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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不實廣告、無實證廣告、二階段快篩、罰鍰預測系統 

一、研究緣起 

社會經濟活動中，透過廣告作為推介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已經成為商業活

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廣告內容所揭露之交易資訊對消費行為之締結具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力，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本條規定為公平會裁處不實廣告所涉及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之主要法律依據。 

公平會並為第 21 條案件之適用訂有處理原則 及各產業可能涉及不實廣告之

處理原則 ，而凡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法依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

加以規範者，尚可檢視有無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帝王條款適用。惟，廣告內容及

態樣多變，其呈現方式日新月益，現行法有關不實廣告之管制，除了公平交易法

外，尚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或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健康食品管

理法第 14 條規定及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等規定之適用。個案中發生法

條競合時，又應如何適用。 

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不實廣告構成要件該當之成立要

件，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當迂迴設計廣告行銷

管道時，誰才是受裁罰對象，尤其有關建案或購物台、新興平台精準推播廣告之

行為主體認定，在實務執法上常有爭議；又舉證責任風險分配在誰身上，按消費

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廣告主應就廣告內

容真實性負舉證責任，然公平法並無此規定，有關不實廣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

問題，應由公平會負擔舉證責任，抑或由業者負真實表示之義務，是否可類推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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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保法之舉證責任分配，不無討論空間；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一項之不實廣告

構成要件中「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廣告內容是否構成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虞者，法院雖有審查權，但主管機關公平會亦享有判斷餘地，公

平會之各項不實廣告處理原則是否即判斷餘地之準則，是否能更立明確之基準，

容有討論必要；又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之「廣告」及「其他使公得知方法」，

在法條文義解釋上係指對「不特定多數人」或「特定多數人」為之，應予釐清如

何認定；而廣告係一段時間之持續曝光，在不同媒體或不同時間刊播廣告，係屬

一行為或數行為，則其行為數、裁處權時效應如何計算，皆有討論必要。 

在法律效果部分，目前公平會係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款為罰鍰裁量之

基礎，亦參考以往相同或類似案件之罰鍰額度，就產業別及個別產業交易形態作

綜合考量 。然，此項裁量形成之結果，是否能歸納出類型化之基準，以妥適就其

違法程度進行裁罰。而目前公平會就個案裁罰之罰鍰額度形成亦履受行政法院挑

戰，則公平會目前如何評估案件情節與其罰鍰額度，其計算基準之妥適性為何並

是否能建構客觀數值性指標，作為相似案件罰鍰的參考，期能爭取當事人及行政

法院之信服，皆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達本研究計畫之主旨，並配合委託研究之需求，本研究計畫主要採比較法

學法、個例分析法及歸納法等研究方法，最末作出結論與建議。各該研究方法分

述如下： 

（一） 比較法學法 

在外國法制方面，主要以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日本獨占禁止法為

比較研究對象，觀察該等先進競爭法國家對於不實廣告之規定、審查程序及重要

實務案例之發展。從不實廣告法規範分析之觀點出發，由探究美國、歐盟及日本

等國內外不實廣告立法形成之法益保護核心、法規範架構、及因應網路及媒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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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下新型態之廣告手法之法規，並且作為本研究計畫之論理及實證基礎。另

由於不實廣告另涉及消費者保護爭議、仿冒之商標法等相關規範對於各該產業發

生之不實廣告亦有相關規範，是以在公平法與產業相關規範發生法規競合適用之

情形下，不實廣告行為在公平法與產業法各扮演如何之角色地位，併予以評析。 

（二） 個案分析法 

蒐集國內公平會處分書及行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裁處之重要案例，尤其策重

於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廢棄公平會行政處分之個案，深入探討行為主體、

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構

成要件適用及裁處權時效等議題進行分析。並透過彙整案例類型以及利用統計分

析方式，將各類型的構成要件彙整成可供統計分析的客觀數值性指標，藉以建構

一個統計預測模型，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鍰制定的參考。 

（三） 歸納法 

歸納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對於不實廣告行為之規範，提供公平法或第二十一

條案件處理原則或相關處理原則有無修正必要、公平會如何提升審查此類案件精

緻度之若干建議事項。並配合本研究通篇架構，不實廣告是否涉及市場界定、市

場結構與限制競爭爭面向之延伸研究成果，視情況於研究成果中之經濟分析或結

論之相關章節中作適度探討。 

由於本計畫團隊採雙法律與雙經濟專業成員組成，在研究報告撰寫時亦各依

成員專長領域分工。其中，法律面由陳蕙君教授與顏廷棟教授分工負責，經濟面

由馬泰成教授與張宏浩教授負責。研究執行過程中，陳蕙君教授主要負責我國公

平法不實廣告規範架構、歐盟競爭法中之不實廣告行為規範之研究基礎進行介紹

撰寫與評析，並節選第三章半數重要案例，最後在問題提出與討論方面，主要負

責特定多數人／不特定多數人、行為數認定與法規範競合等三議題歸納撰寫；顏

廷棟教授主要執筆日本與美國競爭法之不實廣告法規範之研究與評析，並節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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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半數重要案例，最後在問題提出與討論方面，主要負責行為主體與構成要件、

舉證責任與裁處權時效部分議題之歸納撰寫，並針對引進日本法之無實證廣告修

法，具體提出建議。馬泰成教授主要負責針對不實廣告之產業結構與反競爭效果

背景進行介紹，並參考外國立法例具體提出二階段快篩標準供未來執法參考；張

宏浩教授則蒐集歷史執法之不實廣告案件裁罰數據，透過最小平方法與拉索迴歸

等大數據分析方式進行實證結果分析，並提出可行的不實廣告裁罰預測系統，期

能作為輔助落實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裁罰衡量依據。 

本計畫工作群組將以蒐集近十年我國最高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訴願會

廢棄或發回公平會及前審級行政法院及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有關不實廣告之

處分書及行政判決為主要基礎資料，並納入不在時間區間內之指標性個案，於蒐

集完成、對判決作初步整理分析後，經評估不再以公平會出版本認識公平交易法

已詳實介紹之不實廣告類型例示分類為基礎，而主要策重於不動產建案銷售廣告

及新興平台廣告之爭議，對照本次研究主題，進行資料整理、分類並篩選出重要

參考案例。 

因應時代趨勢，網路平台新興廣告型態，可預見未來在實務執法上案件會增

加，本研究以公平會先前相關不實廣告研究案，如 108 年度由杜怡靜教授執行之

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及 109 年度由楊智傑教授執行之公平交

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中，有關新興平台廣告之行為態樣為基礎 ，

針對新興平台廣告之不實廣告涉及之行為主體或構成要件適用爭議，參照本案研

究成果進一步加以分析討論，並提出意見以作為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 

本研究工作群組在進行國內外立法例及重要判決內容進行分析、釐清其判決

理由陳述之基本法理、與進行比較法研究後，評估國外發展趨勢足為我國公平會

未來執法借鑑與精進方向，並就不動產建案銷售類型及新興平台不實廣告類型，

擇重要案例進行介紹與評析。其次，視國外案例及研究發展趨勢，透過產業分析

適度探討廣告行為是否需要考慮市場界定及限制競爭等面向問題。提出新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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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產業獨占事業不實廣告行為之二階段快篩基準。第三，蒐集彙整案例類型

以及利用大數據分析方式，統計分析的客觀數值性指標，建構出統計預測模型（尤

其策重在建案廣告案件之預測分析個案罰鍰數額），提出裁罰預測系統，期能配合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款之裁處罰鍰應審酌事項，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鍰

制定的參考。 

最後，本研究將綜合各國不實廣告之法規範內涵、外國立法例及案例、國內

各該重要判決評析之成果及統計模型分析預測結果，藉由外國法制之理論及實務

發展之分析，對應我國法院就不實廣告之重要判決內容可能蘊藏之問題點及缺失、

並視國外案例及研究發趨勢，適度探討廣告行為是否需要考慮市場界定及限制競

爭等面向問題提供主管機關參考，期能作為強化公平會未來不實廣告個案之心證

形成及處分立論基礎。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及重要發現如下： 

（一） 經考察美國、日本及歐盟等競爭法執法先進國家之競爭法法制與執法經驗，

首先可以發現各國對不實廣告之執法重點在於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對市場競爭

秩序及市場效能所帶來的影響；其次，在舉證責任方面，日本贈品表示法

提出之無實證廣告規範之相關作法，能有效降低執法機關舉證責任負擔，

值得我國借鑑；第三，就比較廣告部分，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與誤導

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認為比較廣告對增進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認知有其

助益，而本質上並不違法，只有在未合於指令對比較廣告之要求標準時，

始有非難必要；第四，在新形態網路廣告部分，對於廣告之定義較台灣寬

鬆，對象並未限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刊播行為，在適用彈性上較能因應網路

發展快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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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蒐集、整理、歸類、分析我國法院有關不實廣告之重要行政判決及處分書，

依不動產建案銷售類型及新興平台不實廣告類型之構成要件、行為主體、

行為數、裁處權時效及法規範競合等議題之實務見解，針對重點節錄後予

以類型化評析。 

（三） 因應網路與傳播媒體發展趨勢，釐清公平會在處理新型態不實廣告案件時，

既有建立之不實廣告規範涵攝要件，可能面對網路行為差異而衍生問題，

例如在精準推播廣告部分，即衝擊現行實務見解中有關廣告必須是針對不

特定多數人進行推播之現行見解；而外國立法例之作法，主要策重於觀察

不實廣告對競爭秩序之影響，我國既有見解實應在規範目的下採較彈性之

認定基準，主要策重於廣告不實對競爭效能之危害為宜。 

（四） 在 95 年 12 月 15 日公法字第 0950010723 號廢止「行政院公平會裁處罰鍰

額度參考表及適用說明」，有關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適用及裁罰

合理性多受行政法院挑戰。本研究透過彙整案例類型以及利用大數據分析

方式，配合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款之裁處罰鍰應審酌事項，建

構不實廣告裁罰預測系統，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鍰制定的參考。 

（五） 現階段公平會處理不實廣告幾乎未見獨占事業透過不實廣告形成市場進

入障礙之案件，然在科技市場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深入你我生活的趨勢下，

參考國外先例，國內並非絕無發生可能，建議宜預作評估因應。本研究爰

提出二階段快篩基準，期能作為未來新創產業或傳統產業等獨占事業透過

不實廣告形成市場參進障礙之因應啟示。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1. 行為主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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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規範之行為主體頗為廣泛，除涉案商品或服務之廣告

主外，建議行為主體認定宜著重於參與不實廣告之決策影響力，但凡參與策畫決

定、製播過程加工之廣告代理商、廣告媒體業或薦證人，只要就不實廣告刊播有

其決策影響力，即應受到本條規範，如此建構行為主體連結，有利完善規範體系

而強化不實廣告之遏止違法效果。 

2. 廣告刊播對象係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對照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不實廣告之效果為「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

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揭示「虛偽不實」、

「引人錯誤」之違法判斷標準較為嚴格，除不特定之一般大眾，並涵蓋對於特定

相關大眾有引起誤認廣告內容或足以影響交易決定者，皆可能認定其構成不實廣

告。如此執法標準，顯然超過廣告使不特定「公眾」得知方法之法條文義範圍，

以致處分案件衍生爭議，且可預見將排除大多數新興平台精準推播廣告之管制，

有礙競爭秩序維持，是以建議公平會宜應刪除現行處理原則對於「相關大眾」表

示部分之規範。 

3.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補強事證 

不實廣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判斷之性質，公平會處分

案件大多未予具體認定，如此在重大件可能有影響處分公信力之虞。參考美日執

法機關調查方法，公平會查處受害人數眾多、金額龐大或有無廣告表示效果判斷

不易等重大不實廣告案件，應可藉助問卷調查、網路等媒體瀏覽紀錄之統計資料，

以一般消費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之感受、使用相關商品 （服務）之意見心得等事

證為基礎，據以判斷涉案廣告表示是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事項，強化行政

法院對公平會認定個別不實廣告處分案決定之支持。 

4. 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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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件，必須承擔證明其合致

公平法第 21 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任能力之負擔。從比

較法觀點，日本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規範功能，

與我國公平法立法目的相通；且該日本法制之無實證廣告規範，限制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命廣告主提出表示具備合理依據之證明，有助於提升查證不實廣告之執

法效率，亦能符合保障當事人程序正義之要求，是以公平法應有引進此無實證廣

告規範之必要性。因此建議事項如下： 

(1) 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

期命事業提出為商品表示或表徵有合理依據之證明；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2) 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有關本法第二

十一條案件，如附表二例示之表示或表徵說明商品 （服務）使用最

高級用語、具備一定效果或性能等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

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表示或表徵內容是否相符

者，本會得限期命事業提出該表示或表徵內容有合理依據之證明。 

前項所稱有合理依據之證明，係指銷售數字、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

證或科學學理、實驗依據者。 

第一項命提出證明之期限，自命令送達之日起算，最長為十五日；但

有正當理由者，事業得以書面申請延長提出期限。」 

5. 裁處權時效 

依據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 3 年裁處權時效期間，原

則自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終了時 （停止刊播不實廣告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

發生在後者，例外自該結果發生時 （發現廣告內容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起算。

目前公平會以建商預知或可得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裁處權時效，或可即早發現

違法行為介入查處；但同時也有交屋時裁處權業已罹於時效之法制缺失，況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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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主觀之認知起算時效期間，實務認定易生爭議。是以建議公平會宜應刪除不

動產不實廣告處理原則該點規定，回歸以停播不實廣告 （違法行為終了時）或發

現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行為結果發生時）等時點起算裁處權時效。 

6. 行為數認定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所謂「一行為」，須就具體個案事實情節依據行為

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害法律效果，斟酌被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條文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判斷

決定之。本研究認為行為數認定基準，適用在不實廣告案件中，需分別就主觀決

意及客觀行為態樣觀察之。例如在主觀決意方面，透過真正廣告行為數量之決意，

在單一決意「一次製作之同一廣告頁」中，再加上客觀行為態樣，如廣告刊撥之

執行細節於不同之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等

因素，乃基於 2 次以上的行為決意，而實施 2 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應分

別評價，分別處罰之。透過行政罰上一行為之認定標準，適用在個案中具體情節

考量其廣告形成之決意過程，再加上刊播行為之實施亦為不同階段，為二行為之

認定。 

而在客觀評價廣告常有持續性及反覆播送之態樣時，倘長期持續反覆實施之

違規廣告行為，在法律上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該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廣告行為，

得藉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因行政機關裁處

後，始中斷其接續性，而區隔為一次違規行為，嗣後行為人所為該當構成要件之

違規行為，始為另一行為之開始 。 

7. 法規競合 

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範內容來看，涵攝範圍仍有差別，本文建議可參

考歐盟就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與不公平商業行指令之規範競合因應方式。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分工，前者實應策重於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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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具體廣告手法，進而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

競爭手段個案；而後者則性質上屬於「安全網」性質的基礎規定，應著眼於以欺

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

交易機會，或事業之廣告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等導致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

受到侵害之案件。倘若不實廣告行為尚未達不正競爭或侵害公平競爭本質程度者，

即應回歸民事上消保法或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適用，以區別公平法保障競爭秩

序之特質，與消保法保護消費者權益之法規範保護差異性，選法分工調和或可作

為我國未來執法趨勢參考。 

（二） 長期性建議 

1. 建立二階段快篩原則 

現階段公平會處理不實廣告幾乎未見獨占事業透過不實廣告形成市場進入障

礙之案件，然在科技市場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深入你我生活的趨勢下，參考國外先

例，國內並非絕無發生可能，建議宜預作評估因應。本研究爰提出二階段快篩原

則，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作為是否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

件之標準。 

第一階段：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第 21 條

等不公平競爭條款取締其違法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廣告是否涉及創新競

爭。如該等行為確係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以致影響創新商品進入市場，

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啟動第二階段作業。反之，如若不實廣告僅導致誠實者

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不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仍以第 21 條審理該等違

法行為。 

第二階段：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獨占要

件。如是，則基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該等行為即符

合阻礙性濫用要件，該當公平法第 9 條限制競爭罪責；否則仍以第 21 條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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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不實廣告裁罰預測系統有助裁罰合理性 

本研究透過蒐集歷史執法之不實廣告案件裁罰數據，透過最小平方法與拉索

迴歸進行實證結果分析。透過大數據分析，藉由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跟使用最

小平方法所得出的係數相比，解決變數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並提出裁罰預測系

統。在智慧執法趨勢下，透過裁罰預測系統作為行政裁量或司法裁量之客觀輔助

工具，以期增益公平會執法時罰鍰制定之參考，更能進一步落實施行細則第 36 條

要求執法時應注意「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之要求，未來

作為公平會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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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社會經濟活動中，透過廣告作為推介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已經成為商

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廣告是事業傳達資訊的主要方法，是消費者

獲悉商品資訊的途徑，也誘發消費與否的決定及對消費行為之締結具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力1，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事業

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為落實執法，

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訂定「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

理原則」2，針對公平法第 21 條之構成要件及處理程序作基本規範3，並為

訂有各產業可能涉及不實廣告之處理原則4，作為公平會裁處不實廣告行為之

主要法律依據。 

由於市場力量或資訊不對稱，會導致產品價格超過競爭價格，形成錯誤

價格，不僅會損及交易相對人之經濟地位，同時無效率的結果更損及配置效

                                                 

1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與廣告規制—以我國法及德國法為中心」，公平交易季

刊，第 18 卷第 3 期，41-82（2000）。 

2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105 年 11 月 14 日公競字第

10514613231 號令發布。 

3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 18 版，公平交易委員會，237（2019）。 

4 除了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外，公平會另訂有：對於令為刊登更正廣告案件之處

理原則、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瘦身美容案

件之處理原則、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及對於網

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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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實現，因此需要法律介入，而競爭法是影響契約制度達成最適配罝之工具。

為達此目標，基礎前提在於確保經濟活動自由，透過競爭法管制防止市場力

濫用，防止競爭扭曲，刺激效能競爭而增進消費者福祉5。 

近五年來，公平會之處分案中有關不實廣告之比率向來占全年度三成以

上，如 105 年度全年度總計處分案為 140 件，其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

告行為有 77 件，比例為 55%、106 年 39.6%、107 年 47.8%、108 年 33%及

109 年 42.4%，實屬公平會業務量最大宗，其中又以涉及瘦身美容不實及房

屋不實之案件最多6；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公平法第 21 

條之構成要件及其處理原則之相關基本規範，在個案構成要件涵攝時受到挑

戰，例如，當迂迴設計廣告行銷管道時，誰才是受裁罰對象，在實務執法上

常有爭議；又舉證責任風險分配在誰身上，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

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廣告主應就廣告內容真實性負舉證責任，

然公平法並無此規定，有關不實廣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應由公平會

負擔舉證責任，抑或由業者負真實表示之義務，是否可類推適用消保法之舉

證責任分配，不無討論空間；公平法第 21 條第一項之不實廣告構成要件中「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廣告內容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虞者，法院雖有審查權，但主管機關公平會亦享有判斷餘地，公平會之

各項不實廣告處理原則是否即判斷餘地之準則，是否能更立明確之基準，容

有討論必要；又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之「廣告」、「其他使公眾得知方法」、「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在法條涵攝時如何認定，應予

釐清；而廣告係一段時間之持續曝光，在不同媒體或不同時間刊播廣告，係

屬一行為或數行為，其行為數、裁處權時效應如何計算，皆有討論必要。 

                                                 

5 楊宏暉，前揭註 1，41-82。 

6  「公平會開罰第二名  防範售屋廣告不實的問題」， PChome 新聞， https ：

//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li/myhouse/8205/134141760003214055005.htm ，最後

瀏覽日期：2021/7/12。 

https://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li/myhouse/8205/134141760003214055005.htm
https://news.pchome.com.tw/magazine/print/li/myhouse/8205/134141760003214055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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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管制不實廣告交易行為除了公平法外，尚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

定；在日常生活中，常見食品、健康食品及化妝品廣告中有誇大不實的情況，

又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4 條規定及化妝品衛

生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等規定之適用。更當涉及公平法帝王條款第 25 條所規

範之欺罔或顯失公平情事，都可能發生法條競合時，又應如何適用。 

在法律效果部分，目前公平會係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款為罰鍰

裁量之基礎，亦參考以往相同或類似案件之罰鍰額度，就產業別及個別產業

交易形態作綜合考量7。然，此項裁量形成之結果，是否能歸納出類型化之基

準，以妥適就其違法程度進行裁罰。而目前公平會就個案裁罰之罰鍰額度形

成亦履受行政法院挑戰，則公平會目前如何評估案件情節與其罰鍰額度，其

計算基準之妥適性為何並是否能建構客觀數值性指標，作為相似案件罰鍰的

參考，期能爭取當事人及行政法院之信服，皆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一項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針對美國、歐盟、及日本等國競爭法中之不實廣告行為規

範，進行比較法研究，釐清各該國家法制規範之內容及法院實務發展趨勢。 

首先，有關公平法不實廣告之傳統法理討論文獻、專論及公平會歷來相

關委託研究案所在多有，本研究第二章各國不實廣告法規範部分，僅先作基

                                                 

7 公平會前曾訂有「行政院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及適用說明」，惟於 95 年 12 月 15 日

公法字第 0950010723 號廢止。適用狀況可參照張麗卿，「公平交易委員會裁處罰鍰額度

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5 期第 2 卷，41-9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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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介紹而不先深入法理探究，本研究之分類方式主要策重於委託研究意旨之

六大面向，即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

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進行議題討論。 

其次，公平會原既有不實廣告類型例示分類8，惟因分類繁瑣，再加上認

識公平法中業已依該分類方式逐一進行相關案例介紹9，讀者可自行參採。本

計畫爰不重工，工作群組另透過我國最高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及訴願會

廢棄或發回公平會及前審級有關不實廣告之處分書及行政判決為主要基礎資

料（主要以近十年案例為分析基礎），並於蒐集完成、對判決作初步整理分析

後，共識確認選出可能對公平會執法與法院心證產生影響之「重要法院判

決」。再對照本次研究主題，進行案例探討。 

其中有關購物台、facebook、line 等新興平台廣告型態，可預見未來在

實務執法上案件會增加，本研究擬參照公平會先前相關不實廣告研究案，如

108 年度由杜怡靜教授執行之公平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及 109 年

度由楊智傑教授執行之公平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中，有關新興

平台廣告之行為態樣為基礎10，針對新興平台廣告所產生之行為主體或行為

數爭議，進一步加以分析討論，以作為公平會未來執法之參考；更由於公平

會方於 109 年度完成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委託研究案，本研究爰不重覆就

薦證廣告或新興平台廣告形態之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以利聚焦。 

                                                 

8 公平交易委員會，本會所轄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示，（2018 年

6 月 6 日 ） ， https ：

//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38&docid=11972&mid=1138 ，最

後瀏覽日期：2021 年 4 月 5 日。 

9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39-279。 

10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計畫編號（下稱 GRB 編號）：PG10806-0045 及 GRB 編號：

PG10905-0052。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38&docid=11972&mid=1138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38&docid=11972&mid=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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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工作群組將對於國內外各該重要判決內容進行分析、釐清其判決

理由陳述之基本法理、與進行比較法研究，除評估國外發展趨勢是否可能成

為我國公平會未來執法之改進方向。並透過彙整案例類型以及利用統計分析

方式，將各類型的構成要件彙整成可供統計分析的客觀數值性指標，期能配

合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款之裁處罰鍰應審酌事項，建構出統計預測模型

（尤其策重在建案廣告案件之預測分析個案罰鍰數額），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

鍰制定的參考。並視國外案例及研究發趨勢，適度探討廣告行為是否需要考

慮市場界定及限制競爭等面向問題。 

最後，本研究將綜合各國不實廣告之法規範內涵、國內各該重要判決評

析之成果及統計模型分析預測結果，由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針對各個研

究主題探討如何落實於未來公平會具體執法之可能性，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第二項 文獻探討 

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歷來曾數度委外進行研究，諸如 88 年度由鄭優

教授執行之公平會關於廣告規範之政策與實務之檢討案11、92 年度由何之邁

教授執行之公平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行為之規範案12、101 當年

度由陳志民教授執行之管制型產業行為在競爭法上抗辯之研究案13、108 年度

                                                 

11 GRB 編號：PG88BZ-0080，主要對各種類型之不實廣告及國內外執行政策進行比較分析

研究。 

12 GRB 編號：PG9204-0246，主要在研究「公平法對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行為之規

範」。不僅從公平法、傳播、廣告及行銷學理論之觀點，研究廣告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

涉及不公平競爭問題外，並對於實務之具體問題加以探討。特別是從在於參酌相關國際

規範與其他國家（例如：美國、歐體、德國、日本）之競爭法規範與實務見解，對廣告

隱藏條件、負擔或限制等不實廣告問題提出具體之建議，此為本計畫之執行目的。 

13 GRB 編號：PG10103-0385，主要就自由經濟體制下之市場產業類型固然複雜多樣，但大

致可將其粗分為「非管制型產業」與「管制型產業」。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後者的出現主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488304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488304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814398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814398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463546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246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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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怡靜教授執行之公平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14、109 年度由楊智

傑教授執行之公平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案15及 109 年度由邱映曦

教授執行之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案16等。前諸研究案皆係針

對當時不實廣告之國內外法規範及實務見解發展趨勢進行比較研究，與本計

畫需求除就當前各國競爭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外，並將針對行

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探討行為主體、構成要件及裁處權時效等議題，

並分析實務案例。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

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

釐清執法實務面問題，進一步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

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罰基準，尚屬有間。惟，前揭研究中涉及新與廣

告型態類型及因應建議，頗具參考價值，本研究涉及有關新興平台不實廣告

之相關研究時，將借鑑為相關基礎。 

                                                                                                                                      

要，乃基於解決現實市場中之「資訊不對等」、行為「外部性」、或市場參進障礙等「市

場失靈」現象。相較於競爭法以排除各類失靈問題，「回復」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之規範理

念，進行管制作為未來執法之參考。 

14 GRB 編號：PG10806-0045，主要針對數位經濟時代新形態廣告進行適用空間與因應措施

等進行研究實為當務之急，為因應數位經濟發展下新型態廣告所造成之競爭法相關議題

及對消費者之影響，本研究重點擬針對新型態廣告可能產生之競爭法議題進行研究與分

析。 

15 GRB 編號：PG10905-0052 本研究擬針對部落客及網紅等新興薦證廣告可能產生之競爭法

議題進行研究與分析，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及實際執法案例，作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

案與執法之參考。本研究所比較的國家，主要針對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及日本等

各國關於薦證廣告之相關競爭法規範，分析其法規文件，並研究其執法案例及目前發展。 

16 GRB 編號：PG10903-0341 本研究以「大數據發展下之資訊壟斷與競爭政策」主題，將以

資料驅動商業模式之特性切入，尤其參考國際法制政策研究與個案發展，將以數位網路

平台相關商業服務之資料應用與壟斷為重點。接續探討在「資料」對於資料驅動相關市

場競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影響。並透過國際上相關重要案例，以及國際主要法制政策

的研議，作為未來執法之參考。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445800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445800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407478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340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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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點針對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所衍生之前述競爭法執法疑義議

題進行研究與分析，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及罰鍰基準之模

型建立，作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案與執法之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達本研究計畫之主旨，並配合委託研究之需求，本研究計畫主要將採

比較法學法、個例分析法及歸納法等研究方法，最末提供研究計畫結論。各

該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第一項 比較法學法 

在外國法制方面，主要以美國反托拉斯法、歐盟競爭法、日本獨占禁止

法為比較研究對象，觀察該等先進競爭法國家對於不實廣告之規定、審查程

序及重要實務案例之發展。從不實廣告法規範分析之觀點出發，由探究美國、

歐盟及日本等國內外不實廣告立法形成之法益保護核心、法規範架構、及因

應網路及媒體發展趨勢下新型態之廣告手法之法規，並且作為本研究計畫之

論理及實證基礎。另由於不實廣告另涉及消費者保護爭議、仿冒之商標法等

相關規範對於各該產業發生之不實廣告亦有相關規範，是以在公平法與產業

法競合適用之情形下，不實廣告行為在公平法與產業法各扮演如何之角色地

位、公平會與產業主管機關如何協調分工，併予以評析。 

第二項 個案分析法 

蒐集國內公平會處分書及行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裁處之重要案例，尤其

策重於最高行政法院與高等行政法院廢棄公平會行政處分之個案，深入探討

行為主體、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用、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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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責任分配、構成要件適用及裁處權時效等議題進行分析。並透過彙整案例

類型以及利用統計分析方式，將各類型的構成要件彙整成可供統計分析的客

觀數值性指標，藉以建構一個統計預測模型，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鍰制定的

參考。 

第三項 歸納法 

歸納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對於不實廣告行為之規範，提供公平法或第二

十一條案件處理原則或相關處理原則有無修正必要、公平會如何提升審查此

類案件精緻度之若干建議事項。並配合本研究通篇架構，不實廣告是否涉及

市場界定、市場結構與限制競爭爭面向之延伸研究成果，視情況於研究成果

中之經濟分析或結論之相關章節中作適度探討。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報告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背景、研究

方法及研究架構；第二章為不實廣告概述：介紹不實廣告之構成要件、類型、

與產業結構的關係、以及我國與美日歐盟等國外立法例對不實廣告之法律規

範及其發展趨勢；第三章為國內外不實廣告重要案例解析：透過實務案例背

景及實務見解，針對不實廣告成立構成要件判斷準則之評析；第四章為不實

廣告罰鍰額度裁量基準之檢討：藉由建構一個統計預測模型，以統計分析得

出之客觀數值性指標，提供未來相似案件罰鍰制定的參考；第五章為不實廣

告爭議問題之檢討：由法規範目的及國外重要案例探討我國現行不實廣告處

分案之爭議問題及並提出可行建議。最後是第六章，對本研究之成果統整並

提出結論與建議，期望作為我國未來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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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平法不實廣告規範架構與各國執法現況 

 

本章擬就委託研究案主要研究重點，就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

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就我

國與美日歐盟等國外立法例相對應之不實廣告之法律規範架構及其發展趨勢

（含國外重要案例），進行介紹。 

 

第一節 不實廣告之管制目的與架構 

第一項 規範目的 

商業廣告透過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與商品或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資訊，以文字、圖形、記號、數字、顏色、聲音、影像等方式為表示

之行為。使公眾得知之方法，除傳統的平面媒體，例如，海報、看板、報紙、

雜誌期刊等；以及頻道媒體，例如，廣播、電視等外，隨著現代科技之發展，

電子通訊網路隨著電腦、手機使用普及，廣告行銷更常見於日常生活中使用

之媒體工具17。無論透過何種型式，廣告作為推介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已

經成為商業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廣告是商業活動中十分有效之交易媒介，事業利用廣告將商品或服務

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吸引其購買，達到招徠或提高潛在交易機會之目的，

故法律規範事業應克盡確保廣告內容真實性之義務，以免導致市場不公平競

爭情事發生。廣告是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重要判斷依據之一，但當廣告內容

                                                 

17 廖義男，「從公平交易法談不實廣告」，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 期，6-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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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脫離實際產品或服務內容，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

除了有害消費者利益18，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

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同時破壞市場競

爭秩序19。 

第二項 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與整體經濟的不利影響 

由於不實廣告將對市場競爭與經濟活動造成不利影響，有加以管制必

要，茲分別就供需層面說明。首先就需求面而言，不實廣告的欺騙內容會擾

亂市場訊息，混淆產品價格與品質的可比性，提高買方選擇商品的搜尋成本

甚至誤導其購買不合宜商品。此等資訊不對稱非但不利於消費者福利，亦可

能影響消費者對所有品牌的商品均產生不信賴感，造成市場需求減少，使得

品質優良的產品無法賣出應有價格，甚至被迫退出市場，導致市場交易不再

出現（例如：夜市的古董市場）。就整體社會而言，該等行為更破壞了社會內

部的信任（trust）關係，而信任又是社會合作與交易的基礎，是影響經濟成

長最重要的因素 20。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稱 OECD）因而指出：不實廣告氾濫會對總

                                                 

18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32。 

19 107 年 2 月 8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度訴字第 1352 號判決，本案係捷順建設夾層

樣品屋不實廣告案，其係自民國 103 年 5 月 10 日至 8 月 20 日期間，於接待中心陳列甲、

乙本平面圖冊廣告，刊載「投資興建│安家國際」、甲本另載有「B1 空間如同 1 樓迎賓

廳融入倫敦 BVLGARI 飯店以金屬、玻璃呈現的現代時尚感，是社區多功能空間，也是

座車第 2 門廳。」等文字；另樣品屋廁所上層及臥房窗簾處透過玻璃窗所示空間之展示，

疑似施作夾層。惟系爭建案實際為捷順公司投資興建，且建造執照就地下 1 樓核准用途

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並載有建築物樓層不得設置夾層之文字，而涉不實廣告被檢

舉。 

20  Stephen Knack & Philip Keefer,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11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1-128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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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形成不利影響21。 

其次，就供給面而言，由於高效率廠商希望各家產品資訊能夠透明流

通，讓客戶了解自身產品之競爭優勢，以擴大市場占有率。因此，不實廣告

多由低效率或品質不良的廠商所散播，期望藉此擾亂客戶資訊，混水摸魚，

以增加產品銷路。因此，就經濟效率而言，不實廣告會導致資訊不對稱，不

利於高效率廠商，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檸檬車（lemon car）現象22，以致低

效率廠商取代高效率者，造成資源誤置並減損競爭機制。本研究後續亦將進

一步以反托拉斯觀點研析不實廣告管制對市場競爭秩序維護之必要。 

第三項 我國公平法不實廣告法規範架構 

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內容，「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第一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

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

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第二項）。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第三項）。前三項規定，於事業

之服務準用之（第四項）。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

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

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

                                                 

21 OECD, The 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Consumers from Fraudulent and Deceptive Commercial 

Practices （2003）, https：//oecd.org/dataoecd/24/33/295646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08/04. 

