

處理。 

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調查統計1，不實廣告之案件有逐步增加之趨勢，對於我

國法體制下有關不實廣告之規範是否有調整之必要，似有探討空間，故本文其後將

對不實廣告之法制進行討論並提出修正方向。 

二、預售屋不實廣告之類型、判斷及其責任主體 

(一) 預售屋不實廣告之意義 

1. 預售屋制度之性質及法律問題 

預售制度於操作上有其特殊性，故有關預售房屋契約之性質究竟為何，便產生

                                                      
1 不實廣告處分案件統計，公平交易通訊，第 40期，公平交易委員會，22 (2011)。 



 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之研究－以預售屋廣告為中心 53 
 

10304 

不同之見解，有買賣契約說、承攬契約說與買賣、承攬混合契約說，對於該契約之

性質所採見解不同，後續於契約責任之討論即有相當大之差異，惟對於預售房屋契

約之性質，本文認為應以買賣契約說較為可採。首先，由現行實務操作上切入，不

管係最高法院判決抑或行政院所公布之行政命令，目前實務上均將預售房屋契約定

位為買賣契約。再者，從交易目的之角度出發，預售屋之購買人與建商訂定契約，

其主要目的乃著重於能否由建商處取得該預售屋之所有權，因此本文認為應將預售

房屋契約定性為買賣契約較為適當。此外，更有見解對於預售屋買賣契約作更進一

步之定性，其認為預售屋買賣契約是一債權契約，且其性質上應為本約而非預約，

而其「預售」之意應僅為以未實體存在之標的作為契約之內容而預定買賣而言。另

外，該契約性質上亦為一將來給付契約2。 

預售屋買賣契約於訂立時，交易標的不可預見，故購屋者無從預先檢視交易標

的之內容，對於房屋完成後之想像，僅能依現實存在之資料，如廣告、樣品屋等加

以判斷，若房屋建造完成後之樣態與購屋者之主觀想像產生出入，便會引發極大之

爭議。另外，建商自買賣契約訂立至履行交付行為間通常需數年之期間，履行期相

當長，事實狀態可能發生改變，因此若於履行期內發生情事變更，則雙方之法律關

係如何調整將產生衝突。此外，預售制度之操作通常不僅有建商與購屋者間之雙面

關係，隨著房屋建造過程中相關主體之加入，法律關係常會變為多邊之權利、義務

關係，其間之複雜性，恐亦加深當事人間之爭議程度。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381 年至 103 年 3 月間處分案件數，其中依據檢舉所

做成之 2,981 件處分書中，不實廣告便占了 1,472 件，幾乎將近處分案件之半數。

另經查詢公平交易委員會 103 年 1 月至 6 月之處分案件4，84 件處分案件中即有 38

件不實廣告之案件，其中有 14 件之標的與不動產相關，由該統計資料即可得知，

不實廣告之爭議於我國占有相當重要之地位，且預售屋亦占相當比例，故預售屋不

實廣告實屬我國重要之爭議問題，再加上不動產之高交易價值，故預售屋之相關法

律問題較其他類型之爭議為大。 

                                                      
2 徐憶茹，從消費者保護論預售屋買賣建築業之民事責任，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6 (2003)。 
3 公平交易統計，公平交易通訊，第 57期，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4)。 
4 整理自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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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實廣告之判斷準則 

1. 不實廣告之基本內涵 

(1) 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不實廣告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可知，所謂不實廣告之內涵有虛偽不實與引人錯

誤此二概念，其內涵究竟為何？本文將以學者及實務之見解進行分析。 

所謂「虛偽不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第 5 點規定：「本法第 21 條所稱虛偽不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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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實務對於虛

偽不實之定義。而學者間則有不同定義，有學者認為凡廣告內容與該商品或服務實

際上不符合時，即為所謂虛偽不實廣告，但若廣告全然要求必須與事實相符，可能

阻礙商業之發展，因此必須廣告內容足以引起消費者之錯誤認知，始為虛偽不實廣

告所要規範之對象5。另有學者認為所謂虛偽不實廣告，係指就商品之內容或交易條

件，捏造事實，使消費者形成之印象與認知異於商品之事實6。亦有論者謂事業在商

品或廣告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中，所為之表示或表徵，因不符事實，而使不

特定消費者，在一般合理情況下產生錯誤認知或決策而影響交易秩序、公平競爭之

原則或消費者利益，即屬虛偽不實7。亦有見解認為與事實、科學或邏輯不符之陳述

或表現，即為虛偽不實8。若單純就實務與學者之見解進行分析，所謂之虛偽不實廣

告會以較客觀層面切入，也就是客觀上認定該廣告是否與事實相符，但為了避免過

度干預商業與經濟之自由發展，多數見解均認為必須引起消費者之錯誤認知並進而

為相關之法律行為，始為法律所欲規範之虛偽不實廣告。而對於虛偽不實廣告定義

之討論，若從上述范建得與莊春發教授之定義「與事實、科學或邏輯不符之陳述或

表現」來看，其所定義之範圍似乎相較於其他學者之見解較為寬廣，一般學者均認

為須該廣告客觀上與事實不符，始為虛偽不實，但此見解認為除了與事實不符外，

                                                      
5 朱鈺洋，虛偽不實廣告與公平交易法，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62 (1993)。 
6 羅明宏，不實廣告案例解讀，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40 (1995)。 
7 劉建順，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廣告暨相關行業明知或可得而知情況鑑定原則專案研究報告，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99 (1994)。 
8 范建得、莊春發，不實廣告，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34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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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科學或邏輯不符，該廣告仍屬虛偽不實廣告。對此，本文認為若該廣告與科學

或邏輯之不符程度極高，則對消費者而言，該廣告之虛偽不實應有所預見，在消費

者對於該廣告之信賴程度極低之情況下，消費者陷於錯誤之可能性亦相對減低，若

該消費者仍繼續為該法律行為，則其權益是否應受保護，仍待討論。 

所謂「引人錯誤」，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 6 點規定：「本法第 21 條所稱引人錯誤，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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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實務所定義之引人

錯誤廣告。而學者亦有不同之定義，有學者認為事業在商品或廣告上或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中，所為之表示或表徵，不論其是否符合事實，只要足以引起不特定消

費者在一般合理情況下，產生錯誤認知或決策而影響交易秩序、公平競爭之原則或

消費者利益者，即為引人錯誤廣告9。亦有學者認引人錯誤廣告為，廣告主利用文

字、圖片、聲音或影像，誇張或歪曲事實或遺漏應為陳述之事實等方法，使消費者

有陷於錯誤之虞，並足以造成消費者或廣告主同業之損失者而言10。另外有學者認

引人錯誤是指，事實俱在，惟表示方法不當或標示不全或未標示，而使消費者誤以

為商品之品質或規格優於實際商品11。而對於引人錯誤之定義，依實務之見解其認

為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只要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之錯誤認知，即為引人錯

誤。但有學者之見解12則是認為必須該廣告與事實相符，若與事實不符則並非引人

錯誤而應屬虛偽不實之範圍。總之，基本上只要是該訊息足以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因而使其為相關之法律行為，即為引人錯誤。 

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謂不實廣告之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概念，其

間之關係究竟為何？有獨立關係說及前因後果說等不同見解。獨立關係說認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係屬不同概念，乃不實廣告此一大概念下之二種不同類型，只要是

虛偽不實之廣告即會被認為是不實廣告，不須有引人錯誤之虞，而引人錯誤又屬另

一種獨立之不實廣告類型。前因後果說則認為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屬前因與後果之

二種概念，虛偽不實廣告必須有足以引致消費者陷於錯誤之虞，才是屬於法律所欲

                                                      
9 同前註 6，40。 
10 陳玲玉，論引人錯誤廣告與廣告主之法律責任，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55 

(1979)。 
11 同前註 5，40。 
12 同前註 9，40；同前註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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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之不實廣告，若虛偽不實之廣告並不足以引人錯誤，則該廣告頂多是屬於吹噓

廣告而不具可非難性，並非法律所要規範的對象。 

有學者認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廣告在概念上有相當多重疊之處，若要對於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廣告下定義或嚴加區分是相當困難的13。廣告之內容與客觀事實

是否相符以及是否有引人錯誤之虞，排列組合下會有以下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廣告

內容與事實相符並且未有引人錯誤之虞，此為法律不罰之類型；再者，廣告內容與

事實不符，但未造成引人錯誤之虞，此為單純之虛偽不實；第三種是廣告之內容與

事實不符並且會有引人錯誤之虞，此為虛偽不實又引人錯誤；最後則是廣告之內容

與事實相符但是卻有引人錯誤之虞，此為單純之引人錯誤。第一種及第三種類型之

結論應較無爭議，較有討論空間者為第二種及第四種類型，而此二種類型是否屬於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不實廣告之範疇，已如上討論有不同之見解。 

對於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關係，學者之見解上有獨立關係說與前因後果說，

對此本文則有不同見解。本文認為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之關係應屬「例示與概括規

定」之關係，虛偽不實屬引人錯誤類型之一，虛偽不實僅是引人錯誤內涵之列舉，

而引人錯誤是一概括規定。因此廣告若有引人錯誤之結果，無論該廣告是否與事實

相符，其已造成交易秩序之破壞，故均屬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若該廣

告雖與客觀事實不符，但並不至於造成引人錯誤之虞者，則尚非屬不實廣告所規

範，因為該廣告之不實情狀通常相當明顯而為消費者所預見，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

較輕微，且消費者預見該廣告之不實卻仍為該法律行為，則對於該消費者之保護程

度應可減低。 

(2) 不實廣告法律要件之分析 

對於構成不實廣告之要件，學者鮮少有完整性之要件探討，多僅針對部分要件

或部分議題進行討論，本文擬對於不實廣告之要件作完整性之分析，並對其中較具

有爭議性之議題深入探討，以建構不實廣告之整體要件。 

對於不實廣告之要件，有學者以美國傳統之判例法出發，認為不實廣告須有三

大要件：第一、廣告之陳述或表示須有欺罔消費者之傾向；第二、廣告之陳述或表

                                                      
13 同前註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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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能欺罔相當數目的消費大眾；第三、廣告的陳述或表示須具有實質重要性14。亦

有學者認為不實廣告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包含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之概念，而此

二內涵又以欺罔為其共同之上位概念，因此得以欺罔之要件作為不實廣告之法律要

件：第一、標示或廣告之相對人有受到誤導之虞；第二、標示或廣告足以誤導相當

數量的行為相對人；第三、標示或廣告有使相對人在重要事項上受到誤導之虞15。

另外，有學者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案件處理原則作為依

據，認為不實廣告之要件有三：第一、廣告內容不實；第二、致引起相關大眾之錯

誤認知；第三、廣告內容具有重要性16。雖三位學者所提不實廣告之要件，字面上

並不完全相同，但細究其所提出之法律要件，則會發現其實其本質內涵相同，故本

文將以劉孔中教授所提要件作為討論基礎，並對相關爭議點詳細分析。 

另學者對於標示及廣告分別論述，兩者之性質究竟為何？本文認為應探究法條

之本旨。首先，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兩者係為不同條文規範，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22條之 1及第 23條所謂之廣告，係指施行細則第 23條中各種類型之廣告；而

所謂標示，則規定於同法第 24 條，因此兩者本質上有所差異。但反觀公平交易

法，對於標示則並未作明文規範，僅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上規定在商品、廣告上

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對於相關事項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惟實

際探究該條之規定內容，其主要將客體區分為商品與廣告兩種，若與消費者保護法

相互對照，其對於商品之規範，便等同於係消費者保護法中之標示，僅係該二部法

律對於廣告與標示之規範形式有所不同。因此若在探討不實廣告之層面上，廣告與

標示應同受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規範，惟本文以預售屋不實廣告作為探討基礎，

故討論上似以廣告作為論述標的，較有實益。 

a.標示或廣告之相對人有受到誤導之虞 

只要該標示或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使相對人受到誤導之虞者，即為不

實廣告，毋需該不實廣告行為確有造成消費者之損害。之所以採取較為寬鬆之標

準，目的是在消費者實際權益尚未受到侵害前，能及時以法律強制介入，避免損害

                                                      
14 同前註 6，67。 
15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31 (2003)。 
16 陳櫻琴，「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犯』之省思」，中原大學財經法學，第 5

期，23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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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或擴大。而對於是否會造成消費者有受誤導之虞，究竟應以何種標準進行判