22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88 （1970）. 

https://oecd.org/dataoecd/24/33/295646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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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

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

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

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第五項）。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

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

構（第六項）。」 

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要求事業對其所銷售之商品

或服務，於廣告及其他公眾可知悉之方法中，應為真實之表示，以確保市場

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不因不實宣傳內容而受損害，其所非難者，乃

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由於本條第一項在立法用語上採「事

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禁制性立法用語23，準此，事業倘於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應認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而該當不實廣告。

公平會並為第二十一條案件之適用訂有處理原則24及各產業可能涉及不實廣

告之處理原則25。而凡不實者非屬廣告且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

法依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尚可檢視有無公平法第 25 條之帝王條

款適用26。 

                                                 

23 92 年 4 月 24 日，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439 號判決。 

24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105 年 11 月 14 日公競字第 10514613231 號

令發布。 

25 除了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外，公平會另訂有：對於令為刊登更正廣

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

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

則及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26 楊宏暉，前揭註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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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法規範構成要件，由行為主體、標的範圍、媒介方式、行為態樣及

對競爭秩序之影響等要件，簡析我國不實廣告管制之規範要素。 

一、 行為主體 

本條規範對象主要針對提供商品、服務或廣告之事業，亦包括從事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行為者、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及廣告薦證者，亦

均有所規範27。我國實務亦認定代銷商或廣告媒體業者，倘事實上負責銷售

業務執行事宜，廣告由其製作，無論購屋人係向代銷商或向建商接洽購屋事

宜，代銷商均有抽佣獲利，且廣告既在銷售地點（樣品屋）散發，與上訴人

最具有利害關係，僅代銷商有能力去查證何人製作及防止他人散發，故代銷

商或廣告媒體業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責任28。 

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並未限於自己商品之廣告主，

是以廣告代理商、廣告媒體商或其他相關事業，皆有成為該條規範主體之可

                                                 

27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32。 

28 98 年 3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316 號判決中，本案上訴人住易公司兼具代

銷商及廣告媒體業者身分，其雖主張其未具名之「敦南水都湯泉」建物「D 1、D 8、D 10

樓中樓平面圖之 1 層平面圖及 1 層夾層平面圖」及（傢俱配置圖），和「D 2、D 9、D11

樓中樓平面圖之 1 層平面圖及 1 層夾層平面圖及（傢俱配置圖）」均非住易公司所製作云

云，惟住易公司於被上訴人第一次調查時即表示，該公司承攬寶盛公司及寶閎公司房地

廣告媒體製作、廣告企劃策略擬定、現場美化、接待中心（樣品屋）裝潢設計施工銷售

業務執行等事項；該公司代銷系爭「敦南水都湯泉」建物，廣告及行銷費用均由該公司

支付，所有成交之房屋，無論購屋人係向該公司或向建商接洽購屋事宜，均由該公司抽

佣，並未否認前揭廣告非由其所製作，而檢舉人等亦檢證表示「系爭廣告資料，均放置

於銷售中心供眾人參閱，並於檢舉人等於 90 年 9 月至 91 年 11 月之間，分別赴預售屋銷

售中心現場參觀樣品屋時，由被處分人（即住易公司）之銷售人員交付給檢舉人」等語，

該廣告既在銷售地點散發，與上訴人最具有利害關係，復僅上訴人有能力去查證何人製

作及防止他人散發，上訴人住易公司僅以「未具名」即冀求免責，已難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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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惟在實務具體個案，如何認定非廣告主事業與涉案廣告之牽連因素，即

為公平會執法應注意之重點。 

參照行政罰法對行為人之定義，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

他組織29。而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行政

罰法第 7 條第 1 項），故在主觀要件上，仍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或過失為

前提30。而當行為主體係法人時，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係以其代表人、管理人、

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

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 

從文義解釋觀點，本條規範廣告之行為主體（廣告主），限於廣告內容

係以事業所提供商品為推廣或宣傳標的者31；是以對於非商品製造商或經銷

                                                 

29 行政罰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

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30 行政罰法第 7 條立法理由一、載明，現代國家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行為人主觀

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情形，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故第 1 項明定不予處罰。故，

基於「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違反本法規定義務之行為，仍應以行為人主觀上

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即故意或過失為前提；而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

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 

31 在 104 年 2 月 4 日修法前，本條規定為「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所稱「其廣告」，

就文義解釋觀點，應指事業就其商品自行製作或由他人為其商品所製作的廣告而言。參

照石世豪，「第二十一條」，收錄於廖義男研究計畫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

（二），九十三年度委託研究報告二，282（2004）。上揭修法，將舊法本條條文「事業不

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之「其」自刪除，目的在解決事業為比較廣告案件，不限於對廣

告主自身商品，亦可涵蓋對他事業商品之不實表示或表徵，一體適用本條規定。參照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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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之廣告代理商、廣告媒體業等事業，若將其納入本條規範廣告之行為主體

範圍內，如何認定其有提供商品之事實，即為實務處理相關案件之關鍵問題

32。 

二、 適用範圍 

本條規範之行為客體不僅為商品、服務或廣告，亦包括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所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且對於與商品或服務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均有適用33。 

就商品、服務或廣告傳遞給外界的訊息內容來看，公平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例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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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外，尚包

括「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之概括規定，藉擴及凡一切具有經濟價值

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諸如事業之身分、

                                                                                                                                      

姿汝，「論日本不實廣告之規範與運用－兼論對我國法之啟示」，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4 期，108（2019）。如此而言，現行法本條規範廣告主之行為主體，若無涉及對

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廣告者，文義解釋仍限於提供自己商品之事業。 

32 依據「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所示，實務處理有關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薦證

廣告案件，對於製作、設計、傳播或刊載系爭薦證廣告之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若

認其兼具廣告主之性質者，得依公平法關於廣告主之規範罰之（同說明第六點（三）廣

告代理業 1.、（四）廣告媒體業 1.）。至於廣告薦證者，倘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或銷售

者，即為本規範說明所稱之廣告主，適用有關廣告主之規範；若非提供或銷售商品或服

務之薦證者，有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公平法之規定者，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

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同說明第六點（二）薦證者 1.、2.）。值得

注意的是，對於非提供或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薦證者，倘具備故意之主觀違法要素，本規

範說明引用行政罰法第 14 條「純正身分犯之共犯」規定概念，併同廣告主違反法條處罰

之，可見公平會擴大規範廣告行為主體之執法立場。 

33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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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營業狀況，與他事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之關係，事業就該交易附

帶提供之贈品、贈獎，及就他事業商品（服務）之比較項目等34。舉例來說，

在 2015 年真相達文西展覽廣告不實案中，策展單位沒有在廣告中詳細說明價

值依據，但是廣告卻宣稱畫作價值達百億元，來表彰特展畫作具一定的市場

價值，用以吸引消費者，公平會見解即如果廣告中宣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具

有一定的價值，是對商品或服務內容的客觀陳述，就應該有市場的交易價格

或公正客觀第三人評估價格做為依據35。又或行為人於購物網站上刊載廣

告，內容宣稱銷售商品具有「快速降解農藥，消毒殺菌」及「具有降解農藥、

防腐保鮮、護膚美容、消毒器具、淨化飲水、淨化空氣等 6 大功能」，然並無

客觀實際之科學驗證或學理暨臨床試驗依據，而涉嫌不實廣告被裁罰36，皆

                                                 

34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35 105 年 4 月 15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30 號處分書，本案係京銓藝術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所策展之廣告資訊不實案。在 94 年 8 月，策展公司在華山文創園區展出「真相達文西」

展覽，廣告宣稱「能近距離欣賞到全世界僅有一幅的達文西親手手繪自畫像」。展覽期間，

一名手拿飲料的小弟在展示空間不小心撞破某一展示畫作而引起高度關注，更引起展出

作品是否是達文西真跡、展覽專業程度等疑義。公平會調查爭點落在，在展覽活動訊息

中，聲稱「七十億達文西自畫像……」、「百億鉅作，55 幅畫作……」、「一次讓觀眾欣賞

到總價值近一百億新台幣的真跡畫作群」、「市價已超過兩億歐元……《達文西自畫像》」

都是在表達該等畫作具有一定客觀之價格，來塑造該展覽規模盛大、畫作稀有珍貴之形

象，吸引民眾觀賞。而一般消費者也會因為廣告所宣稱特展畫作具一定價值，而前往參

觀。然而，策展公司沒有在廣告中詳細說明價值依據，卻一再說沒辦法用一定價格衡量

畫作價值，但是廣告卻宣稱畫作價值達百億元，來表彰特展畫作具一定的市場價值，用

以吸引消費者，顯然說詞顯屬前後不一。而且所稱七十億元、兩億歐元、百億元鉅著，

都在表達本次特展之畫作有經市場實際交易價格或公正客觀第三人評估量化的價格，卻

無法舉證所宣稱價格的依據。公平會指出，如果廣告中宣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具有一定

的價值，是對商品或服務內容的客觀陳述，就應該有市場的交易價格或公正客觀第三人

評估價格做為依據。最終公平會在 2016 年 4 月針對策展公司之展覽廣告，以廣告不實為

由處以 50 萬元的罰鍰。 

36 100 年 7 月 14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229 號判決。本案係「可利亞滅菌／解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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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適例。 

在媒介方式上，本法第 21 條概括適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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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設置市招、散發名片、舉辦產品（服務）說明會、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

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事業得以共見共聞、於公開銷售之書籍上登載

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付於消費者、散發產品使用手冊於專業

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37。實務上亦肯認，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重點在於

廣告是否客觀上有使一般人陷於錯誤之虞，倘事業透過刊登系爭廣告及發新

聞稿方式，並稱係推廣免費體驗專案，然其爭取即時或將來電信服務之交易

機會，仍係出於商業競爭之目的，只要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不實宣傳內容爭取交易機會

之不正競爭手段，可即能損害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而應受非難

者38。我國高等行政法院有見解指出不管是否以廣告為刊登名義，應就其於

                                                                                                                                      

蔬果清淨機」網路不實廣告案。 

37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 

38 108 年 6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03 號判決，在台灣之星不實廣告案中，

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要求事業對其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於廣告及

其他公眾可知悉之方法中，應為真實之表示，以確保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

不因不實宣傳內容而受損害，其所非難者，乃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準此，事業

倘於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服務）之品質及

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應認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至於接

受宣傳之對象是否因而受欺騙或實際受有損害，尚非所問。本件上訴人刊登系爭廣告及

新聞稿，雖稱係推廣免費體驗專案，然其爭取即時或將來電信服務之交易機會，仍係出

於商業競爭之目的，原判決業指明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規範重點在於廣告是否客觀上有

使一般人陷於錯誤之虞，至於受宣傳之對象是否因而受欺騙，則非該條考慮之問題，又

上訴人提供消費者申請試用體驗，僅是遵守主管機關之要求，對於系爭廣告之內容，仍

應負真實表示之義務，並不因消費者有免費體驗而得卸免其責等語，自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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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該商品時使用之文字及圖示所呈現之整體效果而為觀察，只要使一般大

眾，可以知悉商品內容，就會受到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39。 

在媒介客體方面，本法第 21 條所稱表示或表徵，係指以文字、語言、

聲響、圖形、記號、數字、影像、顏色、形狀、動作、物體或其他方式足以

表達或傳播具商業價值之訊息或觀念之行為。 

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按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之核心，在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意

義及判斷標準40。而在不實廣告之構成要件上，公平會審議重點在於廣告行

為是否構成虛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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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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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或

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而公平會在

判斷事業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時，主要係依公平會對

於公平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所示九項因素綜合考量如下： 

                                                 

39 102 年 7 月 18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454 號判決，有關東騏建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網站刊載之銷售「東驊大陽明」建案網頁頁面文案說明不實廣告案。在

系爭網頁中，強調系爭建案提供可親近自然、敦親睦鄰、保有隱私權、適合與家人共同

居住之生活環境，輔以繪有與一般住宅之臥室、客廳、餐廳、廚房設備相同，並統稱為

「家配設置」之空間配置參考圖，欲給予消費大眾之印象，為系爭建案係作為一般住宅

使用者，要無疑義，原告稱系爭網頁既未使用「居家生活安全有保障」、「最開闊的居住

環境」、「大主臥」、「小孩房」、「客房／次臥室」、「清靜父母房」等語句，介紹系爭建案

之建物，即不致使人誤認系爭建案可作一般住宅使用云云，洵難採取。 

40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33。 

41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42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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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 

（二）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

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者，得就該

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 

（三） 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

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

誤。 

（四） 表示或表徵有關之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

大小顯不成比例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

虞。 

（五） 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

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六） 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

即無不實。但其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七） 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八）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

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九） 表示或表徵之內容對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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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在法位階上屬行政規則43，其內容又形成

事業是否構成違反不實廣告規定之核心，公平會為便利民眾掌握何謂表示或

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並以附表示加以類型例示44。相關內容

雖補充公平法第 21 條內涵，但是否逾越母法範圍，並非未受挑戰。我國最高

行政法院目前傾向支持處理原則之見解並不少見，如在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度判字第 1720 號判決中，法院即表示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

                                                 

43 參照 103 年 1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判字第 616 號判決瓏山林長堤預售屋銷售交

易資訊不完整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闡釋，…依司法院釋字第 548 號解釋：「主管機關基於

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 所屬公務員行使

職權時之依據，業經本院釋字第 407 號解釋在案。」其解釋理由書第 1 段並闡釋：「主管

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

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業經本院釋字第 407 號解釋在案，此項釋示亦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明定之行政規則之一種。公平法乃規範事業市場競爭行為之經濟法規，由於社會及

經濟之變化演進，各式交易行為及限制競爭、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態樣亦隨之日新月異，

勢難針對各類行為態樣一一規範。因此，立法者即在法律中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加以規

定，而主管機關基於執行法律之職權，就此等概念，自得訂定必要之解釋性行政規則，

以為行使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4、依據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可知，法律

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

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

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倘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具體明確，且其意義非難

以理解，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與前揭「法律明確性」

之原則無違。又法律之規定不能鉅細靡遺，主管機關為執行母法有關事項之必要，自得

依其法定職權，於符合法律（母法）意旨之限度內，就法律或依法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

之規定，以行 政命令為闡明其規範意旨的釋示（司法院釋字第 519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

釋字第 536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參照）；或訂定必要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以為行使職權、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另審查主管機關依據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或基於法

定職權發布的命令或行政規則是否符合法律規範意旨，非僅拘泥於該法律特定法條之文

字，而應以各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其整體規範之關連意義為綜合判斷（司法院釋字

第 394 號解釋理由書第 1 段參照）。 

44 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7 點，內容共計有 31 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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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係其本於法定權限，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執行

公平法第 21 條，就事業於商品（服務）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認定所為技術性、細節性之規

定，核與公平法之立法意旨無違，且未逾越法律規定，行政機關辦理相關事

宜自得予以適用45；而在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裁字第 154 號裁定中，法院雖

將處理原則所示內容解為係例示，而非列舉，並闡明在判斷不實廣告成立與

否，仍應歸公平法第 21 條之構成要件適用46，但終未否認處理原則之適法性。 

另就比較廣告部分，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知的權利，事業

之比較廣告行為，本無不可47。惟事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

或服務之比較項目，所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

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反形成誤導交易相對人之不公

平競爭，對此，公平會特訂定「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48亦

違反第 21 條規定。所稱「比較廣告」，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

務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行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會49。並指明事業於比

較廣告，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告內容與實際相符

（真實表示原則）50；以及應以公正、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公

                                                 

45 100 年 9 月 2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20 號判決，係廣告主理銘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涉及預售屋不實廣告案。另採肯定見解者，尚有 108 年 6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判決之台灣之星不實廣告案，100 年 7 月 2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257 號判決之竹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預售屋不實廣告案。 

46 100 年 2 月 17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裁字第 154 號裁定，有關生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臍帶血不實廣告案。 

47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74。 

48 現行版本係 95 年 11 月 2 日第 1304 次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全文，95 年 11 月 14 日公競字第

10514613351 號令發布。 

49 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50 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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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客觀比較原則）51。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平法修法前版本，公平會以往係依照「自身商品」與

「他事業商品」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分別適用第 21 條或第

25 條不同之規定。亦即事業如係就「自身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涉及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規定，如係就「他事業商品」

為不當之比較或敘述，則涉及違反同法第 25 條不公平競爭規定。惟此種將比

較廣告案件割裂適用不同條文之作法，衍生爭議。故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平

法修正後，配合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法條用語將修正前之「事業不得在商品

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其」字刪除，

此後於構成要件解釋適用上，修正後公平法第 21 條之適用對象已不以事業自

身之商品或服務為限。故事業無論係於「自身商品」或「他事業商品」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均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52。 

公平會依據上揭處理原則處理不實廣告案件，若判斷表示或表徵涉及資

格、數量、原產地或期間等事項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例如「擁有政府

機關核發證明或許可書」53、「油箱容量 8.5L」54、「房屋仲介物件成交數量」

55、「建案擁有 40 坪開闊的室內生活空間」56、「全國第一家全用臺灣自產

咖啡豆」57、「西門町五十年老店」58……，該等數量、容量、年份、是否取

得證明等事項通常有客觀判斷依據，認定結果相對較無爭議。但若廣告用語

                                                 

51 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 

52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74。 

53 110 年 3 月 18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10012 號處分書。 

54 109 年 5 月 14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9030 號處分書。 

55 99 年 1 月 29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14 號處分書。 

56 97 年 12 月 18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164 號處分書。 

57 100 年 9 月 8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164 號處分書。 

58 98 年 1 月 9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00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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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有客觀多重合理解釋，例如房屋建案強調通風換氣系統設計良好，建案

廣告宣稱「臺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59用語，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依

據實務認定原則，除非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否則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

實60。 

就比較廣告之管制來看，事業於比較廣告中無論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

不得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為下列之行為61： 

（一） 就自身或他事業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 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相互比較。 

（三） 對相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 

（四） 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

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 

（五） 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六） 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

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

不公平之比較結果。 

（七） 就比較商品之效果表示，並無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 

（八） 另其他就重要交易事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比較行為。 

                                                 

59 97 年 1 月 31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15 號處分書。98 年 2 月 17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388 號判決。99 年 11 月 04 日，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1178 號判決。 

60 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六）。 

61 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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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廣告宣稱自身或比較他牌商品（服務）可達一定效果、功能或使用「冠

軍」、「第一」、「最大」、「最多」等最高級用語，例如雷射省油晶片廣告宣稱

「引擎守護神省油 18-35%、增強馬力 15%、減少廢氣 15%，延長壽命一倍」

62、瘦身美容廣告宣稱「細腰翹臀平腹新纖再現只需 60 分鐘」63、隔熱紙廣

告宣稱「隔熱效果可擔保為目前全球最高隔熱產品」及「隔熱效果世界第一」

64等語，若當事人未就表示效果或功能提出檢測報告、科學實驗證明、銷售

數字等客觀依據，或採取不同基準、欠缺公認客觀資料等為表較，此時公平

會負有查證相關表示真實性之舉證責任65。 

四、 引人錯誤之客觀認定基準 

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目的在於防止事業利用不實廣告扭曲交易資

訊，致交易相對人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交易秩序並因而遭受破壞。是本

條之規範重點在於廣告是否客觀上有使具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人陷於錯誤之

虞（可能性），至於受宣傳之對象是否因而受欺騙或受有損害，尚非本條考慮

之問題66。 

                                                 

62 100 年 11 月 29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234 號處分書。101 年 09 月 13 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1 年訴字第 397 號判決。 

63 98年 10月 1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139號處分書。99年 3月 18日，院臺訴字第 0990094136

號訴願決定。民國 99 年 10 月 21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094 號判決。 

64 99 年 7 月 15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80 號處分書。民國 99 年 12 月 21 日，院臺訴字第

0990107791 號訴願決定。民國 100 年 05 月 12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字第 38

號判決。 

65 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

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另依最高行政法院 39 年判字第 2 號判例意旨：行政官署

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

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是以公平會作出涉案廣告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之處分，即應就

涉案廣告表示合致同條「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等構成要件負舉證責任。 

66 98 年 3 月 12 日，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241 號判決。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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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業基於銷售商品之目的，刊播系爭廣告之意思，實質參與系爭廣告

之形成，並為刊播系爭廣告內容之作為，核為系爭廣告行為主體67。而廣告

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主要係以閱讀廣告（或標示）者是否能自廣告（或

標示）之名稱或內容認識廣告主（或為標示者）所要從事或實際從事之事業

活動為斷68，即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如廣告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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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廣告即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上開所稱之「客觀狀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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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公平法以保護

理性消費者就廣告資訊之知的權益為主，故廣告造成一般或相關消費者之誤

認，始有非難之必要，至於單純誇大之宣傳，不致誤導一般或相關、理性消

費者之情形，則無需禁止69。 

參照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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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依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及處理原則內容可知，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違

反，以該表示或表徵之內容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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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足，故本件原告於為購

                                                                                                                                      

維也納」預售屋廣告不實案。 

67 96 年 9 月 2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捷元電腦電視購物銷售

產品效能不實廣告案。 

68 呂玉琴，「公平會不實廣告處分案例之整理與介紹」，公平交易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27-133

（1993）。 

69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74。 

70 96 年 9 月 2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捷元電腦電視購物銷售產

品效能不實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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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頻道上刊播系爭廣告，對象係針對不特定之消費者，具有一定之招徠效果，

自屬廣告。倘事業於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又是

否違反該規定，應以社會通念作為判斷之依據71。 

五、 對競爭秩序的影響 

確保廣告內容合於真實，維護經濟活動自由進而增進消費者福祉。參照

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在涵攝個案是否具違反競爭法之

非難性時，仍必須考量影響交易秩序、公共利益之判斷原則，包括 1.受害人

數多寡。2.是否為該行業普遍現象。3.商業倫理之非難性。4.戕害效能競爭之

程度等。 

六、 法規範競合 

由於廣告深入人們日常生活各環節，對於廣告內容不實的管制，可能涉

及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規範競合問題。按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行為包

括以積極欺暪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的方式從事交易行為，準

此，有學者認為，倘非以積極資訊不完整的表示，而僅單純消極隱匯重要交

易資訊者，應屬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行為，倘廣告中的資訊涉及隱匿重要資

訊構成引人錯誤者，不法內涵即已被第 21 條所窮盡，而無第 25 條補充規範

適用餘地。至於，隱匿廣告以外之資訊，當然只能適用第 25 條處理72。 

對不實廣告之管制除了公平法外，交易行為尚有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

規定涵攝；在日常生活中，常見預售屋廣告爭議或食品、健康食品及化妝品

廣告中有誇大不實的情況，又有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健康食品管理

                                                 

71 同上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 

72 楊宏暉，前揭註 1，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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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4 條規定及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10 條等規定之適用，內政部或衛

福部等主管機關各依職權介入。本研究茲整理現行法中有關不實廣告管制之

規範及所屬主管機關，如附錄一。 

對於如此重疊且龐雜的管理方式，透過行政協調，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

關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並將分工結果，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

之案件類型一併公告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16 點之附表一73。 

第四項 研究問題聚焦 

本研究擬針對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

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為核心，聚焦進行 

一、 傳統行為主體認定，是否足以跟進產業發展 

有關不實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依公平法第 21 條文義，亦包括從事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行為者、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及廣告薦證者均受

規範無疑，然而當前網路發達及媒體傳播形態改變，多元化的廣告模式，諸

如在電視頻道上購買時段作保健資訊分享、寫手或直播主向其粉絲團的體驗

分享推薦等形態，與傳統的廣告方式顯然不同，當迂迴設計廣告行銷管道時，

誰才是受裁罰對象？而當新興平台下運用使用者行為分析，平台進而自動推

播之廣告，倘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由於傳統行為主體之預見範圍之內，

應如何定其裁罰主體。 

二、 不實廣告判斷架構未臻明確 

                                                 

73 「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

易委員會，https：//www.ftc.gov.tw/upload/28800f0b-b30c-4329-85d8-ab6deea899cd.pdf，最

後瀏覽日期：2021/8/4。 

https://www.ftc.gov.tw/upload/28800f0b-b30c-4329-85d8-ab6deea899c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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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 21 條定義之不實廣告，乃係從廣告對於公眾認知之效果觀點，

將其區分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兩大類型。如此分類方式，產生彼

此概念相重疊之疑義，甚至學說對此二者究屬獨立行為、前後因果或例示與

概括等關係見解之爭議74。與此相關，乃係違法事實的舉證責任。不論是「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皆屬違法行為構成要件，公平會處分不實廣告案件，

即應承擔該等構成要件之舉證責任。雖然，公平會訂頒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

理原則第七點列舉九項違法判斷考量因素；惟以該等抽象因素適用於商場諸

多行業不實廣告的證明，可能超過公平會人力、物力及專業度的負荷。 

公平法第 21 條第一項之不實廣告構成要件中「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係

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廣告內容是否構成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虞者，法院雖有

審查權，但主管機關公平會亦享有判斷餘地，公平會之各項不實廣告處理原

則是否即判斷餘地之準則，是否能更立明確之基準，容有討論必要；而公平

法第21條案件處理原則第7點雖明訂了九項判斷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應考量因素，然而判斷架構未臻明確，且雖曾有論者試著由實務案例

整理出不實廣告之類型75，但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不

實廣告構成要件該當之成立要件，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使得委員會在面

對形形色色的廣告態樣及大量的不實廣告爭議案件時，未能確立判斷標準將

形成執法上莫大困擾。 

三、 行為數認定不易 

現代廣告類型多元化，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當迂迴設計廣告行銷管

道、層層下包，介入廣告決策者眾，或非典型廣告的廣告，如以資訊分享之

                                                 

74 謝宗憲，「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之研究-以預售屋廣告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3 卷第 1

期，55-56（201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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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48（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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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推介商品，涉及不實廣告時，除了前述誰才是受裁罰主體外，廣告係一段

時間持續曝光，在行為數認定上，究應依事業主觀認定、廣告內容同質性、

廣告播送管道抑或是時間密接性等因素來認定，尚不具體，究應如何認定方

不致重覆裁處。 

四、 舉證責任分配在誰 

行政訴訟法第 136 條規定：「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

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而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又按「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又行政

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明違法

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有最高行政法院 39 年判字第 2 號判

例意旨可資參照。故行政機關本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以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

始能據以對人民作成負擔處分，亦即行政機關對於人民違法事實之存在負有

舉證責任，人民本無須證明自己無違法事實。如調查所得證據不足以證明人

民有違法事實，即應為有利於人民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認定

違法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行為人確有違法事實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

證據必須與待證事實相契合，始得採為認定違法事實之資料，若行政處分所

認定之事實，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或其採認的事證互相牴觸，即屬證據

上理由矛盾76。進一步可得，事業不負舉證自己無違法事實之舉證義務，公

平會在依職權調查事業是否涉有不實廣告行為時，必須本於職權積極舉證，

倘無法證明至事業確有違法事實之積極證據時，不得為負擔處分。惟此項要

求，無益於將舉證責任分配到對廣告資訊內容較難掌握之一方，尤其在涉及

                                                 

76 98 年 5 月 14 日，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4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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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資訊的廣告內容時，對公平會執法更形困難。 

反觀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

廣告主應就廣告內容真實性負舉證責任，然公平法並無此規定，是否可類推

適用消保法之舉證責任分配，不無討論空間。 

五、 裁處權時效 

公平法第 41 條對於違法行為，設有 5 年裁處權時效期間規定；惟適用

對象，並未涵蓋第 42 條裁處之不實廣告行為，是以不實廣告之裁處權時效，

即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之 3 年期間。至於裁處權時效期間起

算，同 27 條第 2 項規定，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

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實務見解指出，按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該項期

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惟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

該結果發生時起算。上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或「結果發生

時」如何認定，應視行為類型而定。於「作為而違反不作為義務」之情形，

不論係「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當行為人完成該「一行為」而符

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法定要件時，為該行為終了時；另前揭所謂「結果發

生時」，乃指「『法定處罰要件』之結果發生時」而言，不包含法定處罰要件

以外之結果發生在內，故如法規不以發生某種結果為處罰要件時，縱實際上

發生結果，其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日仍以行為終了時為準77。 

此外，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8 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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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103 年 1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6 號，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

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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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錯誤。據此規定，以大型預售屋建案為例，若以廣告主使用該不實廣告

時，即開始起算裁處權時效期間（行為結果發生時），到完工交屋購屋者始發

現建案與廣告內容不符，即有可能已逾 3 年時效期間，致公平會無從介入處

分之爭議，容有討論裁處權時效之必要。 

六、 制裁金額計算基準明確性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

處罰者之資力。」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

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

位。六、以往違法 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度。」按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

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

力。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制裁，分別在第 21 條、第 30 條及第 42 條設有民

事損害賠償及行政罰則等規定。一般而言，不實廣告造成相對人之損害額不

高，不符合起訴求償之經濟效益，是以該民事賠償制度缺乏制裁實效。因此

對於不實廣告行為人之違法責任，主要仰賴公平會裁處罰鍰之制裁效果。惟

第 42 條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之金額範圍過寬，且同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之裁處考量要素偏於抽象，如何提升其客觀裁處金額

標準制度有其必要性。 

公平會在裁處不實廣告行為罰鍰時，除前述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各

款為據外，亦參考以往相同或類似案件之罰鍰額度，涉案產業別及產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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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作綜合考量。惟行政法院對此亦加以審查，並要求公平會補充答辯罰鍰

金額形成之理由，提高公平會執法困難度，除了增加法院對公平會裁量權行

使之審查密度外，並提供案件被撤銷之風險，若能透過案例分析出不實廣告

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量基準，將有助於公平會執法走向。 

七、 法規範競合適用疑義 

當個案涉及不實廣告相關規範而發生規範競合機會不小，再加上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管制不盡相同，雖公平會與其他主管機關已透過行政協調，

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予以分工。並將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一

併公告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16 點之附表一。惟，凡具有不公平

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法依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則可檢視有無

公平法第 25 條之帝王條款適用。然，廣告行為同時涉及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之互動如何分工，容有討論空間。 

是否因第 25 條屬於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規定，故本於補充原則而僅能

適用於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

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

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

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依第 25 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78，而無絕

無適用第 25 條之可能，不無疑義。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擬聚焦前揭問題，就我國公平法不實廣告

規範為基礎，借鑑外國立法例與實務發展，提出可行因應之建議。 

 

                                                 

78 108 年 6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台灣

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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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反托拉斯規範介入不實廣告案件之發展趨勢 

第一項 不實廣告的反競爭效果與對經濟成長的不利影響 

不實廣告干擾市場競爭，不利於經濟活動，可分就個體與總體層面說

明。就個別廠商與消費者而言，不實廣告的反競爭效果包括：在需求面，增

加買方選擇商品的搜尋成本甚至誤導其購買不合宜商品，不利於消費者福利

與選擇自由。在供給面，誤導買方提高對劣質品的偏好，以致誠實的競爭對

手處於不利地位；此等干擾非但導致資源誤置與無謂損失，也減損市場競爭

機制、增強獨占力量，甚至導致優良產品無法上市，形成市場進入障礙。至

於在整體經濟上，不實廣告最大的傷害則是破壞了商業交易的信任（trust）

關係，而該等信任關係又是影響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從而對總體經濟形

成不利影響79。 

一、 不實廣告的反競爭效果 

依據「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會處理不

實廣告違法與否標準主要在於：廠商廣告之表示或表徵是否與事實相符，或

其差異能否為一般大眾接受，不致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並未特別

考慮欺騙者的市場力量。然而就產業結構而言，競爭機關很難忽視不實廣告

所衍伸的反競爭效果。特別是，依據我國競爭體制，公平會為聯立監管限制

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唯一行政機關。儘管在執法實務上，反托拉斯並非

後者重點；但就各類不公平競爭行為而言，不實廣告不同於商標仿冒、多層

次傳銷等行為，乃係肇因於廠商獨占力與商品異質性，不可能出現於競爭市

場，因而與產業結構息息相關。這使得競爭機關於審理獨占廠商的廣告案件

時，很難在不考慮市場力的情形下，精確判定廠商不實廣告對消費福利與市

                                                 

79 Stephen Knack and Philip Keefer, supra not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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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的影響。 

首先，不實廣告極少發生於 （i） 產品同質；（ii） 資訊對稱、透明、

流通；（iii）沒有進入障礙的競爭市場（例如：香蕉、黃金存摺等）。該等行

為出現的前提必須是： 

（一） 市場存在相當獨占力； 

（二） 產品品牌各具異質性； 

（三） 買方相對賣方處於訊息弱勢的不對稱地位； 

（四） 廣告不實造成消費者的認知錯誤無法立刻受到更正80。 

因此，該等違法行為多出現於需要大規模投資以致市場存在參進障礙、

產品使用涉及專業知識以致資訊無法廣為流通的異質品市場。就市場競爭而

言，不實廣告的出現因而意味著：錯誤的市場資訊無法立即更正，以致長期

影響價格可比性與競爭機制81。至於影響效果大小則取決於市場獨占力之高

低。原因在於：獨占者的優勢市場地位往往導致客戶對其信任感高於新進或

弱小的競爭對手，一旦其透過不實廣告吹噓自身產品或打擊對手產品，自然

容易取得客戶信任，對市場競爭與消費福利形成較大影響82。因此，市場力

量愈強，不實廣告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愈大。 

二、 不實廣告與反托拉斯 

                                                 

80 Maurice E. Stucke, “When a Monopolist deceives”, 76 Antitrust Law Journal, 824 （2010）. 

81 Maurice E. Stucke, “How Do （and Shoul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reat a Dominant Firm's 

Deception”, 63 SMU Law Review, 1072 （2010）. 