斷？對此，因每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影響程度，會因其知識程度或專業背景而有

所差異，故有學者認為應以被廣告所特定之人或任何一個通常可期待其會閱讀或觀

看廣告之人，所具有之通常一般消費者之理解力作為判斷標準17。 

另外，不作為是否會構成不實廣告？亦即廣告主之不作為所導致之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是否為不實廣告所欲規範。就我國法而言，單純不作為大多並不會是處

罰原因，僅例外的當事人負有告知義務而仍不作為時，始會有處罰之規定。因此，

針對此一問題其實可以從二個層面切入，第一層面、廣告主何時負有確實說明之義

務；第二層面、廣告主說明義務之範圍為何。針對第一層面，學者之見解認為於廣

告之內容有欺罔，而必須進一步說明以排除或廣告內容之真實性模糊而須加以澄清

時，廣告主即負有說明之義務，也就是廣告主之陳述因省略必要說明而可能導致構

成不實廣告時，始負有說明義務18。第二層面，廣告主說明義務之範圍，有學者認

為必須是交易上重要之事項19，亦有學者認為須是有關產品實質重要之事實20，惟實

質探究上述見解之內涵，其本質上是相同的，即該未說明之事實必須是在交易上實

質重要之事項，方屬廣告主說明義務之範疇。因此，重點便是在於何謂「交易上具

實質重要性」之事項，若過於限縮，則對於消費者權益將無所保障，但若過於寬

廣，則將又對廣告主太過嚴格而可能造成言論自由之過度限制，如何決定其間分

際，便是本處關鍵。 

對於何謂「交易上實質重要性」之事實法未有明文，而有學者21認為以下見解

可資參照，第一、廣告內容乃斷章取義或廣告部分事實內容令人懷疑；第二、可以

更正或消除廣告中引人錯誤之事實；第三、有關產品安全或健康之事實；第四、不

明顯但十分重要之產品上缺陷之事實（此處為無關產品安全或健康之事實）。對於

何謂交易上具實質重要性之事實，本文認為其實難以明確界定，因為隨著交易型態

複雜與多樣，個別交易行為所存在之事實相當多元，難以一一臚列其類型，因此本

文認為應就交易行為之整體客觀認定，亦即以該事實之存在是否足以影響消費者之

                                                      
17 同前註 14，68。 
18 同前註 9，79。 
19 方錦源，引人錯誤廣告法制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9 (1993)。 
20 同前註 18，79。 
21 同前註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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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決定作認定。簡言之，若消費者知悉該事實之存在，將會變更其消費行為，則

該事實於交易上將被認定具有重要性，若廣告主消極的未履行該事實之說明義務而

不作為，將會被認定為不實廣告。 

對於不作為所可能構成不實廣告之情形，一般而言僅於房屋建造前即可確定且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實，企業經營者卻未告知時，始可能構成，例如該廣告說明

預售屋景觀或視野優美，但交屋後才發現建地緊鄰墳墓等情形，因就社會之一般交

易習慣而言，若該房屋緊鄰墳墓或納骨塔等處所時，應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之交易

決定，屬交易上實質重要之事項，若未具體告知，應有構成不作為不實廣告之可

能。然，大多數之不實廣告仍屬企業經營者之積極作為，因廣告之目的係為吸引消

費者前來交易，故企業經營者通常必須於廣告上積極為不實說明，始有對交易相對

人產生誘因之可能，因此，不實廣告之仍以積極作為較常見。 

b.標示或廣告足以誤導相當數量的行為相對人 

廣告主所為之標示或廣告，除使交易相對人受誤導之可能外，尚須足以誤導相

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始足當之，若受不實廣告誤導之交易相對人僅為少數，則非

屬不實廣告所欲規範。其原因乃是以對公共利益之影響程度作為出發點，若一個不

實廣告所影響之交易相對人僅為少數，雖亦可能侵害公共利益，惟可預見其侵害程

度應相當輕微，若因此耗費大量社會成本，不僅造成行政資源浪費，從立法目的來

看，似乎不符合法律之要求。 

交易相對人之受誤導數量必須達到一定程度，始為不實廣告所欲規範之範疇，

應無疑問，但要達到何種程度才是所謂「相當數量」？有外國實務見解認為消費者

在面對如此多元且不實充斥之交易環境時，其實很難理性客觀分析，因此對於「相

當數量」之要求不應太過於嚴格，美國及德國實務上一般皆認為所謂相當數量應是

指 10％至 15％消費者受影響，但也不限於此，如果該廣告不實涉及到人身健康或

安全者，則相當數量之要求可略為降低22。 

c.標示或廣告有使相對人在重要事項上受到誤導之虞 

標示或廣告必須使交易相對人就重要事項有受誤導之虞，始為法律所欲規範之

                                                      
22 同前註 6，72；同前註 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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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不實廣告之規範目的主要在於因商品廣告之不實會影響交易相對人之消

費決定，並進而引致交易秩序之破壞，若交易相對人並非受廣告影響，而作成消費

決定者，則該廣告不實對於公共利益並未造成極大之破壞；另一方面，若所有廣告

不實類型均以法律加以規範，則對於行政機關而言必定造成人力與物力上之衝擊，

進而排擠其他工作項目，因此於不實廣告之要件上才作出該標示或廣告必須為交易

上重要事項之要求。 

而究竟何謂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本文認為與前述不作為是否構成欺罔之討論

中，對於負有說明義務之事實的要求相同，亦即必須該廣告具有交易上實質重要

性，簡言之，該廣告內容必須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之消費決定，才是法律所欲評價

之廣告。 

另外，具有實質重要性之廣告內容必須具體明確，而非僅是抽象性描述，如廣

告宣稱該預售屋是台北市最物超所值或最美之建案，究竟何謂物超所值及何謂最

美，常屬個別消費者之價值觀問題，廣告所表達意思是否符合消費者之標準，流於

個人主觀認知。故本文認為判斷是否為不實廣告時，該廣告必須非屬抽象性描述，

而為具體明確之說明，如預售屋之坪數、建築結構或建材等可實際認定之事項，若

僅屬個人價值觀上之說明，則對於不實廣告之判斷，並無太大意義。 

d.是否須具備主觀要件－否定見解 

廣告主為不實廣告行為時，其主觀心態是否影響不實廣告之認定，公平交易法

上並無明文規定。多數見解均認為不需有主觀要件，亦即廣告主主觀上是否具有故

意或過失，並不影響是否為不實廣告之認定，其認定應以廣告予消費者之印象與效

果進行判斷，行為人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僅為認定損害賠償時之標準，因此，即使

是一項欠缺欺罔意圖之行為或是善意行為，均可能符合本項要件23。因為行為人於

為廣告行為時，本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並善盡注意義務，其廣告行為若已足以引起

消費者之錯誤認知，則期待消費者發現該廣告之不實已相當困難，何況是要求消費

者舉證證明行為人之主觀心態，更顯難度且對消費者課予太高之義務。 

而依大法官解釋第 275 號「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

                                                      
23 劉華美，「最高行政法院有關不實廣告之裁判之評析」，國立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1

期，9 (2002)；同前註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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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

之行為，僅需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要件者，推定有

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罰。」將我國行政罰之責任條

件區分為故意、過失與推定過失，而所謂過失究竟所指程度應為何？則並未明文

24。因此，有見解便本於大法官解釋第 275 號，認為我國不實廣告之認定應有主觀

之要件，即須有故意或過失或該釋字所揭示之推定過失25。有關不實廣告規定之違

反，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均有行政責任之規定，故其行政罰之裁處仍受到大

法官解釋第 275 號見解之拘束，也就是必須要具備行政罰之責任條件，但須特別注

意的是，責任條件僅為行政罰裁處時應具備之條件，對於不實廣告之判斷上並無影

響，不實廣告之判斷上仍無主觀要件之要求，不以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26。 

2. 不實廣告之判斷原則 

有關不實廣告之法律要件及其實質內涵，已有相當之討論，惟實際判斷不實廣

告時，通常不僅是單純的要件認定，許多時候的狀況是複雜且多樣的，因此在判斷

不實廣告之操作上，便有待一些原理原則輔助，以作為認定上發生疑義時之處理方

向，故本文將以學說及實務之判斷原則為中心，進一步探究我國不實廣告之判斷原

則。 

(1) 學說之討論 

有學者認為廣告是否為不實，其判斷原則與商標近似或混淆準則相同，均以消

費者是否陷於錯誤做為認定重點，因此以商標法上之判斷準則作為認定不實廣告之

                                                      
24 我國之過失區分為抽象過失、具體過失與重大過失，但大法官解釋第 275 號並未對於過失之

程度加以說明。針對此問題，有學者認為應視其所著重者為何，而採擇不同之標準，若所著重者

為行為人之怠於注意，則以具體輕過失。但若著重於行政秩序之維持及行政目的之達成，則以抽

象過失為宜。 
25 王銘勇，「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與詐欺罪之界線」，第六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公平交易委員會，355 (2000)。 
26 同前註 23，10；朱濬瑋，不實廣告判斷準則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為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7 (2010)；翁煥然，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廣告規定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
律學研究所，2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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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27。 

首先，一般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原則，亦即若交易相對人是一般消費者，則應

以一個理性消費者對於該廣告之認知以為判斷。於判斷一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時，最重要的是在消費者主觀上之認知，因此該廣告對於消費者究竟產生如

何之影響，便顯得重要28。惟由於不同身分及知識背景對於廣告之主觀認知均會產

生差異，因此判斷上便須就不同交易相對人作不同之合理程度要求。對此，若交易

相對人為相關產品之專業人員，則因其專業知識高於一般消費者，判斷上便需以專

業人員之注意力作為標準。另外，廣告對於消費者之影響，並非僅廣告文義所表現

者，廣告中隱含之意思常會成為消費者為消費行為之考量因素，故有關廣告對於消

費者影響之判斷上，應一併就廣告所明示及暗示之內涵進行審酌29。 

次之，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即對於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必須就廣告整體對於消費者之印象或廣告主要部分對於消費者之影響作判斷，簡言

之，即使該廣告各單獨部分對消費者不會造成誤導，若該廣告之整體仍會使消費者

陷入錯誤者，仍為不實。由於消費者看到廣告後，常僅留下一整體印象，鮮少會對

廣告之每一個細節均進行分析，若廣告整體對消費者會造成誤導，則仍屬不實廣告

30。另外，若廣告之主要部分對於消費者之消費決定會產生影響，即使該附屬部分

為真實，則該廣告會被認定為不實廣告，因主要部分通常是廣告中最可能引起消費

者注意之部分，也是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若該主要部分會使消費者產

生誤導，則當應作出不實廣告之認定較為合理31。 

再者，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係以消費者看完廣告後之模糊印象作為基礎，

而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隔離觀察，若多數消費者所產生之認知與事實不符，則該

廣告會被認為是不實廣告，因為此種判斷原則以消費者記憶作為判斷基礎，故又稱

為消費者記憶測驗原則32。 

                                                      
27 吳英同，「不實廣告類型及案例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6卷第 1期，126 (1998)。 
28 同前註 5，64。 
29 同前註 6，60；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374 (2000)。 
30 方華香，論網路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以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21 (2005)；同前註 27，67。 
31 須文蔚，「不實廣告管制社會科學化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1期，43 (2002)。 
32 同前註 27，127；同前註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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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部分學者認為廣告內容之意義有二種以上之解釋方向時，若其中一種

解釋內容足以引致消費者錯誤者，則該廣告即應被認定係不實廣告。該不實廣告之

解釋方法無需為最可能之解釋方法，只要消費者之認定結果為可能之解釋方式，即

應解釋為不實廣告，而必須以法律加以評價。此種可能產生數種解釋方法之廣告又

以預售屋廣告最常見，因業者常習慣使用業界之專業術語，致使非專業之消費者對

於用語之正確內涵未有清楚認識，而其間之紛爭也就因應而生33。 

(2) 實務之操作 

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判斷原則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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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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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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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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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依該處理原則第 8 點規定：「前點各款判斷原則適用時應考量下列因

素：（一）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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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處

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響。」已就不實廣告判斷原則適用時應考

量因素加以規定。 

(3) 小結 

不實廣告之判斷原則，不論從學理討論或實務操作上切入，其內涵大致相同，

但仍有部分差異。 

首先，學理討論上有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亦即以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該