82 Michael A. Carrier and Rebecca Tushnet, “An Antitrust Framework for False Advertising”, 

Iowa Law Review, 14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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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制雖屬歐陸法系，但競爭機關之行政體制卻類似美、加等普通法

（common law）體制，係由單一機關負責管制限制競爭與不實廣告案件，因

而引伸出競爭機關宜否將獨占者的不實廣告視為限制競爭行為，並以處罰尺

度較嚴的反托拉斯條款規範該等犯罪行為。另方面，由於不實廣告必然涉及

虛偽、欺騙等違法行為，屬於絕對違法（illegal per se）行為，因此，就反托

拉斯而言，其違法關鍵不在於手段的正當性或能否提高交易效率等合理化因

素，而是在於影響市場供需效果之大小。就此而論，雖然美、加、澳等普通

法國家的長期反托拉斯經驗頗值我國借鏡參考，但各國對於不實廣告對於市

場競爭影響力之大小？是否應以反托拉斯管制不實廣告？非但沒有一致看法

或指標性案例，連各國內部的行政執法機關與各級法院都有不同見解。 

分歧的理念大致可依照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影響大小的看法，歸納為兩

類：主張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理與傾向政府管制的哈佛學理。依據前者主張

推論，無論不實廣告係由大廠或小廠、既有廠或新進廠為之，該行為對市場

競爭的影響皆極其輕微。因此，基於反壟斷不干涉瑣事原則（de minimis rule）

推論，競爭機關僅需將不實廣告視之為廠商間或廠商對客戶的違法行為，以

公平法第 21 條等不實廣告法規論處，不須過度擴張政府管制，動用第 9 條之

反托拉斯條款。反之，如按後者觀點推論，競爭法立法目標除須保障市場競

爭與經濟效率外，尚須考慮不實廣告對消費福利的影響，而不實廣告顯然侵

害消費者權益。更重要的是，廠商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乃係取決於其市場

力量，獨占者的不實廣告非但嚴重影響消費福利；在限制競爭的層面上，甚

至可能導致違法者市占率提升、市場結構益形惡化，而有反托拉斯的介入空

間83。謹就兩項主張分述如下： 

三、 芝加哥學派觀點：不實廣告並無影響競爭之虞 

                                                 

83 Id.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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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學派基於經濟效率的考量，認為市場競爭是否存在的唯一認定標

準就是：在既有資源的限制條件下，產業的總產出（total output）是否達到

最大84。只要產業總產出達到最大，就代表市場已達經濟效率，競爭機制亦

已趨於完善。因此，除非不實廣告導致總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方宜以反托

拉斯法規範。該學理進一步主張：獨占者不實廣告雖然影響競爭對手銷售與

產出減少，但欺騙者自身產出增加卻足以抵銷前者對總產出減少的影響。因

此，不實廣告無論是在短期或是長期，皆不會導致產業產出減少、價格上漲

或經濟效率減損。甚至有時誇大不實的產品廣告可能使欺騙者產出增加幅度

超過誠實者產出減少，刺激總產出與銷路增加。因此，就市場競爭觀點，廣

告不實根本就是瑣事或微不足道，非屬反托拉斯範疇85。更何況競爭法目的

在於保護市場競爭而非市場競爭者，只要不實廣告不影響產業總產出，即使

該等行為損及競爭對手或消費者權益，也宜由其他侵權法或消保法規範。 

受芝加哥學派影響，美國第二、六、七、九等四個巡迴法院多傾向主張：

不實廣告並無影響競爭疑慮。特別是位於芝加哥、自由主義色彩鮮明的第七

巡迴法院，該院的 Frank Easterbrook 法官與 Richard Posner 法官，更是著名的

自由主義學者。依據渠等看法：（1） 反托拉斯的規範僅及於可能導致產出減

少與價格上漲的事業行為；（2） 廣告多能促進市場競爭；（3）只要不實廣告

無涉脅迫、利誘等強制執行機制（coercive enforcement mechanisms），即使是

獨占者所為，也不至於導致產業產出減少，影響市場競爭，不實廣告充其量

只是為市場競爭開啟另一管道---廣告市場86。  

此一理念經學者闡述為：第七巡迴法院係將不實廣告視為廠商在廣告市

                                                 

84 Herbert Hovenkamp, Economics and Federal Antitrust Law, 36-38 West Pub. （1985）. 

85 Nat’l Ass’n of Pharm. Mfrs. v. Ayerst Labs., 850 F.2d 904, 916 （2d Cir. 1988）. 

86 Bruce Colbath and Nadezhda Nikonova, “False Advertising and Antitrust Law： Sometimes the 

Twain Should Meet”, 7 Antitrust Chronicle,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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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競爭行為，也就是反托拉斯法並不強迫廠商去頌揚或保證對手產品的優

異性，而政府要求互為競爭對手的廠商們能夠溫良恭儉讓或相互合作，甚至

會破壞反托拉斯法的思想淵源。（Antitrust law does not compel your competitor 

to praise your product or sponsor your work. To require cooperation or 

friendliness among rivals is to undercut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antitrust 

law.）87 例如：在美國的 Schachar 案88，第七巡迴法院法官 Eaterbrook 就認

為：「美國眼科學會針對提供高度近視創新手術療法的部分醫師，散佈該等手

術可能產生危險的不實廣告，雖然可能減少被害者的市場需求；但由於加害

者的需求亦能相應成長。」本案中亦指出不實聲明的陳述內容有虛假、誤導

性的、不完整的或完全錯誤時，那麼主要是影響了市場需求方，其補救措施

亦不是透過反壟斷訴訟，而是更進一步的市場機制。 

本研究認為不實廣告只是導致市場需求由誠實者轉向欺騙者，源自需求

為本（damand based）的市場力量。但因競爭法規範對象僅限於供給為本

（supply based）的市場力量，即使廠商散佈不實訊息，但只要總產出或總供

給不變，市場競爭就並未受影響。既然競爭法目的在於保護市場競爭，而非

競爭者，因此，該等需求為本的市場力量非屬競爭法規範領域。此時，政府

對不實廣告的規範，應訴諸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89或以蘭亨

法（Lanham Act）、或以各州的 UDAP （Unfair Deceptive Acts and Practices）、

或以民法與消保法等相關規範，針對欺騙者（無論獨占與否）侵害競爭對手

或客戶之違法行為論處，但絕非反托拉斯90。原因在於；不實廣告或是針對

競爭對手的不實陳述對競爭的傷害是微乎其微的，而這也是該院法官

                                                 

87 Id. 

88 Schachar v.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97 870 F.2d 397 （7th Cir. 1989）. 

89 允許廠商自由表達意見，並經過言論市場的競爭，讓真理能夠浮現。 

90 參照 Schachar v.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870 F.2d 397 400 （7th Cir. 1989） 

（Easterbrook, J.）; Richard A. Posner, Antitrust Law, 2nd Ed., 19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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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於審理 Mercatus 案的主要論述91。  

另方面，若干美國法判例與文獻雖然追隨芝加哥學派看法，但做法則較

為和緩。例如：Phillip Areeda 教授與 Herbert Hovenkamp 教授就認為：獨占

者的不實廣告縱使能經由欺瞞消費者，影響市場競爭；但就實質效果而言，

該等微小的反競爭行為很難對市場競爭秩序構成顯著影響。更何況廣告不實

也有程度高低之別，除非該等廣告配合著獨占者優勢市場力量，明顯重大地

誤導市場購買行為，對競爭機制構成相當影響，否則基於法不干涉瑣事原則，

不實廣告最多僅能構成獨占者的商業違法行為。因此，渠等提出一套判斷準

則並主張：不實廣告須全然符合六項要素（six elements，以下簡稱六原則），

方構成以休曼法審理不實廣告的要件：（1） 明顯的錯誤不實（clearly false）；

（2） 明顯重大地（clearly material）影響客戶購買決策； （3） 明顯地誘

使買方產生對廣告產品的合理信賴（clearly likely to induce reasonable 

reliance）；（4） 針對不具產品知識的買方（made to buyer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5） 不間斷地長期持續（continued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6） 競爭對手無法立即反制（not readily susceptible to neutralization 

or other offset by rival）等六項要素92。在司法實務上，兩位學者的意見深深

地影響美國第二93、第六94、第九巡迴法院95對於不實廣告案件是否構成反托

拉斯案件的審理態度。 

                                                 

91 Mercatus Grp., LLC v. Lake Forest Hosp., 641 F.3d 834, 852 （7th Cir. 2011） （Hamilton, J）. 

92 P. Areeda and H.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An Analysis of Antitrust Princip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3rd ed., 326–331 （2008）. 

93 Nat’l Ass’n of Pharm. Mfrs. Inc. v. Ayerst Labs., 850 F.2d 904, 916 （2d Cir. 1988）. 

94 Am. Council of Certified Podiatric Physicians & Surgeons v. Am. Bd. Of Podiatric Surgery, 

Inc., 323 F.3d 366, 370 （6th Cir. 2003）. 

95 Am. Prof’l Testing Serv., Inc. v.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egal & Prof’l Publ’ns, Inc., 108 

F.3d 1147, 1152 （9th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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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六原則雖然提供了反托拉斯是否適用於廣告案件的標準；但

即使獨占者在“明知不實（knowingly false）＂的情況下仍為不實廣告，卻因

該等行為很難全然合致六原則，使得前開法院多以此不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

影響微不足道為由，幾乎不曾引用過休曼法第 2 條論處該等案件，因而阻絕

了多數獨占者不實廣告適用休曼法的管道96。例如：在 Berkley Photo 案中，

Kodak 不實地誇大其底片保存期限能有 14 個月。但實際上，該等產品經過

3-6 個月即已不堪使用97。而第二巡迴法院受 Areeda 與 Hovenkamp 理論的影

響，卻認定該等行為不符六原則且指出：“休曼法並非解決所有商業犯罪的萬

靈丹。＂該院進而主張：由於絕大多數的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僅有輕微影響，

因此，法院應將 “廣告案件不符反托拉斯訴訟要件＂做為事前假設

（presumption），除非原告能夠提出明顯事證證明：該等廣告確實合致六原

則，能夠顯著地影響市場競爭，方能阻卻法不干涉瑣事原則之適用。此外，

第九巡迴法院亦於 American Professional Testing Service 案中採取相同立場98。 

值得留意的是，第二巡迴法院在做成 Berkley Photo 案判決的 10 年後，

在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案，Ayerst 藥廠（獨占

者）散佈 Zenith（競爭對手）學名藥的不實資訊，紐約南區地方法院雖然初

審判決該行為不違反休曼法第 2 條，但該判決卻被第二巡迴法院撤銷重審。

在審判過程中，儘管第二巡迴法院重申不實廣告很難影響競爭秩序，但卻指

出：案關不實廣告確實有可能導致買方對廣告產品產生合理信賴，且受侵害

廠商亦無法立即提出有效的反制措施等疑點，因而撤銷初審判決並發回重審

                                                 

96 Note, “Deception as an Antitrust Violation”, 125 Harvard Law Review, 1242, 1243 （2011）. 

97 Berkey Photo, 603 F.2d 263 （2d Cir. I979）,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docketed, No. 79-427 （U.S. 

Sept. I4, I979）. 

98 American Professional Testing Service Inc. v.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egal & Prof1 

Publ'ns, Inc., 108 F.3d 1147, 1152 （9th Ci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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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至於第六巡迴法院則採取更為寬鬆的態度，認為即使不實廣告案件不全

然合致六原則，但只要受害廠商能證明其中兩項：（1） 明顯的錯誤不實； （2） 

受害的競爭對手很難及時提出有效的反制措施，就能以休曼法審理該等案件

100。 

四、 哈佛學派觀點：不實廣告恐有影響市場競爭顧慮 

哈佛學派基於管制觀點，除了對市場競爭的定義與芝加哥學派有不同的

見解外，尙主張競爭法目標除為保障市場競爭外，亦應考慮廠商不實廣告對

消費者利益的影響101。 

五、 市場競爭或經濟效率不應以總產出為衡量標準 

 哈佛學派對市場競爭的定義不同於芝加哥學派的總產出多寡，而是認

為：對個別廠商而言，市場競爭乃係一種來自對手掠奪自身產品銷路的心理

壓力。這迫使公司管理者必須發展成本更低、品質更佳的產品與銷售方式，

以避免對手掠奪自己客戶，而該等壓力就是推動產出最大與價格最低的原動

力，任何足以減緩競爭壓力的限制競爭行為都構成非法要件102。至於何以不

實廣告會成為減損競爭機制的犯罪行為？原因有二：首先，競爭機制出現的

前提是市場資訊必須正確地流通，而不實廣告顯然損及資訊完整，使消費者

                                                 

99 Nat’l Ass’n of Pharm. Mfrs. v. Ayerst Labs., 850 F.2d at 916-17 （2d Cir. 1988）. 

100 Am. Council of Certified Podiatric Physicians & Surgeons v. Am. Bd. of Podiatric Surgery, 

Inc., 323 F.3d 366, 371-372 （6th Cir. 2003）; Innovation Ventures, LLC v. N.V.E., Inc., 694 

F.3d 723, 741 （6th Cir. 2012）; Conwood Co. v. U.S. Tobacco Co., 290 F.3d 768, 786-88 （6th 

Cir. 2002）. 

101 Harvey Leibenstei, Beyond economic man： 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 207-20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02 Harry S. Gerla, “Federal Antitrust Law and the Flow of Consumer Information,” 42 Syracuse 

L. Rev., 1029, 1053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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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理性選擇商品；其次，欺騙式行銷通常由低效率廠商發動（或藉由錯誤

資訊誘導客戶購買商品、或藉由比較廣告破壞高效率廠商商譽），此將影響高

（低）效率廠商產出減少（增加），不利於資源配置效率，導致產業產出減少

與價格上漲103。 

六、 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取決於散佈者的市場力量 

哈佛學派認為：由於獨占者多為長期經營市場，品牌形象深植人心的企

業，其所散佈的不實廣告導致買方認知錯誤的影響力自然高於新進或低知名

度的競爭對手。因此，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主要取決於廠商市

場力量之大小。此外，哈佛學派也認為第七巡迴法院與 Areeda/Hovenkamp

所提：獨占者的不實廣告僅能輕微影響市場競爭的假設過於武斷，且缺乏實

證依據。相反地，該理論認為：如果不實廣告真的只會對市場競爭造成輕微

影響，何以獨占者會干冒違法風險散佈不實廣告以維持其獨占地位104？因

此，執法者於評估不實廣告對競爭的影響實不應忽視市場力量。 

七、 六原則對不實廣告的認定過於嚴苛 

哈佛學派認為六原則對不實廣告認定標準過於嚴苛，並遠遠超出聯邦貿

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下稱 FTC 法）、蘭亨法、各州的

UDAP 立法等認定標準。更重要的是，反托拉斯執法標準應在於涉案廠商的

市場力量，而非違法外觀或形式，只要不實廣告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且散佈

者具備相當市場力量，就構成反托拉斯要件。因此，執法者不應執著於廣告

內容是否明顯錯誤、交易對手是否具備產品知識等主觀因素，更何況即使再

                                                 

103 Kevin S. Marshall, “Product Disparag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Its Nurturing and 

Injurious Effects to Competit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Jurisprudential Economics and 

Microeconomics”, 46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47 （2006）. 

104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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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再精明的客戶對於產品的了解也不可能超出生產者，因而對六原則提

出強烈批判。 

首先，該學理認為：六原則旨在縮小反托拉斯適用不實廣告的範圍，以

減少競爭機關的積極執法錯誤風險。例如：前四項的明顯的錯誤不實、影響

購買決策、誘使買方產生的合理信賴、針對不具產品知識的買方所界定的不

實範圍最多只能涵蓋不實廣告的部分範圍。實務上，廣告不實的欺騙內容遠

較該四項所認定者廣泛，只要廣告可能誘導買方做出錯誤判斷，即使內容模

擬兩可，也可能影響競爭行為，並非一定要明顯不實。更何況明顯不實的廣

告（例如：吃泡麵辣到噴火）根本不會引起消費者的錯誤判斷或影響市場競

爭。此外，不實廣告所能騙取買方的信賴或扭曲其購買決策的程度亦因個人

特質而異，很難針對所有買方界定出一個明顯的客觀標準。因此，只要散佈

者的市場力量足以影響市場供需，且廣告內容足以導致買方認知錯誤，以致

侵害消費者與競爭對手，該等違法行為即應以反托拉斯法論處。執法機關不

應執著於廣告內容一定要全然合致明顯不實等六項外觀要素。其次，就資訊

不對稱而言，交易對手是否具備產品知識以分辨廣告真偽亦為一相對概念，

即使再專業、精明的客戶對於產品的了解也不可能超出生產者。特別是，就

規格複雜、性能差異極大的科技產品比較性廣告而言（例如：華碩廣告宣稱

其平板電腦繪圖效能速度勝過競爭對手105、全統隔熱紙案106等），個別買方很

難同時取得兩種產品或具有專業鑑定儀器，辨別產品優劣或比較說詞真偽。

因此，不實廣告很容易形成買方對廣告產品的信賴並影響其購買決策。 

至於第五與第六項廣告必須不間斷地長期持續、競爭對手無法立即反制

等兩項標準，非但在執法上缺少對於時間長短與競爭對手能否反制的客觀認

定標準，且有效的謊言不需重複，就能有效地排除競爭對手的威脅（An 

                                                 

105 103 年 1 月 23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3013 號處分書。 

106 99 年 7 月 15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80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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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lie need not be repeated to preempt a nascent competitive threat）107。因

此，只要廠商散佈不實廣告必然代表欺騙者相信：錯誤的市場資訊在相當期

間內無法立即更正，使其得以透過資訊不對稱，以操縱價格可比性並增加產

品銷路108。 

八、 不實廣告常是整體限制競爭策略的一環 

在反托拉斯訴訟案件中，不實廣告往往搭配搭售、專利敬告信函等阻礙

性濫用行為，成為獨占者限制競爭策略的環節之一。即使單憑不實廣告無法

構成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但如搭配其他違法行為，卻足以影響市場競爭並

構成違法要件109。以 In re Gabapentin Patent Litigation 案為例110，被告

（Warner-Lambert）經由欺騙專利核發機構、專利權濫訟、不實廣告等一系

列組合，以阻礙原告（Purepac）學名藥進入市場。此時，即使不實廣告無法

構成反托拉斯要件，但一旦與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搭配後，卻具有顯著的反

競爭效果。另在 In re Suboxone 案中，法官 Goldberg 亦指出：獨占者常會組

合式地發動一系列行為，以阻礙競爭對手進入市場，即使個別行為不見得能

夠影響市場競爭，但整合完成後，卻能具有顯著的限制競爭效果111。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1980 年代的 Caldera v. Microsoft 案：微軟針對 PC

作業系統市場的競爭對手採取搭售、破壞營業信譽等一系列反競爭行為，而

發布不存在的軟體改版資訊（vaporware，有譯為空氣軟體或霧件）之不實廣

告即是其中一環112。 

                                                 

107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0, 1094. 

108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0, 1072. 

109 Michael A. Carrier and Rebecca Tushnet, supra note 82. 

110 In re Gabapentin Patent Litigation, 649 F. Supp. 2d 340 （D.N.J. 2009）. 

111 In re Suboxone, 13-MD-2445,2017 WL 36371, at **7-8 （E.D. Pa. Jan. 4, 2017）. 

112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 72 F. Supp. 2d 1295 （D. Uta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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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反托拉斯規範獨占者不實廣告執法錯誤風險較低 

芝加哥學派認為：以反托拉斯審理廣告案件，恐有執法過嚴，誤將有助

於競爭的行為推定為犯罪，形成積極執法錯誤之風險。但哈佛學派認為：如

若比較取締不實廣告與取締其他限制競爭行為的執法錯誤風險，此一顧慮並

不嚴重。首先，不實廣告不同於獨占定價、約定轉售價格（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下稱 RPM）、搭售等反競爭行為，後者往往具備許多有利於市

場競爭的效率因素，並非必然損害競爭，須以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綜

合考慮產業結構與廠商行為，方能評估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然而上開評估

工作囿於市場訊息取得困難、執法資源有限等限制，必須面臨過高的認知錯

誤風險。反之，不實廣告必然具有損害公共或他人利益的非難性，沒有任何

正當理由或效率因素在內，係屬絕對違法的欺騙行為。執法者僅須認定涉案

廠商是否具備相當市場力量，使其不實廣告足以影響市場競爭，對公共利益

造成傷害。因此，以反托拉斯管制不實廣告，所可能衍生的執法錯誤風險將

低於其他反競爭行為。其次，以反托拉斯法規範不實廣告可能產生的積極執

法錯誤亦低於侵權法。原因在於：執法機關以前者審理不實廣告案件，須經

由界定市場、計算市占率、審查廠商行為動機等作業，以證明被告確實具有

市場力量與獨占意圖，審判證據的門檻極高。此時，執法者蒐證作為必須堅

強，以確保證據的適格性。因此，以公平法第 9 條獨占事業不實廣告所衍伸

的執法錯誤風險，自然低於第 21 條等侵權相關條款。 

綜合前述兩項考慮，競爭機關如欲減少獨占廣告案件執法錯誤之關鍵應

在於：正確界定涉案廠商的獨占力，而非縮小不實廣告範圍。特別是，不實

廣告是絕對違法行為，只要廠商市場力量達到獨占門檻，且有意地散佈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足以影響多數購買者之交易決定，而有影響市場競

爭之虞者，即應構成反托拉斯違法要件，而非六原則所指稱的廣告內容、客

戶性質、廣告持續多久等外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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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不實廣告可能減少總需求 

即使欺騙者產出增加可抵銷誠實者產出減少，使總供給不變。但就需求

面而言，買方為避免因資訊錯誤而受損害，因而減少購買商品，卻會形成逆

選擇，導致總需求減少。由於市場實際交易量或生產量係決定於供需均衡，

即使總供給不變，但實際交易與生產仍會因總需求萎縮而減少。因此，即使

按照芝加哥學派對市場競爭的定義，不實廣告也會影響實際生產量與經濟效

率。 

十一、 競爭機關應設計快篩標準 

就學術文獻而言，將哈佛學派管制理念融入執法實務最具體的提案是學

者 Maurice Stucke 教授的看法：「由於不實廣告是絕對違法行為，只要實施者

具備獨占地位，該等行為就會對市場競爭形成相當影響，因此，執法機關不

應以法不干涉瑣事原則，迴避對違法者應有之規範。具體作法則是：設計一

套快篩的法律認定標準（“quick-look＂ legal standard），只要原告能夠能夠提

供事證證明：實施者具備獨占地位，且其該等行為有助於其獨占地位的維持

或取得之因果關係，即應初步認定其違反休曼法第 2 條規範113。」在美國判

例法實務的發展過程，快篩作法是一種較新的執法原則，亦即執法機關對廠

商行為採取本質上懷疑（inherently suspect）的態度，事前假定（presume）

獨占者的不實廣告具有反競爭效果。而 Stucke 教授的快篩主張也得到理論與

實務文獻的支持114。例如：學者 Carrier 教授與 Tushnet 教授，曾針對美國 FTC

的不實廣告案例所為之實證分析顯示：不實廣告多具有導致商品價格上漲的

                                                 

113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1, 1113. Note： “Deception as an Antitrust Violation”, 125 

Harvard L. REV., 1235, 1237 （2012）. 

114 Michael A. Carrier and Rebecca Tushnet, supra note 82, 34. 



 

46 

 

反競爭效果115，渠等因而主張以司法機關應以快篩原則處理不實廣告案件，

並以最高法院 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tion v.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案116

為例說明：美國判例法目前已傾向認定獨占者的不實廣告具有反競爭效果117。 

第二項 各國執法趨勢與實務 

以下說明各國執法趨勢，特別是美加澳等國的競爭體制類似我國，係由

同一行政機關負責管制限制競爭與不實廣告，其法制對於獨占者不實廣告的

規範頗值參考借鏡。而其中加拿大非但於 1889 年即已制頒《禁止限制性貿易

的合併法（An Ac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of Combinations Formed in 

Restraint of Trade）》是近代史首個實施反托拉斯的國家，更對獨占廠商不實

廣告採取明確的嚴格管制態度，頗值公平會參考。 

一、 美國司法實務：傾向哈佛學派主張 

依據前述法理發展與相關案例，美國除了第七巡迴法院外，其他法院多

逐漸傾向認為：不實廣告（包括破壞他人營業信譽）係屬無可辯解的犯罪行

為，該等行為倘係獨占者為之，自應受休曼法第 2 條規範118，重要案例亦有

                                                 

115 In the Matter of Polygram Holding, Inc., at 38-40, FTC Docket No. 9298 （2003）, https：

//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ases/2003/07/030724commoppinionandfinalorder

.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116 US Supreme Court 526 U.S. 756 （1999）. 

117 Michael A. Carrier and Rebecca Tushnet, supra note 82, 32. 

118 In re Warfarin Sodium Antitrust Litig., 214 F.3d 395, 401 （3d Cir. 2000）; 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 Inc., 623 F.2d 1255, 1257–58, 1278 （8th Cir. 1980） （upholding 

Sherman Act violation for deceptive marketing campaign to prevent travel group charters from 

becoming a competitive threat）; Caldon, Inc. v. Advanced Measurement & Analysis Grp., Inc., 

515 F. Supp. 2d 565, 580 （W.D. Pa. 2007） （denying motion to dismiss plaintiff’s claims that 

defendant attained monopoly through deception）; W. Duplicating, Inc. v. Riso Kagaku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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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 案119等數起市場力濫用個案。過往堅

持引用六原則處理不實廣告案件的第二、六、九巡迴法院的執法立場目前亦

已逐漸鬆動，並出現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Innovation Ventures, LLC v. N.V.E.等經由從寬認定六原則，以休曼法第 2 條規

範獨占者不實廣告等案件。   

二、 加拿大司法實務：全然落實哈佛學派主張 

就各國體制言，加拿大競爭體制最傾向以反托拉斯論處獨占者廣告不實

行為。首先，加國競爭法（Competition Act）第六章「違反競爭規範行為

（Offences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明文將不實廣告（52 條）列為獨占

事業禁止行為之一120，並將不實廣告與聯合行為（45 條）、圍標（47 條）等

均列為限制競爭行為，由競爭局轄下的卡特爾與欺騙行銷處負責管制（Cartels 

                                                                                                                                      

No. Civ. S98-208 FCD GGH, 2000 WL 1780288, at *7 （E.D. Cal. Nov. 21, 2000） （finding 

monopolist’s fear, uncertainty, doubt （FUD） marketing campaign to discourage customers 

from buying competitor’s ink and masters was actionable under Sherman Act）; Addamax 

Corp. v. Open Software Found., Inc., 888 F. Supp. 274, 285 （D. Mass. 1995） （denying 

summary judgment on allegations of FUD and vaporware campaign）; Davis v. S. Bell Tel. & 

Tel. Co., No. 89-2839-CIV-NESBIT, 1994 WL 912242, at *2, *7, *15 （S.D. Fla. 1994） 

（denying summary judgment on allegations of deception to maintain monopoly）; Brownlee v. 

Applied Biosystems, Inc., No. C-88-20672-RPA, 1989 WL 53864, at *5–6 （N.D. Cal. Jan. 9, 

1989） （denying motion to dismiss complaint alleging defendants’ deceit to potential 

customers and other third parties along with other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 ; Power 

Replacements Corp. v. Air Preheater Co., 356 F. Supp. 872, 897 （E.D. Pa. 1973）; see also 

Xerox Corp., 86 F.T.C. 364 （1975）. 上開案例錄自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1, Note 

125, 1086 （2010）。至於相關補充資料亦請參見 Maurice E. Stucke, supra note 80, 828. 

119 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 Inc., 623 F.2d 1255, 1257–58, 1278 （8th Cir. 1980）. 

120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74.01, https ：

//laws.justice.gc.ca/eng/acts/C-34/page-17.html#h-89169,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3/31. 

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C-34/page-17.html#h-89169
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C-34/page-17.html#h-8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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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Branch）121。其次，加國競爭法明訂只要具

備市場力量的廠商的不實廣告對競爭對手造成傷害，則無論其是否傷害市場

競爭，皆屬市場力濫用行為。最後，違法的不實廣告雖無美國法的三倍損害

賠償，但卻須負民事甚至刑事責任 122，只要加拿大競爭局（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  認定不實廣告乃係業者的有意不法行為（willful 

misconduct），且對公共利益形成損害，即可針對該等犯罪行為提起刑事訴訟

123。2016 與 2017 年該局即分別處分 Avis /Budget 與 Hertz/Dollar Thrifty 租車

公司關於價格的不實廣告，並處以 300 萬與 125 萬加元罰鍰124。近年來亦有

加國競爭局起訴獨占事業 Ticketmaster 及其母公司 Live Nation 所廣告宣稱的

音樂、運動代購票價遠低於實際票價（約 20-65%），以致影響市場競爭的不

實廣告案件125。最後在該案訴訟過程中，Ticketmaster 於 2019 年以支付 400

                                                 

121 Canada’s Competition Act., https：//laws.justice.gc.ca/PDF/C-3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04/15. 

122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36 52. 

123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and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Choice of Criminal or Civil Track under the Competition Act （ 1999 ） , https ：

//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vwapj/ct01181e.pdf/$file/ct01181e.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3/31. 

124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Counsel, Canadian Competition Law, 59 （2018） , https：

//www.acc.com/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vl/membersonly/InfoPAK/1479421_1.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125 Daniel Tencer, Ticketmaster's 'Deceptive' Pricing The Target Of Canada Competition Bureau 

Lawsuit： Consumers must have confidence that advertised prices are the ones they will pay, 

HuffPost Canada （ pub. 01/25/2018 ） ,  https ：

//www.huffingtonpost.ca/2018/01/25/ticketmasters-deceptive-pricing-the-target-of-canada-com

petition-bureau-lawsuit_a_23343793/,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8/4；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Competition Bureau Sues Ticketmaster over Misleading Ticket Price Advertising 

（ 2018 ） , https ：

//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8/01/competition_bureausuesticketmasterov

https://laws.justice.gc.ca/PDF/C-34.pdf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vwapj/ct01181e.pdf/$file/ct01181e.pdf
https://www.competitionbureau.gc.ca/eic/site/cb-bc.nsf/vwapj/ct01181e.pdf/$file/ct01181e.pdf
https://www.acc.com/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vl/membersonly/InfoPAK/1479421_1.pdf
https://www.acc.com/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vl/membersonly/InfoPAK/1479421_1.pdf
https://www.huffingtonpost.ca/2018/01/25/ticketmasters-deceptive-pricing-the-target-of-canada-competition-bureau-lawsuit_a_23343793/
https://www.huffingtonpost.ca/2018/01/25/ticketmasters-deceptive-pricing-the-target-of-canada-competition-bureau-lawsuit_a_23343793/
https://www.huffingtonpost.ca/2018/01/25/ticketmasters-deceptive-pricing-the-target-of-canada-competition-bureau-lawsuit_a_23343793/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8/01/competition_bureausuesticketmasterovermisleadingticketpriceadv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8/01/competition_bureausuesticketmasterovermisleadingticketpricead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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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外加 50 萬加元訴訟費用和解126。 

另方面，無涉市場力量的不實廣告案件則僅有民事責任，並另行規範在

該法第 74 條，其違法要件與獨占廣告不同之處在於：競爭機關不須證明違法

廠商有獨占市場之意圖127。本質上，第 74 條類似一般侵權法，採不分“競爭

者＂或“市場競爭＂均予保護原則。顯示立法者認為：競爭法目的除為維護市

場競爭外，也包括保護消費者自由選擇商品與廠商間公平競爭128。該立法精

神也反映於：加國競爭法除於第 52 條直接規範不實廣告外，也於第 47 條規

範圍標129。依據學者推論，其目的在於闡明反托拉斯與消費者保護均為確保

市場競爭的政策要素，缺一不可130。 

三、 澳洲：極少考慮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 

不同於美加執法機關，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雖同時為競

爭與消保的主管機關，但卻極少直接認定不實廣告為限制競爭行為，最多只

                                                                                                                                      

ermisleadingticketpriceadver.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126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Ticketmaster to Pay $4.5 million to Settle Misleading Pricing 

Case （ 2019 ） , https ：

//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06/ticketmaster-to-pay-45-million-to-settle

-misleading-pricing-case.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127  Steve Szentesi, Canadian Advertising/Marketing Law （ 2021 ） , http ：

//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 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1/06/15. 

128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1. 

129 David Vaillancourt and Michael I. Binetti, In review： the Legislative Framework for Priv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in Canada, Affleck Greene McMurtry LLP （ 2021） , https：

//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private-competition-enforcement-review/canada,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6/15. 

130 Supra note 86, 1.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8/01/competition_bureausuesticketmasterovermisleadingticketpriceadver.html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06/ticketmaster-to-pay-45-million-to-settle-misleading-pricing-case.html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06/ticketmaster-to-pay-45-million-to-settle-misleading-pricing-case.html
https://www.canada.ca/en/competition-bureau/news/2019/06/ticketmaster-to-pay-45-million-to-settle-misleading-pricing-case.html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20last%20visited%20on%20date:%202021/06/15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20last%20visited%20on%20date:%202021/06/15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20last%20visited%20on%20date:%202021/06/15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private-competition-enforcement-review/canada
https://thelawreviews.co.uk/title/the-private-competition-enforcement-review/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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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某些不實廣告個案的審理過程中，考慮廠商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

響。例如：ACCC 於 2015 年以 Reckitt Benckiser 公司的 Nurofen（止痛藥）

廣告誇大療效，影響市場競爭為由，處以 600 萬澳元罰鍰並經聯邦法院定讞。

該案經學者分析認為：雖然罰鍰遠低於不實廣告使該公司獨占利潤增加之

4,500 萬澳元，但考慮 Nurofen 不至於危及使用者健康，因此額度尚屬合理131。

此外，最近 ACCC 亦曾基於市場競爭考量，處分 Megasave 包裹快遞公司與

諾華（Novartis）與葛蘭素史克（GSK） 等獨占業者的不實廣告132。 

四、 歐盟與日本：不實廣告非競爭機關主管範疇 

依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Directive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不實廣告案件應由專業管制機關或法院處理，非競爭機關主管範疇。在反競

爭實務之規範上，各國亦多將該等廣告案件視為廠商間之違法行為，並不考

慮濫用獨占力等限制競爭行為133。至於其他顯著影響市場競爭的廣告行為，

如涉有市場壟斷因素，則跳過不實廣告，直接將該等行為視為阻礙性濫用或

是聯合行為，以 TFEU 第 101、102 條論處。例如：AZ 針對競爭對手治療胃

酸的產品（樂酸克）向不特定的歐洲各國藥政機關散佈關於該藥品質的不實

訊息，以延緩對手取得上市許可，該案即經歐盟認定為阻礙性濫用，並於 2012

年經歐洲法院定讞134。此外，雖然歐盟競爭總署並不處理個別業者的不實廣

告案件，但涉及聯合行為的不實廣告仍受競爭機關監管，並處分有

                                                 

131 Andrew Rhodes and Chris M. Wilson, “False advertising”, 49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50 （2018）. 

132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19–2020 6 （2020）. 

133 John Velentzas, Georgia Broni, and Elektra Pitosk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conomics （ICOAE, 2012）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on Marketing – Advertising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EU Sember States”, 1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413 （2012）. 

134 AstraZeneca v. Commission, Case C-457/10 P, EU：C：2012：770, 1–14. 



 

51 

 

Hoffman-La Roche、Euribor and Libor 等以聯合方式所為的不實廣告案例135。

值得一提的是，歐盟內部若干國家，例如法國、丹麥、義大利等則是以競爭

法規範獨占者廣告行為，並將不實廣告視為濫用獨占力行為136。至於日本則

於 2009 年，將贈品表示法的主管機關由日本公平交易會移至消費者廳，使得

不實廣告的規範（包括對於造成優良誤認、有利誤認等不實廣告的認定、事

業對廣告真實性之舉證責任等）不再成為市場競爭議題137。 

五、 國際組織傾向主張競爭執法宜涵蓋不實廣告 

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於 2000 年所提出的競爭模範立法範例（Draft 

Commentaries to Possible Elements for Articles of a Model Law or Laws）對獨占

力濫用的規範係包括不實的清倉拍賣等不實廣告138。此外， OECD 亦主張反

托拉斯執法應擴及不實廣告與企業倫理，以促進競爭政策與消保政策間之協

調139。 

 

                                                 

135 Margherita Colangelo,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as Antitrust Infringement,”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forthcoming）. 

136 Morten Nissen and Frederik Haugsted, “BadmouthingYour Competitor’s Products： When 

Does Denigration Become an Antitrust Issue?”, 19 Antitrust Source, 1-10 （2020）. 