廣告於消費者之影響綜合判斷，若一般消費者對於該廣告均會產生被誤導之結果

                                                      
33 同前註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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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應認定為不實廣告，而我國之處理原則並未將此概念引入。本文認為就不實

廣告之認定，應綜合多方因素進行判斷，若能以時間與地點隔離進行觀察，將使判

斷更為堅實。 

再者，我國之處理原則認為廣告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若其中一義為

真者，即無不實，除非其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始會被例外認定為不實廣告。實務

對於不實廣告之認定標準，本文認為較學說之見解嚴格，因為學者認為只要廣告所

有解釋方向當中的一種解釋內容足以引致消費者陷於錯誤者，即應被認定為不實廣

告，學說甚至認為該不實廣告之解釋方法不需要是最可能之解釋方法，只要消費者

之認定結果為可能之解釋方式，即應解釋為不實廣告，因此若就消費者權益保障之

觀點而言，實務之規定似乎較學者之見解不足。但本文認為，法律規定常屬多方利

益及見解折衝下之結果，因為若法律規定較偏頗於任何一方，另一方之保障程度勢

必會被減弱，故採取較為折衷之見解亦無不可。本文認為實務見解似乎較偏向廣告

主一方，學者見解卻又對消費者過於偏頗，因此若能取得二者之中間點，則雙方對

於法律規定之爭議性亦將會較小。因此，本文認為「若廣告之所有解釋方向中，多

數消費者最有可能之解釋結果是會引致消費者陷於錯誤者，則即應認定該廣告為不

實廣告」。 

3. 不實廣告判斷時點之討論 

對於不實廣告之判斷時點，實務見解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 點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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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客觀狀況是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

能力、法令之規定、商品（或服務）之供給等，亦即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該廣告對

於相關給付或供給之說明，與當時之實際狀況是否相符判斷，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

已預知或可得而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即為不實廣告。總

之，實務上是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作為不實廣告之判斷時點。 

而對於不實廣告之判斷時點，學說上大致以實務之見解為準，鮮少學者詳加討

論，但仍有少數見解對於實務之操作方式提出建議與修正。有見解34認為以廣告主

                                                      
34 盧姿吟，預售屋買賣契約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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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廣告時作為不實廣告之認定時點，似嫌過早，因廣告主使用不實廣告時，交易

相對人並不容易發現，常須待預售屋建造完成後，先前之廣告是否不實才會彰顯出

來，而其間常已歷經數年，雖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對於不實廣告有相關行政責任之

規定，但行政機關常會因已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行政罰上之裁處權，因三

年期間經過而消滅。」之三年時效規定而喪失裁處權，對於廣告主難以制裁。故本

見解便提出特殊之認定標準，其認為應將認定時點區分三種類型：第一類、若可從

廣告當時相關法規清楚得知廣告內容不實，則因為並無難以發現之問題，因此其裁

處權時效仍是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起算三年；第二類、建商完工後，比對完工後之

建物與建商當初之廣告內容，雖有誤差但瑕疵不大，此時因未涉及不實廣告，故僅

能依物之瑕疵擔保請求；第三類、一開始建商並無違反任何相關建築法規，但於建

商完工後，比對完工後之建物與建商當初之廣告，認為瑕疵過大，此時應是屬於不

實廣告，尚無疑問，但常會因時效經過而喪失裁處權。因此本見解提出二種解決方

式，第一種、仍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來認定，只不過其認應將三年時效期間延長至

五到七年；第二種、仍維持三年之時效期間，僅是應以交屋時點開始起算時效35，

這二種解決方式均能填補裁處權未能行使之空窗期。 

我國實務對於不實廣告之認定時點，依據該處理原則之規定，並無任何類型區

分，均是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為準，此種見解已有前述之問題點，亦即

認定時點過早所導致行政責任之裁處權時效問題，故該見解於討論上區分為三種類

型，而針對其中可能產生問題之第三種類型提出二種修補方式。 

本文認為不實廣告所產生之相關法律責任，多須倚賴司法才能有效解決，但司

法審理過程曠日費時，廣告主常於司法審理程序中，仍持續其違法行為，此時最能

直接介入以終止其違法行為者，便是行政權之行使，若行政權於有介入必要時，卻

因時效經過而導致不能行使，不論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或是交易秩序維護而言，無

疑是一大破壞，因此本文亦贊同若行政權行使上有所限制，則有調整之必要。但此

處果真有行政權行使上之問題嗎？本文有不同之見解。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

該結果發生時起算。」可知，預售屋建案廣告通常不會馬上卸下，其對於消費者之

                                                      
35 同上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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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是繼續不斷的，因此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尚未終了。即使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廣告已卸下，於上述第三種類型而言，因為預售屋尚未完工，交易相對人

無法獲知該預售屋建築完成後之實際情況，因此在建商建築完成前，該建商之廣告

應屬合法，必須等待預售屋建造完成後始得比對以判斷是否不實，本文認為此時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結果始發生，裁處權時效也才開始起算。 

因此，本文認為此處並無涉裁處權時效之問題，而僅是有關於不實廣告認定時

點之問題，實務認為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判斷，本文認為此種解釋應

屬正確。亦即原則上是以房屋建造完成後之實際狀況與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

況進行比較，若有不符且相當重大，足以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者，即應認為該廣

告為不實廣告。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9 點第 2 項「廣告主使用

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並非指不實廣告必須具備主觀要件，應是只要廣告主預知或可得而

知該廣告之內容將於日後無法達成而仍為該廣告者，該廣告即可認定為不實廣告，

不需要於預售屋建造完成後始得加以認定。綜合上述，本文認為只要廣告主為廣告

時預知或可得而知該廣告不實，不需俟預售屋建造完成即可認定其為不實廣告；但

若於一般情形，則應於房屋建造完成後始得以加以比對，認定其是否為不實廣告，

但判斷時點上仍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為準。 

4. 小結－不實廣告判斷準則之重新建構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之表示或表徵，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4 點其認為是指以任何方式而足以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

息或觀念之行為，但是否任何傳達之訊息或觀念均受法律有關不實廣告之評價，本

文認應為否定。本文認為所謂法律所欲評價之廣告，必須是涉及該房屋本身之實際

相關條件之廣告，如該房屋之地坪、公共設施、景觀環境等等涉及房屋本身且得以

客觀認定之訊息。至於廣告有許多部分並非涉及房屋之實際客觀狀況，常因個人價

值觀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最美」、「最有質感」等用語，什麼程度才到達所

謂之美與質感會因人而異，故此種廣告表示便非法律所欲評價之廣告。因此，首先

必須界定者為該廣告須為房屋本身實際條件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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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該廣告為法律所欲規範之廣告後，再來便要判斷該廣告是否不實，如前所

述，應依欺罔之要件進行分析，若符合欺罔之要件者，則該廣告即為不實廣告。另

外，本文認為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應是屬於例示與概括規定，因此虛偽不實應屬引

人錯誤類型之一，虛偽不實必須會同時導致引人錯誤之結果，本文認為此處判斷上

應較無疑問，因為若討論虛偽不實，通常是該廣告會引人錯誤，才有討論之實益，

否則若該廣告不實之程度相當明顯，則此時交易相對人並不會有陷於錯誤之可能，

該廣告也就不符合虛偽不實之條件。故本文認為應區分廣告是否與實際之事實相

符，若該廣告與實際事實不符，則該廣告應屬虛偽不實廣告；若該廣告與事實相符

但是否有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者，則該廣告將會因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而被認定為

引人錯誤廣告。 

另外，在不實廣告之判斷時點上，本文認為仍應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9 點來認定，亦即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

判斷，而該點第 2 項之意思並非指不實廣告判斷上必須具備主觀要件，本文認為其

僅是指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而知該廣告為不實者，即得以認定其為不

實廣告，不需等待房屋建造完成後，始得加以比對，而其他情形仍須待房屋建造完

成始得比對而判定其是否為不實廣告，故不實廣告之判斷時點仍以廣告主使用廣告

時為準。 

因此就不實廣告之判斷準則，本文綜合上述討論之結果，歸納整理如以下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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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見解 

圖 1 不實廣告判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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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交易相對人之法律責任 

(一) 對交易相對人廣告責任之內涵 

對於廣告責任之有效規制，能夠維持穩定之交易秩序，並進而有效保障交易相

對人及競爭者，但交易相對人與競爭者不論社會地位或是法律地位均有差異，若一

律以同等程度來進行認定或保障，恐有輕重失衡。因為競爭者通常均是企業體，擁

有龐大之貿易組織及經濟實力，相對於常僅是個體戶之交易相對人而言，在物力及

財力上均大的多，因此，交易相對人於保護上應另外考量其交易地位上之特殊性，

而作不同程度之認定及要求。總而言之，因為交易相對人於交易關係中之相對弱

勢，因而本文認為於探討法律責任時，例如於認定交易相對人之主觀認知等法律要

件判斷時，相較於專業之競爭者而言，對於交易相對人應作較為寬鬆之心證認定，

但對於個別交易相對人之專業知識程度仍應個別審酌，以符合實際狀況。 

交易相對人通常屬於社會上之一般民眾，其終生可能只購買一棟房屋，若標的

有瑕疵或糾紛，則對其經濟或日常生活均會產生極大之衝擊。不實廣告若實際論究

其責任內涵，應要從民事、行政及刑事責任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但若由交易相對人

之角度，則對其最重要的便是瑕疵如何獲得救濟及損害如何獲得填補之問題，因此

交易相對人最在乎的便是民事責任部分，故在對於交易相對人之法律責任部分，討

論上便會較著重於民事責任，至於其他責任則係立基於民事責任不足時之填補。 

(二) 依民法所負之法律責任  

1. 意思表示瑕疵 

依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意思表示錯誤之規定撤銷意思表示，首先，依該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必須表意人並無過失，且必須盡到具體輕過失之注意程度，亦即必

須盡到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程度，另外，表意人撤銷意思表示後若有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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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條之情況時，則對於相對人或第三人亦有損害賠償責任36，因此意思表示錯誤之

撤銷權於行使上受到許多之限制，若交易相對人行使該撤銷權應較為不利。 

若依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撤銷被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則於撤銷後對於其所為

之給付，得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而其撤銷權亦受到民法第 93

條除斥期間之限制。有關該除斥期間之規定，預售屋之企業經營者多會主張該條所

謂發現詐欺後一年之起算點是自契約訂定時，但實務則認為應於房屋建造完成後才

開始起算，因為此時消費者始得認定是否與訂約時相符，較保護消費者權益亦較合

理，殊值贊同37。對於消費者是否行使該撤銷權，其有完全之決定自由，但行使撤

銷權未必對消費者絕對有利，有時不行使撤銷權而使契約有效存在，反而對消費者

更為有利，只不過此時由「契約生效」層次轉化為「契約效力」層次38。另外，民

法第 92 條撤銷權之行使對於消費者而言，亦非易事，除受到民法第 93 條除斥期間

限制外，消費者如欲主張其因不實廣告而陷於錯誤亦屬困難，故對於該權利之行

使，仍須適度配合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之規定以減輕或緩和消費者之舉證責任

39。 

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在學理上雖有實行之可能，惟在實務操作上卻仍存有許多

限制。首先，錯誤之意思表示撤銷後，依民法第 91 條之規定，僅能請求信賴利益

之損害賠償，不若契約責任之履行利益有利。再者，依實務見解，若交易相對人對

於房屋之實際狀況明知或可得而知，則其將無法依民法第 88 條規定撤銷其意思表

示。依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字第 563 號判決40「被上訴人主張其受詐欺而簽訂系爭

買賣契約，自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責任。查前述訂購單內面積欄內記載『約 16.25

坪（使用 25.76 坪）』，已明示系爭房屋之登記面積為 16.25 坪，使用面積為 25.76

坪，兩者相差之 9.51 坪即為夾層屋。而未經登記之房屋，無法取得所有權狀，即非

                                                      
36 該損害賠償責任之性質是屬於締約過失責任之一種，且應屬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係指因信

賴意思表示為有效而為投入所產生之損害，而通說認為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以不超過履行利益之

損害賠償為限。 
37 最高法院 87年台上字第 1034號判決。 
38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 (上)」，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 2期，22 (1999)。 
39 姜炳俊，「預售屋廣告之契約拘束力－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九四號判決及相

關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期，223 (2005)。 
40 相同見解如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重上字第 667 號判決、95 年上字第 723 號判決、92 年上易字