137 劉姿汝，前揭註 31，105-156。 

138 UNCTAD, Draft Commentaries to Possible Elements for Articles of a Model Law or Laws, 24 

（2000）,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bpconf5d7.en.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139  OECD,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Policies,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Policies, 8-11 （2008）.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drbpconf5d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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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

勢 

美國有關廣告之規範體系140，對於涉及不公平或欺瞞行為或習慣（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主要依據 FTC 法第 5 條予以禁止141。 

因 FTC 法未明定欺瞞行為構成要件，實務運作主要由聯邦貿易委員會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下稱 FTC，另有譯為聯邦交易委員會）公布政

策聲明，揭示違法判斷標準。介紹如下 

第一項 有關欺瞞行為之政策聲明 

FTC 在 1983 年公布「有關欺瞞行為之聯邦貿易委員會政策聲明」（FTC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on）142，要旨如下： 

                                                 

140 有關美國廣告規範體系，大別有基於 Common Law 侵權行為法、契約法請求損害賠償或

履行債務；依據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或州法（Unfair Deceptive Acts and Practices Statutes），

查處不公平或欺瞞行為或習慣之廣告；針對特定產業或特定政策之廣告規範，如聯邦商

標法（Lanham Act）、信實貸款法（Truth- in- Lending Act）、聯邦菸品標示及廣告法

（Federal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菸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廣告規則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and Firearms Advertising Regulations）、反垃圾郵件法

（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 Act）。參照川和功子，

「米国における広告規制について（1）」，同志社法学，第 69 巻第 3 号，749-764（2017）；

川和功子，「米国における広告規制について（2・完）」，同志社法学，第 69 巻第 4 号，

1419-1445（2017）。 

141 FTC 第 5（a）條，禁止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不公平或欺瞞

行為或習慣（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同（b）條，授權聯邦貿易委員會禁止

個人、合夥、公司實施同（a）條行為。See 15 U.S.C § 45. 

14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October, 1983）, https：//831014deceptionstmt.pdf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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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消費者誤認之虞的表示（representation）、不表示（omission）或

習慣。 

二、 是 否 為 欺 瞞 行 為 ， 不 僅 限 於 以 書 面 或 言 詞 為 不 實 表 示

（misrepresentation）或不表示，應綜合考量廣告內容、交易態樣

及其他相關行為等因素判斷。宣稱（claim）、習慣或銷售行為，未

揭露必要實質的資訊以防止誤認，亦屬欺瞞行為。 

三、 使合理消費者誤認之虞的行為或習慣。 

所謂欺瞞行為，必須在一定狀況之表示、不表示或習慣有使合理消費者

誤認之虞。以特定顧客為商品或服務行銷對象，應以該顧客集團之合理成員

為判斷基準。 

有關「表示內容」對於合理消費者得為數意義之解釋，其中一意義為虛

偽者，銷售業者即應負不當表示之法律責任。至於是否為廣告對象之合理消

費者，不宜依個別事項認定，應綜合考量廣告內容、交易態樣及其他相關行

為等因素判斷。倘若表示之標題有使合理消費者誤認之虞，即使內文為正確

資訊記載，亦屬欺瞞行為。 

口感、味道、美觀等主觀感覺表示，及一般消費者不致信以為真的明顯

誇張表示，原則無欺瞞之虞；但非明顯的誇張表示，有使消費者信以為真之

虞者，可能成立欺瞞行為。 

已有消費者熱烈反應意見或經常以廉價出售的商品或服務，通常銷售業

者無為不當表示以增加銷量之動機，此為認定其是否構成欺瞞行為之重要審

酌因素。 

四、 重要（material）之表示、不表示或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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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不當表示，係指表示或不表示事項有影響消費者選擇或商品行銷

策略之虞者。有關健康、安全及其他合理消費者關心事項，得認定為重要之

表示或不表示。其他事項應有證據說明表示或不表示對於消費者為重要。若

無欺瞞行為，消費者可能選擇其他商品，得認定為重要之不當表示或消費者

受有損害。 

第二項 有關欺瞞型態廣告之執法政策聲明 

有因應現代廣告行銷手法的多樣化，FTC 在 2015 年新公告「有關欺瞞

型態廣告之執法政策聲明」（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vely 

Formatted Advertisements） 143，針對有使消費者誤認性質之廣告型態，揭示

下列執法原則： 

一、 誤認廣告型態之判斷要素 

近年隨著網路數位媒體廣告增加，時有出現以類似新聞報導商品訊息之

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型態，如此介於廣告與非廣告灰色地帶之商

品行銷手法，引發有欺瞞消費者之虞的問題。 

FTC 認定有無使消費者誤認廣告型態，應從廣告給予合理消費者整體印

象觀點，不限於文字或言詞內容，應斟酌視覺、聽覺印象及其他廣告表示事

項之相互作用等要素。 

廣告型態之廣告性質或出處是否使人誤認，應以合理消費者在特定狀況

下如何解釋廣告為準。是否合理解釋為廣告，不以特定廣告對消費者唯一解

釋或對多數消費者有共同解釋為必要；若有顯現以廣告宣傳意圖之性質或出

                                                 

14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December 22, 2015）, https：//Commission 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vely Formatted Advertisements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896923/151222deceptiveenforcement.pdf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896923/151222deceptiveenforc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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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即得合理解釋為廣告。若以特定消費族群為廣告對象者，應考量該族群

合理或通常成員是否受影響之因素。 

數位媒體之類似新聞報導、社群網站之發文、網頁搜尋結果、電子郵件

等表示，是否使合理消費者混淆廣告與非廣告型態，應衡量消費者有無在該

刊載媒體瀏覽經驗、廣告型態予人印象及廣告提示事項狀況等因素。例如刊

登廣告之網頁連續插播新聞報導，可能使合理消費者無法辨識是否為廣告。

在特定情況，以非廣告型態刊播廣告，亦有可能不至於使合理消費者誤認；

例如，在報導汽車新聞媒體插播特定品牌跑車畫面，同時呈現「今天乘坐 X

跑車去兜風吧」標題，消費者應可容易認知其為廣告性質。 

避免使人誤認廣告型態，廣告應以相同語言充分明確揭露廣告訊息，使

合理消費者得以認知其為廣告。揭露廣告訊息是否明確，依廣告表示方法及

刊播場所決定；若未於廣告標題揭露，僅在廣告內文揭露訊息，可能無法防

止廣告標題使消費者誤認。 

廣告表示應同時揭露廣告訊息，以有效防止消費者誤認廣告型態；例如

消費者瀏覽網頁，若須點擊連結至其他網頁始得知悉原先瀏覽網頁為類似新

聞報導之廣告性質者，即有使消費者誤認廣告型態之虞。 

二、 廣告性質或出處之重要事項推定 

廣告性質或出處事項之表示或不表示可能使消費者誤認，為影響消費者

選擇商品或商品行銷策略之重大事項。因此對於使人誤認廣告型態之廣告明

示或意圖表示事項，例如不實廣告反映一般消費者或專家體驗之客觀中立意

見或見解事項，推定為重要事項。 

使人誤認之廣告內容涉及新聞報導、獨立的商品檢查、實驗報告書、科

學研究或其他科學性等機關提供資訊，屬於重要事項。其他可能使消費者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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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著名銀行等合法事業或市場調查公司提供之資訊，推定為重要事項。 

三、 有關網路廣告及行銷原則 

美國並未針對網路廣告設有特別規範，實務上一般係以 FTC 法以及相

關聯邦法院判決所示判準為目前的執法基準144。而 FTC 曾於 2000 年時發布

網路廣告及行銷原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145（以下簡稱原則），原則中揭示網路廣告必須告知事實，不得誤導

消費者（Advertising must tell the truth and not mislead consumers），且網路廣

告的宣稱須有所本。 

原則除明確宣示適用於傳統媒體的廣告規範對於網路廣告亦有適用

外，同時也新增了網路廣告之特殊規定。依原則之概括指引指出，就網路廣

告內容所提供及主張的產品和服務有下列情事可能構成欺罔（deceptive），包

括了（一）誤導消費者，和（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行為或決策146。

此外，下列情事會被認為構成不公平行為，包括了如果行為或做法造成的損

害或可能造成損害是（一）重大的、（二）不超過其他所得利益和（三）無法

合理避免的147。 

FTC 禁止在任何媒介上進行不公平或欺騙性廣告。就是說，廣告必須真

                                                 

144 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網路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公平交易季刊，第 28 卷第 3 期，41-82（2020）。 

145 FTC,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 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 September 2000. 

146 GENERAL OFFERS AND CLAIMS — PRODUCTS AND SERVICES,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  Rules of the Road, FTC, https ：

//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1. 

147 Id.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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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能誤導消費者。如果相關資訊被遺漏，或者廣告內容暗示某些不真實

的東西，則可能會產生誤導。例如，如果在租賃簽約時要支付重大且未披露

的費用，那麼推廣"0 美元下來"的汽車的租賃廣告就可能會產生誤導性148。 

此外，廣告內容的訴求必須能得到證實，尤其是當廣告內容訴求涉及健

康、安全或性能時。證據的類型可能取決於產品、廣告內容以及專家認為必

要的內容。如果廣告指定了對廣告內容的某種程度支持，如 "測試結果顯示 

X"，則必須至少獲得該級別的佐證149。 

出賣人要為自己的產品和服務的廣告內容負責。第三方（如廣告公司或

網站設計師和廣告目錄營銷商）如果參與廣告的準備或分配，或明知廣告內

容有欺罔，也需承擔製作或傳播不實陳述的責任150。 

廣告公司或網站設計師需負責審查用於證實廣告內容的資訊，他們不能

只依靠廣告商的保證，即這些聲明是有根據的。在確定廣告代理是否應承擔

責任時，FTC 會查看廣告代理參與編寫受質疑廣告的程度，以及廣告代理機

構是否知道或應該知道該廣告中包含虛假或欺騙性聲明151。 

為了保護自己，廣告目錄行銷商應該要求進一步資訊來佐證廣告內容，

而不是重複製造商對產品的看法。如果製造商沒有拿出證據或交出看起來有

問題的證明，目錄營銷人員應看到預警（yellow caution light），並適當作為，

尤其是在超乎常理的績效聲明（extravagent performance claim）、健康或減肥

承諾或收益保證方面。在編寫廣告副本時，廣告目錄編寫人員應堅持可以支

持的主張。最重要的是，當產品聽起來好得難以置信時，目錄營銷人員應該

                                                 

148 Id. 

149 Id. 

150 Id. 

151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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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他們的直覺152。 

為避免不實廣告，還需要注意（一）免責聲明和披露必須清晰明瞭。即

消費者必須能夠注意到、閱讀或聽到資訊，並了解資訊。不過，僅憑免責聲

明或披露，尚不足以免責於不實或欺罔性主張；（二）演示必須顯示產品在正

常使用下的表現；（三）如果表示有退款機制，就必須向不滿意的消費者提供

退款；（四）針對兒童的廣告會引發特殊問題。這是因為兒童在評估廣告聲明

和瞭解廣告所提供的資訊性質方面可能更加困難。賣家在以兒童為對象做廣

告時，應特別注意不要歪曲產品或其性能153。 

原則還針對下列 13 種特定類型，列出了一些 FTC 對特定行銷實踐和在

特定行業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法律實踐要求154，包括了交易機會、信貸和金融

問題、環境聲明、免費產品、珠寶、郵件和電話訂單、附選項優惠、付費電

話（900 號碼）、電話行銷、推薦和背書、保固和擔保、羊毛和紡織品及美國

製造等類型。茲舉保固服務為例，FTC 另訂有書面保固條款預售可用性規則

（Pre-Sale Availability of Written Warranty Terms Rule）中要求，對於價格超過

15 美元的消費品，在購買前必須提供保固維護。如果廣告內容提到可以通過

郵件、電話或電子產品購買的產品的保固維護，則必須告訴消費者如何獲得；

而在品質保證部分，如果廣告使用"滿意度保證"或"退款保證"等用語，則行

為人必須願意出於任何原因全額退款，還必須告訴消費者優惠條款。 

2021 年 FTC 與 Tapjoy 公司達成和解，源起於消費者投訴 Tapjoy 公司欺

                                                 

152 Id. 

153 Id. 

154  LAWS ENFORCED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https ：

//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1.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advertising-marketing-internet-rules-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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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了消費者，在許多情況下，即使消費者完成了購買產品、註冊免費試用優

惠、提供個人資訊（例如電子郵件位址）或接受調查等活動，該公司也未能

提供承諾的獎勵。Tapjoy 收到了數十萬消費者的投訴，他們說他們從未收到

過承諾的獎勵。雙方和解條件中，Tapjoy 公司被禁止誤導用戶他們能獲得的

獎勵，並且必須監控其廣告客戶，以確保他們遵守承諾的獎勵，調查那些說

自己沒有獲得獎勵的消費者的投訴，並處罰欺騙消費者的廣告客戶155。 

四、廣告行為主體 

FTC 法第 5 條禁止不公平或欺瞞的廣告行為，並未如同日本贈品表示法

第 5 條明文「自己供給之商品或服務的交易」之規範行為主體，是以在後述

Sensa 減重產品案，FTC 認定廣告主公司及其關係企業、公司執行長（CEO）、

產品薦證專家等均得為不實廣告行為人。 

近年盛行以演藝人員、運動選手或時尚名模等名人代言推薦產品廣告，

廣告主若有隱匿支付代言人報酬訊息（paid endorsements），以致使消費者誤

認名人代言為其個人客觀意見，即構成「隱藏廣告」（hidden advertisings）之

欺瞞行為。尤其是，如此隱藏廣告透過 YouTube、Instagram（IG）、Facebook

等網路媒體播放，誤導消費者影響交易層面更為廣泛。是以在 2009 年 FTC

修正「有關使用推薦及薦證廣告準則」（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156，揭示薦證廣告行為主體之

判斷原則，舉凡推薦或提供評論者受報酬或使用免費試用品所撰寫的文章，

                                                 

155 FTC Finalizes Settlement with Mobile Advertising Company over Allegations it Failed to 

Provide Promised In-Game Rewards, FTC     （ March 10, 2021 ） , https ：

//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1/03/ftc-finalizes-settlement-mobile-advertising-

company-over,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10/11. 

156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October, 2009） , https： //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1/03/ftc-finalizes-settlement-mobile-advertising-company-over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1/03/ftc-finalizes-settlement-mobile-advertising-company-over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21/03/ftc-finalizes-settlement-mobile-advertising-company-over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publishes-final-guides-governing-endorsements-testimonials/091005revisedendorsementguides.pdf
https://www.ftc.gov/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press-releases/ftc-publishes-final-guides-governing-endorsements-testimonials/091005revisedendorsementguid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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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被認定具有廣告相同之性質157，影響後述法院對於網路行銷之廣告主責

任相關判決158，頗受重視。 

至於廣告媒體之法律責任，法院判決主要見解認為，廣告媒體原則不負

有廣告真實性確認義務，例外對於明知或重大過失不知「詐欺廣告」

（fraudulent advertisement）以致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始承認依 Common Law

承擔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159。值得注意的是，歷來 FTC 對於介入廣告媒

體規範持消極執法立場；不過，基於保護兒童青少年政策要求，近年來美國

消費者保護團體呼籲 FTC 應積極介入規範網路媒體播放相關商品廣告。 

此外，廣告主委託廣告代理商製播廣告，倘若該廣告內容涉嫌虛偽不

實，除廣告主外，廣告代理商應否承擔 FTC 法第 5 條欺瞞行為之法律責任?

此問題在後述 1960 年代 FTC 處分案、法院判決，實務逐漸發展出具體違法

判斷標準160。 

（一）網路行銷之廣告主責任 

1. Lord & Taylor 時尚女裝案161 

                                                 

157 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震宇，前揭註 144。 

158 相關判決介紹，參照天野恵美子，「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広告とマーケティングをめぐる

課題 ：米国の SNS を活用した広告とマーケティングの違反事例からの示唆」， 社会科

学論集，154 号（薄井和夫教授退職記念号），埼玉大学経済学会，50-60（2018）。 

159 Yuhas v. Mudge, 129 N. J. Super. 207, 322 A. 2d 824（N. J. App. Div. 1974）. Pittman v. Dow 

Jones & Co., 662 F. Supp. 921（E. D. La. 1987）. 

160 相關案例介紹，參照内田耕作，「不当表示に対する広告代理店の責任--連邦取引委員会

による規制をてがかりとして--」，香川大学経済論叢，香川大学経済研究所，第 52 巻第

5 号，1-22 （1979）。 

16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Y 23, 2016）, https：//Lord & Taylor, LLC, In the Matter of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52-3181/lord-taylor-llc-matter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52-3181/lord-taylor-llc-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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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 Taylor 百貨公司（下稱： Lord & Taylor），在 2015 年 3 月實施新

款女性時裝行銷企劃，支付 Nylon 網路時尚雜誌網頁廣刊登費，宣傳該新款

女裝報導；同時在 Nylon 的 IG 帳號，刊登新款女裝相片。但在刊登報導或相

片之網頁、IG，並未註明 Lord & Taylor 為廣告主訊息。 

另外，在同一時期，Lord & Taylor 挑選 50 位名模（Influencer），提供新

款女裝及支付 1,000 至 4,000 美元不等之報酬，由該等名模各自在 IG 等社群

網站發布穿著該新款女裝相片之推薦文。該等推薦文內容，事前皆經廣告主

Lord & Taylor 確認；但推薦文內容並未揭露有推薦報酬對價關係。在該等推

薦文發表後，僅僅二天就有超過 1,140 萬人瀏覽，Lord & Taylor 的 IG 帳號，

湧進 32 萬 8,000 則品牌參與（Brand engagement）留言，新款女裝隨即售磬。 

FTC 認定本案廣告內容，使消費者誤認網頁雜誌報導或名模推薦文為客

觀中立意見，違反 FTC 法第 5 條禁止欺瞞行為規定，在 2016 年 5 月審議決

定，命 Lord & Taylor 應為廣告內容揭露與推薦人關係之更正措施。 

2. Machinima 電玩遊戲案162 

Machinima 娛樂公司（下稱： Machinima），將其公司生產之電玩遊戲等

影音動畫，在多頻道聯播網（Multi-Channel Network）YouTube 影音平台播放。

該聯播網每月合計約有 30 億人次 YouTube 瀏覽紀錄，在影音娛樂網路市場

具有極重要地位。 

2013 年 Machinima 銷售 Xbox One 電玩遊戲，透過廣告代理商（Starcom）

與 YouTube 影音平台簽定動畫廣告合約，同時支付報酬給知名電玩玩家

（gamer）在廣告中推薦該款電玩遊戲；但廣告並未註明推薦玩家受領報酬之

                                                 

16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MARCH 17, 2016）, https：// Machinima, Inc., In the Matter of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42-3090/machinima-inc-matter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42-3090/machinima-inc-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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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FTC 認定本案廣告，Machinima 未揭露與推薦人之報酬授受關係，使消

費者誤認電玩玩家之推薦為個人客觀意見，核屬重要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之

欺瞞行為，違反 FTC 法第 5 條規定。因此，FTC 在 2016 年 3 月審議決定，

命 Machinima 應於廣告揭露與推薦人之報酬對價關係。 

3. Warner Bros.電玩遊戲案163 

Warner Bros.娛樂公司（下稱： Warner Bros.），推出「中土世界：魔多

之影」（Middle-earth： Shadow of Mordor）電玩遊戲，在 2014 年 9 月委託廣

告代理商（Plaid Social Labs, LLC）聘請電玩界名人，在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等網路媒體播放推薦該電玩遊戲之宣傳動畫，合計有 550 萬人次瀏

覽紀錄；但相關網路媒體，並未揭載該電玩名人有收受推薦報酬之訊息。 

FTC 認定本案廣告內容，使消費者誤認電玩名人之推薦為個人客觀意

見，違反 FTC 法第 5 條規定，在 2016 年 11 月審議決定，命 Warner Bros.應

於廣告揭露與電玩名人之推薦關係。 

（二）網路媒體廣告之兒少保護問題 

如上揭電玩遊戲廣告案例所示，消費主保護團體發現甚多針對特定商品

（美容、時尚、健身減重、食品飲料、其他）行銷之網路廣告，隱匿廣告主

與推薦人之報酬授受關係；尤其是以兒童、少年為特定消費族群行銷對象

（Target marketing），其中若有隱匿推薦人受領廣告報酬資訊，容易引起年幼

                                                 

16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NOVEMBER 21, 2016） , https： //Warner Bros. Home 

Entertainment, Inc., In the Matter of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gov）,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52-3034/warner-bros-home-entertainment-inc-matter
https://www.ftc.gov/enforcement/cases-proceedings/152-3034/warner-bros-home-entertainment-inc-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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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或其監護人誤認推薦內容的客觀中、立性，應構成 FTC 法第 5 條禁止

之不公平欺瞞行為。 

基於兒少保護觀點，消費者保護團體（The 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 

Campaign for a Commercial-Free Childhood, Public Citizen）主張：Google 網站

之 YouTube、YouTube Kids 等影音平台，應禁止播放以兒少為行銷對象之玩

具、糖果零食等隱匿有償推薦關係之商品動畫廣告。因此，消費者保護團體

於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公開呼籲，FTC 應加強兒少保護之網路廣告執法措施164。 

回應消費者保護團體呼籲，FTC 針對播放推薦特定品牌涉嫌未揭露與廣

告主關係之網路 IG 廣告，發出 90 封公函，通知廣告主、推薦人若存在「實

質聯繫關係」，應確實遵守廣告資訊揭露規範165。 

（三）廣告代理商之規範主體適格 

1. Bristol-Myers 牙膏案166 

Bristol-Myers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Bristol-Myers），委託廣告代理商

製播其公司生產牙膏之廣告。廣告代理商受託作成廣告，經 Bristol-Myers 確

認廣告內容後，依據企劃流程刊載、播放廣告。惟該廣告內容涉嫌虛偽不實，

除 Bristol-Myers 外，廣告代理商亦為 FTC 調查對象。 

                                                 

164  Advocacy groups urge crackdown on ‘influencer’ marketing aimed at children （ The 

Washington Post, Oct. 21, 2016）, https：//Advocacy groups urge crackdown on ‘influencer’ 

marketing aimed at children - The Washington Post,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16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pril 19, 2017）, https：// FTC Staff Reminds Influencers and 

Brands to Clearly Disclose Relationship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7/25. 

166 Bristol-Myers Co., 46 F. T. C. 162（194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usiness/wp/2016/10/21/advocacy-groups-urge-crackdown-on-influencer-marketing-aimed-at-childre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usiness/wp/2016/10/21/advocacy-groups-urge-crackdown-on-influencer-marketing-aimed-at-children/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ly-disclose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7/04/ftc-staff-reminds-influencers-brands-clearly-dis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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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 FTC 調查，認定廣告代理商雖有參與本案廣告製播，惟整體廣告企

劃皆受 Bristol-Myers 指示管控執行，Bristol-Myers 廣告主應負最終權限之法

律責任，否認廣告代理商違反 FTC 法第 5 條規定。 

本案 FTC，最終僅以 Bristol-Myers 廣告主為處分對象，對其發出禁止行

為命令167。值得注意的是，FTC 最終雖未認定廣告代理商違法；惟本案首度

將廣告代理商列為欺瞞性廣告審查對象，對 FTC 法第 5 條之實務運作有其重

要意義168。 

2. Colgate-Palmolive 沐浴乳案169 

（1）FTC 處分 

本案 Colgate-Palmolive 沐浴乳廣告涉嫌欺瞞行為，廣告主、廣告代理商

皆為 FTC 審查對象；惟廣告代理商提出如次抗辯理由，否認其為 FTC 法第 5

條之規範主體170：自己並無經營同條規定之「商業」行為，FTC 對其無審

查權限；自己僅係廣告主之代理人，毋庸承擔製播廣告違法性之法律責任；

自己因受誤導，不知製播廣告內容虛偽不實，欠缺違法性故意。 

FTC 基於如次理由，駁斥上揭抗辯171：廣告代理商製作廣告在全國電

視頻道播放，目的為行銷廣告商品流通於州際市場間，是以廣告代理行為與

州際商業活動有直接密切關係；本案電視廣告，播放以砂紙擦拭塗抹

                                                 

167 本案廣告主不服 FTC 處分，請求上訴審法院撤銷原處分，上訴審法院判決原處分並無不

當。See Bristol-Myers Co. v. FTC, 185 F. 2d 58（4th Cir. 1962）. 

168 Charlton & Fawcett, The FTC and False Advertising, 17 Kan. L. Rev. 599, 619 （1950）. 

169 Colgate-Palmolive Co., 59 F. T. C 1452, 1453（1961）. 

170 Id. at 1470-72. 

17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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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gate-Palmolive 沐浴乳身體之畫面（實際係以沾黏砂土之玻璃塑膠仿作砂

紙），凸顯該品牌沐浴乳之濕潤特性，如此廣告表現手法出於廣告代理商構

思，難謂其不知該廣告虛偽事實，是以不容許其轉嫁法律責任予他人；違

反 FTC 法案件，不以行為人有欺騙故意要件為必要，毋庸證明行為人主觀違

法要素。 

FTC 審議，認定本案廣告代理商以行銷廣告主商品為目的，策畫、製播

虛偽內容廣告，命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停止本案違法廣告行為。 

（2）法院判決 

廣告代理商不服本案處分，主張其僅係單純廣告代理行為，以 FTC 無權

對其發布禁止命令為由，訴請上訴法院撤銷原處分。上訴法院審理本件訴訟，

基本上肯定 FTC 見解，認定廣告代理商有積極策劃本案廣告內容行為，並非

無法律責任之單純廣告代理商；不過，對於原處分禁止命令部分，認為命令

對象未區分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命令廣告代理商停止行為之範圍過於廣泛。

基此理由，上訴審法院判決撤銷原處分，將本案發回 FTC 重新審議172。 

FTC 重新審議本案，基於如次理由，仍然認定廣告代理商違法173：本

案廣告呈現以「砂紙」擦拭塗抹沐浴乳身體之畫面，如此「實證」沐浴乳濕

潤特性之廣告手法，出自於廣告代理商創意，且由其完成廣告並安排至全國

電視頻道播放；本案有紀錄證明廣告代理商職員知悉，不可能如廣告「實

證」方法以砂紙擦拭塗抹沐浴乳身體；廣告主為自己利益，對於播放虛偽

廣告當然應承擔法律責任；至於主導、策畫及製播廣告之代理商，明知以模

擬物（Mockup）充作真實物「實證」方式之虛偽廣告提供予公眾，若能免除

                                                 

172 Colgate-Palmolive Co. v. FTC, 310 F. 2d 89, 95（1st Cir. 1962）. 

173 Colgate-Palmolive Co., 62 F. T. C 1269, 1277-78（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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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責任，將形成規範失衡的奇妙現象。 

對於禁止命令內容，經由廣告代理商數次提出異議，最終決定內容為

174：禁止廣告代理商，以模擬物充作真實物「實證」產品效果之不公平或

欺瞞廣告行為；禁止廣告代理商，促銷沐浴乳廣告為有關濕潤特性或其他

優良品質之虛偽表示。 

廣告代理商對於上揭禁止命令，仍為不知或非可得知之廣告虛偽事實之

抗辯，據此提起上訴。上訴審法院受理本案第二次上訴，認為禁止命令如同

課加廣告代理商證明不知或非可得知之廣告虛偽事實責任之負擔，因此以命

令內容過於廣泛為由，再次判決本案發回 FTC175。 

嗣後，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本案上訴，最終作出原審判決廢棄，案件發回

原審並命執行 FTC 禁止命令之判決176。 

（3）案例評析 

在上揭 Bristol-Myers 牙膏案，廣告代理商接受廣告主指示管控製播廣

告，對此虛偽廣告僅由廣告主承擔最終權限法律責任。本案不同的是，虛偽

廣告之創意、策劃及製播皆由廣告代理人主導，並非單純接受廣告主指示，

是以廣告代理商與廣告主同為 FTC 法第 5 條之規範主體。如此二案對照比

較，區別廣告代理商僅係單純接受廣告主指示或積極主導廣告製播之差異，

判斷應否承擔虛偽廣告之法律責任，具有重要規範指標功能。 

                                                 

174 Id. at 1283. 

175 Colgate-Palmolive Co. v. FTC, 326 F. 2d 517, 523-24（1st Cir. 1963）. 

176 FTC v. Colgate-Palmolive Co., 380 U. S. 374, 39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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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arter Products 沐浴乳案177 

（1）FTC 處分 

本案 Carter Products 沐浴乳比較廣告涉嫌虛偽不實，廣告主、廣告代理

商均被 FTC 認定違反 FTC 法第 5 條規定。其中，FTC 對廣告代理商發布禁

止命令，禁止在沐浴乳或其他產品廣告為如次行為178： 以虛偽實證表現方

式，貶損競爭產品品質或特性；以非真實或不正確之比較實證表現方式，

表示較競爭產品優良；對競爭品牌沐浴乳之保持濕潤特性為不實表示，或

為貶損其他競爭產品品質、優點之虛偽表示。 

（2）法院判決 

廣告代理商不服本案處分，主張其僅係單純接受廣告主委託製播廣告之

代理人，FTC 無權對其發布禁止命令，據此請求上訴法院撤銷原處分。 

上訴法院審理本案上訴，判決意旨如次179： 廣告代理商應否對本案虛

偽不實廣告承擔法律責任，應依其參與欺瞞行為之程度而定，此基本應為 FTC

認定之事實問題；廣告代理商長年承接廣告主委託廣告工作，並參與其產

品命名、銷售計劃等事務。依廣告代理商董事長證詞，本案廣告強調該沐浴

乳濕潤性表現手法，即係出於廣告代理商創意，由此得知其參與廣告關係甚

為密切；廣告代理商擬定本案廣告創意企劃，事前獲得廣告主同意，並分

擔廣告劇本、影片製作工作，據此事實 FTC 認定其應承擔虛偽不實廣告法律

責任，尚無不當；惟對廣告代理商禁止命令範圍，超過本案廣告產品部分，

FTC 涉有裁量權濫用之嫌，此部分應發回重審。 

                                                 

177 Carter Products Inc., 60 F. T. C 782, 783-84（1963）. 

178 Id. at 797-98. 

179 Carter Products Inc. v. FTC, 323 F. 2d 534（5th Cir. 1963）. 



 

68 

 

（3）案例評析 

本案上訴審法院認定廣告代理商應否承擔虛偽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應

以其「實際參與欺瞞行為」程度而定；相對於上揭 Colgate-Palmolive 沐浴乳

案從行為主體面觀察，以有無「積極主導廣告策畫」決定廣告代理商責任之

判決意旨，本案著重於行為客觀面之違法判斷標準，如此可能擴大廣告代理

商承擔法律責任範圍180。 

五、舉證責任分配 

聯邦貿易委員會判斷涉案廣告是否構成不法欺瞞行為，採用廣告實證原

則（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doctrine），審查廣告之客觀表示內容，有無合理

依據181。依此規範原則，FTC 在 1984 年公布「有關廣告實證之政策聲明」

（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182，揭示下列執法

重點。據此原則，實務發展出相關案例。 

（一）合理依據之要求 

廣告主刊播廣告，不論明示或默示宣稱商品、服務有一定客觀之實證（例

如，「測試證明」、「醫師推薦」、「研究報告」），應有該實證之合理依據。該合

理依據，對消費者有重大影響。消費者若知悉表示之實證欠缺合理依據，可

能減低其選購該廣告商品、服務之意願。 

（二）事前實證之認定基準 

                                                 

180 内田耕作，前揭註 160，12。 

181 FTC Enforcement Policy-Deceptive Acts and Practices, 5 Trade Reg. Rep. §50455, at 56072 

n.5 （1983）. 

18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November 23, 1984）, https：//FTC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7/25. 

https://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1984/11/ftc-policy-statement-regarding-advertising-substantiation
https://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1984/11/ftc-policy-statement-regarding-advertising-substa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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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表示宣稱有一定客觀之實證，廣告主在刊播廣告前，應有該實證之

合理依據。至於判斷有無合理依據，應審酌表示之形態、產品種類、虛偽表

示之損失、真實表示之利益、實證之成本、相信合理性之專家數量等因素。

若以專家證言或消費者調查等外部證據，作為特定產品表示之實證，應依廣

告主持有之證據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消費者期待之實證程度，決定其有無合

理依據。 

（三）事後實證之檢驗 

廣告主在刊播廣告前，原則上應有表示客觀實證之合理依據；惟在例外

情形，FTC 得行使裁量權限，要求廣告主提出有合理依據之事證供檢驗。 

其一，FTC 依現有證據，未能確認涉案廣告表示是否真實，在發送審議

開始決定書前，衡量發動調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節省調查資源成本等因素，

得許可廣告主提出事後合理依據之事證。 

其二、廣告主提出事後證據，得以證明表示實證之合理依據資料缺陷，

非屬重大；但表示實證之依據，全然欠缺合理性者，不得許可提出事後證明

合理依據之新事證。 

其三，對於表示實證欠缺合理依據之廣告，FTC 判斷應否命其禁止刊播

或有無超過禁止之必要範圍等疑義，廣告主提出事後證據證明其真實性，得

以作出適當命令者。 

（四）案例 

1. APM 可生物分解袋案183 

                                                 

183 In the Matter of American Plastic Manufacturing, Inc., Docket NO. C-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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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Plastic Manufacturing, Inc.（APM,下稱：被處分人），生產包含

塑膠袋在內的可生物分解袋（APM Biodegradable bags,下稱：本案商品），行

銷美國全土。被處分人在其公司網頁宣稱：「環境保護問題，至為重要。本公

司供應 100%可生物分解袋，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本公司生產的可生物

分解袋，只需埋於土中與堆肥等掩埋腐化物質接觸，即可完全分解，同樣與

一般塑膠袋可以回收再利用。」、「本公司生產的可生物分解袋，添加分解酵

素，只需埋於土中與堆肥等掩埋腐化物質接觸，即可完全分解」等語。 

案經 FTC 調查，顯示在美國 92%的固體垃圾，係以掩埋、焚化或資源

回收等方式處理；惟該等垃圾處理方式，皆無法符合本案商品被丟棄後在合

理短期間內，以自然方式完全分解之條件。然而，被處分人上揭網頁表示，

以消費者一般認知，可能理解為本案商品可自然完全分解。此外，本案商品

欠缺被處分人保證得以在 9 個月到 5 年間完全分解的科學根據，亦無符合其

宣稱之垃圾掩埋場或其他廢棄處理設施相同物理條件之模擬實驗。依據上揭

調查結果，FTC 認定被處分人未持有其表示實證之合理依據，構成使人誤認

之欺瞞行為，違反 FTC 法第 5 條規定。 

基於本案事實認定，FTC 決議命被處分人實施如次更正措施：本案商

品，除非符合在消費者丟棄後一年內得以全部完全分解之條件，且在如此表

示之時點持有充分可信賴實證之證據，否則不得在產品或包裝上為生物分解

性之明示或默示表示。本案商品，除非符合真實、無引起消費者誤認表示

之條件，且在如此表示之時點持有充分可信賴實證之證據，否則不得在產品

或包裝上為有益環境保護之明示或默示表示。 

2. Sensa 減重產品案184 

                                                 

184 FTC v. Sensa Products, LLC et al., Stipulated Final Judgment and Order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Jan.8,2014, U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i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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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a Products LLC 與其母公司 Sensa Inc. （下稱： Sensa 二公司）、Sensa 

Inc.之執行長 Goldenberg 等，自 2008 年起，在電視、雜誌、報紙夾單等廣告，

宣傳由 Hirsch 博士開發之 Sensa 減重產品（下稱：本案商品）。該等廣告表示，

服用本案商品不需限制飲食及運動，即可達到減重 30 磅、40 磅、90 磅以上

之效果；依據 Hirsch 表示及獨立研究所之研究報告，顯示服用本案商品，平

均 6 個月可達減重 30 磅之效果。 

案經調查，依據下列事實認定，FTC 決議本案商品廣告表示構成欺瞞行

為，違反 FTC 法第 5 條、第 12 條等規定185，爰以 Sensa 二公司及 Goldenberg、

Hirsch 為被告（下稱：被告人等），向伊利諾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訴請命被告

人等停止違法行為（permanent injunction）及支付救濟金（equitable relief）： 

（1） 廣告出現 Hirsch 以專家身分表示，服用本案商品不需限制飲食及

運動，即有顯著減重之效果；惟該專家表示欠缺合理依據之實證。

Hirsch 提供 Sensa 二公司相關資料及服務，幫助本案商品宣傳、

銷售，亦為本案違法行為主體。 

（2） 廣告表示有獨立研究所之臨床實驗，證明平均 6 個月可達減重 30

磅之顯著減重效果。實際上，該臨床實驗之研究費用，係由 Sensa

二公司負擔，且該等公司得以管控實驗研究之企劃、實施及成果

報告。 

（3） 廣告出現消費者滿意本案商品減重效果之表示；卻未揭露部分薦

證消費者有接受金錢、獎品、旅遊招待、電視演出費等報酬相關

                                                                                                                                      

Illinois. 