第 21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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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之房屋，此為眾所周知之事實，故被上訴人於簽訂訂購單時應已知悉夾層部分

之房屋屬於無法登記之非合法房屋，應可認定，自不得據此主張上訴人有隱瞞違法

夾層屋之事實。」可知，若交易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不實之狀況，則交易相對

人當不得據此事實主張撤銷意思表示，因此時實務見解似乎認定為並非錯誤而無撤

銷之餘地。 

上述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上字第 563 號判決之見解於預售屋情形，認為若相關

文書如訂購單等可以推知房屋之實際情形，則並無意思表示錯誤撤銷之餘地，若以

此觀點推論至成屋廣告之情形，則因成屋之銷售通常會有看屋之程序，實務上常會

以交易相對人對於房屋現況已有理解為由，駁回交易相對人之請求，亦即以交易相

對人於交易時已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房屋之現況來否決請求，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重

上字第 667 號判決便屬適例。綜上可知，不論是預售屋或成屋銷售之廣告，若相關

文書或程序等已有使交易相對人理解交易標的之狀況，則實務將會以此為由駁回撤

銷意思表示之請求。 

2. 契約責任 

(1) 傳統上廣告之法律性質 

傳統以來對於廣告性質之認定，均是將其定位為要約之引誘，但消費者保護法

第 22條規定之後，便產生了學理上之爭論。 

有學者認為該規定變更了民法廣告之性質及效力，將原來屬要約引誘之廣告變

成了要約，因此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為締結契約之意思表示時，其意思表示之性質

即為承諾，而契約因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41。故採要約說之見解對於廣告性質及廣

告內容是否成為契約之一部，均是作掛鉤處理，亦即只要認定廣告是要約，則此時

消費者之承諾便使意思表示合致而契約成立。採要約說之見解對於廣告是否為契約

之一部大多是和廣告法律性質掛鉤處理，因為依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當事人互相

意思表示一致者，無論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而廣告之性質若為要約，

                                                      
41 林益山，消費者保護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427 (2001)；同前註 6，49；曾明遜、

陳明燦，「預售屋不實廣告責任之法律經濟分析」，公平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1-2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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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消費者於向企業經營者表示締結契約之意思時，契約便因要約與承諾合致而成

立，若廣告存有不實，則企業經營者當有後續之契約責任問題。 

若廣告性質為要約，雖可使消費者權益保障較為周全，但有學者認為企業經營

者未必有以廣告為要約之意思，倘若消費者是自發性的向企業經營者為買賣行為而

非基於廣告，則廣告將並非要約，而消費者也將無法獲得保障，同樣的交易行為卻

因消費者對於廣告有無認知而異其效果，似乎並不妥適，且就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文義言，其亦未有使廣告成為要約之意思42。另，採要約說亦改變了民法有關

意思表示之理論架構，因此不太妥當43。 

多數見解均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並未改變廣告之性質，廣告仍屬要

約之引誘，雖採取要約之性質對於消費者較為有利，但要約與要約之引誘於本質上

仍有差異，且企業經營者亦未必有以廣告為要約之意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僅

是強制要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責任至少要達到廣告之程度，並未改變其性質44。且

一般而言，一個意思表示若欲達要約程度，至少對於契約必要之點必須具體明確，

但通常締約前所為之廣告均相當空泛，未必會涉及必要之點，若將廣告視為要約，

似乎不符要約之要求45。另，從企業經營者之角度言，若將廣告認定為要約，則任

何人對於該廣告所為之承諾將會因意思表示合致而使契約成立，此時企業經營者將

承擔因履約能力不足而負債務不履行之風險46。 

廣告之性質若為要約之引誘，則對於消費者而言，該廣告並非要約而僅係吸引

消費者對於企業經營者進行要約之說明，因此消費者向企業經營者所為締結契約之

意思表示性質上僅為要約，仍需企業經營者為承諾時，契約始為成立，且該廣告原

則上仍非契約內容之一部，有關契約效力之範圍仍應回歸當事人所合致之內涵。惟

如此之解釋亦可能造成對於消費者有不利之問題，因為對於一般消費大眾而言，廣

                                                      
42 林誠二，「消費資訊之規範」，消費者保護法專案研究實錄，68 (1997)。 
43 翁煥然，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廣告規定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41 

(2006)。 
44 同前註 41，69。 
45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59 (2006)。 
46 姜炳俊，「預售屋廣告之契約拘束力－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九四號判決及相

關判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期，215 (2005)；古嘉諄、何俊陽、葉大殷、詹森林、楊碧惠、
蔡和仁，「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之檢討－『以預售屋銷售廣告為核心』座談會」，月旦法學

雜誌，第 39期，77 (1998)；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
釋 (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期，7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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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消費行為之重要性因素，若廣告之說明與其認知不同，且該廣告非契約之內涵

而使企業經營者無需負責者，則消費者權益將無所保障，因此對於此部分學者便透

過解釋、歸納之方式，使廣告之說明於一定之情形下，得以作為契約內容之一部，

以填補對於消費者保障之不足。而將廣告定位為要約引誘之見解，多是將廣告之法

律性質與其是否為契約之一部脫鉤處理，亦即廣告性質雖為要約之引誘，但是否為

契約之一部仍需各別認定。 

廣告是否為契約內容之一部，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後，實務上產生歧

異見解，有見解認為廣告並不具有契約效力、廣告僅就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具補充

效力、廣告具有契約效力但當事人得以特約排除、廣告具契約效力且當事人排除之

特約無效47，其之所以有如此分歧之見解，多是出自於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

規定性質之解釋上差異，因此於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後之實務見解是較為莫衷一是

的，惟隨著該條規定於我國實務之落實與發展，已有歸納出較統一之解決模式，亦

即原則上先判斷當事人間是否有明示之約定，若當事人已就廣告內容於契約中約定

者，則該廣告當屬契約內容之一部，較無疑問；若該廣告內容未於契約中具體約

定，則該廣告是否為契約之一部便產生問題，對該部分有學者48以最高法院之實務

見解為基礎，歸納出廣告成為契約內容之要件。其認為若廣告欲成為契約內容之ㄧ

部，則必須符合主、客觀要件始得主張，主觀上必須消費者對於該廣告有所信賴，

亦即消費者對於該廣告內容合理期待將會實現，並且無排除該廣告契約效力之約

定，而對於消費者之主觀態度上則有實務見解似隱含著必須係善意無過失之要求，

但如此主觀要求是否過於嚴格，似乎有討論空間。另於客觀要件上，該廣告內容須

曾為雙方洽談基礎，是否符合該要件，除實際上判斷廣告是否曾為雙方磋商之基礎

外，另亦可以廣告傳播地與訂約地之關聯性作輔助判斷，其間之關聯性越密切，則

廣告曾為當事人雙方所洽談之機率即越高。除此之外，該廣告之說明亦必須是涉及

該不動產給付之具體內容，亦即該廣告是就預售屋本身之條件作說明，而非僅為抽

象性或較為空泛之陳述，因此等廣告始為法律所欲評價之廣告。 

                                                      
47 同上註，古嘉諄等，77。 
48 曾品傑，「論不動產不誠實廣告之契約效力 (上)－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第 81期，73-8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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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觀點之廣告責任－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22條為中心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後，雖影響到學者對於廣告性質之論證，但本文認

為廣告性質仍屬要約引誘，應無疑義，僅在於廣告是否成為契約之一部？因此，以

下將以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性質進行討論，以歸納出廣告是否成為契約一部之

判斷： 

a.法定擔保責任 

若由法定擔保責任之觀點切入，則企業經營者對於交易相對人所負之廣告責任

是基於法律規定，亦即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定將使廣告自動併入契約而成為

契約內容之一部，企業經營者將無條件負擔廣告責任。有學者之見解認為消費者保

護法第 22 條並非一請求權之基礎，真正之請求權基礎應是同法第 23 條，該條之性

質僅係一擔保責任，因本條並未訂明違反之法律效果且亦未明文要求僅限於契約相

對人始得主張，故該條之規定應屬一不完全法條，性質上偏向於擔保責任，亦即由

企業經營者擔保其所為廣告內容之實現49。 

若從法定擔保責任角度切入者，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定對於交易相對人

而言相當有利，因為廣告對於企業經營者等於是由法律所規定之擔保責任，無論交

易相對人對於該廣告是否知悉，企業經營者對於交易相對人所負之責任均應擔保與

廣告相符，解釋上或可謂廣告自動併入契約內容，而使企業經營者對於該廣告負擔

保之責，而其責任甚至接近於無過失之責任。 

b.意定信賴責任 

若由意定信賴責任之角度來看，則企業經營者對於交易相對人所負之責任不得

低於廣告之內容，解釋上必須是交易相對人對於該廣告有所認知並進而有所信賴，

該廣告才可能成為契約之內容。因為企業經營者之所以須對於交易相對人負廣告責

任，其最主要之原因是在於交易相對人對於該廣告有所信賴，若不論交易相對人是

否信賴該廣告均一律使企業經營者負責者，則雖然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較為有利，

                                                      
49 李宗榮，消費者資訊之保護－以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94-107(1996)；黃麗潔，論企業經營者之廣告責任－以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國立成功
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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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似乎與原本之立法意旨有所牴觸，且課予企業經營者太重之義務。 

若立基於意定信賴責任之觀點，則必須交易相對人主觀上對於廣告有所信賴，

該廣告始可能成為契約內容，企業經營者也才對該廣告需付廣告責任。有學者50以

我國最高法院之實務見解為基礎，歸納出廣告成為契約內容之要件，若廣告欲成為

契約內容之ㄧ部，則必須符合主、客觀要件始得主張，主觀上必須消費者對於該廣

告有所信賴，亦即消費者對於該廣告內容合理期待將會實現，且無排除該廣告契約

效力之約定，而對於消費者之主觀態度則有實務見解似隱含著必須是善意無過失之

要求，但如此之主觀要求是否太過於嚴格，似乎有討論之空間。另於客觀要件上，

該廣告之內容必須曾為雙方洽談之基礎，而是否符合該項要件除實際判斷廣告是否

曾為雙方磋商之基礎外，另亦可以廣告傳播地與訂約地之關聯性作輔助判斷，其間

之關聯性越密切，則廣告曾為當事人雙方所洽談之機率即越高。除此之外，該廣告

之說明亦必須是涉及該不動產給付之具體內容，也就是該廣告是就該預售屋本身之

條件作說明，而非僅是抽象性或較為空泛之陳述，因為如此之廣告才是法律所欲評

價之廣告。 

若以學說之見解出發，有學者51認為並非所有廣告均無條件的成為契約之一

部，該廣告必須符合下述要件始得為契約責任之範疇，首先，依一般交易習慣上必

須使消費者信賴該廣告將成為契約之一部，因此並非所有廣告均一律歸為契約內

容，必須該廣告內容足以引起消費者信賴為限，故若該廣告之內容僅屬交易習慣上

之宣傳手法，一般消費者均無使其作為契約內容之認知，則該廣告即不得作為契約

之內容。再者，該廣告之說明必須具體且明確，若該廣告僅為抽象或模糊之說明，

則對於消費者而言亦不足以引起其強烈信賴，當然也就無加強消費者之必要。最

後，於確定該廣告符合上述要件後，是否仍需當事人對於該廣告有所合意，該學者

是持否定見解，其認為只要符合該二要件，廣告之說明即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

之規定作為契約之一部，當事人對於廣告是否有所合意並不影響廣告納入契約責任

之範疇。另，亦有學者52認為廣告是否得成為契約內容，或可運用信賴責任理論來

                                                      
50 同前註 48，73-88。 
51 陳忠五，「不誠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下)」，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 3期，74 (1999)。 
52 楊宏暉，「對預售屋廣告的契約期待與保護」，財產法暨經濟法，第 25期，72-7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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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廣告若欲產生信賴責任之法律效果，則必須符合信賴責任之一般要件，