185 FTC 法第 12（a）條，禁止刊播有關食品、醫藥品、機械、化妝品、服務等虛偽不實之

廣告；同（b）條規定上揭虛偽不實廣告，構成同法 5（a）條禁止之不公平、欺瞞行為或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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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地方法院審理本案訴訟，支持 FTC 命令請求，作出如下判決： 

被告人等對本案商品廣告表示之減重效果，除非符合無引起消費者誤認

表示之條件，且於如此表示之時點持有充分可信賴實證之證據，否則不得為

減重效果之廣告表示。 

被告人等不得以有科學證明之實驗研究結果或產品療程效果方式，為自

己或他人為虛偽之廣告表示。 

Sensa 二公司應支付 4,650 萬美元之衡平法救濟金予 FTC，用以退還本

案商品購買者之付款；其中應先支付 2,650 萬美元，倘認定 Sensa 二公司有

隱匿資產之情事，即撤回停止支付餘款之命令。 

Sensa 二公司應編輯自 2008 年 6 月 1 日以來購賣本案商品之全部顧客資

料，並將資料以電子數據方式傳遞予 FTC。 

3. Gerber 果汁零食案186 

Gerber 為生產幼兒水果零食製造商，兒童家長 Williams 為孩子（兩歲和

三歲）尋找健康零食時被 Gerber 的“Graduates for Toddlers（幼兒畢業生）＂

的產品包裝誤導了。Williams 質疑的 Gerber 銷售果汁零食的包裝有五：首先，

Williams 質疑 Gerber 使用「果汁」一詞，這些詞與包裝上柳丁、桃子、草莓

和櫻桃等水果的圖像並列。Williams 主張這種並列方式是騙人的，因為產品

中來自包裝上任何水果的果汁，而且產品中唯一含有的果汁是濃縮液中的白

葡萄汁。其次，Williams 質疑包裝側面板上的一份聲明，稱該產品是"用真正

                                                 

186 Williams v. Gerber Products Company, case No. 06-55921 （9th Cir., April 2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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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汁和其他所有天然成分製成的"，但兩種最主要的成分卻是玉米糖漿和

糖。第三，Williams 質疑包裝側面板上的單獨陳述，記載零食是“格柏畢業生

的各種營養食品和果汁之一＂。第四，Williams 質疑 Gerber 決定將產品貼上

「零食」而不是「糖果」、「甜食」或「款待」標籤，應負責。最後，Williams

聲稱包裝上“天然風味＂一詞不符合法規要求的字體大小要求。而上訴法院則

認為，產品包裝的許多特徵可能會欺騙理性的消費者。 

由於加州不公平競爭法（California Unfair Competition Law ，簡稱 UCL）

亦管制不實廣告行為。加州法院表示商業行為是否具有欺騙性通常是一個事

實問題，涵攝後不適用就應拒絕作出決定187。而判斷一種做法是否具有欺騙

性、欺詐性或不公平性，通常是一個事實問題，需要考慮和權衡雙方的證據188。 

虛偽或誤導廣告和不公平商業行為索賠必須從合理消費者的角度進行

評估189。“除非廣告針對特定的弱勢群體，否則根據它對合理消費者的影響來

判斷190。＂在合理的消費者標準下，原告或上訴人必須“證明‘公眾很可能會

被欺騙’＂191。加州最高法院承認，法律所禁止的，不僅是虛假的廣告，而且

廣告中涉及實際誤導或有能力，可能性或傾向欺騙或迷惑公眾192。如果原告

沒有提出“足夠的事實來陳述表面上看似合理的救濟要求＂，則地區法院應批

                                                 

187   Linear Technology Corp. v. Applied Materials, Inc., 152 Cal.App.4th 115, 134-35, 61 

Cal. Rptr. 3d 221 （Cal.App. 2007）. 

188 McKell v. Washington Mutual, Inc., 142 Cal.App.4th 1457, 1472, 49 Cal. Rptr. 3d 227 

（Cal.App. 2006）. 

189 Freeman v. Time, Inc. , 68 F.3d 285, 289 （9th Cir. 1995）. 

190 Lavie v. Procter & Gamble Co., 105 Cal.App.4th 496, 506-07, 129 Cal. Rptr. 2d 486（Cal.App. 

2003）. 

191 Supra note 177. 

192 Kasky v. Nike, Inc. 27 Cal.4th 939, 950, 119 Cal., Rptr 2d 296, 45 P.3d 243 （2002）.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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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駁回動議193。訴訟權的事實指控必須要提高到足以防免投機的水平之上194。 

本案中 Gerber 果汁零食產品的包裝有多處特徵可能會欺騙消費者。首

先，該產品被稱為“果汁零食＂，包裝上描繪了許多不同的水果，可能（錯誤

地）暗示產品中含有這些水果或其果汁。此外，關於果汁零食是“果汁和其他

全天然成分＂製成的說法，很容易被消費者理解為聲稱產品中的所有成分都

是天然的，這似乎是構成誤導的。最後，聲稱零食“只是專門設計用於幫助幼

兒健康成長的各種營養豐富的 Gerber 畢業生食品和果汁中的一種＂，這增

加了潛在的欺騙性。 

加州地區法院審議結果認為，“在對整個包裝進行審查後，沒有理性的

消費者會得出零食含有來自包裝上，特別是在確定成分標示處所顯示的實際

和類似水果的物質的汁液。＂亦即，產品包裝上的標示並不致於誤導理性消

費者。 

上訴法院提出不同意地區法院的意見，即合理的消費者應該超越盒子正

面的誤導性陳述，從盒子側面小字的成分清單中發現事實。盒子側面的成分

清單似乎已符合 FDA 的規定發揮說明的作用。簡言之，上訴法院期望理性消

費者能由成分列表所包含產品的詳細信息，來確認包裝上的其他陳述是否為

真。 

地區法院認為符合 FDA 要求的 Gerber 標記零食的方式，只是一種支持

產品不具有欺騙性的結論。即地區法院得出的結論是該產品符合 FDA 指南

的“替代認定＂。上訴法院認為，Williams 已提出主張之依據，並且可以合理

地證明合理的消費者會被 Snacks 包裝所欺騙。因此，地區法院在沒有考慮

                                                 

193 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 , 550 US 544, 127 S. Ct. 1955, 1974, 167 L. Ed. 2d 929 

（2007）. 

194 Bell Atlantic Corp. v. Twombly , 550 US 544, 127 S. Ct. 1965, 167 L. Ed. 2d 929 （20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https://advance.lexis.com/document/?pdmfid=1000516&crid=408c36d4-db2c-4128-a85f-23e096f94f81&pddocfullpath=%2Fshared%2Fdocument%2Fcases%2Furn%3AcontentItem%3A4SBF-WG90-TXFX-D2GC-00000-00&pdcontentcomponentid=6393&pdteaserkey=sr0&pditab=allpods&ecomp=ydgpk&earg=sr0&prid=9a142fda-8d55-471f-9b7b-19ac3004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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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本身之外的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作出了結論是錯誤的。本案上訴法院認

為地區法院在法律上認定零食包裝是否具欺騙性時，論證不夠週延。因此，

地區法院的裁決被撤銷。 

4. Ultimeyes App 改善視力不實廣告案195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在 2016 年 2 月針對一款宣稱能矯正視力之

Ultimeyes App 作出最終批准，但要求他們停止聲稱該 Ultimeyes App 可以改

善用戶的視力所作出的欺騙性聲明196。此款 App 由 Carrot Neurotechnology

公司研發，以美金 9.99 元於平台上販售供民眾下載。爭議在於，Ultimeyes

的廣告錯誤地說，該應用程式能將"把時鐘倒回你的視野"。廣告還聲稱，使

用者將受益於運動、閱讀和駕駛等活動的"全面視力改善"，使用該應用程式

將減少對眼鏡和隱形眼鏡的需求。由於該款 App 宣稱具有提升及改善視力功

能，透過 App 使用即可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中，感受視力恢復而不需使

用眼鏡。然而，FTC 起訴認為，App 所稱之使用療效，缺乏充分的文獻資料

佐證說明。其必須具備完整及可信賴的科學證據來證明，包含臨床試驗或盲

測等方式，且該科學證明必須符合相同領域專家所認定之標準，否則，該款

App 內容所標榜之效果即屬不實陳述，將造成民眾誤認。為此，Carrot 

Neurotechnology公司最終以美金 15 萬達成和解，FTC 最終命令中要求 Carrot 

及其擁有者在 FTC 對 Ultimeyes 和類似產品的投訴或有關任何產品或服務

的健康益處、性能、功效、安全或副作用的索賠提出願景索賠質疑之前，必

                                                 

195 FTC File No. 142-3132. 

196 FTC Approves Final Order Prohibiting, “Ultimeyes” Manufacturer from Making Deceptive 

Claims that the App Can Improve Users’ Vision, FTC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February 23, 

2016）, http：//FTC Approves Final Order Prohibiting “Ultimeyes” Manufacturer from Making 

Deceptive Claims that the App Can Improve Users’ Vision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7/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50917carrotneuroorder.pdf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50917carrotneuroorder.pdf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60223carrotneurodo.pdf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02/ftc-approves-final-order-prohibiting-ultimeyes-manufacturer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2016/02/ftc-approves-final-order-prohibiting-ultimeyes-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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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擁有主管和可靠的科學證據。若將 App 說明當中未經科學證明的療效部份

予以刪除，即可繼續再繼續販售此款 App。最後命令還禁止 Carrot 

Neurotechnology 公司歪曲任何科學研究，並要求他們明確披露他們與任何從

事或參與科學研究的人的關係，他們引用這些證據作為其主張的證明，以及

任何人支援他們的產品。 

（五）案例評析 

FTC 對於違反 FTC 法第 5 條之案件，依其惡性輕重程度，分別採行行

政或司法之處置方式。在 APM 可生物分解袋案，行為惡性相對非重大，FTC

以行政審議決定（administrative complaint）與被審議人達成合意，據此作出

命其實施更正措施之同意令（consent order）。另在 Sensa 減重產品案，違法

行為人有關係企業母子公司、母公司執行長、專家研究人員等多人涉案，且

涉案廣告未揭露薦證消費者接受報酬之訊息，行為惡性相對重大，FTC 決定

以司法方式處理本案，因此訴請法院命被告人等停止違法行為及返還被害人

金錢。 

至於 FTC 認定涉案廣告成立欺瞞違法行為，主要因素在於該等廣告表示

商品可自然生物分解、達一定減重量等效果，皆無合理依據之實證。在 Sensa

減重產品案，FTC 認定作為合理依據實證之實驗研究，必須確保該研究不受

廣告主控制之獨立性。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欠缺合理依據實證之廣告，藉由

衡平法救濟金制度，命廣告主返還消費者購買金額，得以剝奪違法者不法利

得，同時實質填補被害人損失。 

在 GERBER 案中，法院認定單純由產品包裝的說明，即使符合相關主

管機關（本案係 FDA）就標示的要求，尚不足以認定不會涉及實際誤導或構

成欺騙或迷惑公眾。當一方已提出合理地證明理性的消費者可能會被產品包

裝所欺騙時，法院必須再綜合考量包裝本身之外的任何證據，才能作出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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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是否具欺騙性的論證，始屬週延。 

在 Ultimeyes App 案中，FTC 除了施以行政方式處理外，並要求將 App

說明當中未經科學證明的療效部份予以刪除，即可繼續再繼續販售此款

App。重點在於重申廣告中所使用的數據，必須擁有主管和可靠的科學證據

（明確披露他們與任何從事或參與科學研究的人的關係，他們引用這些證據

內容），並禁止行為人透過歪曲任何科學研究來誤導消費者。更一步的，在

ONY 案中，只要所弔用的廣告資訊來源可以被勾稽，而不是歪曲了原數據結

果，只是引用了不準確的結論，亦不構成不實廣告責任。 

除了前述 FTC 案例外，美國針對不實廣告管制，尚有二件案例值得借鑑： 

1.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案 

在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案197中，Caldera 控訴微軟透過發布不存

在的軟體改版資訊（vaporware，有稱為空氣軟體）的不實廣告，構成阻礙性

濫用的反競爭效果，迫使其退出市場。該案係 1980 年代，Caldera 藉由軟體

創新快速取代微軟全球市場 6%的市占率，因而使微軟警覺 Caldera 作業系統

遠優於（“vastly superior＂）其視窗軟體198。為紓解競爭壓力，微軟遂以廣

告宣稱其將於近期內即將推出的 MS-DOS 5.0 軟體功能遠優於 Caldera 產

品，並偽稱原告產品與微軟系統不相容，因而引起購買者錯誤認知並延遲選

購作業系統，以致 Caldera 在需求不足的困境下，退出市場。然而微軟卻旋

即宣布新版 MS-DOS 延後上市。該案經美國猶他州地方法院受理後，法庭駁

回微軟申請簡易判決的請求，並認為獨占者有義務以廣告向大眾（特別是競

爭對手），披露自己所創新產品內容或是否相容，更不應該以虛偽不實廣告打

                                                 

197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 （Caldera I）, 72 F. Supp. 2d 1295, 1299 （D. Utah 1999）. 

198 微軟內部文件，同上註，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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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競爭對手199。其後微於軟於 2000 年以 2.75 億美元與 Caldera 和解200。 

本案中，微軟透過在市場上釋出本身之虛假行銷訊息（偽稱原告產品與

微軟系統不相容）致引起購買者錯誤認知並延遲選購作業系統，以致 Caldera

在需求不足的困境下，退出市場乙事，除了涉及濫用市場力之反托拉斯爭議

外，亦具不實廣告非難性。 

2. ONY, Inc. v. Cornerstone Therapeutics, Inc.案 

美國早在 2013 年 ONY, Inc. v. Cornerstone Therapeutics, Inc.案201中，本案

中被告所引用的科學報導數據，屬於選擇性扭曲的數據，而被告引用之。故

原告主張任何人使用虛假或誤導性事實陳述，構成違反美國蘭亨法及紐約一

般商法第 349 條，因此構成不實廣告。本案法院結論在於如果發表者所引用

的結論，其所依據的數據和方法，目前仍存在合理的科學分歧，那麼就不構

成蘭亨法不實廣告。但本案中，並不是歪曲了調查報告結果，而是引用了不

準確的結論干擾了原告潛在的經濟優勢。可得出結論在於只要摘錄的報導內

容不誤導讀者，那麼摘錄後的二次傳播就不會引起不實廣告責任。 

 

                                                 

199 Caldera II, 87 F. Supp. 2d 1249, 1315 （D. Utah 1999）. 

200 “Settlement： Microsoft Settles Unfair Competition Suit By Caldera”, 7 Andrews Antitrust 

Litig. REP., 7 （2000）. 

201 ONY, Inc. v. Cornerstone Therapeutics, Inc., 720 F.3d 490 （2d Ci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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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

範及執法趨勢 

第一項 立法沿革 

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主要規範為「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不

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下稱：贈品表示法）202，同法在 1962 年制定

目的是作為獨占禁止法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欺瞞的引誘顧客」（一般指定第

8 項）、「不當利益的引誘顧客」（一般指定第 9 項）規範之特別法。當時同法

定位為競爭法規範體系，第 1 條揭示立法目的：「為防止商品及服務交易關聯

之不當贈品類及表示以引誘顧客，制定本法作為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法

律（昭和 22 年法律第 54 号）之特別條例，以確保公平競爭、保護一般消費

者之利益為目的」。 

嗣後基於「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政策原則，2009 年 5 月新修贈品表示法，

並頒布「消費者廳設置法案」、「消費者安全法案」及「有關消費者廳設置法

施行關係法律整備之法律案」（消費者庁設置法の施行に伴う関係法律の整備

に関する法律案），同時將贈品表示法主管機關從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

本公平會）移轉消費者廳203。 

修法後之贈品表示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為防止商品及服務交易關聯

                                                 

202 贈品表示法適用於一般行業外，主管機關針對報紙業、雜誌業、不動產業、醫療藥品及

機器業、商品原產國表示、消費者信用融資費用、收費老人安養中心等特定行業訂頒有

關不當表示之執法準則。此外，食品衛生法、健康增進法、金融商品取引法（金融商品

交易法）、特定商取引法（特定商業交易法）、藥事法等法律亦有訂定特定商品廣告規範。 

203 贈品表示法修法及執法，參照小畑徳彦，「消費者庁移管後の景品 表示法の運用と改正」，

ノモス，関西大学法学研究所，第 35 号，1-20（2014）。 



 

80 

 

之不當贈品類及表示以引誘顧客，制定本法禁止及限制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

主性合理選擇之虞行為，以保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為目的」。 

修法後之消費者廳雖為贈品表示法主管機關，惟受限於調查能力不足，

因此將行政搜索權、命提出業務報告等權限委任日本公平會執行（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是以該法實際係由消費者廳及日本公平會地方事務所共同執行調

查權限。 

第二項 消費者保護與市場競爭秩序關係 

贈品表示法之立法目的規定，從修法前「確保公平競爭」更改為「禁止

及限制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行為」，從此新修法條文義觀

點，有學者認為同法已經喪失獨占禁止法特別條例性質，因此應重新定位贈

品表示法純粹歸屬消費者保護法體系204。不過，多數說主張新修立法目的規

定，僅係從供給者方「公平競爭」觀點轉換成消費者方「自主性合理選擇」

之文義形式變更，二者為表裡一體關係，修法前後之規範範圍、實質適用要

件並無不同205。 

贈品表示法保護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立法目的，性質上屬

於消費者意思決定自由之個人法益，同時藉由保障消費者個人意思決定自

                                                 

204 小畑徳彦，同上註，4。 

205 林秀弥，「顧客誘引規制の原理的課題」，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特集 競争法と消費者），

有斐閣出版，第 40 号，17（2019）；白石忠志，「景表法の概要：目的・沿革・権限—連

載・景品表示法の構造と要点第 1 回」，NBL，第 1059 号，商事法務，35（2015）；向田

直範，「消費者庁による景品表示法の運用について」，競争法の理論と課題  = 

Competition Law ： 独占禁止法・知的財産法の最前線 ： 根岸哲先生古稀祝賀，有斐

閣出版，567（2013）；大元慎二編著，景品表示法（第 5 版），商事法務出版，27（2017）；

笠原宏編著，景品表示法，第 2 版，商事法務出版，27-2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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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以改善市場交易環境效果，達成維護整體消費者利益機能206。另一方

面，獨占禁止法第 1 條亦揭示有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立法目的207，在歷

來學說定位其為「公共利益」性質概念下，近來學者從「選擇的權利」、「知

的權利」觀點予以闡釋「消費者權利」內涵，成為主流學說見解208。如此為

達成獨占禁止法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立法目的，必須藉由促進公平且自

由的市場競爭，實現消費者「選擇的權利」；同時為實質的滿足消費者選擇機

會，應防範欺瞞的交易方法引起相對人誤認，確保提供適當交易資訊以維護

消費者「知的權利」。如此而言，因應多樣廣告類型、贈品贈獎或免費提供利

益等商業活動，廠商可能採行誇大不實廣告、不當利誘等商品或服務行銷手

法，即產生消費者法與競爭法跨法律領域規範問題209。 

修法前之贈品表示法歸屬獨占禁止法禁止「欺瞞的引誘顧客」（一般指

定第 8 項）、「不當利益的引誘顧客」（一般指定第 9 項）之不公平交易方法規

範體系，其公平競爭阻礙性在於干擾一般消費者等顧客之適當且自主性合理

                                                 

206 學者將消費者被侵害法益或損失類型化，歸類為：1.個別性利益（可確定歸屬各個消費

者之利益）；2.社會性損失（資訊不對稱，導致高品質商品無法供給之社會福祉損失）；3.

擴散性利益（透過供給者自由公平競爭，得以期待享受價廉物美商品或服務供給之利

益）；4.集合性利益（集合可確定歸屬各個消費者利益之整體利益）。參照林秀弥，「独占

禁止法による集団的消費者利益の保護」，千葉恵美子ほか編，集団的消費者利益実現と

法の役割，商事法務出版，97（2014）。 

207 獨占禁止法第 1 條立法目的規定：「本法禁止私的獨占、不當交易限制及不公平交易方

法，防止事業支配力過度集中，排除以結合、協定等方法不當限制生產、銷售、價格、

技術及其他一切不當拘束事業活動行為，以促進公平且自由競爭，發揮事業人創意，活

絡事業活動，提高雇傭及國民實際所得水準，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促進國民經濟民主

的健全發達為目的。」 

208 泉水文雄，経済法入門，有斐閣出版，7（2018）；根岸哲、 舟田正之，独占禁止法概説，

第 5 版，有斐閣出版，29（2015）。 

209 岩本諭，「競争法の消費者保護機能の可能性と課題」，日本経済法学会年報（特集 競争

法と消費者），第 40 号，有斐閣出版，8-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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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決定，以致侵害市場上從事價廉物美供給的效能競爭（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如此贈品表示法規範公平競爭阻礙性的內在本質，未因修法影響

而有改變，修法後仍可定位同法兼具消費者法與競爭法規範之雙重性質210。 

第三項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之適用要件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事業人211對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交易，不

得為下列各款之表示，以不當引誘顧客，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

擇之虞： 

一、優良誤認表示 （第 1 款） 

對於一般消費者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較實際內容

為顯著優良之表示；或對於與該事業人供給同種類或類似之他事業人商品或

服務為不實顯著優良之表示。 

二、有利誤認表示 （第 2 款） 

對於交易相對人有關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較實際或與該

事業人供給同種類或類似之他事業人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條件為顯著有利，使

一般消費者誤認之表示。 

                                                 

210 修法前，贈品表示法屬於獨占禁止法之特別條例，實務處理不當欺瞞交易、不當利誘案

件，原則上對於事業與消費者之交易（B to C）適用贈品表示法，事業間的交易（B to B）

適用一般指定第 8 項、第 9 項規定。修法後，贈品表示法移由消費者廳主管，日本公平

會處理事業對消費者不當欺瞞交易、不當利誘案件，仍可適用一般指定第 8 項、第 9 項

介入規範。如此而言，贈品表示法與獨占禁止法，仍然維持消費者政策與競爭政策不即

不離的關係。參照林秀弥，前揭註 205，27。 

211 本研究報告使用「事業人」乃係在研究方法上表現日本法制應當忠於原文之專有名詞，

性質上與公平會翻譯法規屬於工具書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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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定不當表示 

除前二款表示外，其他經內閣總理大臣指定有關商品或服務交易之事

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之虞之表示。 

實務適用本條規定，主要問題有二。其一，本條規範主體為「自己供給

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人，對於形式上非廣告商品所有人或服務提供者之其他

事業人，實質上若有參與廣告製播，得否認定其有接受規範之主體適格?值得

注意的是，在當前盛行網路行銷時代，消費者在部落格（Blog）、商品評論網

（Review Website）等網站推薦商品或服務，卻隱匿其接受廠商金錢或其他經

濟利益報酬資訊，本質上屬於欺瞞的行銷手法212。倘若該推薦商品廣告較實

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不當表示，由於推薦之消費者非為「事業人」及「自己

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交易」，是以無法適用本條規定，如此適用要件應有檢討之

必要213。 

其二，實務調查涉嫌優良誤認表示案件，如何認定廣告表示商品或服務

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是否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倘若規定應由主管機

關調查表示之真偽，涉案商品或服務得以在調查期間繼續銷售，顯然難以即

時遏止消費者被害事態擴大。因此，在 2003 年贈品表示法修法新增「無實證

廣告」規定（現行法第 7 條第 2 項），賦予主管機關得限期命當事人提出合理

依據資料之權限。 

                                                 

212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2017 年 2 月 16

日 ）， https ： //20170216 ス テ ル ス マ ー ケ テ ィ ン グ の 規 制 に 関 す る 意 見 書 

（nichibenren.or.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13 林秀弥，前揭註 205，30。 

https://www.nichibenren.or.jp/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7/opinion_170216_02.pdf
https://www.nichibenren.or.jp/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7/opinion_170216_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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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贈品表示法規範之行為主體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事業人對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交易，不

得為下列各款之表示…」據此規定，適用同條規定之廣告規範主體，必須滿

足「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供給主體性）、「為各款之表示」（表示主體性）

等要件。 

一、供給主體性 

依據法條文義，本條僅適用於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主，對於從事廣告

代理業、廣告媒體業等事業，由於未在市場流通過程供給自己之商品或服務，

因此欠缺適用本條規範主體之適格214。至於通說及實務見解認為，得以適用

本條規定之供給主體，不以當事人存在形式契約關係為必要；凡從進口商或

製造商到末端消費者之市場流通過程中，實質有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人均

足當之215。 

以加盟契約關係而言，加盟店支付授權金作為獲取加盟業主授權使用商

標、營業秘密等權利之代價；另一方面，加盟業主基於維護商標信譽、確保

商品或服務品質等正當理由，得以合理限制加盟店商品或原料採購對象或數

                                                 

214 消費者廳見解：雖然廣告媒體等事業有參與廣告製播工作，惟其非供給自己商品或服務

之事業，故非適用贈品表示法之規範主體；惟廣告媒體等事業若有與他事業共同對消費

者供給商品或服務者，即應接受贈品表示法規範，參照消費者庁表示対策課，「事業者が

講ずべき景品類の提供及び表示の管理上の措置についての指針に関する Q&A Ｑ6」，

https：//指針に関する Q&A | 消費者庁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15 加藤公司ほか編，最新青林法律相談 3・景品表示法の法律相談，青林書院出版，127

（2015）。另有學者提出批評，認為如此對「自己供給之商品或服務的交易」擴張解釋，

從實質觀點顯然逾越法條文義規定。參照白石忠志，「不当表示総論（下）違反者の範囲

（連載・景品表示法の構造と要点第 9 回）」，NBL，第 1059 号，商事法務，60（2015）。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faq/guideline/#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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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此嚴密管控的加盟行銷體系下，消費者通常認知加盟業主與加盟店為

整體營業組織，是以即使加盟業主指定加盟店向他事業採購商品或原料，應

可認定具備適用本條之供給主體性216。 

二、 表示主體性 

廣告商品或勞務涉及複數供給主體之事業人，如何認定不當表示之規範

對象?以百貨公司專櫃商品廣告為例，有主張應以廣告表明百貨公司與專櫃商

名義（二者均為廣告表示主體），或僅表明百貨公司名義（僅百貨公司為廣告

表示主體），作為認定標準217。亦有學者認為，判斷廣告表示主體，不應僅以

消費者之認識或印象為標準，尚應審酌百貨公司與專櫃商之契約關係、內部

管理營業形態等因素218。 

至於實務立場，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揭示基本判斷原則219：1.自己或與他

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2.依據他事業人相關說明，決定表

示內容之事業人；3.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其中，第 2 點之

表示主體，包含接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說明後，決定作為自己表示內

容之事業人；第 3 點之表示主體，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受任事業人

以自己意思決定表示內容，該受任事業人為第 1 點之行為主體。 

                                                 

216 「平成 30 年度における景品表示法違反事件の処理状況について研究者と消費者庁審議

官による座談会」における小林渉消費者庁審議官の発言，公正取引，第830号，17（2019）。 

217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Ｑ＆Ａ景品表示法，改訂版第二版，青林書院出版，167（2007）。

矢部丈太郎，「不当表示の主体処分される事業者は誰か」，国際商業，第 462 号，182

（2006）。 

218 真渕博，景品表示法，第 4 版，商事法務出版，65（2015）。 

219 ベイクルーズ事件審決取消請求事件，東京高裁判決平成 20 年 5 月 23 日，審決集第 55

卷，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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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主觀違法要素，東京高等法院認為主管機關處分不當表示案件，

有鑑於其違法之非難性異於民事、刑事制裁性質，因此不以該表示主體之行

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220。例如，從製造商進貨之零售商，依據製造商之

商品說明作成廣告宣傳單，由於製造商說明錯誤，致使該廣告宣傳單內容構

成不當表示，不問該零售商有無過失，仍得認定其為贈品表示法之規範主體

221。 

三、 相關案例 

（一）BEAMS 品牌褲子製造地標示案222 

BEAMS 品牌服裝之進口貿易商與 5 家服裝零售商等事業人（下稱：被

處分人等），將羅馬尼亞製造地之 BEAMS 品牌褲子，標籤標示為「義大利製」

進行銷售。案經日本公平會調查，認定涉案標示行為有構成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現行法第 5 條第 3 款）不當表示之虞，爰命其實施排除違

法行為措施。 

嗣後在本案正式審議程序，認定該 5 家零售商基於進口貿易商說明涉案

商品為「義大利製」之認知，委託該貿易商縫製「義大利製」褲子標籤，被

處分人等均屬參與表示內容決定之當事人，理由為參與「內容決定」之當事

人，不僅限於自己或與他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尚包含依

據他事業人相關說明以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或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

                                                 

220 ベイクルーズ事件審決取消請求事件，同上註。 

221 消費者庁表示対策課、「表示対策 よくある質問コーナー（表示関係）Ｑ4（製造業者の

説 明 に 基 づ い て 小 売 業 者 が チ ラ シ を 作 成 し た 場 合 ）」、 http ：

//www.caa.go.jp/representation/keihyo/qa/hyoujiqa.html#Q4，最後瀏覽日期：2017/05/03。 

222 平成 19 年 1 月 30 日審判審決，審決集第 53 卷，551。平成 19 年 10 月 12 日，東京高裁

判決，排除命令集第 26 卷，853。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keihyo/qa/hyoujiqa.html#Q4
http://www.caa.go.jp/representation/keihyo/qa/hyoujiqa.html#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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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事業人；且不以參與表示內容決定之事業人有無故意或過失。 

被處分人等不服本案處分，提起請求撤銷原處分訴訟，東京高等法院基

於如次理由，認定被處分人等均為本案不當表示之行為人，爰駁回本件訴訟

請求：贈品表示法規範對象之表示主體，涵蓋商品從生產到行銷流通過程，

得以主體性決定傳達給一般消費者表示內容之事業人，或間接決定將該內容

作為自己表示使用以獲取利益之事業人等。 

（二）近畿日本鐵道旅館菜單標示案223 

近畿日本鐵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畿鐵道），將其所屬旅館委託其

100%持股之近鐵旅館 SYSTEMS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近鐵旅館）經營，營

業收入扣除委託費用之餘額計入近畿鐵道之營收會計項目。 

近鐵旅館在旅遊網頁刊登餐廳菜單「大和雞肉鍋」、「朴葉燒烤和牛」、「斑

節蝦」等料理品項；惟廣告宣稱使用食材與實際料理不符。對此廣告表示行

為，消費者廳認定被處分人，構成贈品表示法第 4 條第 1 項（現行法第 5 條）

第 1 款「顯著優良誤認表示」及第 3 款「誘引廣告」等違法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不當贈品表示並無有關關係企業之通案處理規定，

本案消費者廳並非以近鐵旅館為處分對象，原因在於從委託經營內容以觀，

鑑於近畿鐵道與近鐵旅館為 100%持股之母子公司關係企業之一體關係，子

公司失其經濟獨立性，故子公司廣告表示即可視為母公司行為，因此認定近

畿鐵道為本案違法行為人224。 

                                                 

223 消費者庁平成 25 年 12 月 19 日措置命令，https：//20131219.pdf （koutori-kyokai.or.jp），

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24 波光巖、鈴木恭蔵，実務解説景品表示法，第 2 版，青林書院出版，91（2016）。 

https://www.koutori-kyokai.or.jp/caapaper/2013/201312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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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zumiya 超市神戶牛標示案225 

Izumiya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Izumiya），為經營食品購物超市之大型

零售商。牛肉商但馬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牛肉商但馬屋），為經營肉品食

材等零售業務事業。牛肉商但馬屋在 Izumiya 超市設櫃販售肉品，專櫃契約

訂定以專櫃營業額之一定比率作為設櫃對價。 

Izumiya 及牛肉商但馬屋，在地方報紙夾報傳單及網頁廣告刊載「限週

六 13 日」、「和牛專門店 但馬屋」、「八尾店 廣陵店 『兵庫產神戸牛・佐賀

產和牛』」、「神戶玉津店 『兵庫產神戸牛・神戶 Wine Beef』」」、「附上比標籤

價格減三成折價券」，給人感覺僅在 2016 年 2 月 13 日販售該廣告商品。然而，

牛肉商但馬屋並未進貨神戶牛以供當日販售，以致 Izumiya 及牛肉商但馬屋

未能依照廣告表示進行交易。 

本案經消費者廳調查，認定 Izumiya 及牛肉商但馬屋構成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3 款之誘引廣告行為，並命其實施更正違法措施。 