即信賴事實、信賴投資、應受保護之信賴、可歸責性。首先，即廣告所表示之內容

具體明確，足以使交易相對人產生信賴，而交易相對人本於該信賴與企業經營者締

約並為信賴投資行為。再者，交易相對人知悉該廣告存在並且不知悉該廣告不實，

而存有值得保護之信賴，最後廣告主對於該廣告之不實具有可歸責事由，針對此項

要件，其實通常均會成立，因為企業經營者對於廣告內容大多居於主導地位，其所

為之廣告等於直接誘發了信賴事實，企業經營者似乎難謂其為不可歸責。若符合上

述要件則企業經營者對於交易相對人將因而存有信賴責任，而對於該廣告內容應予

負責。 

綜上可知，若採取意定信賴責任之見解，並非企業經營者有為廣告即須對於該

廣告負責，仍必須個別認定交易相對人對於該廣告是否有所信賴。首先必須要交易

相對人對於該廣告有所認知，亦即若其對於廣告之存在並未知悉，則對於交易相對

人而言，當然亦無任何不實廣告可言。再者，交易相對人必須並不知悉該廣告之不

實情形，若交易相對人與企業經營者訂立契約時，其對於廣告內容本即明知不實或

因過失而不知，則此時交易相對人應屬可歸責，當然其信賴即不值得保護，而其所

締結之契約內涵當然也就無須涵蓋不實廣告於其中，而使企業經營者負廣告之契約

責任。 

c.小結 

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性質，許多見解均是從強制規定與任意規定之角

度切入，並進而延伸至廣告性質之探討，再從廣告性質與廣告是否成為契約之ㄧ部

做掛勾之方式去討論廣告是否成為契約內容之問題。首先，本文認為廣告性質與廣

告是否成為契約之一部是屬於二個層次之問題，根據我國法律制度之設計，廣告之

性質應為要約之引誘，不因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定而變更，至於該條規定

是影響廣告是否成為契約內容之問題。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僅是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告之內容，而該規定之性質究竟為何？本文認為似乎可從法定擔保責任與意定信賴

責任之角度進行討論。若從法定擔保責任之角度，則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所負之

義務絕對不得低於廣告，亦即廣告就直接併為契約內容之一部，而企業經營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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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所負之責任似乎趨近於無過失責任。若從意定信賴責任之角度，則企業經營者

對於消費者是否應負廣告責任，即應個別判斷消費者是否有所信賴。 

針對此問題，本文認為似乎應採意定信賴責任較為適當。因為若企業經營者所

為之廣告，消費者並未知悉或明知其為不實，則消費者根本無信賴可言，若仍使廣

告自動併入契約內容，本文認為似乎太過於偏向消費者之角度，且對企業經營者而

言也太過於不利，其可能承受過高之契約責任風險，雖然企業經營者對於廣告本即

應仔細審酌始能使其進入市場中，但若消費者並未實際知悉該廣告之不實內容仍對

其加以保護者，則似乎有違該規定之立法意旨。而對於信賴責任之認定，有學者提

出不同之見解，但若實際探究各該見解本質，可發現其內涵大致相同，因此本文認

應可從：信賴事實、信賴投資、應受保護之信賴、可歸責性等要件進行分析，以實

際認定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是否有應負廣告責任之必要，若消費者之信賴應受保

護，則該廣告之內容當然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而應使企業經營者負擔對於消費者

之信賴責任。 

而有關意定信賴責任之要件操作，首先，信賴事實部分，亦即事業必須有作出

預售屋之廣告，並且該廣告之內容必須具體明確，因此，若事業所使用之廣告並非

具體明確，僅為抽象性之陳述，例如僅係可容許吹噓者，則該廣告應不可認為是信

賴事實。針對此問題，本文認為或可藉用有關不實廣告之判斷要件（第一、標示或

廣告之相對人有受到誤導之虞，第二、標示或廣告足以誤導相當數量的行為相對

人，第三、標示或廣告有使相對人在重要事項上受到誤導之虞）來作認定，亦即該

廣告有使社會上相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受到誤導之虞，並且所涉及者為交易上之重

要事項，該廣告始能被認定為信賴事實。 

再者，信賴投資部分，亦即交易相對人必須確實因該不實廣告之影響而作成交

易決定，若交易相對人並未認知到該等廣告存在，則其作成之交易決定當然亦與廣

告無關，也就無信賴之可言。 

最後，有關值得保護之信賴及事業之可歸責性部分，即是分別就交易相對人及

事業認定其對於作成交易決定及不實廣告之可歸責性，若可歸責性僅存在於其中一

方，則較無疑義，較有問題的是若雙方均存有可歸責性，則究竟如何處理？對此，

本文認為若雙方均具可歸責性，則等於雙方對於不實廣告所造成之損害均有必須負

責之基礎，基於交易相對人弱勢地位及其權益保障，若事業對於該不實廣告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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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歸責性，則本文認為即應一併認定交易相對人具有值得保護之信賴且事業亦

同時具有可歸責性，而使廣告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至於損害賠償額度之計算，則

可依民法第 217 條與有過失之規定處理，如此之操作本文認為較能夠同時緩和且折

衝交易相對人與事業之利益。 

(3) 契約責任實務上之操作 

契約責任之內涵亦即債務不履行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交易相對人於實務請求

上有其限制之處。首先，依民法第 355 條之規定，買受人對於瑕疵若有故意或重大

過失時，原則上出賣人便不負擔保責任，依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重上字第 284 號判

決53「綜合上開情節，實堪認定上訴人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即已知悉並同意系

爭藝術迴廊之上開設置方式。是上訴人於房屋點交後逾一年，再以系爭廣告單之上

開記載主張被上訴人就此部分為不實廣告，及系爭藝術迴廊之設置欠缺契約所預定

效用云云，並不足取。」可知，若交易相對人於交易時即已知悉系爭房屋之瑕疵，

當應不再許其主張瑕疵擔保責任。再者，依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100 年訴字第 2766

號判決「查系爭買賣契約已明確載明系爭 SPA 泳池為被告取得使用執照後之二度施

工，已如前述，則被告依約交付二次施工之系爭 SPA 泳池，難謂被告未依債務本旨

而為履行，原告主張被告為不完全給付，自難採取。又系爭 SPA 泳池雖為被告取得

使用執照後之二度施工，屬違章建築，惟被告既已交付系爭 SPA 泳池，原告主張被

告給付不能，亦非可取。…………足見系爭 SPA 泳池之合法使用非不得補正，則原

告主張系爭 SPA泳池之合法使用無法補正，依民法第 227條第 1項、第 226條第 1

項之規定，請求被告損害賠償，即非可取。」可知，本判決亦認為若交易相對人已

明知該公共設施為二度施工，亦即該公共設施於交易當下屬不能建造之違建者，則

交易相對人將不得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另，本判決亦認為若該違法建造部

分得以補正者，亦將無債務不履行之問題。綜上可知，我國實務上對於契約責任之

主張上，非常重視交易相對人之主觀認知，若其主觀上係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則

將會影響契約責任之主張。 

實務上對於預售屋及成屋之廣告責任在思考邏輯上似乎有不同之論述過程，依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重上字第 531 號判決「系爭預售屋買賣契約第 1 條關於「廣告

                                                      
53 相同見解如高等法院 90年重上字第 77號判決、90年重上字第 35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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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已明白約定：「本預售屋之廣告宣傳品所載之建材設備表、房屋平面圖與位

置示意圖均已包含於契約內。如與契約不符者，以本契約為準。」，顯見系爭預售

屋買賣契約就有關預售屋廣告文宣如與契約約定有所差異時，應以契約約定，而非

以廣告內容為準。而依系爭預售屋買賣契約上揭第 8 條第 1 項「本社區一樓之社區

公共空間、戊梯之門廳及緊鄰之陽台等經所有承購戶同意賣方於領取使用執照後將

無償規劃設置為本社區之休閒空間及設施（按包括系爭 SPA 泳池）」之約定，可知

兩造於簽訂契約時，已就系爭 SPA 泳池另為斟酌、約定，是縱 SPA 泳池之廣告內

容有與契約不同，亦應以契約內容為準。從而，購買系爭建案預售屋之上訴人難據

系爭 SPA 泳池之廣告主張為契約之一部分。又系爭成屋買賣契約雖無前開系爭預售

屋買賣契約第 1 條關於「廣告效力」之約定，惟系爭成屋買賣契約第 13 條第 7 項

亦明白約定「本社區之泳池於領取使用執照後施工修改項目」，亦見兩造於簽訂契

約時，就系爭 SPA 泳池已另為斟酌、約定，自應以契約內容為準，則購買系爭建案

成屋之上訴人亦難據系爭 SPA 泳池之廣告主張為契約之一部分。」可知，我國之房

屋銷售實務上在預售屋之情形，多會以契約內容明文排除廣告之效力，亦即多會有

廣告內容與契約牴觸時以契約為準之約定，因此交易相對人在該約定之下通常難以

主張廣告作為契約之一部；若於成屋銷售之情形，雖不會有廣告效力之約定，但對

於廣告之內容多會於簽約時於契約中明文約定或斟酌，使交易相對人對於房屋現況

有實際認知，對此，我國就房屋之銷售廣告不論是預售屋或是成屋，實務上多會透

過契約之明文約定或交屋時交易相對人對於房屋現況之理解，以交易相對人明知或

可得而知為由免除企業經營者之契約責任。另，本判決之見解似乎認為不論交易標

的是預售屋或是成屋，其於契約中所為之約定均與民法第 71 條、第 222 條、第

247-1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12條、第 22條無關，而仍屬有效之約定。 

綜上所述，我國有關不實廣告之契約責任不論是預售屋或是成屋，企業經營者

對於廣告通常均會在契約中明文約定或透過交屋時之現況告知，來減輕或免除其契

約責任，法院亦多會以交易相對人對房屋現況之明知或可得而知為由，而拒絕交易

相對人有關契約責任之主張。因此，我國目前實務有關不實廣告契約責任之主張上

係相當困難的。 

3.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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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依其性質可區分為一般及特殊之侵權行為，依其規定內涵之不同而有

不同之要件及標準，以一般侵權行為而言，其便區分為三種類型，而各有其所應具

備之要件，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及後段之二種類型，其要求主觀上需有故意或

過失之情形，但因主觀上舉證不易，因此造成交易相對人主張該項侵權責任時相當

困難，以一般侵權行為而言，主張該條第 2 項似乎較為容易，該項對於主觀要件上

有推定過失之規定，故對於交易相對人舉證上較為有利。另外，於特殊侵權責任中

之民法 191 之 1 之規定亦是如此，亦即在主觀上對於製造人有推定過失，除非能依

但書規定舉證免責，惟目前實務操作上舉證免責相當困難，常會造成如同無過失責

任之效果，因此主張該二請求權以舉證責任而言應較為有利。 

另於保護客體上，通說見解認為就民法第 184 條而言，第 1 項前段僅限絕對權

受損害者，而其他項則包含權利及利益受損害的賠償請求權，因此於保護客體之範

圍較廣，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障亦較為周全。 

(三) 依消費者保護法所負之法律責任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責任性質究竟為何？將會影響到後續責任競合時之處

理方式。有學者54認為該條規定應為契約責任，因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是規定

「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亦即該條是對於消費者之義務，但一

般而言企業經營者並不會對消費者有任何義務，僅於其與消費者存有契約關係時，

才會對消費者有義務可言，因此該條規定之目的應是在於加強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

之契約責任。亦有學者55認為該規定之性質應為侵權責任，其認該條規定是由法律

課予企業經營者廣告真實性之擔保義務，該義務是強制規範而無法免除，若有違反

則應有論斷侵權責任之餘地，亦有採侵權責任之見解56者，認為該規定應與公平交

                                                      
54 姜志俊，消費者保護法，國立空中大學，206 (2005)；翁煥然，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廣告規定之

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57 (2006)；黃麗潔，論企業經營者之廣告責任－以
民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02 (2009)。 

55 方華香，論網路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以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208 (2005)。 

56 劉默容，預售屋買賣之不實廣告暨其定型化契約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05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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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31 條建構出其侵權責任之性質。另有見解57認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

定雖然是基於侵權責任之法理，但若消費者有與企業經營者訂立契約，則該廣告將

因而成為契約內容之ㄧ部，而有契約責任之問題。但須特別注意的是，不論將消費

者保護法第 22 條定位為侵權責任或契約責任，學者均認為該條規定並非請求權之

基礎，消費者仍須回歸民法之規定以作為其請求之依據。 

依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122 號判決「惟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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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第 22 條定有明文。此係

為保護消費者而課企業經營者以特別之義務，不因廣告內容是否列入契約而異。是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所訂定之契約，雖未就廣告內容而為約定，惟消費者如信賴

該廣告內容，並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訊息進而與之簽訂契約時，企業經營者所負之

契約責任自應及於該廣告內容。」即可得知，我國實務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

之性質均是將其定位為契約責任性質，亦即若消費者信賴該廣告而與企業經營者訂

立契約，則該廣告當屬企業經營者契約責任之範疇58。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

容，若消費者對於該廣告有所信賴並進而與企業經營者締約，則該廣告內容將會因

此成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如前所述，該條性質為一契約責任並非侵權責任，因此企

業經營者對於該廣告所負之責任將由消費者回歸民法契約責任之規定以為主張，消

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並非請求權基礎。若企業經營者對於廣告不實有故意或過失

者，則消費者亦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規定對企業經營者請求懲罰性賠償

金，而有關懲罰性賠償金之問題，本文將於其後再作討論。 

另，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之規定，廣告媒體業若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廣告為

不實而仍傳播者，則對於消費者所受損害應與企業經營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消費者保護法對於廣告業者僅就廣告媒體業有明文規定，對於廣告代理業則無明文

限制，若實際探究廣告代理業性質，其對於廣告之製作是居於主導者之角色，若法

律未加以規範，則似乎是有所遺漏。針對此問題，有學者59由立法目的之角度出

                                                      
57 同前註 45，59-60。 
58 相同見解如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246 號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台上字 2347 號判決、最高

法院 99 年台上字第 2033 號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 248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
1924號判決、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 58號判決。 

59 朱柏松，「論廣告媒體業者之損害賠償責任－兼評最高法院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二○二七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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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對於可能產生疑慮提出解釋方式，其認為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雖是在交易秩

序之維持，但交易秩序一旦維持後，則消費者權益也將相對的獲得保護，因此公平

交易法應為廣義之消費者保護法。若對於同一事實二法規均有規定，則分別適用各

該規定；但若僅有其中一法規有明文，則在消費者權益保護之前提下，得以相互援

引各該規定加以適用。因此消費者保護法在消費者權益保障之前提下，可援引公平

交易法有關廣告代理業之規定加以適用，以修補消費者保護法可能之不足。故透過

此種解釋之方式以填補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之不足，使廣告代理業於消費者

保護法下，如其有故意或過失時亦必須與企業經營者連帶對於消費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 

企業經營者若使用不實之廣告，消費者保護法將有相對應之行政責任，消費者

保護法第四章行政監督、第 60 條之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及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真實

性查核之規定，均屬企業經營者對其所為不實廣告應負之行政責任。 

對一般交易相對人而言，其面對不實廣告時認為最為重要的通常是瑕疵如何獲

得救濟及損害如何獲得填補，交易相對人最著重者便是民事責任之圓滿，故在對於

交易相對人法律責任部分，於討論上便會較著重於民事責任，至於其他責任如行政

責任，通常會係立基於民事責任不足時之填補，且行政責任之探討多非僅是維護特

定消費者之利益，而帶有強烈之公益色彩，因此，本文後續將於對競爭者公平交易

法上行政責任作整體之討論。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之規定而言，似乎只要是依本法提起消費訴訟者，均

有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但若就外國立法例來看，懲罰性賠償金均僅適用於侵權行

為之情形，於契約責任應無適用，故究竟廣告責任有無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則有

討論之必要。 

針對此問題，企業經營者所刊登之廣告若為不實廣告，則其將因違反消費者保

護法第 22 條而應負廣告責任，該所指之廣告責任原則上應是指契約責任，但有學

者60認為若該企業經營者故意使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侵害消費者知的權利者，則

此時同時構成侵權行為，應當有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91期，17 (2002)。 

60 林德瑞，「懲罰性賠償金適用之法律爭議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110期，48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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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2481 號判決「消保法第五十一條引進懲罰性賠償制

度，其目的並非在於規範企業經營者違反契約時，對消費者所負之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而係在促使企業經營者重視商品及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利益，懲罰惡

性之企業經營者，並嚇阻其他企業經營者仿效。該條規定責令企業經營者就因不實

廣告所致消費者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乃侵權行為之特別形態，主要在維護交易安

全，保障填補消費者因信賴廣告所受之利益損害。該條規定與民法規範出賣人對買

受人所負之契約責任，二者旨趣要屬不同。且消保法對於請求權時效並未有明文規

定，故消保法第五十一條懲罰性賠償金請求權時效，應適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時效即二年。」從該判決可知悉，我國懲罰性賠償金之性質是定位為侵權責

任，因此只有企業經營者之不實廣告同時構成侵權行為時，始有懲罰性賠償金之適

用，否則應回歸契約責任處理，與懲罰性賠償金無涉。另，亦有實務見解61認定懲

罰性賠償金適用之標準，是以該所刊登之廣告是否有危及消費者之健康或安全為

斷。 

總之，不實廣告是否有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應以該不實廣告是否構成侵權行

為為斷。因不實廣告之判斷並不需有主觀要件之要求，故對於不實廣告是否有成立

侵權行為仍需個案認定，若認定構成侵權行為者，則法官得斟酌個案中企業經營者

主觀上之惡性程度以酌定該懲罰性賠償金之數額，但若不實廣告未同時成立侵權行

為，則消費者僅能回歸契約責任請求，也就無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餘地。 

(四) 依公平交易法所負之法律責任 

預售屋廣告若被認定為不實廣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交易相對人

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有排除侵害請求權及依同法第 31 條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若事

業對於該不實廣告之行為有故意者，則對於該事業有懲罰性賠償金之請求。另，有

關公平交易法行政責任部分，於承認消費者權益為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之前提下，

對於消費者亦應有行政責任之適用，且根據調查其實多數檢舉案件均是交易相對人

所為，反而競爭者甚少為之，之所以會有如此之結果，多是交易相對人無法與事業

                                                      
61 臺北地方法院 87年訴字第 2288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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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獲得協調，因而希冀透過公權力之介入以增加自己與事業間談判之籌碼，等於是

使用公權力來作為私法上紛爭之解決62。若實際審究問題點，其實對於交易相對人

而言，民事責任之有效及圓滿反而是其最重視的，行政責任之利用僅是促進民事責

任履行之工具，故本文認為行政責任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反而並非其所追求之核

心，故針對公平交易法之行政責任部分，本文將留待其後對於競爭者之行政責任討

論時，一併作完整之探討。 

(五) 不實廣告刑事責任之適當性 

對於不實廣告之刑事責任，有學者63認為應在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引進

刑事責任規定，惟本文認為應採否定見解。首先，由先行政後司法之觀點，所謂先

行政後司法係指某一些具有刑事制裁權之規範中，法律規定先授權行政機關一定權

限，處理相關之行政制裁，待其後處理效果不彰時再由法院發動刑事制裁64。因此

刑事責任原則上應附隨於行政責任之後，於行政責任無法達到規定效果時，始由刑

事責任加以制裁，不得貿然以刑事責任相繩，故若有不實廣告之情形，主管機關得

先行調查，調查結果若發現廣告有不實情事時，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請求更正

或停止該廣告之行為並得裁處罰鍰，如仍不配合，除繼續追究其行政責任外，亦得

同時移送司法機關論究刑事責任。除此之外，本文亦認為於行政責任介入後若廣告

主仍不改正者，則此時對於刑事責任之主觀要件認定上亦較易舉證，而可降低刑事

責任之舉證困難。再者，回歸刑罰之本質，刑罰具有最後手段性，必須行政責任或

民事責任已無法制壓該違法行為時，始有推出刑罰之必要，並且刑罰之最後手段性

仍須與比例原則相配合，亦即仍須考量該行為以刑罰制裁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而無輕

重失衡之疑慮。我國目前之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對於不實廣告問題已有民事

責任與行政責任之明文，法律效果之不彰是否達應引進刑事責任之程度，本文認尚

                                                      
62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發展」，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公

平交易委員會，410 (2002)。 
63 李憲佐，「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李憲佐財經法學論文集(一)，

自版，73 (2007)。 
64 高子展，公平交易法中刑事責任之研究－以先行政後司法之規範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7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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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存疑，況且交易相對人亦有民法之民事責任可作請求，故不實廣告之問題尚非難

以解決，刑事責任之規範可能有違最後手段性與比例原則。最後，因本文對於不實

廣告認為不需有主觀要件，因此即使對於該廣告並無故意或過失仍有可能構成不實

廣告，此亦為通說見解，若貿然引進刑事責任於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則可

能造成無故意或過失卻有刑事責任之奇怪現象，除了有違刑罰最後手段性，與比例

原則之精神亦相牴觸。因此，對於不實廣告之刑事責任直接回歸刑法規定，只有其

惡性程度達到應以刑法制裁時，刑事責任再加以介入即可。 

其實有關不實廣告是否課予刑事責任乙事，會因各國所採取之立法精神而有差

異，以德國法為例，依德國不正競爭法第 16 條「意圖造成所提供之供貨係特別有

利之假象，而於對於較大範圍之人所為之公開公告或通知中，透過不真實之陳述來

引人錯誤地進行廣告者，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得併科罰金。」可知65，德國法對

於不實廣告有刑事責任之課予，此乃源自於德國法之社會主義思考模式，依該法第

1 條立法目的「本法有助於保護競爭者、消費者及其他市場參與者免於受到不正當

交易行為。其同樣保護公眾受有未受到扭曲的競爭利益」即可知悉，亦即對於不實

廣告非將其視為純粹之經濟行為，而認為國家對於廣告行為應有加強介入之義務，

但儘管如此，若國家對於經濟活動做過多之干涉，對於經濟發展亦將產生一定程度

之不利影響，故德國法乃對於此刑事責任之規制作一定程度之限縮，首先，僅限於

故意責任而對於過失所為之不實廣告行為不以刑事責任相繩，再者，基於刑法之謙

抑性質，故德國實務於刑事責任之操作上將會做較為嚴格之認定。66反觀我國公平

交易法抑或是消費者保護法則並未有刑事責任之明文，主要差別在於我國是立基於

資本主義思想，故國家對於廣告行為不另立法以刑事責任相繩，原則上僅以民事、

行政責任規範，除非其惡性程度已達刑法規範程度，始以刑法規定制裁，此乃我國

採取與德國不同立法方式而未於公平交易法制定刑事規範之主要原因。 

目前我國實務上對於不實廣告多會認為係屬民事糾紛而否定其刑事責任，且亦

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之認定與詐欺罪之判斷係屬二事，依台灣高等法

                                                      
65 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之翻譯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 

doc/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2，最後瀏覽日期：2014/11/14。 
66 林銘作，廣告行為法律規範之研究，世新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00-101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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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99 年上訴字第 3074 號判決67「次按刑法詐欺罪之成立，必須行為人自始基於不

法所有之意圖，以詐術使人交付財物或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始能構成。至於民事

關係之當事人間之未依債務本旨履行給付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原因非一，或

因合法抗辯而拒絕給付，或因不可歸責之事由無法給付，甚至債之關係成立後，始

行惡意遲延給付，皆有可能，非必出於自始無意給付之財產犯罪一端；要難單純以

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被告自始有詐欺故意。………況不實廣告是否成立詐欺

罪，應依刑法第 339 條之規定予以判斷，與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之處分係屬兩

事，故不能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告公司之廣告有不實之處，即認定被告應成立

刑法之詐欺罪。」即可知悉，我國之不實廣告似乎仍難以構成刑法之詐欺取財罪，

因此或可思考由其他方式來達成此目的。 

有關不實廣告之問題，本文認為似乎可由懲罰性賠償金來著手解決，無論從減

少使用不實廣告之誘因或從交易相對人之主觀需求切入，提高懲罰性賠償金均為解

決不實廣告之方向。若可將懲罰性賠償金之額度提高至一定程度，廣告主勢必會重

新評估使用不實廣告所負擔之責任風險，將會使廣告主減少冒險使用不實廣告之誘

因或使廣告主能仔細審視每一則由其所發出之廣告，除能確保廣告之正確性外，對

於交易秩序及交易相對人之權益而言，亦得增加相當之保障。 

至於懲罰性賠償金之額度應訂於幾倍始為適當，則應由法官個案進行認定。而

法官審酌之依據則依廣告主惡性程度、使用廣告後事後態度或廣告使用之實際狀況

等客觀情形加以認定，酌定出適當之懲罰金額，因此，提高懲罰性賠償金額度除了

有嚇阻效果外，法官也保有較大之決定空間，使法官能在有效發揮之空間中酌訂出

最適當之賠償金額，使懲罰性賠償金得在嚇阻不實廣告與避免廣告主負擔過重間取

得平衡點。 

四、對競爭者之法律責任 

(一) 對競爭者廣告責任之內涵 

                                                      
67 相同見解如高等法院 97 年再字第 1 號判決、96 年上易字第 524 號判決、93 年上易字第 63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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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相對於市場上之交易相對人，對於不動產之交易知識與經驗均較為豐