本案誘引廣告之處分對象，除經營專櫃之肉品供應商外，尚包含提供設

櫃營業場所之購物超市業者，如此認定複數表示行為主體之理由，得從以下

幾點觀察： 

1. 專櫃契約性質 

依據本案專櫃契約，牛肉商但馬屋必須遵守 Izumiya 管理規則，以超市

商店名義營業、繳交一定比率營業金額之專櫃費用，是以營業主體應為

Izumiya，牛肉商但馬屋為受託經營業務。如此專櫃契約性質，有別於承租人

                                                 

225 消費者庁平成 28 年 12 月 21 日措置命令，消表対第 1754 号（イズミヤ）、消表対第 1755

号（牛肉但馬屋），https：//161221.pdf （jftc.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8/dec/161221_2_files/1612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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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占有使用專櫃、繳交一定金額租金之一般租賃契約。 

有關商品交易關係，Izumiya 與消費者為買賣契約當事人，在消費者購

買時點，商品所有權從牛肉商但馬屋經由 Izumiya 移轉給消費者。此點與專

櫃租賃契約，買賣契約存在專櫃業者與消費者間，商品所有權由專櫃業者直

接移轉給消費者之交易關係迥然不同。 

2. 供給主體性 

判斷是否構成不當表示之供給主體，不僅限於形式契約關係，尚應審酌

有無實質參與商品或服務之提供、流通關係。本案專櫃契約之當事人，牛肉

商但馬屋在 Izumiya 超市專櫃從事商品銷售活動，Izumiya 實際有參與商品供

給之流通過程，因此二者皆具備供給主體性。 

3. 表示主體性 

本案 Izumiya 製作報紙夾報傳單及網頁廣告，並與牛肉商但馬屋共同策

劃商品銷售活動，二者協議共同決定廣告表示內容，符合上揭實務判斷原則

1.與他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廣告表示主體性要件。是以 Izumiya

與牛肉商但馬屋均為本案廣告之表示主體。因此，在決定本案廣告內容之時

點，不問渠等對於廣告內容之認識有無故意或過失，均得認定成立不當引誘

廣告表示。 

四、 數位平台廣告 

現代社會隨著網路通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及大數據演

算（Big Data Architecture）等數位科技發達，藉由 Google、Amazon、Facebook、

Apple（合稱：GAFA）等資訊業巨擘營運數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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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功能，創造出多元且新穎的商品或服務市場226，同時改變傳統商業經營及

消費生活模式。 

另一方面，由於數位平台虛擬通路交易資訊不透明、未能實際檢視商

品、欠缺履約保證機制等因素，致使網路消費糾紛層出不窮。有鑑於此，消

費者廳在 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布「有關數位平台仲介消費者交易環境整備之

檢討會報告書」（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企業が介在する消費者取引に

おける環境整備等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227，以建構提供消費者安全安心

交易環境為目的，擬定防範數位平台消費糾紛之因應對策。該檢討會針對違

法或危險商品流通、緊急時期生活必需品流通、使消費者誤認之誇大或虛偽

不實廣告表示、影響消費者信賴之商品或服務評論、特定消費者定向廣告、

使用約款等數位平台消費爭議問題，研議處理方案228。以下，擇要介紹誇大

或虛偽不實廣告主體之檢討內容。 

（一）複數廣告行為主體 

購物平台開店業者製播廣告，可能尚有數位平台業者等多數事業關係人

參與廣告企劃、製作工作，是以從建構保護消費者信賴的交易環境觀點，該

等關係人均得成為購物平台廣告之表示主體，對於引人誤認或虛偽不實廣告

表示，均應承擔法律責任。 

                                                 

226 GAFA 等數位平台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線上購物商城、網路拍賣、線上跳蚤市場、線

上應用程式商店、網路搜尋服務、線上影音串流、線上預約、網路共享經濟平台、社群

網路、網路影音分享平台、線上電子支付等。 

227 消費者庁ホーム，https：//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企業が介在する消費者取引にお

ける環境整備等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28 消費者庁ホーム，https：//デジタ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企業が介在する消費者取引にお

ける環境整備等に関する検討会論点整理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plans_and_status/digital_platform/assets/consumer_system_cms101_210201_01.pdf
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plans_and_status/digital_platform/assets/consumer_system_cms101_210201_01.pdf
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plans_and_status/digital_platform/pdf/consumer_system_cms101_200831_01.pdf
https://www.caa.go.jp/about_us/about/plans_and_status/digital_platform/pdf/consumer_system_cms101_200831_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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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 

主管機關適用相關廣告法律規範，應查明多數事業人參與廣告分工合作

關係，判斷該等關係事業人是否合致廣告行為主體要件。例如，贈品表示法

禁止事業人「對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為不當表示行為，主管機關認

定是否符合「供給」要件，應依照商品或服務提供、流通實際狀況，實質判

斷。因此，贈品表示法之規範主體，應不僅限於「製造商或經銷商」229。 

本檢討報告書強調，有效防範購物平台廣告引起交易糾紛之重點，在於

主管機關應督促數位平台事前審核開店廣告表示內容，並注意其有無參與平

台購物廣告製播。不過，要求數位平台業者知悉全部網路商店或供貨商銷售

商品之功能、特性等內容，事實上有其困難度。因此，主管機關宜應提供同

類違法廣告案例資料，輔導數位平台業者判斷購物廣告有無引人誤認或虛偽

不實之審核能力，善盡其適當管理平台廣告措施之義務（贈品表示法第 26

條）。 

五、 網路媒體廣告行為主體 

現代市場行銷手法，常見企業委託部落格（Blog）、商品評論網（Review 

Website）等網路媒體刊播廣告，藉由網路媒體經營者推薦、分享消費心得等

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如此網路媒體廣告表示，若係由委託企業決定

廣告內容，或係由委託企業確認、指示修改網路媒體經營者決定之廣告內容，

該委託企業即為贈品表示法規範之行為主體230。 

                                                 

229 衆議院議員丸山穂高提出「インターネット商取引の多様化に伴う消費者保護の強化に

関する質問に対する答弁書」（令和 2 年 3 月 27 日閣議決定）。 

230 依據前揭東京高等法院判決，認定該委託企業為廣告主體之理由為：自己或與他事業人

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參照古川昌平，

「誌上法学講座：景品表示法を知る・学ぶ（第 3 回）表示規制（2）表示規制の適用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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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網路媒體經營者，未符合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要件，並非贈

品表示法規範之廣告主體。不過，依據消費者廳 2016 年 6 月 30 日制定「有

關健康食品在贈品表示法及健康增進法上之注意事項」（健康食品に関する景

品表示法及び健康増進法上の留意事項について）說明，部落格、商品評論

網等網路媒體經營者，若有參與廣告內容之決定，符合健康增進法禁止「任

何人」為虛偽誇大表示之要件，即為同法之規範主體231。 

第五項 無實證廣告規範 

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判斷事業人之表示是否合致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事業人提出為該表示內附合理依

據之資料；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成立該款規定之優良誤認表示。如此規定，

意味著事業人對於廣告標榜商品或服務之性能、效果表示內容，事前應有合

理依據資料，事後對此表示內容之依據負有舉證責任232。 

基於規範明確化原則，日本公平會在 2003 年 10 月 28 日公告如下「不

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 條第 2 項之運用指針」233，該指針目前仍為

消費者廳繼續沿用。 

一、 適用原則 

（一） 無需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例如原料、

                                                                                                                                      

受ける者は誰か」，国民生活.ウェブ版：消費者問題をよむ・しる・かんがえる / 国民

生活センター編，第 93 号，37（2020）。 

231 消費者庁ホーム，https：//160630premiums_9.pdf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32 波光巖、鈴木恭蔵，前揭註 224，110。 

233 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第 7 条第 2 項の運用指針 ―不実証広告規制に関する指

針―，https：//100121premiums_34.pdf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df/160630premiums_9.pdf#page=14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guideline/pdf/100121premiums_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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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容量、原產地、等級、住宅對外交通及周圍環境等事項，

通常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即可判斷其與

廣告表示是否相符。 

（二） 需要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若是涉及瘦

身效果、空氣清淨機能等效果、性能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

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

若委由專業機構調查、鑑定以證明其效果、性能是否符合廣告表

示，即使得以認定該廣告構成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誤認顯

著優良表示，因此作出排除該不當表示之行政處分必須耗費相當

時間，在此期間該商品或服務持續銷售，有擴大被害消費者之

虞。 

二、命提出作為表示有合理依據資料之例示 

（一） 依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命當事人提出作為商品或服務之

效果、性能表示有合理依據資料，彙整相關案例事項，以下表例

示；未在例示範圍內之事項，應否命其提出合理依據資料，應個

案判斷。 

表 2- 1 贈品表示法表示有合理依據之表示例 

表示例（商品或服務） 效果、性能 

「使用〇〇後，從 2 公釐到 3 公釐、

3 公釐到 6 公釐、6 公釐到 1 公分、

1 公分到 3 公分般的，短期間逐漸增

高。」（增高機） 

增高效果 

「根據醫學原理，精心完成研究，

根本矯正鼻軟骨與肌肉主要組織，

隆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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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例（商品或服務） 效果、性能 

隆鼻後….具有諸多挺立鼻型報告。」

（隆鼻器） 

「愈使用愈鋒利，既使 25 年未磨

刀，絕佳鋒利度不變。」（菜刀） 

永久性切斷性能 

「只要裝上引擎，就能節省 25%燃

料費！…」「…確實減少 5～25%耗

油」（汽車用品） 

燃料消耗量的節約效果 

「節食從 81 公斤減為 66 公斤。但

據說，這已經達到減重極限…這位

女士在〇〇58 天，成功減重 10 公

斤。三餐照常飲食，達成這樣體重

變化」（標榜瘦身效果美容服務） 

不限制飲食的瘦身效果 

「輕鬆減重 4.5 公斤～10 公斤！！」

「飯前飲用含有 11 種天然植物成分

的〇〇茶，在胃壁形成薄層保護

膜，阻絕食物中脂肪進入體內。」

（茶） 

不限制飲食的瘦身效果 

「利用超音波與電磁波雙重功效，

居家隔絕蟑螂、老鼠等。〇〇的電

磁波，傳送到牆壁、地板下、天花

板等電線配線，驅趕出隱藏處所的

蟑螂、老鼠。」（蟑螂、老鼠驅除機） 

蟑螂、老鼠驅除效果 

「粉刺等惱人的肌膚問題，就像削

蘋果皮般的滑順輕柔剝除。」「3 周

後臉面粉刺全部剝除乾淨，現在肌

粉刺去除效果（短期間臉部粉刺全

部清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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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例（商品或服務） 效果、性能 

膚滑溜清爽！」（化妝品） 

（二） 有關商品或服務之效果、性能表示，若是涉及神秘性（「開運」、

「財運」等）、主觀性（「感覺舒爽」等）、抽象性（「達成健康」

等）等內容事項，可認為對於一般消費者選擇商品或勞務之重要

判斷依據。對於該等表示內容，若有附加具體且顯著效益之主張

（包含暗示情形），給予一般消費者較實際內容顯著優良之認識，

將有合致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之虞，得適用同法第 7 條

第 2 項命提出作為合理依據資料之規定。 

倘若只是涉及神秘性、主觀性、抽象性等內容之表示，通常其表示並無

立即之效果、性能，不認為給予一般消費者較實際內容顯著優良之認識，即

無合致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之虞，不得適用同法第 7 條第 2 項命提

出作為合理依據資料之規定。 

三、「合理依據」之判斷標準 

（一）基本原則 

表示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之顯著優良性，對於一般消費者具有強大訴

求力，存在高度引誘顧客效果，因此為相關表示之事業人，應提出作為表示

合理依據之資料。從此觀點而言，消費者廳判斷事業人為商品或服務效果之

表示，是否違反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認為有必要命該事業人提出

作為表示合理依據之資料（下稱「提出資料」），該提出資料應符合如次二要

件：提出資料為客觀被實證之內容；表示之效果、性能得依提出資料之

實證內容予以適當對應。 

再者，有關商品效果、性能之表示，可能由經銷商依據商品製造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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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自行在其經銷型錄或店舖內為相關表示。對此表示，通常並不要

求經銷商應自行實證實驗、調查，而係要求經銷商提出確認製造商有無存在

客觀性實證實驗、調查及實驗方法、結果等相關數據之書面，以作為該表示

之依據資料。 

（二）提出資料為客觀實證之內容 

提出資料，應得以說明表示之具體效果、性能相關事實，因此必須符合

如次任一要求之客觀實證內容，包括依據實驗、調查所得結果；及專家、專

業團體或專門機構之見解或學術文獻。 

1. 依據實驗、調查所得結果 

（1）提出作為表示依據資料，係依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必須為表示

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相關之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

家承認實施之實驗、調查方法。例如：a.日常雜貨品之抗菌效果實

驗，係依 JIS（日本工業規格）規定之實驗方法實施；b.汽車耗油

效率實驗，係依 10.15 模式檢測法實施；c.纖維製品之防火性能實

驗，係由依消防法指定之檢查機構實施。 

（2）倘若不存在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家承認實施之實驗、

調查方法，應依符合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之方法實施實驗、調查。

如何具體判斷是否符合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之方法，應綜合考量表

示之內容、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相關領域之專家意見等要素。 

（3）實施實驗、調查之機構，與對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表示之事業人

為無關係之第三人（例如公立實驗研究機構、中立立場的民間調查

研究機構等），通常得認為客觀之實驗、調查。此外，若由表示之

事業人（包含與其有關係之機構），依上開 A 或 B 之方法實施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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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可作為其表示之依據，提出資料。 

（4）部分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之表示，若以消費者使用心得或抽樣調

查意見作為表示依據，應提出收集實例之調查結果資料，且以為非

人為的隨機抽樣法選出相當數量樣本，以充分確保統計的客觀性。

如下例示之統計方法，難以認定具備客觀性之實證資料： 

A. 收集、調查使用心得的對象，為自家公司職員或親屬等與銷

售商品或服務有利害關係之人，如此含有人為因素的樣本抽

樣過程，通常導致有利自家公司之調查結果。 

B. 消費者主動提交使用心得，通常為對於商品或服務效果、性

能有特別心理感受，如此意見易偏於主觀。僅以此主動提交

之使用心得，作為統計調查之抽樣母體，未經調查其他未提

交使用心得者之意見。 

C. 廣泛地區銷售商品，僅以部分地區少數使用者為抽樣調查對

象，抽樣母體數不充分。 

有關具備如何程度之樣本數，始符合統計客觀性之要求，應依商品或服

務表示效果、性能之特性、表示之影響範圍及程度，個案斟酌判斷。認定符

合統計客觀性之要求，至少表示之效果、性能應與學術或專業領域有關連性。 

2. 專家、專業團體或專門機構之見解或學術文獻 

（1）以商品或服務表示效果、性能相關領域之專家、專業團體或專門機

構（下稱「專家等」），提出專業之實務、研究、調查之見解或學術

文獻作為依據之資料，符合下列任一要件者，可認定為客觀實證。 

（2）專家等依據專業知識所作客觀評論之見解或學術文獻，普遍被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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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領域承認。 

（3）與商品或服務無利害關係之專家等，所作客觀評論之見解或學術文

獻，普遍被相關專業領域承認。 

（4）提出特定專家之特別見解，或尚無專家等創新效果、性能之新領域，

有關商品服務效果、性能之表示，不符合專家等之見解或學術文獻

要求，應依上開 A.項之實驗、調查其有無客觀實證。 

（5）天然藥物等表示之之效果、性能，難以客觀實證者，提出歷來傳言

有長期多數人使用經驗存在效果、性能普遍受到承認，作為其表示

之依據，應依專家等見解或學術文獻確認其存在。 

（6）表示之效果、性能得依提出資料之實證內容予以適當對應 

如下例示，事業人雖有提出客觀實證內容之資料，惟該資料未能適當對

應其表示之效果、性能，即無法認定該表示有合理依據。應注意的是，所謂

表示之效果、性能，包含引用文章、相片、實驗結果等數值、印象圖、消費

者使用心得等整體表示，致一般消費者認識之效果、性能。 

A. 家庭用害蟲驅除器 

  提出公家機關實施實驗結果，作為其表示家庭用害蟲驅除器有效果之

依據。惟該實驗結果，僅係該器具在實驗用壓克力箱內發出電磁波讓害蟲竄

逃作用，並非對人類通常居住環境有實用性驅除害蟲效果之實證。 

B. 引擎機油添加劑 

  提出民間研究機構實施實驗結果，作為其表示汽車引擎機油添加劑對

全部種類汽車引擎有提升 10%省油效果之依據。惟該實驗結果，僅限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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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之引擎機油才有此效果，並非一般品質引擎機油亦有同樣效果之實

證。 

C. 紫外線隔離材質衣料 

  提出化學纖維材質有遮斷紫外線效果之學術文獻，作為其表示使用該

材質之衣料有 99%遮斷紫外線效果之依據。惟該學術文獻，僅係確認該材質

有 55%之紫外線遮斷效果，並非 99%遮斷效果之實證。 

D. 免運動減重食品 

  減重食品表示「只靠食用，一個月就能減重 5 公斤」，並且附加「〇

〇大學醫學博士實驗效果完成實證」之專家評鑑，整體表示給一般消費

者只靠食用該減重食品就能減重 5 公斤期待之認識。惟該專家見解，僅係確

認該食品主要成分含有量，依照一般攝取方法配合適度運動得以期待促進脂

肪燃燒效果，並非只靠食用食品即可一個月減重 5 公斤之實證。 

（三）作為表示有合理依據資料之提出程序 

依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事業人未於消費者廳命令期間內提

出作為表示之合理根據資料者，該事業人所為之表示視為不當表示。 

從確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運作程序透明性之觀點，有關作為表示

有合理依據資料之提出程序，如下所示： 

1. 命提出資料之文書 

消費者廳為判斷案件系爭表示是否合致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項違法要

件，認為必要時，得依同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以文書命事業人提出作為該

表示合理依據之資料。該文書應明確且具體記載如次事項： 該事業人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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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表示之內容；資料提出之處所及提出期限。 

2. 資料之提出期限 

消費者廳依上開文書命提出作為表示合理依據資料之期限，原則為該文

書送達之日起算 15 日內（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施行規則（平成 28

年內閣府第 6 號令）第 7 條第 2 項）。消費者廳收受事業人以書面延長提出期

限之申請，認為有正當事由者，得延長提出期限。 

是否得為延長提出期限之具體正當事由，應個案判斷；惟主張有新增或

追加實驗或調查必要等理由，非屬正當事由。 

第六項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要件之檢討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以「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為不

當表示之共同構成要件。對於如此構成要件，如何定位其規範屬性，實務運

作出現如下不同見解。 

一、形式要件說 

贈品表示法在 2009 年修法前，原本歸屬日本公平會執掌，當時禁止「優

良誤認表示」、「有利誤認表示」，係以「不當引誘顧客，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

為構成要件（舊法第 4 條第 1 款、第 2 款）。當時日本公平會認定該構成要件

僅係形式宣示規定，凡有使一般消費誤認之表示者，通常即具備「有阻礙公

平競爭之虞」要件，理由為234：使一般消費誤認之表示，不僅妨礙消費者正

確選擇商品權利，損害消費者權益，且奪取可能與正當表示事業交易人之潛

在顧客，是以該誤認表示本身即屬不公平之競爭手段，可謂本質存在阻礙公

                                                 

234 菅久修一，景品表示法，商事法務出版，3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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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之虞。基此見解，日本公平會個案審查之重點，在於判斷涉案廣告有

無顯著優良或有利誤認之表示，至於是否合致「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要件，

即無論證之必要235。 

贈品表示法在 2009 年修法之際，將上揭舊法「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

置換為新法「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新法第 5 條

第 1 款、第 2 款），同時移轉該法執掌予消費者廳，顯示該法屬性由獨占禁止

法之特別法，轉換為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體系。惟對此新法構成要件之定位，

消費者廳仍然承繼日本公平會解釋之意旨，揭示基本原則為236：凡表示有促

使一般消費者誤認商品內容、交易條件等商品選擇重要因素之狀態，通常即

可認定其具備「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 

二、實質要件說 

相對於過去日本公平會或消費者廳的形式要件說，近期在若干個案訴訟

或行政不服程序，出現傾向實質要件說見解，除審查有無「顯著優良誤認表

示」行為外，並檢討是否合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

要件。 

三、案例 

（一）House 瓶裝礦泉水案237 

House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神戶市灘區工廠生產

                                                 

235 日本交通公社事件審決，公正取引委員会平成 3 年 11 月 21 日審判審決，公正取引委員

会審決集第 38 巻，3。 

236 片桐一幸，景品表示法，第 3 版，商事法務出版，47（2014）。 

237 公正取引委員会平成 20 年 6 月 17 日排除命令第 40 号，排除命令集第 26 巻，480。 



 

102 

 

500 毫升、1.5 公升、2 公升裝之品名「六甲的好喝水」礦泉水。另外，被處

分人在神戶市西區新設工廠，取用該廠當地水源生產 2 公升裝礦泉水（下稱：

本案商品），瓶身包裝標示「花崗岩中萃取的好喝水 下降在六甲山系花崗岩

質的雨水滲入地底，滴流穿過數層地質裂縫間融合花崗岩內礦物質成分，歷

經長時間天然生成口感柔和的優質水」等字句。 

案經日本公平會調查，認定被處分人位於神戶市西區新廠距離六甲山系

花崗岩層約為 7 公里，如此距離難以相信觸及六甲山花崗岩之地下水可能穿

過岩層流入該廠內，是以本案商品表示「融合花崗岩內礦物質成分」，構成顯

著優良誤認之不當表示，爰限期命被處分人實施排除違法措施。 

本案為日本公平會執掌贈品表示法管轄時期所作處分，當時舊法規定構

成優良誤認以「不當引誘顧客，有阻礙公平競爭之虞」為要件；惟有關本案

商品表示如何「不當引誘顧客」之判斷，本案處分並未予以論究。 

從本案商品表示位於礦泉水寶特瓶之側面，且使用之文字點數（point）

細小等觀點，學者有質疑其是否有實際影響一般消費者購買決定之效果238。

亦有學者認為，本案商品表示「融合花崗岩內礦物質成分」，確實有較實際商

品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惟消費者是否僅看到如此文字表示，即有決

定選購意願，不無疑問?若依現行贈品表示法規定，尚難認定其合致「有阻礙

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239。 

（二）大日堂護眼健康食品案240 

                                                 

238 林秀弥、村田恭介、野村亮輔，景品表示法の理論と実務，中央経済社出版，142-143

（2017）。 

239 小畑徳彦，「景品表示法 5 条の『一般消費者による自主的かつ合理的な選択を阻害する

おそれ』の意義」，流通科学大学論集―流通・経営編―，第 32 巻第 1 号，64（2019）。 

240  消 費 者 庁 平 成 29 年 3 月 9 日 措 置 命 令 ， 消 表 対 第 284 号 ， htt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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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日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報紙刊登該公司銷售之「蝦

紅素護眼健康食品」（下稱：本案商品）廣告，廣告內容呈現一名戴眼鏡閱讀

之中高年男性圖像，圖旁附加「給享受看報、讀書樂趣的人士  感受頓時

看清真相的效力!!爽快的清晰感」等字句。消費者廳為判斷該廣告是否成立

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之不當表示，限期命被處分人提出該表示附有合理

依據之資料。被處分人在期限內提出資料，惟消費者廳認定該資料並無合理

依據，爰依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視該廣告為第 5 條第 1 款之不當

表示，並命其實施更正措施。 

被處分人不服本案處分，對消費者廳提出審查請求。消費者廳受理審查

請求後，依據行政不服審查法第 43 條規定，對行政不服審查會提出如次諮詢

意見：本案商品表示，不僅係使用商品之主觀或抽象內容，而係對一般消費

者在選購本案商品有改善眼疾症狀效果、性能之具體效果之表示，給予其較

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認識。 

行政不服審查會經由諮詢及答辯程序，基於下列理由，決定本案處分並

無違法或不當，爰駁回本案審查請求241： 

1. 本案商品表示整體內容，給予一般消費者之認識、印象，為「朦朧

混濁感」視力不佳人士，使用本案商品有達到「清晰爽快」等狀態

的改善效果。如此強調商品優良性之廣告表示，充分得以引誘一般

消費者選購本案商品。 

2. 被處分人主張，本案處分欠缺對於「顯著優良」表示認定之情況下，

依據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命其提出實證依據資料，法律適用程

                                                                                                                                      

//fair_labeling_170309_0001.pdf （caa.go.jp），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41 行政不服審査会平成 30 年 2 月 2 日答申（だいにち堂事件答申），平成 29 年度答申第

39 号。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df/fair_labeling_170309_0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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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違法。惟本案商品表示強調其商品之優良性，得以引誘一般消費

者選購該商品，是以消費者廳為判斷其是否合致贈品表示法第 5 條

第 1 款所稱之顯著優良誤認表示，應有命其提出實證依據資料之必

要，尚難認定本案程序違法。 

3. 被處分人提出對本案商品購買者之訪談紀錄、使用意見、再次購買

比率等資料；惟該等資料非以相當多數母體隨機抽樣方式得出，難

以確保其統計資料之客觀性。此外，被處分人提出本案商品含有蝦

紅素、花青素等成分之實驗結果資料；惟該實驗對象分別為平均年

齡 24.6 歲 10 名、32.6 歲 20 名等人士，其攝取量、攝取者之年齡等

實驗條件，有別於本案商品適用在中高年層人士之使用態樣，爰難

謂該實驗結果屬於合理實證依據之資料。 

本案主要爭點：其一，消費者廳命被處分人提出本案商品表示附有合理

實證依據資料，是否適法；其二，被處分人提出之資料，有無合理實證之依

據。 

有關爭點一問題，本件商品表示之改善視力「朦朧混濁感」、達到「清

晰爽快」等狀態事項，非僅係主觀性、抽象性內容，而係在強調其有改善眼

疾症狀效果，此為一般消費者選購本件商品之重要決定因素，應實質審查其

是否合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是以消費者廳

在判斷是否成立不當表示之程序作業上，命被處分人提出附有合理依據實證

之資料，符合同法第 7 條第 2 項提出命令規定之「必要性」。 

至於爭點二問題，依據有關無實證廣告規範指針之基本原則242，本案被

處分人提出之資料，對購買者實施之訪談紀錄、使用意見、再次購買比率等

                                                 

242 無實證廣告規範指針（三）「合理依據」之判斷標準 1.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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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非以相當多數母體隨機抽樣方式得出，不符合客觀性實證要求。

再者，本案商品實驗對象之平均年齡、攝取量等實驗條件，難以適當對應該

商品表示中高年層人士使用狀態之實證內容。如此而言，消費者廳認定本案

商品表示未附有合理依據實證資料，應無疑義。 

（三）村田園萬能茶案243 

村田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其生產以植物葉、穀物為

原料之萬能茶（下稱：本案商品）包裝容器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魚腥

草、柿葉、玉米、薏仁、甜茶、竹葉、七葉膽、決明子、甘草、大豆、大麥、

桑葉、枸杞、烏龍茶梗、枇杷葉、決明茶」等字句；惟該等原料實際產地，

除大麥、魚腥草等部分外，其餘大部分皆為國外產地。消費者廳認定被處分

人為上開記載，宛如表示本件商品使用原料皆為日本國產，致使一般消費者

有較實際大部分國外原料產地為顯著優良之誤認，爰作出被處分人違反贈品

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並命其實施更正措施之處分。 

被處分人對於本案處分，何以認定本案商品記載「宛如表示使用原料皆

為日本國產」、「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不當引誘顧客，有阻礙一

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皆為敘明處分理由，因此向東京地方法院

起訴請求撤銷本案處分。 

東京地方法院審理本件訴訟，從下列三項重點考察本件商品表示，認定

本案處分合法，爰判決駁回被處分人請求244： 

                                                 

243 消費者庁平成 28 年 3 月 10 日措置命令，消表対第 289 号，https：//160310.pdf （jftc.go.jp），

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244 東京地裁平成 29 年 6 月 27 日判決，平成 28 年（行ウ）135 号，2019 年 8 月 23 日，

判例タイムズ，第 1462 号，119（2019）。 

https://www.jftc.go.jp/houdou/pressrelease/h28/mar/160310_files/1603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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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表示內容給予一般消費者如何之印象 

本案商品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意味著熊本縣阿蘇地方擁有寬廣草

地等大自然的恩惠，讓人聯想到本件商品內容物的茶葉，來自於熊本縣阿蘇

地方寬廣農地的大自然惠賜。該地名又與採收從土壤栽培之茶葉、穀物等原

料記載並列，給予具備通常知識或資訊之一般消費者，該等原料之全部或大

部分採收自國內阿蘇地方土地（日本產）之印象245。 

另依消費者廳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就緊接

「村田園萬能茶」商品名位置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之表示，「對該商品之

印象為何?」之提問，84%壓倒性多數者回答「該商品使用阿蘇產（日本產）

茶葉」選項。據此調查結果，從本案商品在鄰接「阿蘇的大地恩惠」位置記

載商品名之點而言，即使其商品包裝未為原料之記載，仍有給予一般消費者

該商品使用阿蘇地方生產（日本產）之茶葉、穀物等原料印象之傾向。 

2. 對一般消費者有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 

含有多種原料成分之綜合茶，具有熬煮茶業、穀物等原料以飲用攝取之

商品性質，是以一般消費者選購綜合茶相關商品，對其安全性、品質之信賴

感與價格、味道等要素，同樣相當程度加以重視。在社會通念上，一般消費

者對於使用日本產原料之食品，可擔保具備一定水準以上安全性、品質之認

知，乃為周知事實。如此而言，本案商品表示，給予一般消費者該商品全部

或大部分使用國內採收之日本產原料的印象，使其對於該等原料有一定程度

以上安全性、品質擔保之優良認知，以致對此影響選購綜合茶商品之重要因

素，產生與實際內容相當大差異之誤認。足認本案商品表示，超出社會一般

容許誇張商品優良性程度，合致「對一般消費者有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

                                                 

245 同上註，同判決，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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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要件246。 

另依消費者廳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就「購

買綜合茶之茶葉等（供茶壺熬煮用），選購之重點為何?」之提問，57%過半

數者回答「原料之原產地」。次就「購買綜合茶之茶葉等（供茶壺熬煮用），

有關原料之原產地，選擇國產或外國產商品?」之提問，72.2%大多數者回答

「國產」。對於回答「國產」者，接續「選擇使用國產原料商品之理由為何?

可複選答案」之選項，超過七成回答「感覺安全」或「可以信賴」選項。據

此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消費者選購綜合茶，比較使用日本產或外國產原料時，

特別重視對其安全性、品質之信賴感因此有選購使用日本產原料商品之傾向。 

3. 不當引誘顧客，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 

商品表示，對於一般消費者影響選購該商品重要因素之原料原產地，產

生該等原料之全部或大部分受到國內嚴格法規管制，得以擔保一定水準以上

安全性、品質之顯著優良誤認。從一般消費者若知悉該等原料之實際產地，

極有可能改變其購買意願之情形而言，本案商品表示合致「不當引誘顧客，

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247。 

再依消費者廳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就「購

買綜合茶之茶葉等（供茶壺熬煮用），有關原料之原產地，選擇國產或外國產

商品?」之提問，對於回答「國產」者，接續「選購使用國產原料之商品後，

發現該商品之大部分原料為外國產，感覺如何?可複選答案」之選項，近九成

回答「知悉的話，就不會購買」或「知悉的話，不論國產或外國產原料之商

品，都不會購買」。據此調查結果，本案商品實際之全部或大部份原料為外國

                                                 

246 前揭註 244，同判決，3. 2. （2）。 

247 前揭註 244，同判決，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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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綜合茶；惟其表示讓人有該等原料為國內採收之日本產印象，致商品認

知與原料實際產地有相當大差異。如此而言，本案商品表示，使一般消費者

產生商品安全性、品質等顯著優良之誤認，較其知悉實際原產地，有高度引

誘購買意願之可能性。 

本案判決，為歷來少見有關贈品表示法之判決，且為首見針對優良誤認

表示闡述構成要件論證必要之判決，意義重大。 

有關本案商品表示是否合致顯著優良誤認要件之論證，原處分針對上揭

三項主要爭點，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

受訪者從緊接本件「村田園萬能茶」商品名位置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之

表示，產生其全部或大部分原料為日本國產之顯著優良誤認。如此以問卷調

查統計資料，作為認定本件商品表示構成顯著優良誤認之處分理由，本案判

決肯定其為附有實證資料之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處分依據一般消費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

訪者選購本件商品之主要因素，在於認知其使用日本國產原料安全性、品質

之信賴感，以此作為認定本件商品表示合致「不當引誘顧客，有阻礙一般消

費者自主且合理性選擇之虞」要件之實證，顯然有別於傳統實務採行形式要

件審查之見解。 

 

第五節 歐盟競爭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 

歐盟有關不實廣告之管制規範，主要以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第 2005/29/EC 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248及 Misleading and 

                                                 

248 現行版本自 2007 年 12 月 12 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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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ertising Directive 第 2006/114/EC 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

為規範重點。分別介紹如下： 

第一項 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歐盟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第 2005/29/EC 號（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令），規範重點主要由消費者保護角度出發，界定了歐盟禁止的不公

平的商業對消費者商業做法，所有會員國皆必須要遵守249。 

由於在定義上，適用於與交易者向消費者推銷、銷售或供應產品直接相

關的任何行為或遺漏，而不限於實體交易250，適用於與產品有關的商業交易

之前、期間和之後的不公平商業對消費者的商業行為251，簡單來說，即適用

於商業交易的任何階段。 

本指令同時亦補充歐盟理事會在 1984 年 9 月 10 日關於第 84/450/EEC

指令（3）中規定的誤導性廣告適法性最低標準252，也藉此將 84/450/EEC 指

                                                 

249 2005/29/EC Article 15。舉例來說，為落實達到符合歐洲消費者保護最低共同標準而符合

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要求，英國在 2008 年訂定了不實廣告的消費者保護免受不公

平交易條例作為國內之主要規範。由於這些法規側重於企業與消費者的互動，法規中對

構成不實廣告的要件有四項標準：（一）與專業勤奮的要求相反；（二）與特定關鍵因素

清單相關的虛假或欺騙性做法；（三）未遺漏重大資訊或提供不清楚或不合時宜的資訊；

（四）有騷擾、脅迫或不當影響的侵略行為。作為英國內國執法之依據。 

250 歐盟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2005/29/EC 號指令 

（2）。 

251 2005/29/EC Article 3, 1. 