厚，對於預售屋交易亦具備高度之專業知識，其知識程度與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

無所差異，因此，企業經營者使用之相同不實廣告，對於一般交易相對人而言，或

許有造成錯誤之虞，但對於競爭者則未必會產生如此結果，甚至不會造成相關競爭

者之錯誤或誤認，競爭者於權利主張上，若與一般交易相對人作相同標準，顯然有

失衡之疑慮，故本文認為競爭者在向使用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主張權利時，其相

關法律要件之認定，應較一般交易相對人嚴格，始為公允。 

另，競爭者之經濟實力通常與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相當，與交易相對人經濟

實力懸殊之情況不同，再加上預售屋交易標的金額龐大，若標的有不實廣告情事，

則將對交易相對人產生極大衝擊，相反的，對競爭者而言並不會產生直接之侵害，

較大之可能會是因他方使用不實廣告破壞公平交易秩序，因而間接的衝擊其業務

量，且從預售屋之產品交易性質而言，其經濟價值龐大，通常交易相對人作成一次

交易行為後，便極少可能會再重複作成交易行為，因此，交易相對人若因不實廣告

而作成交易決定後，競爭者便幾乎篤定喪失本筆交易機會，對於競爭者而言，其所

重視者反而不會是在損害之填補，而是公平交易秩序之回復。而回復公平交易秩序

最重要且最直接、快速之方式，便是行政責任之課予，故就實務操作上言，競爭者

通常會向公平交易委員會舉發68，藉由該會對使用不實廣告之企業競爭者作出行政

制裁，以達到公平交易秩序之回復，因此，相較於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著重之民事責

任，競爭者主張之重點便會擺在行政責任之制裁。至於民事責任部分，雖亦有其實

益，惟競爭者於主張上仍需克服許多困難，故行政規制或許較能迅速有效的滿足需

求。惟若事業所使用者是不實之比較廣告，則其侵害競爭者權益之情事將屬明顯直

接，或許競爭者民事責任主張上之必要性及可能性將會大幅提高。 

                                                      
68 公平會對於競爭者檢舉函覆之性質，學說上有不同之見解：觀念通知說，認為公平交易法並

無賦與任何人均可發動特定規制之舉發權利，因此檢舉人僅是基於公益目的單純的促請發動公權

力之行使；而行政處分說，認為從保護規範理論出發，公平交易法除了有保護市場自由與公平競

爭秩序外，亦兼有保障競爭者與交易相對人之利益，因此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之法律上權益不予

維護之決定，當然是屬行政處分。針對此問題，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 6 月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二)已
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檢舉函覆並非行政處分，其認為檢舉人並非大法官解釋第 469 號之可得特
定之人，因此其不予處分之函覆僅是事實性質，並非法律性質。對此，本文認為公平交易法對於

事業檢舉後之後續保障，似乎不太直接亦不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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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競爭者之民事責任 

競爭者對於事業所使用之不實廣告，若認為侵害其權利，得依民法第 184 條及

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請求損害賠償，並依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亦有排除、防止侵害之

請求權，惟如前所述，損害賠償中有關所受損害、因果關係及主觀上故意或過失等

要件舉證之困難，故若競爭者僅著墨於民事責任之主張，似非最佳選擇。另，競爭

者雖然亦得於訴訟前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性

認定相當嚴格，競爭者是否能夠通過該嚴格之必要性認定，已是問題，再加上本案

請求之舉證困難，競爭者若欲於民事責任獲得有利結果，則舉證上勢必花費極大心

力。 

競爭者若能夠通過嚴格之舉證責任，則其將能夠對於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請求

損害賠償或請求排除侵害，並且於訴訟終結前亦有聲請法院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

定之可能，但畢竟並非所有的競爭者均能夠安然的突破舉證責任之難關，因此，若

競爭者將太多希望投注於民事責任之保障上，本文認為似乎是期望過高。另，同一

特定區域中，通常會有數個競爭者，若其中已有競爭者向法院主張排除侵害或聲請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則其他競爭者勢必可能會抱持著搭便車之心態，希望不投入任

何資源而獲得排除不實廣告之結果，如此亦可能大幅減低競爭者主動挺身而出以尋

求法院救濟之意願，因此，民事責任除了必須克服舉證上之難關外，更有許多特殊

因素必須考量，對此，本文認為或許尋求其他更加有利之主張方式或救濟途徑，才

是競爭者所應極力思考之方向。 

競爭者相較於交易相對人而言，其經濟實力相當雄厚，專業知識亦較高，若對

手使用不實廣告致其受有損害，本文認為競爭者最為重視者，應非損害如何填補，

而係如何盡快除去該侵害權利之狀態，並回復市場之公平競爭秩序，針對此部分，

本文認為或許行政責任之加強，是可以思考之方向，以下擬就我國有關不實廣告之

行政責任進行討論，並且就可能之解決途徑作一併之思考。 

(三) 對於競爭者之行政責任 

對於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以下，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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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行使調查權，若調查結果認為違法行為屬實者，則依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之規

定，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之更正措施，並得處以罰鍰，若逾期

仍不改正者，則得以再命其改正，並且得連續處罰鍰至其改正為止。另，依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之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亦得命

其為更正廣告。 

針對公平交易法行政責任之規定，本文認為有關罰鍰部分，應堪稱是法規中高

額行政罰鍰之代表，亦即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有關罰鍰之處罰，其額度頗高，最高

額甚至可單次處五千萬元罰鍰，並可連續處罰，對於事業而言，將有一定程度之嚇

阻力。另，有關更正廣告制度，本文認為若事業因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命令而更正其

廣告內容者，則確實更正廣告制度將比須耗時許久之訴訟制度更有效率，更能立即

排除不實廣告於市場上之不利影響。惟本文對於公平交易法之規定，仍認為於制度

操作上可能會有一些問題，亦即有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規定之執行問題，該條

規定雖立意良善，但針對其命令之執行卻欠缺直接之強制力，若違法之事業對於公

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置之不理，則公平交易委員會似乎並無其他更有力之督促措

施，以處罰鍰為例，若事業置之不理，則似無其他可強制之措施；另，以命其停

止、改正行為或採取其他更正措施為例，若事業依然不從命令而為改善，則公平交

易委員會亦僅能繼續命令或處罰鍰，似乎並無更有力且直接之強制措施，針對此

點，本文認為消費者保護法之違法情節若重大，最終至少仍得命事業停止營業或勒

令歇業，且事業若不配合改正，消費者保護法第 37 條亦有損害公告制度，至少可

立即使消費者週知，避免不實廣告狀態繼續存在，惟反觀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堅不配合之事業，似乎僅能繼續開罰，而無其他更立即、快速排除之力

量，對此，本文認為似乎可在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中加上督促行政規制實現之強制

力，以更正廣告為例，若事業堅持不配合更正廣告者，則可直接由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其更正廣告之內容，若仍不配合，則可直接勒令事業停止營業或歇業，如此似乎

可較直接的嚇阻事業，使其立即改正違法行為，只不過該強制力量相當大，於操作

上須小心謹慎，避免破壞市場上之交易秩序。因此，有關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之操

作，本文認為應可衡量事業行為之惡性程度，例如事業大多數建案均有不實廣告之

情形或事業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之命令完全置之不理，而程度達到必須先令其停止

營業或歇業，始足維護社會交易秩序者，似乎不妨可賦予主管機關較大之強制力或



9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裁量空間。 

另外，根據本文針對公平交易委員會不實廣告裁罰之整理（整理期間自民國 99

年至民國 103 年 4 月），裁罰金額最高者僅 200 萬元，甚至許多個案之裁罰金額均

落在 50 萬元左右，相較於預售屋建商動輒上千萬甚至上億元之利益，似乎可在比

例原則之前提下作更大膽之裁罰，方能有效遏止不實廣告。 

有關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 98 年 2 月 11 日公處字第

098027 號處分書69「……準此，被處分人皇翔公司及被處分人海嘉公司明知或可得

而知日後給付之內容雖與廣告相符，惟與竣工圖不符，且經建築管理單位認定違反

建築法相關規定，是以系爭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依一般常理，該景觀燈裝設位置，尚不致影響建物結構亦非

消費者購屋重要考量因素，故被處分人皇翔公司所辯，尚屬可採。」、103 年 7 月

30 日公處字第 103095 號處分書「另被處分人指稱消費者購屋前均詳述告之建物狀

況，並在消費者同意購買後，再簽訂同意變更之文字，惟此部分僅係事業於特定人

為交易決定後，就建物內容以文字載明買賣雙方之權利義務範圍，與廣告目的並不

相同，爰買賣雙方以契約方式另為補充、補正說明並不影響不實廣告之認定，被處

分人尚不得據此主張免責。」及台灣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289 號判決70

「建案廣告內雖載有『本案為都市計劃區甲種工業建築用地，建照依縣府法規之總

量管制合法申請』、『土地使用分區:甲種工業建築用地』等字樣，惟廣告整體內容

已足以導致消費者陷於錯誤。」可知，我國實務見解對於不實廣告之認定，僅需該

廣告之內容不實而足以引起一般社會大眾陷於錯誤，且該廣告於交易上具重要性質

即可，至於個別消費者於簽約時是否知悉該建物狀況，則非所問。 

綜上所述，實務有關不實廣告之責任課予上，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似乎不相符

合。姑且不論競爭者民事侵權責任主張上之困難，即使是交易相對人若其明知或可

得而知該建物現況，則於民事契約責任之主張上亦將會受到限制，而現行實務上企

業經營者多會透過契約明文約定或是交屋時房屋現況之告知與比對，來減輕或免除

                                                      
69 相同見解如公平交易委員會 101 年公處字第 101167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1161 號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10405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165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160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160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0043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101193號處分書等。 

70 相同見解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2147 號判決、100 年訴字第 1725 號判決、99 年
訴字第 2189號判決。 



 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之研究－以預售屋廣告為中心 91 
 

10304 

其契約責任之負擔，而我國法院亦多接受企業經營者之抗辯而認定該約定有效，因

此造成交易相對人在契約責任之主張上常會因其主觀上之認知而受到限制；惟反觀

行政責任之處理上，卻未對相對人作嚴格之認定，僅須該廣告有使一般社會大眾有

陷於錯誤之虞即會認定為是不實廣告，至於個別交易相對人對於該建物現況之知悉

與否，則無太大影響。之所以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之操作上會有如此之差距，最主

要原因是兩者在法律規定之要件上及法律效果上均有差異，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及行

政法院對於企業經營者有關不實廣告行政責任之課予，並不影響民事法院有關民事

責任之認定，民事責任之認定上法院仍應就法律規定及個案狀況做不同之判斷及處

理。 

(四) 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行政責任之競合問題 

1. 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行政責任本質上之不同 

學者71多認為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間存有本質上之差異，首先，立法目

的方面，公平交易法主要是在建立公平交易秩序，確保市場上公平競爭與經濟繁

榮，因此，公平交易法是著重於個別事業與事業間之行為，是否涉及市場上之消費

大眾，則非其所著重；而消費者保護法則以消費者權益保障作為中心思想，且以企

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有關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法律關係作為規範對象。再者，規定

方面，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惟該廣告是否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仍須由行政機關進行認定；而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廣告責任之

規定，則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直接將廣告內容納入契約中，並於同法施行細

則第 24 條有關於廣告真實性查核之規範，因此，消費者保護法操作上會比公平交

易法更為具體。另，法益保障方面，公平交易法主要是在規範市場上之公平競爭，

雖然其亦發揮消費者保護之功能，但重點仍是在於事業之正當競爭自由。例如：事

業以不公平競爭之手段從事競爭，消費者因此得到低價多量之優惠，雖消費者權益

似乎得到了滿足，但市場上之公平交易秩序仍有可能受到破壞。因此，公平交易法

                                                      
71 張其祿，「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

中心」，第 13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公平交易委員會，2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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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消費者保護法最大不同便是在於公平交易法所保障之多重法益，因依公平交易法

第 1 條之規定，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其相較於消費者保護法僅著重在消費者權益之保護