252 2005/29/EC 指令，係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於 2005 年 5 月 11 日通過關於內部市場不公

平商業對消費者的商業做法之決議，並修訂了歐盟理事會 84/450/EE C 指令， 歐洲議會

和理事會和條例第 97/7/EC、98/27/EC 和 2002/65/EC 指令歐洲議會和理事會和條例第

2006/2004 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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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立法目的修訂為保護交易者免受誤導性廣告及其不公平後果的影響，並規

定允許比較廣告適法性的條件253。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對於在歐盟的消費者一體適用，對所有消費者提供

同等程度的保護，無論在歐盟購買或銷售地點如何。並對於特別容易剝削的

相對弱勢的消費者，例如兒童、老年人或精神或身體虛弱者等明文要求會員

國應更高的保護254。 

一、行為主體 

在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14 條中，將適用本指令之行為主體定義

為二。首先是交易者（trader），指為其貿易、商業、工藝或職業而行事的自

然人或法人，以及以交易者的名義或代表交易者行事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

255。其次是，代碼擁有者（code owner）是指負責制定和修訂行為守則，和/

或監測受其約束者是否遵守守則的任何實體（entity），包括交易者或交易者

群體在內256。由於第 14 條之定義同時針對 1984 年 9 月 10 日理事會第

84/450/EEC 號誤導性廣告指令（Directive 84/450/EEC）第 3 點之交易主體進

行重新定義，進而在交易者與代碼擁有者二者之行為主體之概念上歸於統一。 

歐盟有關交易者的概念，不僅包括根據本身帳戶進行交易之人，還包括

「以」另一個交易者的名義「或」代表「其他交易者行事的人，包括消費者」

                                                 

253 2005/29/EC Article 14. 

254 2005/29/EC （18）. 

255 2.1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APPLICATION OF DIRECTIVE 2005/29/EC ON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May 25, 2016）. 

256 2005/29/EC Artic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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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257。舉例來說，拉脫維亞法院曾在案件中確立，代表另一家公司（即服

務提供者）在媒體上刊登廣告並符合其利益的公司者，被視為直接轉用不公

平商業行為指令規定適用在內國法意義上的交易者258。  

二、不公平行為之類型 

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中明文禁止不公平商業行為259。而當商業行為 1.

與專業勤奮的要求（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diligence）相悖260；或 2.

當商業行為對象係針對特定群體的消費者時，行為涉及實質上扭曲或可能實

質性扭曲了接觸或其所適用的一般消費者的產品或群體之相關經濟行為時，

亦被視為屬於不公平商業行為261。所謂專業勤奮的要求，一般來說係指會員

國法律中已經確立的原則，如「誠實的市場慣例」，「誠信」和「良好的市場

慣例」等強調了適用於特定商業行為的規範價值262。例如波蘭競爭及消費者

保護辦公室在案件中，對於提供衛星電視服務之人，對定期性契約之消費者

採取，如果消費者在契約到期時不採取措施防止續約的話，交易者會契約自

動續簽展延的作法，認為服務提供者係違反了專業勤奮的要求而構成不公平

商業行為263。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將不公平商業行為內涵，分為誤導性商業行為

（ Misleading commercial practices ）和侵略性的商業行為（ 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二種類型，指令並在附件一列舉了共 31 種不公司商業

                                                 

257 Supra note 243, 2.1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258 Administratïvās rajona tiesas spriedums lietā Nr. A420632710 （March 8 2012）. 

259 2005/29/EC Article 5, 1. 

260 2005/29/EC Article 5, 2. （a）. 

261 2005/29/EC Article 5, 2. （b）. 

262 Supra note 243, 3.2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263  Decision No DKK 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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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態樣清單264。 

三、誤導性商業行為 

（一）誤導行為 

所謂誤導265行為係指，如果在商業行為中包含虛假或不真實資訊，或可

能欺騙一般消費者，即使這些資訊可能是正確的，卻導致消費者做出他們本

來不會做出的交易決定時，這種做法即具有誤導性。下列列舉之項目有虛假

或不真實時視為誤導行為： 

1. 產品的存在或性質； 

2. 產品的主要特點，如產品可用性、效益、風險、執行、組合、配件、

售後客戶協助和投訴處理、製造或供應的方法和日期、交貨、適合

用途、使用、數量、規格、地理或商業來源或使用預期結果，或對

產品進行測試或檢查的結果和材料特徵； 

3. 交易者承諾的程度、商業行為的動機和銷售過程的性質、與交易者

或產品的直接或間接贊助或批准有關的任何聲明或符號； 

4. 價格或計算價格的方式，或存在特定的價格優勢； 

5. 需要服務、部分、更換或維修； 

6. 交易人或者其代理人的性質、屬性和權利，如其身份和資產、資格、

                                                 

264  2005/29/EC ANNEX I ： COMMERCIAL PRACTICES WHICH ARE IN ALL 

CIRCUMSTANCES CONSIDERED UNFAIR. 

265 2005/29/EC Article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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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批准、隸屬關係、工業、商業或智慧財產權的關聯和擁有權，

或者其獎狀和區別； 

7. 消費者的權利，包括根據歐洲議會和理事會 1999/44/EC 指令在消費

品銷售和相關擔保規定（8）或他可能面臨的更換或補償權風險。 

（二）誤導性商業慣例 

有關商業慣例定義，是指與向消費者推銷、銷售或供應產品直接相關的

任何行為、遺漏、行為過程或代表、商業傳播（包括廣告和行銷）266。當商

業慣例在個案中，考慮其所有特徵和情況，導致或可能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

他本來不會作出的交易決定，並且涉及： 

1. 產品的任何行銷，包括比較廣告，會與競爭對手的任何產品、商標、

商號或其他顯著標誌產生混淆： 

2. 交易者不遵守交易者承諾的行為守則中所約定承諾內容，其中包括

了：（1）承諾不是空談（aspirational），而是確實而且能夠被證實的，

和（2）交易者在商業實踐中表示受規則約束。 

 （三）誤導性遺漏 

交易資訊中若有應揭露而未揭露，即構成誤導性遺漏267，依不公平商業

行為指令第 7 條規定，係指倘一般消費者作出知情交易決定所需的重大資訊

被省略或以不清楚、難以理解、模棱兩可或不合時宜的方式提供，並且可能

導致他們做出本來不會做出的購買決定，這種做法也具有誤導性268。其次，

                                                 

266 Supra note 242, 1.1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267 2005/29/EC Article 6, 2. 

268 2005/29/EC Article 7, 1. 



 

114 

 

如果交易者隱瞞或以不清楚、難以理解、模棱兩可或不合時宜的方式提供該

段所述的材料資訊，或未從上下文中明確表明商業慣例的商業意圖，也應將

其視為誤導性遺漏，以及在這種情況下，這導致或可能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

交易決定，否則他不會採取269。如果用於傳播商業慣例的媒介對空間或時間

施加限制，則在決定資訊是否被省略時，應考慮到交易者通過其他方式向消

費者提供資訊的這些限制和任何措施270。 

依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在交易發出要約時，如果從

要約內容上下文中未發現下列資訊，應被視為重要資訊（material）有遺漏： 

1. 產品的主要特點，在程度上符合中等和產品品質； 

2. 交易者的地理位置和身份，如其交易名稱，以及（如適用）地理位

置和代表者的商人的身份； 

3. 含稅價格，或者產品性質意味著不能提前合理計算價格、計算價格

的方式，以及酌情支付所有額外運費、運費或郵費，或者，如果這

些費用不能提前合理計算，則可以要求支付此類額外費用； 

4. 付款、交付、履行和投訴處理政策的安排，偏離了專業勤奮的要求； 

5. 對於涉及提款權或註銷權的產品和交易中，擁有相關權利。 

依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第 5 項特別規定了，有關歐盟傳播法中就

商業傳播（包括廣告或行銷）規範的資訊真實性要求。其中附件二清單所載

項目應視為交易重要資訊。 

                                                 

269 2005/29/EC Article 7, 2. 

270 2005/29/EC Article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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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進性的商業行為（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 

依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8 條明訂，交易決策必須由消費者自由做出。

如果交易係通過騷擾、脅迫或不當影響，這種做法會嚴重損害一般消費者的

選擇自由，並導致他們做出本來不會做出的交易性決定，那麼這種做法是具

侵略性和不公平的。斯洛伐克法院曾有判決認為，事業通知未付款的消費者，

將在當地媒體上公佈違約人姓名的作為，構成激進的商業行為271。 

參考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9 條規定，下列因素可以用來判斷商業行為

是否具有侵略性。其中包括： 

（一）行為實施的性質、地點和持續時間； 

（二）是否使用威脅或辱駡性語言或行為； 

（三）交易者明知仍利用任何特定的不幸或情節嚴重，損害消費者的判

斷力，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決定； 

（四）對希望行使合同權利的消費者（如終止或轉換合約）施加的任何

不成比例的非合約條件。如果消費者希望行使合約的權利，包括

終止合同或轉向其他產品或其他交易者的權利，交易者施加的任

何繁重或不成比例的非合約條件障礙； 

（五）任何威脅採取不合法的行動。 

五、比較廣告之適法性指引 

比較廣告原則上比較廣告不會構成誤導，惟其必須符合不公平商業行為

                                                 

271 Krajsky sud v. Presove, 2Co/116/2011 （Oct 2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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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第 14 條之適法性指引作法272。依第 14 條規定，比較廣告在符合下列條

件時，應當允許： 

在本指令第 2 條第（2）、（3）款和第 7 條（1）款或第 6 條和第 7 條規

定以及 2005 年 5 月 11 日理事會關於內部市場不公平商業對消費者商業做法

的定義（9）內之比較廣告，不會構成誤導： 

（一）比較內容滿足相同需求或意圖用於相同目的的商品或服務； 

（二）客觀比較這些商品和服務的一種或多個材料、相關性、可核查性

和代表性特徵，其中可能包括價格； 

（三）它不詆毀或詆毀商標、商號、其他區分商標、貨物、服務、活動

或競爭對手的情況； 

（四）對於指定原產地的產品，每種情況都與同一名稱的產品有關； 

（五）無不公平地利用商標、商標名稱或其他競爭對手的顯著標誌或競

爭產品的原產地指定； 

（六）不將商品或服務作為帶有受保護商標或商標的商品或服務的仿製

品或複製品； 

（七）它不會在貿易商、廣告商和競爭對手之間或廣告商的商標、商號、

其他區分商標、商品或服務以及競爭對手的商標之間造成混淆。 

                                                 

272 2005/29/EC 第 14 條也同步修訂了 1984 年 9 月 10 日理事會第 84/450/EEC 號誤導性廣告

指令（Directive 84/450/EEC）第 3 條內容，原第 3 條內容由本指令第 14 條所列內容取代

為第 3a 條有關比較廣告之適法指引，故本文不另介紹第 84/450/EEC 號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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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案例 

（一）Komisia za zashtita na potrebitelite v. Evelina Kamenova 案273 

1. 背景說明 

本案進一步釐清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就廣告行為主體之判斷標準。 

2014 年保加利亞消費者 M.K.K. 在 http：//olx.bg 網站上購買了一隻二手

的"Longines"手錶。其後消費者收到平台帳號名為"Eveto-ZZ"出售的手錶，卻

發現手錶與銷售平台上發布的廣告描述不符后，透過電話通知賣家他希望終

止合同。然而，賣方拒絕接受退貨退款。因此消費者向保加利亞消保

會 （Bulgarian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簡稱 CPC）投訴。 

在調查中發現該手錶的寄送者帳號名為"Eveto-ZZ"實際上是 Evelina 

Kamenova（伊芙麗娜·卡梅諾娃）。據網站說明，2014 年 12 月 10 日使用者

"Eveto-ZZ"共發布了 8 個不同產品的銷售廣告。2015 年 3 月卡梅諾娃提出異

議主張她沒有交易員身份故不應適用保加利亞消費者保護法  （Law on 

Consumer Protection，簡稱 ZZP）的規定。CPC 依據卡梅諾娃在每一個廣告

中都沒有說明該筆交易出賣人的姓名、位址和電子郵件位址；總費用，包括

所有費用和稅項；付款、交付和履行的條件；消費者解除線上契約的權利；

行使這項權利的條件、時限和程式；提醒產品在銷售合同中是否存在符合法

律保障等作為予以裁處。 

卡梅諾娃向保加利亞瓦爾納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該法院撤銷了 CPC 的決

定，理由是伊芙麗娜·卡梅諾娃並不具備 ZZP 第 13（2）款交易者的身分。並

提到了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中，指出交易者的概念並不是與單一行為有

                                                 

273 Case C-105/17, ECLI：EU：C：2018：378 （May 31, 2018）. 

http://olx.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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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而是與貿易、商業或職業有關的系統性活動有關。CPC 提出上訴，要求

撤銷該判決。 

2. 法院見解 

本案爭點在於，如果認為當事人是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第 2（b）條所指

的"交易者"，則有必要確定進一步確認其所從事的活動是否構成不公平商業

行為指令第 2 條第（d）項規定之商業慣例。 

原則上，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第 2（b）條所指的交易者，應解釋為自然

人，在網上平台上註冊銷售商品時，不能歸類為交易者。但是，法院得根據

案件所有情況，評估該自然人是否適用指令的含義而被歸類為"交易者"，再

進一步，判斷她所從事的活動是否構成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第 2（d）條意義

上的商業慣例。 

法院應根據現有所有事實進行具體分析，評估該個人是否可以在這些指

令的含義內被歸類為交易者：（1）網路平台銷售是否是有組織和以營利為目

的；（2）銷售是否在一定持續時間內且頻率一定；（3）賣方是否具有使她能

夠從事商業交易的法律地位，以及網路上銷售與賣方的商務工作有多大程度

關連；（4）賣方是否需繳納營業稅；（5）賣方以特定交易者的名義或代表他

或通過任何其他以她的名義或代表她行事者，是否因此獲得報酬或獎勵；（6）

賣方是否購買新舊商品，以期出售這些商品，從而使該商品與出賣人有定期、

頻繁和/或同時的貿易活動；（7）是否能確認銷售利潤金額，與所作交易屬於

的商務工作範圍和/或待售產品是否都是同一類型或價值，特別是要約是否集

中在數量有限的產品上。 

上述標準相當抽象亦不排他，因此，符合一項或多項標準本身並不必然

成立與網路平台上賣方有關的交易者概念。因此，必須綜合評估所有有關標

準，以決定使用的分類。因此，這些標準將使國家法院能夠確定個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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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商務工作，使他比消費者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從而確定交易者和消費者

之間是否存在不平衡。 

3. 案例評析 

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定義下自然人與法人，皆構成交易者，即不實廣

告之行為主體。關鍵在於法院需藉由個案事實，依其行為及背景原因，就前

述七項判斷因素進行具體分析，進而認定是否屬於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之行為主體。在主體適格性的考量要件上，遠比我國公平法就事業之定義及

適格判斷基準考量因素更繁瑣。且指令係一體適用在網路及實體交易，對於

後續發展的新興型態的不實廣告涵攝彈性極大。 

（二）Canal Digital Danmark 案274 

1. 背景說明 

丹麥付費電視媒體業者 Canal Digital 為消費者提供電視節目，在促銷活

動中，於電視和互聯網上播放的兩則廣告，以及在 Canal Digital 網站的主頁

上透過互聯網推出三項橫幅廣告。廣告內容包括： 

訂閱的價格包括：第一、每月收費 99 克朗（約 13.30 歐元）或 149 克朗

（約 20 歐元），第二、6 個月的"預付卡服務 card service"費用為 389 克朗（約

52.30 歐元）。 

在電視和互聯網上播放的兩個廣告中，每月收費資訊由背景語音提供，

並以圓圈和螢幕底部的文字顯示。背景語音沒有提供有關六個月「預付卡服

務」的資訊。該「預付卡服務」的費用在螢幕底部的文字中揭露，其中還說

                                                 

274 C-611/14 - Canal Digital Danmark, ECLI：EU：C：2016：800 （Oct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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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消費者在訂閱第一年（"承諾期"）必須支付的總金額。消費者在承諾期

內必須支付的總價格，包括六個月的"預付卡服務"，也顯示在螢幕上的圓圈

中，字體比每月收費要小，但在廣告的背景語音中沒有提及。該文字指的是

六個月的"預付卡服務"和承諾期的總價格，在螢幕底部以較小的字體顯示，

顯示的時間比圓圈長，大約為 6 秒。在 DKK 99 價格的廣告中，圈內每月

收費的字體大約是螢幕底部文字的四倍。後一段文字是白色的，其中一部分

特別與六個月的"預付卡服務"有關，是在淺顯的背景下顯示的。在 DKK 149 

價格的廣告中，圈內每月收費的字體大約是螢幕底部文字的 1.5 倍。後面一

段是白色的，以藍色和綠色為背景顯示。 

在其中一個橫幅廣告中，DKK 99 的月訂閱價格以一個圓圈顯示。該圓

圈還以較小的字體包含消費者為承諾期支付的總價格。沒有提供六個月的「預

付卡服務」資訊。通過點擊橫幅廣告，消費者可以獲取有關訂閱的更多資訊，

特別是有關"預付卡服務"的資訊。 

另一項爭議關於該公司網站的主頁中，電視訂閱以「丹麥最便宜的數字

電視套餐 HD」為標題進行銷售。除了該文字之外，還有一個圓圈顯示 DKK 

99 的價格。根據該參考，承諾期支付的總價格以較小的字體顯示。與六個月

的「預付卡服務」有關的資訊在主頁上以不同和更小的字體出現，並進一步

向下顯示在「優惠條款和條件」標題下。這裡還提到了消費者在承諾期內必

須支付的總價格，包括"預付卡服務"。 

本案除了涉及丹麥國內的商業行為法外，另涉及了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

第 6 條和第 7 條的解釋與適用，丹麥 Retten i Glostrup 法院決定中止訴訟，並

將相關問題提交歐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裁決。 

2. 法院見解 

本案爭點不少，其中與本研究有關的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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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第 1 款規定，一般消費者需要根據具體情

況在知情前提下作出交易決定，故要求個案判斷時應考慮商業慣例的作法，

是否省略了交易重大資訊。準此，第 7 條第 3 款規定下，是否應考慮所使用

的通信媒介應就時空施加限制？ 

本案中如果消費者選擇在承諾期內訂閱之總價格，但在廣告中只強調每

個月收費，而有關六個月收費模式完全省略或只以不太顯眼的方式提出，是

否會構成誤導性廣告之行為？如果交易是通過網路上廣告或宣傳完成的，有

無不同? 廣告中如果只提供有關產品價格某些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的資

訊，例如只在購買通知中，提及消費者在承諾訂閱期的第一年必須支付的總

價格，是否構成誤導性商業行為？ 

對以上問題，歐洲法院作出見解如下：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1）和（3）款應解釋為，為了評估商業慣

例是否必須被視為誤導性的疏忽，應考慮這種做法的背景，特別是用於商業

實踐目的的通信媒介的限制，該通信媒介所施加的時間和空間限制，以及交

易者為通過其他方式向消費者提供資訊而採取的任何措施。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6 條第（1）款應解釋為將產品價格分成若干組

成部分並只突出顯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商業行為，必須被視為誤導。因為

這種做法可能會給普通消費者一個「他得到了優惠的價格」的錯誤印象：第

二，這個資訊導致消費者作出交易決定，若無此資訊他不會進行交易。此點

必須由法院依該個案訴訟的所有相關情況加以審酌。但是，在評估該不公平

商業行為指令第 6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商業手法是否具有誤導性時，無需特別

考慮可能適用於某些傳播媒體的時間限制，例如電視廣告。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應解釋為，如果事業選擇向消費者說明訂閱

價格，以便消費者必須同時支付每月費用和六個月費用，則如果行銷中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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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每月收費的價格，而忽略其他費用，則這種做法將被視為是誤導性遺漏。

而此類將交易資訊中六個月收費完全省略或以不太顯眼的方式提出的作法，

是否導致消費者做出他本來不會做出的交易性決定，應由法院根據所使用的

通信介質的局限性、產品的性質和特點以及交易者實際為向消費者提供產品

材料資訊而採取的其他措施來評估。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7 條第（4）款應解釋為，載有購買要約的訊息

中必須包含的詳盡交易資訊，而法院必須確定有關事業是否已履行了提供資

訊的義務，同時考慮到產品的性質和特點，以及邀請購買的通信媒介以及該

交易者可能提供的額外資訊。即使事業在要約中提供了該指令第 7 條第（4）

款所列所有資訊，但這並不排除該要約仍可能構成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上的

誤導性商業行為。 

3. 案件評析 

由歐盟法院對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認定誤導性商業行為的標準，可得下

列基準：（1）為確保消費者在交易決策前資訊透通為前提，避免誤導行為導

致消費者做出他本來不會做出的交易性決定；（2）個案判斷時，應考慮商業

慣例作法，由法院根據所使用的通信介質的局限性、產品的性質和特點以及

交易者實際為向消費者提供產品材料資訊而採取的其他措施來評估。 

準此，廣告內容載有交易訊息時，即必須儘可能包含詳盡交易資訊，此

為交易者應負擔之揭露義務；而法院審查時，必須就個案確定有關事業是否

已履行了提供資訊的義務，同時考慮到商業慣例中之產品的性質和特點，以

及邀請購買的通信媒介以及該交易者可能提供的額外資訊為綜合評估，始能

判斷是否構成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上的誤導性商業行為。 

（三）新興型態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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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議會內部政策總局有關經濟和科學政策分組曾有研究報告275指

出，針對網路上出現所謂"隱藏廣告"，尤其是透過產品評論形式，而由被審

查產品生產商的員工撰寫或對產品進行評估的博客或通過 YouTube 的網紅推

薦的廣告類型的隱藏性廣告，看起來疑似觸法，但在法條涵攝上並不容易。 

另一種形式的誤導性廣告將是一個廣告包裝成個別消費者接收到交易

資訊的方式。例如在荷蘭一起青少年在情人節收到 SMS 簡訊通知的案件，青

少年被告知輸入個人資訊（例如他們的出生日期），以便找出誰已經給他們發

送了簡訊，通過＂tell a friend＂病毒行銷的模式進行交易276。另一起案件是

事業通過社交網站聯繫年輕人並邀請他們拍攝（昂貴）的照片，這樣的模式

給人帶的印象是消費者之所以會被選中是因為他們看起來特殊，如果他們接

受事業為其拍攝照片的話，未來就可以當模特兒277。報告中指出，事業涉及

透過在網路上宣傳可透過「免費」某種服務—例如音樂下載、發送簡訊、星

座等。然而，消費者需填寫一些個人資訊以接收服務，當消費者已登錄並確

認他或她希望獲得服務之後，就被告知他或她已經簽訂了一份消費/服務契

約，事業持續提供服務他或她就必須支付費用。這種類型的廣告，大多數關

於契約的資訊僅以非常小的方式，在消費者提供個人數據之後才出現。消費

者因此被服務是「免費」的廣告資訊給誤導了。消費者通常在收到發票時，

                                                 

275 Misleading advertising on the internet, policy department A：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 

European Parliamen 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ies, 6-7 （Jul. 2010）. 

276 Id.,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form of so called viral marketing “tell a friend” has been regulated 

by OPTA （the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 and CBP （the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 with 

regard to possible problems with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277  Supra note 262, http ：

//www.consumentenautoriteit.nl/English_summary/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February_4_2

010_Consumer_Authority_imposes_fine_upon_photographic_studio_for_misleading_recruitm

ent_of_models_via_the_internet. 

https://the-secretary-general.europarl.europa.eu/en/directorates-general/ipol#:~:text=The%20Directorate-General%20for%20Internal%20Policies%20of%20the%20Union,of%20the%20European%20Parliament.%20Its%20main%20tasks%20are%3A
http://www.consumentenautoriteit.nl/English_summary/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February_4_2010_Consumer_Authority_imposes_fine_upon_photographic_studio_for_misleading_recruitment_of_models_via_the_internet
http://www.consumentenautoriteit.nl/English_summary/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February_4_2010_Consumer_Authority_imposes_fine_upon_photographic_studio_for_misleading_recruitment_of_models_via_the_internet
http://www.consumentenautoriteit.nl/English_summary/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February_4_2010_Consumer_Authority_imposes_fine_upon_photographic_studio_for_misleading_recruitment_of_models_via_the_internet
http://www.consumentenautoriteit.nl/English_summary/Press_releases/Press_release_February_4_2010_Consumer_Authority_imposes_fine_upon_photographic_studio_for_misleading_recruitment_of_models_via_the_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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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知道契約成立，如果消費者忽略發票將會被催收。據了解，使用這種誤

導性廣告的事業在強制付款時表現得相當積極。這樣的廣告形態除了可能涉

及各國電信法令及個人資料保護規定外，就違反誤導性廣告部分，其行為可

能構成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附件一禁止商業慣例行為態樣 2.（在未獲授權情

況下使用質量標章）、4.（未獲認可或授權即聲稱自己或產品已得到特許或資

格）或 20.（使用「免費」一詞）等三項，而構成違反第 6 條第（1）款及第

7 條第（4）款規定278。 

第二項 歐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 

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 2006 年 12 月 12 日發布了歐盟 Misleading an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Directive 第 2006/114/EC 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

令），其中具體表示，廣告跟消費者和貿易商的經濟福利息息相關279。誤導性

廣告和不適法的比較廣告可能導致歐盟內部市場競爭的扭曲280，由於會員國

內國各自的法規範若有差異將妨礙了跨境的廣告活動，從而影響歐盟境內商

品的自由流通和提供服務281，爰需透過本指令加以統一管制。本指令形成歐

盟各會員國中關於誤導和比較廣告規範之最低門檻，各會員國可以自訂更嚴

謹的規範來管制誤導性廣告。但比較廣告部分，各會員國若有特別規定時，

本指令僅具補充效力282。 

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之目的是為保護交易者免受誤導性廣告及其不

                                                 

278 Supra note 263, 7-8. 

279 DIRECTIVE 2006/114/EC （4）. 

280 DIRECTIVE 2006/114/EC （3）. 

281 DIRECTIVE 2006/114/EC （5）. 

282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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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後果的影響，並規定允許比較廣告的條件283，藉此能釐清比較廣告應有

的適法條件並釐清構成誤導性廣告的最低和客觀標準284。並指出，符合管制

的比較廣告，有助於客觀地證明各種可相比較產品的優點。比較廣告還可以

刺激商品和服務供應商之間的競爭，以利於消費者285。 

一、 廣告的定義 

參照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第 2 條為廣告所下之定義，所謂廣告是指以

任何形式與貿易、商業、工藝或職業進行代表，以促進貨物或服務的供應，

包括不動產、權利和義務286。 

二、 行為主體 

適用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之主體包括有交易者及代碼擁有者。所謂交

易者是指為其貿易、工藝、商業或職業為目的行事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以

及以交易者的名義或代表交易者行事的任何人287；而代碼擁有者，則是指負

責制定和修訂行為守則和/或監測受其約束者遵守守則的任何實體，包括交易

者或貿易商群體288。第 2006/114/EC 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中，有關廣告

行為主體之交易者及代碼擁有者之定義，與第 2005/29/EC 號不公平商業行為

指令規範之定義相一致。 

三、 誘導性廣告 

                                                 

283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1. 

284 DIRECTIVE 2006/114/EC （7）. 

285 DIRECTIVE 2006/114/EC （6）. 

286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2. （a）. 

287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2. （d）. 

288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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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誘導性廣告，在指令中將其定義為任何廣告，包括其經手處理或接

觸（reaches）其展示、欺騙或可能欺騙之人，以及由於其欺騙性而可能影響

其經濟行為或因這些原因傷害或可能傷害競爭對手的任何廣告289。在評估是

否構成誤導性廣告時，應考慮其所有特徵290，特別是包含任何有關： 

（一） 商品或服務的特點，如其可用性、性質、執行、組成、製造或

供應方法及日期、用途、用途、數量、規格、地理或商業來源

或使用預期結果，或對貨物或服務進行的測試或檢查的結果和

材料特徵； 

（二） 價格或價格計算方式、貨物供應條件或所提供服務； 

（三） 廣告客戶的性質、屬性和權利，如其身份和資產、其工業、商

業或智慧財產權的資格和所有權，或其獎狀和區別。 

四、 比較廣告定義 

在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中將比較廣告，定義為明確或暗示識別競爭對

手或競爭對手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任何廣告291。並在本指令第 4 條明訂了比

較廣告之適法性要件，由於規範內容與不公平商業行為第 14 條之適法性指引

內容相同，不再贅述。 

五、 舉證責任分配 

在舉證責任方面，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指令中雖明文承認執法單位倘

                                                 

289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2. （b）. 

290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3. 

291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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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具體舉證時，誤導性和違法比較廣告是無法確立的292，申言之，執法單

位仍負確定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成立之舉證責任。但本指令同時也賦予了使法

院和主管機關能夠要求行為人出示證據，證明他們所主張的求償事實的真實

性是成立的293。執法單位能夠要求廣告主提供證據，證明廣告中系爭事實的

準確性，並在考量訴訟當事人合法利益前提下，根據具體案件的情況和比較

廣告的情況，要求廣告主在短時間內提供此類證據294。 

為避免不實廣告影響擴大，在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中亦規定了即時下

架等相關配套執法措施，如在法院或行政機關應有權命令或停止誤導性和非

法的比較廣告。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在發布誤導性和非法的比較廣告之前，

就可取地禁止295。但並非要求會員國採取事前審查機制。並鼓勵會員國透過

自律機構來消除誤導性或非法的比較廣告而實行的自願管制，以達到避免訴

諸行政或司法行動之利296。 

六、 規範競合 

歐盟對於不實廣告的規範，與我國一樣，也是可以在多種指引中看到不

實廣告管制相關規定。不過最主要還是，回到探究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與誤

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二者部分規範重疊之相互作用297。 

由適用對象來看，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旨在保障消費者免受誤導性資料

影響，或被過於進取的營銷手法滋擾。適用於各個經濟領域，涵蓋在網路和

                                                 

292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7. （b）. 

293 DIRECTIVE 2006/114/EC （19）. 

294 DIRECTIVE 2006/114/EC Article 7. （a）. 

295 DIRECTIVE 2006/114/EC （17）. 

296 DIRECTIVE 2006/114/EC （18）. 

297 Supra note 243, 1.4.6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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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銷售的產品及服務。然，涉及 B2B 交易或只損害競爭對手經濟利益的商

業手法，則不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管制，即企業對企業涉及不實廣告

時的商業手法，是適用誤導性及比較式廣告指令管制。不過，歐盟也尊重各

會員國可以透過國內立法方式，把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所要求的保障，延伸

適用至企業對企業的商業手法。例如內國修法將所有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規

定擴大到適用 B2B 交易的會員國，包括了奧地利和瑞典；而僅部分條款擴大

到 B2B 交易的會員國則包括了丹麥、法國和義大利。 

由於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3 條第 4 款確實明確規定，「如果本指令的

規定與規範不公平商業做法具體方面的共同體其他規則發生衝突，後者應占

上風，並適用於這些具體方面」，如果有針對特定部門或其他歐盟法律，其條

款與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規定重疊，則將視為特別規定而優先適用。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補充了其他歐盟涉及不公平商業行為的相關立

法，性質上屬於「安全網」性質的基礎規定。因此，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

功能在於通過補充和填補歐盟其他法律的空白，以確保在每一個環結都能夠

共同保持對防範市場上不公平商業做法的高度保護298。 

因此，這兩個指令相互交叉引用。由於 B2C 和 B2B 交易事實上關聯很

密切，因此，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規範內容會出現直接指向根據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引規範對 B2C 交易進行評估；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是適用在針對

B2B 交易中的交易者與其競爭對手間之廣告資訊，施加其他要求。 

七、 相關案例 

（一）歐盟 L’Oreal v. Bellure 案299 

                                                 

298 Supra note 243, 1.4.1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299 Case C-487/07, Judgment ECLI：EU：C：2009：378; Opinion ECLI：EU：C：2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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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說明 

原告 L'OreaI 是著名萊雅集團，生產也銷售高端定位 luxury 的香水。

L'OreaI 在英國享有 Trésor, Miracle, Anaïs-Anaïs and Noa 等品牌之商標權，並

使用於香水名稱、瓶子和包裝，但各該香水本身沒有被登記為氣味商標。 

被告 Bellure 生產一批聞起來像（smell—alike）及包裝像（look-alike）

L'Oreal 旗下的知名香水的商品，並包裝和命名為“Coffret d’Or＂, “La Valeur

＂, “Pink Wonder＂, “Sweet Pearls＂ and “Nice Flower＂等香水300。Bellure 所

銷售"氣味相似"的複製品，而模仿或複製氣味並不違法，是雙方不爭之事實。 

Bellure 香水在商標、包裝和品牌形象和 L'OreaI 享有 Trésor, Miracle, 

Anaïs-Anaïs and Noa 等品牌之商標權非常相似，在行銷策略上，Bellure 利用

了「系爭高端香水品牌的消費成本超出了許多消費者的負擔，而消費者具有

對吸引力的瓶子和包裝中負擔得起的香水價格的需求，其所銷售的香水能與

高端品牌的香水相似」301的事實，Bellure 主要在超市、折扣店和街頭市場銷

售系爭香水，亦即銷售到平價消費市場。 

Bellure 沒有隱瞞它使用的瓶子和包裝與 L'OreaI 的旗下香水品牌相似的

事實，反而製作了自身產品與 L'Oreal 系列產品的對比列表（comparison list）。

該對比清單中使用了 L'OreaI 系列香水的知名商標，指出 Bellure 所售香水的

香味分別類似於 L'Oreal 的哪一品牌，以便消費者選購。L'OreaI 因此向英國

法院提起訴訟主張它們涉嫌侵害了 L'OreaI 的相關註冊商標，包括 Bellure 在

                                                 

300 系爭香水之包裝外觀圖示，可連結參照”L’oreal Sa V Bellure Nv”, 125, Issue 3, Reports of 

Patent, Design and Trade Mark Cases, 196–242 （ Pub. Mar. 01, 2008 ） , https ：

//doi.org/10.1093/rpc/rcn005, last visited on date： 2021/07/31. 

301 Gangjee, D. and Burrell, R., “Because You’re Worth It： L’Oréal and the Prohibition on Free 

Riding”, 73, 2, The Modern Law Review, Blackwell, Oxford, 283 （2010）. 

https://doi.org/10.1093/rpc/rcn005
https://doi.org/10.1093/rpc/rcn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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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列表中使用了其所擁有的知名商標（Tresor、Miracle 等），涉及違反歐盟

第 2008/95/EC 號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1）款（a），構成商標侵權；其次，

Bellure 模仿其香水瓶身和包裝盒並銷售，違反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2）

款，構成商標侵權。並主張禁止 Bellure 在比較清單中使用歐萊雅香水名稱，

以及 Bellure 使用仿製包裝。L'OreaI 主張，A. Bellure 的香水混淆了消費者認

知而損害或可能損害其業務; B. Bellure 的行為形成對 L'OreaI 的「搭便車」而

違法。 

2. 法院見解 

英國高級法院判定 Bellure “擅自使用＂（利用他人產品的聲譽促進自己

產品的銷售）違反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1）款（a），構成商標侵權，但只

有部分香水的包裝和瓶身因模仿構成違反歐盟商標指令第 5 條第（2）款的規

定。而後雙方均提起上訴。 

為明確法律適用，上訴法院將相關問題提交歐洲法院。其中有關比較廣

告部分，簡化問題為： 

當一事業以對比清單方式，比較自己商品與知名商品，廠商是否從知名

商標中獲取了不正當利益？即是否該當了歐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第 3a

條第（1）款（g）所謂的“不正當利益＂？ 

歐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第 3a 條第（1）款（h）中所謂展示商品或

服務的仿制品或複製品（presenting goods or services as imitation or replicas），

特別是未致混淆或欺詐時，事業僅是如實說出其商品的主要味道像某一知名

商品，是否認定為構成“展示商品或服務之仿品或複製品＂? 