而言，仍有差異存在。 

 
2. 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競合之可能性及實務操作 

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行政規制，除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之調查處理外，

尚有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之行政罰與更正廣告；而消費者保護法對於使用不實廣告

之企業經營者，則有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得令企業經營者針對廣告之真

實性進行證明，課予違法之企業經營者較高之舉證責任，姑且不論該等規定有關舉

證責任轉換之妥當性，如此真實性查核之規定，確實對使用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

者，將因此負擔較重大之責任，且依同法第 60 條之規定，若企業經營者違法情節

重大者，甚至得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其法律效力相當強大，若主管機關願意

積極加以查核或介入，本文認為行政規制似乎比起民事責任而言，更有效力，對於

競爭者而言，似乎亦更能快速排除不實廣告繼續存在，甚至有使該不良廠商暫時停

止營業之可能，對於競爭者於市場上之公平競爭權益，比起民事責任而言，應較有

效率且更加有效的進行回復或保障。至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4 章以下之行政監督之規

定，於不實廣告是否有所適用，則有不同之見解72，若採取肯定看法，則消費者保

護機關得對於不實廣告之企業經營者進行調查處理。 

從論理上而言，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確有競合可能，惟就我國目前實務

而言，似乎並無此問題，根據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我國消費者保護機關對於不實

廣告應有一定程度之行政規制權限，但目前有關預售屋不實廣告之裁罰部分，多移

由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裁處或規制，而少有主動進行行政規制之情形，似乎不會有

重覆處罰、規制之問題，亦無競合下如何處置之疑慮，惟本文認為消費者保護法上

                                                      
72 否定之見解認為立法沿革上，廣告責任本即非消費者保護法行政責任所欲涉獵之問題，消費

找保護法對於廣告責任之部分，重點是擺在廣告主之廣告責任與廣告媒體業之連帶責任。另，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 33 條、36條及 37 條之用語切入，有關行政監督規定之適用，必須以該商品或服
務本身有損及消費者之虞，當然不及於不實廣告；而肯定之見解認為應使企業經營者負擔行政責

任，始能有效嚇阻並且保護交易相對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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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企業經營者之行政規制，有部分規範相較於公平交易法而言，確實較有強制力

與嚇阻力，若有關不實廣告之全部行政規制均歸由公平交易委員會進行處理，則似

乎無法善用消費者保護法上之相關有利規定，對此，若能同時善用公平交易法與消

費者保護法之行政規制，似乎是一可思考之事。 

(五) 小結－現行法下行政責任缺失之改正 

競爭者因不實廣告因而受有損害者，如前所述，雖得向該事業主張民事責任，

惟民事責任主張常須附帶高度之舉證責任，導致民事責任之成功率受制於舉證困難

而門檻較高，針對此問題，本文認為競爭者與一般之交易相對人最大之不同便是在

於，競爭者具有雄厚之經濟實力與專業知識，因此，民事損害之賠償或許並非其所

最為在乎之事，其所重視者反而應是在於如何立即去除該廣告於市場上之影響，雖

民事責任之主張上亦有制度得以排除該不實廣告之繼續存在，惟該制度除了須歷經

長久之訴訟過程外，最重要者亦是在於舉證責任之高難度，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或

許可以藉由行政責任之有效落實，達到即時除去該廣告之目的。 

有關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依消費者保護法有行政監督、停止營業、勒令歇業

與真實性查核之制度，而依公平交易法則有調查處理、行政罰與更正廣告，上述各

該法律規定對於不實廣告均有立即性之處理模式，如消費者保護法甚至對於情節重

大之情形可直接命其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惟反觀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雖有

行政罰與更正廣告之制度，但對於不依命令履行之事業，公平交易法卻未有如消費

者保護法之強制措施，因此，公平交易法雖有立意良好之制度設計，但在未有強制

力量配合之下，反而對於不配合之事業會有莫可奈何之狀況，對此，本文認為似乎

可於公平交易法中修法納入事業不配合之強制力量，使主管機關得以有效落實各該

規定之立法意旨。 

再者，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有關行政規制之規定，理論上似有競合之可

能，惟目前實務上均會將有關預售屋廣告之裁罰歸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統一處理，實

際操作上應無行政規制競合或重複處罰之問題，但本文認為消費者保護法中之許多

規範有著公平交易法所無之強制力與嚇阻力，若能善加運用則對於不實廣告之遏止

應有一定成效，故如何善用兩部法律之相關規範似乎可作進一步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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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預售制度於我國之使用歷史已相當久遠，尤其於不動產之交易上，更有極重要

之地位，因不動產之價格高昂，若建造成本全然由建商一筆拿出，對其經濟能力將

是一大考驗，預售制度因能解決建商資金調動之問題，故常受到建商之使用，惟鑒

於預售制度無法使交易相對人於締結契約之第一時間便知悉房屋狀況之特殊性質，

對於房屋之建造後實際狀況，僅能透過想像之方式，其想像素材許多時候源自於建

商之廣告，故若建商所使用之廣告涉有不實，則交屋後勢必會有紛爭產生。對此，

如何判斷該廣告是否為不實及其法律責任上如何規制，相當重要。 

有關不實廣告之判斷問題，我國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均有規範，惟公平

交易法規定為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消費者保護法則似乎較著重於廣告真實性之問

題，對此，本文認為為使兩法規範內涵一致，似應將消費者保護法之用語修改為

「不誠實廣告」，以使不同法規於判斷上，能得出相同結論，避免紊亂。另，公平

交易法中有關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兩者之關係上，本文認為是例示與概括規定之關

係，亦即虛偽不實僅是引人錯誤中之一種類型，並非唯一，而引人錯誤則是概括之

概念。至於是否引人錯誤之判斷上，本文則認為欺罔為引人錯誤之上位概念，因此

以其法律要件進行檢驗即可，若符合，即應認定為引人錯誤廣告，亦即不實廣告。 

於判斷該預售屋之廣告為不實廣告後，再來便是在於法律責任之課予。針對交

易相對人部分，本文認為交易相對人通常為一般社會大眾，其最為重視者應為是否

購買到合理且等值之商品，因而若所購預售屋有不實廣告之情形，將產生極為重大

之損害，此時，雖有關之行政責任亦有適用之餘地，惟本文認為，對於交易相對人

最為重要者便是在於如何填補其所受之損害，故民事責任對於交易相對人應較為重

要。另外，交易相對人相較於競爭者而言，其專業知識程度相差甚多，若於認定法

律要件時，兩者均採同一之認定標準，則似乎有失之衡平之嫌，因而本文認為於法

律要件與舉證之認定上，交易相對人相較於競爭者而言，似乎應可作較為寬鬆之認

定，而競爭者因與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實力相當，故應作較交易相對人更為嚴格之

認定標準，較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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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易相對人之民事責任又可分為先契約義務、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契約

責任於主張上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舉證及賠償內涵上似乎較為有利，因先契約義

務之賠償內涵僅為信賴利益，並未較有利，而侵權責任則是仍須克服舉證責任之問

題，對此，本文認為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之規定，於舉證責任上似乎可作對交易相

對人較為有利之認定方式，亦即只要交易相對人能證明事業之行為違法，即推定事

業之行為具有過失，而由事業舉反證推翻，如此較能兼顧雙方之利害與衡平。 

另外，有關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規定，本文認為其應是契約責任之性質，

只不過該條之規定仍無法直接作為請求權基礎，仍須回歸民法之規定處理。但對於

該條規定，本文認為似乎可以對於廣告是否為契約一部延伸出另一不同之觀點，因

為對於廣告是否成為契約之一部一直以來均是本於廣告之性質，亦即要約說與要約

引誘說而產生不同之論爭，對此，本文認為可由該條之規定出發，以對於廣告是否

為契約之一部有不同之切入點，該條是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

於廣告之內容，而對於該法律規定之性質，學說上雖有法定擔保責任說與意定信賴

責任說之不同，惟本文認為應採意定信賴責任說較為妥適，雖法定擔保責任說對於

消費者而言較為有利，但本文認為若消費者之消費決定並未因該不實廣告而陷於錯

誤者，則似乎不應再允許消費者以此作為主張，否則對於企業經營者之責任課予，

似嫌過重，且與誠信原則亦有所違背，因此，只有消費者因該不實廣告而陷於錯誤

時，該廣告始會成為契約之一部。 

有關不動產不實廣告之契約責任上，不論是預售屋或成屋，在主張上均存有一

定程度之困難性。在房屋銷售實務上，若是預售屋銷售，則建商常會預先於契約中

明文約定一切事項均以契約為準，若廣告內容與契約牴觸，仍以契約為主；若係成

屋銷售，則建商於簽約前會先帶交易相對人看屋，使其了解屋況後始行簽約，因

此，目前我國實務上契約責任之主張，常因銷售實務作法，因而法院認定交易相對

人對於房屋現況為明知或可得而知來減輕或免除建商之契約責任，故交易相對人於

契約責任之主張上是困難的。 

有關不實廣告之刑事責任問題，以我國實務為例，法院多以民事紛爭為由否定

業者之刑事責任，少有對於不實廣告課予刑事責任者。而有關其刑事責任適當性問

題，本文認為基於先行政後司法及刑法謙抑性之概念，刑法似乎不應過早介入，除

非企業經營者之不實廣告行為之惡性程度確實已達必須由刑法加以懲罰之程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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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符合刑法嚴格之法律要件要求者，則得以刑法相繩，而此標準本文認為應作相

當嚴格之標準，如此始能讓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有其適切之分際區隔。若未達必須

以刑法相繩之程度，惟確有其必須懲罰之必要時，本文認為不妨得以懲罰性賠償金

入手，亦即透過加高懲罰性賠償金之方式，以制裁加害人，至於加高之程度如何，

本文認為此仍應由精密之立法技術以進行計算、規劃，於此先不驟下結論。  

對於競爭者之民事責任部分，因競爭者與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間並不具有契約

關係，故競爭者當然並無契約責任之適用餘地，本文僅就侵權責任進行討論，而侵

權責任又可分為民法第 184 條之一般侵權行為及公平交易法第 31 條之侵權行為，

若競爭者能舉證其因不實廣告所受損害，當可請求損害賠償，惟有問題的是在於，

競爭者對於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在舉證責任上難以克服，尤其於所受損害及因果

關係上，更是難以舉證，因為影響事業銷售預售屋成績之因素眾多，除受不實廣告

影響外，亦會受建案本身吸引力、市場景氣及政府法令制度等因素所影響，因此，

競爭者要直接將所降低之銷售量連結至不實廣告之影響上是有困難的，再加上本文

認為競爭者應課予較交易相對人更重之舉證標準，致使競爭者在民事責任上可能較

難以突破，況競爭者乃屬經濟實力雄厚之個體，損害是否填補或非其所最為在意

者，如何盡快回復公平交易秩序可能才是其所重視者，因此，本文認為競爭者所應

著墨者，應為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 

而有關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我國有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其中

公平交易法之行政規制強度似不如消費者保護法，且依本文所整理公平交易委員會

民國 99 年至今之行政處分，該會對於不動產不實廣告所為處分似乎與建商所獲利

益有所差距，無法有效落實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所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高度權限之

立法目的，因此，本文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於執法時，似乎可在不違反比例原則之

下作更大膽之處分，以有效遏止不實廣告。另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間，論理

上雖有競合之可能，惟就目前實務操作而言，已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行政規制之

權限行使機關，而少有競合之疑慮，然消費者保護法中部分條款確實較公平交易法

更具嚇阻力與強制力，因此兩者間如何運用始能達到有效執法之目的，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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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Liability of False Advertising－Focusing on Pre-sale Houses 

Hsieh, Tsung-Hsie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liability of false promotion in pre-sale housing. 

Advertising aimed at consumer behavior has an apparently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ce the 

deal does not match the content of the promotion, consumer rights will be seriously 

infringed. As far as high-end purchasing is concerned, such a problem might lead to 

greater damage in relation to trading order and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connotation of false advertising related to pre-sale housing is first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Connotation refer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w house sales and advertising 

concept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ver the aspects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establish 

criteria for false advertising, assimilate different opinions that are currently prevalent, and 

eliminate operational confusion. Secon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strength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etween consumers and competitors is asymmetric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biased comparisons when using one common standard.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system for the legal liability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regard to pre-sale 

houses as well asstraighten the operational shortage in Taiwan. 

Keywords: Pre-sale House, False Advertising, Competition Law, Legal Liability, Punitive 

Da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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