歐洲法院就此問題見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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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第 3a 條第（1）款（h）規定，旨在阻止廣

告者在比較廣告中陳述其商品或服務是競爭者的仿制品或複製品。這不僅包

括明示的廣告內容，還包括能夠暗示性地向公眾傳遞模仿標的的比較廣告。

故無論是明示（explicitly），還是暗示（implicitly）都可能構成第 3a 條第（1）

款（h）中所謂的“展示其商品或服務是持有受保護商標、商號的商品或服務

的仿品或複製品＂，此舉構成不公平競爭，因此該比較廣告非法。在此情形

下，廣告者從非法比較廣告中獲得的利益是不正當競爭所致的結果，也就是

不當攀附他人商譽（搭便車），即違反了第 3a 條第（1）款（g）302。 

綜上，歐洲法院認為，雖然 Bellure 在比較廣告及產品本身中的 L'Oreal

商標使用，並未直接和 L'Oreal 的香水產品產生商標混淆誤認，亦未沒有減損

商標指示來源的基本功能。惟，利用知名商標的獨特性或聲譽而發生第三人

試圖通過使用類似於商標的標誌，攀附該商標的外衣而受益於其吸引力，利

用他人聲譽和威望，而未支付任何經濟補償，並未作出自己的行銷努力而是

消費他商標所有權人所創造和維護的商標形象，是不公平的。即使認為即使

商標所有人沒有因競爭者使用其商標產生實質損害或混淆誤認，競爭者也不

能以比較廣告的形式搭便車行銷自己產品，必須被視為不公平地利用 L'Oreal

商標的聲譽，獲取不正當利益（take unfair advantage of the repute of the trade 

mark，also refer to as free-riding）. 

3. 案件評析 

本案值得觀察的手法在於，被比較的商標皆為真實，亦用在識別原商品

上產生商標混淆誤認，亦未沒有減損商標指示來源的基本功能，故就商標保

護的角度來看，並不構成商標侵權。然而，重點在於 Bellure 透過明示的廣告

或價目標示，向公眾傳遞模仿標的的比較廣告。在比較的手法上，讓當誤導

                                                 

302 Case C-487／07[2009]ECR I—0000，paragraph 80. 



 

132 

 

性和比較廣告指令第 3a 條第（1）款（h）中所謂的“展示其商品或服務是持

有受保護商標、商號的商品或服務的仿品或複製品＂，進而利用 L'Oreal 商標

與其產品的獨特性（香水）或形象，而攀附該商標的外衣而受益於其品牌吸

引力，此舉雖非典型的比較廣告，然而卻減損了競爭效能。由不實廣告所擬

保護的競爭秩序公平性來說，公平法確實有介入管制之必要。 

（二）Carrefour Hypermarchés SAS v ITM Alimentaire International SASU

案303 

1. 背景說明 

 2012年 12月，家樂福推出了一項名為「garantie prix le plus bas Carrefour」

（家樂福最低價格保證）的大型電視廣告活動，該廣告比較了其商店和競爭

對手（包括 Intermarché）500 種領先品牌產品的價格，並表示如果消費者在

其他地方發現價格更便宜，則向消費者報銷兩倍的差價。由電視廣告內容顯

示出的價格差異有利於家樂福，特別是 Intermarché 所銷售的產品，其價格一

直高於家樂福銷售的產品。從第二次電視廣告開始，所有選擇比較的

Intermarché 通路都是超市，但家樂福的所有通路都是大賣場。這些資訊只出

現在家樂福網站的主頁上，用小字顯示，該保證"僅適用於 Carrefour 和

Carrefour Planet shops’"，而"不適用於 Carrefour Market、Carrefour Contact 或 

Carrefour City shops"等級之通路。在電視廣告中，「Super」一詞出現在

「Intermarché」名字下方的較小字母中。 

2013 年 10 月 Intermarché 的母公司，ITM，向巴黎商業法庭提起訴訟，

理由是家樂福以缺乏客觀性的比較方法，比較不同零售點的平均價格差異的

相關陳述違法，要求家樂福向 ITM 支付 300 萬歐元的賠償金，禁止發布有關

                                                 

303 Case C-562/15, ECLI：EU：C：2017：95 （Feb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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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以及任何基於類似比較方法的比較廣告，停止在網路上的 8 個廣告點

播放。 

2. 法院見解 

巴黎商業法院審理後認為，家樂福採用誤導性方法選擇銷售網點和歪曲

價格比較的代表性，即在比較廣告活動中違反客觀性要求的行為，構成不正

當競爭行為304。判決中指出，家樂福網站上的資訊並沒有向消費者表明，不

同規模的商店之間正在進行比較。爰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作出判決，命令家

樂福向 ITM 支付 80 萬歐元，作為對所受損害的賠償，維持了禁止傳播廣告

的申請，並下令公佈該判決。家樂福不服上訴。 

本案爭點在於比較廣告中，針對客觀價格比較基礎資訊有所遺漏，且忽

略了比較在不同通路中出售的商品價格亦有差略，是否構成違反歐盟誤導性

和比較性廣告指引第 4 條或不公平商業行為指引第 7 條的誤導性比較廣告的

相關規定。 

歐洲法院解釋誤導性和比較性廣告指引第 4 條（a）和（c）及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引相關規定，當廣告涉及比較不同規模的零售通路銷售產品價格

時，由於這些商店是零售連鎖店的一部分，每家商店都包括一系列不同規模

的通路門市，廣告商將零售連鎖店中規模較大的門市價格與競爭對手零售連

鎖店中規模較小的門市價格進行比較，在誤導性和比較性廣告指引第 4 條（a）

和（c）的定義下，除非消費者在廣告本身中能得到明確告知，該廣告是將商

零售連鎖店中規模較大的門市價格與規模較小的競爭零售連鎖店的門市價格

進行比較，否則該廣告可能是非法的。 

法院在評估此類廣告的合法性時，根據個案情況，判斷廣告是否符合客

                                                 

304 本案初審判決引用之依據係法國消費者法第 L.121-8 條的客觀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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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比較是否具有誤導性，首先，需考慮到有關產品的一般消費者，他們是否

相當了解情況，並能進行合理觀察和謹慎作出決定；第二，需考慮到該廣告

中所載的所有元素資訊，特別是廣告商零售連鎖店和競爭對手零售連鎖店的

門市價格比較資訊。 

3. 案件評析 

歐盟對於比較廣告的管制，出發點仍是策重於透過適法條件之規定，在

保護消費者免受廣告誤導及發生不公平影響下，採取合規即適法的原則，允

許比較廣告存在。藉由比較廣告能向消費者客觀地證明各種可相較產品間的

優缺點，進而刺激商品和服務供應商之間的競爭，消費者反可蒙受其利。故

重點在於交易決定之重要基礎資訊，例如本案中之門市價格，在廣告中的比

較基準必須一併向消費者揭露，讓理性消費者能自行加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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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不實廣告重要案例解析 

 

本章擬針對主要研究方向，就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

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為焦點。篩選

我國近年行政法院就不實廣告所作成之值得參考判決相關見解（清單如附錄

二），並呼應研究議題擇選重要指標性案例，摘錄於本章進行分析探討。 

 

第一節  不動產銷售不實廣告案件 

第一項 「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案 

一、 案件概要 

竹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或上訴人）及新理想廣告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新理想公司）於「竹城京都」建案廣告「生活筆記書」，宣

稱「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的視野景觀」用語，經公平會（下稱：被上訴

人）認定系爭廣告，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305。 

被處分人不服本案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遭駁回306，遂向最高行政

法院提起本件上訴。 

二、 上訴意旨 

                                                 

305 97 年 7 月 9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88 號處分書。 

306 99 年 4 月 7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訴字第 213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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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廣告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系爭「竹城京都」建案銷售廣告上稱「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的視野

景觀」乃就該「中庭合院多邊型社區」確有一面向房屋（即 K1、K2 棟）緊

鄰水岸「第一排」而作客觀描述，該緊鄰水岸第一排確實享受大尺度視野景

觀，也未因鄰地於全案銷售後起建大樓而遭到視野影響；且該建案並非預售

屋銷售，乃全部採「成屋銷售」，其以上開廣告物進行銷售期間，承購者均

可就實屋現況參觀，根本無廣告之表示或表徵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情

事，並不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要件。 

（二） 是否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系爭廣告所稱「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觀」，僅在描述系爭

銷售成屋基地坐落之地理位置，並非以視野景觀為銷售廣告主要訴求，僅係

吸引消費者購屋動機之一而非影響或關鍵因素；況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若

謂消費者單憑筆記本中一頁所示「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觀」吸

引，而未於簽約前參觀成屋現況即決定購買系爭建案，實殊難想像。 

三、 法院見解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本案上訴有理由307，廢棄原判決發回更審，判決要旨

如下： 

廣告表示客觀上有多重合理之解釋，除非該表示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

若其中一義為真者，即非不實。系爭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期間，至大坑溪間，

並無鄰地「達觀社區」建案存在，是以系爭廣告「水岸第一排」用語之多重

解釋中，並非錯誤。 

                                                 

307 100 年 7 月 2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25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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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系爭竹城京都建案中，僅 K 棟緊鄰大坑溪，其它棟非緊鄰大坑溪；

惟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是以可能購屋者實地參觀系爭建案成屋時，是否明

顯可自建物現況得知其它棟非緊鄰大坑溪之實況，自屬判斷可能購屋者（相

關交易相對人）施以普通注意力，對於未來不會有建物以致於影響視野之認

知，進而影響其作成交易之決定，且為系爭表示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重要事項。原判決對此項攸關判決結果之攻擊防禦方法未予採納，又未

說明不採之理由，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又本案檢舉人係主張因房屋銷售人員保證「該空地就是河濱綠帶」、「該

空地狹長畸零且為公有地絕不會再蓋房子」等語，才放心購買，非因系爭廣

告誤認該空地未來不會建屋才購買（銷售人員是否有為上開保證，原處分認

定無證據證明）。原判決以上開檢舉認定本件購屋者係因系爭廣告陷於錯誤

而購買建案房屋，認定事實與所憑證據顯屬不符，違反證據法則。 

第二項 台糖「都會金龍楠梓三期」建案不實廣告案308 

一、案件概要 

本件係台糖「都會金龍楠梓三期」建案預售屋廣告涉嫌不實廣告案，緣

於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之廣告文字記載：「（一）基地位置：１、位於高雄市

楠梓區○○○○道東側，屬都市計劃住宅區，座落於高雄市楠梓區○○○○

段一一三 、一一八內、一一九及一二一地號等四筆土地。２、本案基地內一

二０地號一筆為都市○○○○○道路、產權歸屬台糖不予出售移轉。」等語；

再依八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之廣告文字記載「二、說明 基地座落：１、位於

高雄市○○○○段一一三內、一一八內、一一九內及一二一地號等四筆土地、

                                                 

308 89 年 10 月 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訴字第 38 號裁定、90 年 2 月 22 日，最高

行政法院 90 年度裁字第 2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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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路與德民路口東南側。‧‧ ‧‧⊙交通：六十米○○路，四十米

德民路」等語，再於該廣告左下角繪有粗圖標示基地座落「都市金龍」，一側

「高楠公路」、另一側為「德民路」，然配合上開文字說明整體觀之，可知該

「高楠公路」應係指當時之「○○路」；最末，就八十五年六月十四、六月十

七日二則廣告合併觀察，前者廣告於第九點載明「有關訂購須知、平面圖‧‧

等相關文件於接待中心展示，請逕向本分處或接待中心洽詢索閱。」等語，

第十點載明「其他事項：詳見房地訂購須知。」等語，再觀諸原告提出「房

地訂購須知」第八點載明「本基地西側緊臨政府規劃設計立體交叉道路，北

臨四十米德民路規劃設計高架橋等公共設施。」等語。綜上情事，系爭廣告

是否有「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建物完工後，將緊臨高楠公路及德民路之錯誤

認知」，而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不實廣告。 

二、法院見解 

（一） 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關於預售屋之交易特性，雖消費者與建商進行交易時，因尚無成屋可供

實地參觀，消費者幾乎均自預售屋廣告內容得知預購建物之格局、外觀等資

訊，並據此作為購屋與否之重要參考，則有關預購建物之格局、外觀等條件，

建商即有可能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至於預售屋之基地坐

落、道路、交通等，固亦為消費者決定是否購屋之重要因素之一，於推案時

任何人均可前往預售屋之基地參觀，再決定是否購買，當無未前往實地參觀

而率爾依廣告而購買之理，此核與尚無成屋可供實地參觀，消費者僅能從預

售屋廣告內容得知預購建物之格局、外觀等資訊之情形不同，未可一概而論。 

該廣告同時說明屬都市計畫住宅區，另有都市○○○○○道路，產權歸

屬台糖不予出售移轉等語，既曰「計劃」，當係指尚未動工之意，而何時動工、

完工取決於政府，而非建商所能控制，此為一般之相關大眾所能接受，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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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錯誤認知為已動工，甚至必與預售屋同時完工。 

坊間預售屋廣告之目的既在吸引消費者就預售屋產生注意力及購買

慾，限於篇幅及廣告效果，建商多僅就基地坐落為具標示之功用之大略說明

或以粗圖表示，而未於廣告中鉅細靡遺詳為勾稽；其間如有其他計畫中之公

共工程，如未進一步說明，而消費者有相當之機會於事前經由其他管道知悉

尚未開始動工或明白何時完工係政府職掌，非建商所能控制者，即難認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即無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 

（二）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裁字第 252 號） 

本裁定中最高行政法院同樣支持高等行政法院原判決，維持廢棄公平會

原處分。主要見解係，原判決係以預售屋之基地坐落、道路、交通等，固亦

為消費者決定是否購屋之重要因素之一，於推案時任何人均可前往預售屋之

基地參觀，再決定是否購買，當無未前往實地參觀而率爾依廣告而購買之理。

坊間預售屋廣告之目的，既在吸引消費者就預售屋產生注意力及購買慾，限

於篇幅及廣告效果，建商多僅就基地坐落為具標示功用之大略說明或以粗圖

表示，而未於廣告中鉅細靡遺詳為勾稽；其間如有其他計畫中之公共工程，

例如：都市○○道路或計畫中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經過等，向為建商宣傳

重點之一，如未進一步說明，而消費者有相當之機會於事前經由其他管道知

悉尚未開始動工或明白何時完工係政府職掌，非建商所能控制者，即難認有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即無公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適用。 

本案中，被上訴人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之廣告文字，除指出基地坐落之

大略位置在「高雄市楠梓區○○○○道東側」外，另載明預售屋基地地號，

並無虛偽不實，消費者可依上開公開之資料，前往現場參觀或至地政事務所

查閱地籍圖等，得知基地確實位置，應無錯誤之虞。而同年、月十七日之廣

告文字，亦明白載明預售屋基地地號及大略位置，並無虛偽不實；消費者亦

https://db-lawbank-com-tw.erm.lib.mcu.edu.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898&lno=21&ldate=200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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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上開同一方式得知基地確實之位置，當無錯誤之虞。 

雖該廣告另於左下角繪有粗圖標示基地坐落「都市金龍」，一側「高楠

公路」、另一側為「德民路」，然配合上開文字說明整體觀之，可知該「高楠

公路」應係指當時之「民族路」，此種僅具標示作用之圖示，不能因未為詳細

說明在都市計畫未完成前，建案基地實際距離高楠公路（即民族路）尚有六

十至八十公尺，德民路部分尚未開通等情，即認廣告虛偽不實。從而，就經

驗法則而言，上開兩則廣告合併觀察，足使消費者明白「高楠公路」係指「規

劃設計」中，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可言；且廣告中並無隻字片語

言及「系爭建物完工後，將緊臨高楠公路及德民路。」據該二則廣告合併觀

察結果，認定系爭廣告並無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故系爭廣告尚無

「足使消費者產生系爭建物完工後，將緊臨高楠公路及德民路之錯誤認知」，

準此上訴人自不得據以提起上訴。 

第三項 「振堡懷石」建案預售屋廣告不實案309 

一、案件概要 

振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94 年至 95 年間為銷售「振堡懷石」建案

（下稱本件建案）預售屋，而以廣告刊物（下稱系爭廣告）之首頁載稱「雙

車位」文字，並於內頁所附「全區平面配置參考圖」及「3D 剖面透視示意圖」

「A、B、C、特 C、特 E 平面配置參考圖」「特 F 平面配置參考圖」上分別

繪示該建案房屋前院位置兩輛汽車併停及 1 樓庭院位置停放車輛之圖樣，足

使一般人理解為該建案之 A1、A2、B1、B2、B3、C1、C2、C3、C5 及特 F

棟之前院設置平面雙車位，而與其竣工圖所示之「4 公尺寬騎樓地」不符。

其次，於廣告宣稱「台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等語，經公平會調查後認

                                                 

309 102 年 4 月 18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22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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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於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二者廣告均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310，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濟。 

本案除了不實廣告之認定要件外，另值得注意其就裁處權時效認定之時

點，是否應自廣告推出時起至公平會處分之日止，進而，公平會之裁處權是

否已逾時效。 

按系爭廣告於 94 年 5 月間推出，上訴人主張其於 95 年間因被上訴人調

查系爭廣告，即停止該廣告之使用，依行政罰法第 27 條關於裁處權時效消滅

期間之規定，被上訴人之裁處權至 98 年即已罹於時效，被上訴人遲至 100

年 3 月 3 日始作成原處分，已逾行使裁處權之時效期間。而公平會調查後認

定，原處分之裁處權時效，應依據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係以被上訴

人前處分經行政救濟程序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故應以本院前確定判決時即

99 年 11 月 4 日起算 3 年，是以原處分並未罹於裁處權時效。 

二、法院見解 

（一） 高等行政法院311見解 

1. 有關不實廣告部分 

高等行政法院就系爭廣告內容，認定廣告所為雙車位之表示固屬虛偽不

實，但關於「台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部分難認構成違法，而將被告前

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以撤銷。公平會上訴，復經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178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公平會爰改遵上開判決意旨，僅就系爭廣告關於

                                                 

310 97 年 1 月 31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15 號處分書、100 年 3 月 3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021

號處分書。 

311 98 年 2 月 17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238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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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車位之內容裁處312。原告不服仍上訴。 

2. 有關裁處權時效部分 

（1） 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按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該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如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固為前引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明定；但行政機關已行使裁處權，

而因其裁罰處分經行政救濟程序予以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因行政機關並

無怠於行使其裁罰權之情事，且依行政一體原則，下級機關負有服從上級機

關決定之義務，以及基於行政機關就具體案件行使公權力應遵從行政法院判

決意旨之法理，行政機關就已經訴訟救濟程序之具體案件，應依法院判決意

旨重為處分或決定，故原處分機關於其裁處被上級機關或經法院撤銷確定

後，重新行使裁罰權，即應適用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4 項之規定，自原裁處被

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3 年之時效期間。 

本件上訴人上開廣告行為終了時間雖為於 95 年間，但被上訴人係於 97

年 1 月 31 日即就系爭廣告內容之「雙車位」及「台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

合併作成前處分予以裁罰，經上訴人提起行政救濟程序，由原審前判決撤銷

該處分，並經本院前確定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上訴確定在案，是被上訴人就系

爭廣告所為之裁處，既經行政法院判決予以撤銷，其裁處權時效即因而中斷，

而應自該判決確定時即 99 年 11 月 4 日重新起算 3 年，則被上訴人於 100 年

3 月 3 日作成原處分，顯未逾 3 年之時效期間。 

（2） 最高行政法院見解313 

                                                 

312 100 年 3 月 3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021 號處分書。 

313 102 年 4 月 18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223 號判決，振堡懷石會呼吸房子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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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裁處權時效爭議，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按「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 1 項）。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

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第 2 項）。行政罰

之裁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裁處者，第 1 項期

間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第 4 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公平會」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4 項及公平法第 9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廣告於 94 年至 95 年間刊載，被上訴人於

97 年 1 月 31 日就本公平法事件依職權作成被上訴人前處分，未怠於行使裁

處權而逾越法定 3 年之裁處期間，嗣被上訴人前處分經原審前判決撤銷，本

院前確定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上訴確定而失其規制效力，是就系爭廣告所生公

平法事件，被上訴人如認有另為裁處之必要時，基於公平法事件之主管機關，

自得依職權調查證據後進行裁處，而裁處權時效依前揭規定應自原裁處被撤

銷確定之日起算。 

原判決認被上訴人前處分所為之裁處自本院 99 年 11 月 4 日作成前確定

判決時確定撤銷，是被上訴人於 100 年 3 月 3 日作成原處分，未逾越 3 年之

裁處權期間，經核並無不合。即第一次上訴時，最高行政法院支持公平會之

裁處權時效計算方式，應自原裁處被撤銷確定之日起算 3 年。 

                                                                                                                                      

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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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

銷售資訊案314 

本案雖非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予以裁處，而係適用第 25 條資訊揭露不實

之顯失公平行為。然就其行為態樣仍係預售屋廣告資訊與真實不符，而本案

行政法院判決在論理上多有可供本研究參考之處，爰選入重要案例之一，合

先敘明。 

一、案件概要： 

本案係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上訴人）銷售「瓏山林長堤」

建物（下稱系爭建案），未於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揭露共用部分所含項目應含

車道之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315，違反行為時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以民國（下同）100 年 6 月 24 日公處

字第 100108 號處分書命上訴人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處罰鍰新臺幣

1,000 萬元（下稱原處分）。 

進一步觀察，本案上訴人先與購屋人約定房屋共用部分不包含車道面

積，車道面積由停車位購買人共同持分，使購屋人誤認本建案之公設占比較

                                                 

314 103 年 1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6 號本案歷次審級判決，尚包括 102

年 08 月 1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644 號判決、103 年 11 月 13 日最高行政

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8 號判決、104 年 06 月 03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

第 121 號裁定、104 年 10 月 21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121 號判決、105

年 08 月 18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427 號判決。 

315 同期，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案，尚有瓏

山林藝術館建案（103 年 1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5 號行政判決）及

瓏山林博物館建案（103 年 11 月 13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8 號行政判決）

因案情及判決雷同，本研究爰僅擇本案為例進行介紹評析，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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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與上訴人作成交易，嗣上訴人藉由將原未屬於系爭契約約定之「共同使

用」之 915.97 坪車道面積（即 3,028.01 平方公尺）逕自登記予全體購屋人，

致房屋權狀所載共用部分面積較系爭契約所載為多，上訴人於建案竣工後向

購屋人主張找補，藉此獲取高額不當之經濟利益，顯係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

共用部分包含車道。依系爭契約第 3 條及第 4 條所載，關於共同使用部分項

目，僅係排除「地下層汽車停車空間及其應負擔之公設面積」，但並未記載不

包括車道面積。事後致承購戶就系爭契約所載「共同使用部分」範圍是否包

括「車道」及分攤、持分「車道」面積有所爭執。 

二、法院見解 

本案就行為主體部分及相關事實，如有關停車空間車道有按面積比拆及

事後找補之作法，其決議者究為何人，原處分認上訴人預售系爭建案房屋時，

即以欺罔購屋者之故意，未於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揭露共用部分所含項目應

含車道之資訊乙節，是否與事實相符？其找補計算依據為何？及「車道」之

應有部分面積，其系爭設算方式之依據如何？可供銷售停車位數量等尚待釐

清，最高行政法院爰廢棄原判決，然判決中有關行為數、裁處權時效及法規

範競合之適用予以釐清。 

（一） 行為數認定 

行政法著重於「行政法上義務」之遵守，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前

揭行政罰法係採「分別處罰原則」，申言之，不論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

義務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均予以分別處罰。又所謂一行為，包括「自

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行為」，則係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

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其行為不構

成「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者而言。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是否為「一行為」，須就個案具體事實予以綜合判斷，亦即針就個案具體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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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社會通念或

專業倫理等綜合決定之。 

（二） 裁處權時效 

法院認定本建案之使用執照係於 97 年 7 月 22 日核發，上訴人自 97 年 9

月 4 日起陸續通知購屋人交屋併同檢附「坪數找補計算表」予購屋人，通知

其繳付補找價款，由於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契約之車道面積灌入房屋共用部

分，再依系爭契約要求車道面積之找補時，始發生房屋共用部分與契約約定

不相符之結果，其裁處權時效即應自行為結果發生時起算，是原處分於 100

年 6 月 24 日作成裁罰時，尚未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之 3 年裁處權時效。 

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該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惟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上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或「結果發生時」如何認定，應視

行為類型而定。於「作為而違反不作為義務」之情形，不論係「自然一行為」

或「法律上一行為」，當行為人完成該「一行為」而符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法定要件時，為該行為終了時；另前揭所謂「結果發生時」，乃指「『法定處

罰要件』之結果發生時」而言，不包含法定處罰要件以外之結果發生在內，

故如法規不以發生某種結果為處罰要件時，縱實際上發生結果，其裁處權時

效之起算日仍以行為終了時為準。 

（三） 法規範競合 

有關規範競合部分，法院綜合本案所涉之公平法、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含立法理由）等相關聯規定整體觀察，說明公平法乃規範「事

業」市場競爭行為之經濟法規，由於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各式交易行為

及限制競爭、妨礙公平競爭行為態樣亦隨之日新月異，勢難針對各類行為態

樣一一列舉規範。因此，立法者制定本法時，除於第二章「獨占、結合、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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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為」及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為相關規範外，為免百密一疏，予不法者

可乘之機會，乃於本法第 24 條（即現行法第 25 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

括性規定-即事業「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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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無違反本條規定，立法者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公平會）依實際情事判斷之（本條立法理由參照）。是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法

定職權，為執行本條關於「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自得訂定必要之

解釋性行政規則，以為行使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 

綜上，各式交易行為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其應適用之法律可能為民法、

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平法或其他相關法規。惟相關交易行

為產生之糾紛涉及應適用公平法規定予以處理者，以該交易行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妨礙公平競爭為前提；對於不涉及事業競爭行為之交易糾紛或純屬

交易爭議案件，仍應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其他相關

規定解決之。又上舉公平法第 25 條乃不公平競爭行為之概括性規定，是本條

之適用，除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外，應視本法有關「限

制競爭」（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如商

業仿冒、不實廣告、營業誹謗）等規範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始

有本條之適用。申言之，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

適用於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

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

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

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

個別條文規定不能為該違法行為之評價規範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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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虛擬通路不實廣告案件 

第一項 全球華人藝術網案 

一、案件概要 

全球華人藝術網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或被上訴人）於民國 105 年

間，在「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2016 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之內頁廣告，

宣稱所經營的「全球華人藝術網」網站是「臺灣 Yahoo、Google 兩大搜尋引

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等語，復於 106 年將上開特輯電子版（含

系爭廣告內容）上傳於系爭網站。 

公平會（下稱：上訴人）認定被處分人刊登系爭廣告，就與服務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

用第 1 項規定316。被處分人不服本案處分，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經該原審法院判決撤銷原處分317。上訴人不服，爰訴請臺北高等行政法判決

撤銷原判決。 

近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再以 109 年度簡上字第 79 號判決廢棄原判決，

嗣後臺北地方法院於發回更審作出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其中與本

研究相關之三項爭點表示意見，即（一）本件引人錯誤表示之舉證責任應如

何分配？（二）系爭廣告是否屬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對於與商品（服務）相

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之範疇？（三）系爭廣告是否屬於引人錯誤

之不實廣告？容後介紹。 

被處分人不服此更審判決，主張原處分既係以系爭網站並非搜尋排名第

                                                 

316 108 年 5 月 7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8024 號處分書。 

317 109 年 4 月 15 日，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8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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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告不實作為裁罰理由，自應由原處分機關負擔舉證責任云云，爰向臺

北高等行政法提起上訴；惟其上訴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致遭

高等行政法院以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 124 號裁定駁回上訴。 

二、上訴意旨 

（一） 廣告「引人錯誤」之認定 

原判決認定判斷廣告是否會引人錯誤，應就廣告內容整體檢視，然在論

斷系爭廣告整體有無引人錯誤時，卻將 Google 搜尋引擎平台割裂出來、獨立

檢視、論斷，未依系爭廣告宣稱文字與人整體印象，就 Yahoo 及 Google 兩

大搜尋引擎平台，均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乙情併同觀察，理由顯有

矛盾。 

（二） 廣告表示之舉證責任 

參照公平法第 21 條立法目的，其規範重點在事業製作及散發廣告當下，

有無基於客觀數據資料而為廣告表示，並且於廣告持續刊登期間，善盡其查

證義務，以確保廣告於刊載期間所傳遞之資訊係屬無誤，所非難乃事業未善

盡真實表示之注意義務。準此，事業對其宣稱廣告表示為真實，當負提出及

證明之責。 

縱使上訴人對於廣告事實有舉證之責，亦僅限於被上訴人就其廣告宣

稱，有無違反查證及真實表示之注意義務。上訴人調查結果，被上訴人均未

能提出其網站於廣告散發及刊登期間，Yahoo 搜尋引擎搜尋「藝術」排名第

一之相關具體事證，僅能提出 101 年至 102 年 Google 搜尋引擎搜尋「藝術」，

其結果排名第一之資料，且該資料是被上訴人自行撰文，發布期間為 201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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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於調查期間也實際於「Google 搜尋趨勢」網頁查詢，於關鍵字欄

位鍵入「藝術」二字，並選擇搜尋地區「臺灣」，搜尋年度自 101 年至 106

年均未見被上訴人網站。據上，可知上訴人已針對被上訴人所課予廣告主注

意義務，善盡舉證之責。 

（三） 廣告事實之查證時點 

廣告宣稱應以製作、散發「當時」可供驗證之事實為依據，而非「事後」

查證之事實。原判決僅以嗣後利用「藝術網」三個字（而非系爭廣告所載「藝

術」二字）為關鍵字，在「Google 搜尋趨勢」搜尋結果（期間為 104 年至 106

年），認被上訴人網站於 Google 網站搜尋熱度排序第一，無所謂以引人錯誤

資訊爭取交易機會，而有不公平競爭之情形云云，不啻以嗣後偶然獲悉的部

分事實回推，卸免廣告主應盡之真實表示及查證義務。 

三、高等行政法院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審理上揭爭點，判決撤銷原判決318，判決意旨如下： 

上訴人於系爭廣告中宣稱其所經營系爭網站是「臺灣 Yahoo、Google 兩

大搜尋引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等，但被上訴人從事系爭廣告

時，並未從事任何 Yahoo 搜尋引擎以上開關鍵字的搜尋熱門排序調查，也未

提出在 Google 搜尋引擎以臺灣地區搜尋「藝術」排序第一名的比較結果，上

訴人職權調查也查無此情。 

事業在從事上述違法不實廣告後，縱使事後另經相關市場調查或檢驗的

比較結果，其所宣稱的比較項目確有最高級的競爭優勢，但仍無礙於其從事

違法不實廣告時，向相關大眾傳達的資訊，已足產生「事前有經調查或檢驗

                                                 

318 110 年 2 月 2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簡上字第 7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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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而得出最高級結果」的錯誤印象，而該當違法不實廣告的裁罰要件。 

原判決將系爭廣告宣稱搜尋引擎搜尋「藝術」第一名的關鍵字搜尋比較

項目，以自行主觀臆測效果接近的「藝術網」或「藝術」連結「網」等關鍵

字的比較項目，予以取代。將系爭廣告合併觀察所賦予交易相對人前述整體

印象予以割裂，就認系爭廣告在該割裂部分並無虛偽或引人錯誤可言，而認

原處分認事用法有誤，率予撤銷原處分，原判決不僅認定事實不依憑證據而

理由矛盾，也違反公平法關於不實廣告判斷應採合併觀察所傳達資訊整體印

象的法則，有不適用法規的違法，顯屬違誤。 

四、發回更審後發展 

本案近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9 年度簡上字第 79 號判決廢棄原判

決，嗣後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於發回更審作出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就以下三項爭點形成之心證略以： 

（一）有關引人錯誤表示之舉證責任應如何分配？ 

按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並非完全一致，舉證責任因

訴訟性質而有相異之分配標準，在行政訴訟中之給付訴訟與確認（公法關係

存否）訴訟，其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基本上固與民事訴訟無異，依舉證責任

客觀配置之通說（即規範說或有利規範原則），應由主張者就權利存在事實，

負擔客觀之舉證責任，此乃因該等訴訟之性質與民事訴訟性質相同，因此舉

證責任之分配雷同；但在行政訴訟中之撤銷訴訟，因提起撤銷訴訟請求行政

法院撤銷之對象為行政處分，以負擔處分而言，人民之權益當受憲法及法律

之保障，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行使公權力對人民之權益有所限制、剝奪或增

加其負擔，通常以負擔處分之方式為之，作成行政處分不僅應有法律之依據，

且應符合法定要件，雖認行政處分應受有效推定，但並不受合法之推定，一

旦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指摘行政處分有無效或得撤銷事由而提起爭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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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應對作成處分係符合法定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行政機關舉證

成立，就原處分合法性之否定，即應由主張法定例外要件事實之存在者承擔

舉證責任。 

對本件有關引人錯誤表示之舉證責任分配之爭點，判決中揭示基本分配

原則，因本件屬裁處原告行政罰之撤銷訴訟類型。查公平會以事業於 105 年

間，在系爭內頁廣告宣稱系爭廣告，復於 106 年間將上開特輯電子版（含系

爭廣告內容）上傳於系爭網站，認原告所刊登系爭廣告，就與服務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遂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予以裁處，依上開說明，因本件屬裁處原告

行政罰之撤銷訴訟類型，被告應就原處分符合法定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是被告應就系爭廣告有構成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對於與服

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行政法上義務違反，

而構成同法第 42 條前段之裁處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由原告就所主張

法定例外要件事實之存在，承擔舉證責任。 

準此，公平會應就原處分符合法定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是被告應

就系爭廣告有構成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對於與服務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行政法上義務違反，而構成同

法第 42 條前段之裁處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由原告就所主張法定例外

要件事實之存在，承擔舉證責任。 

（二）系爭廣告是否屬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對於與商品（服務）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之範疇？ 

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

本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稱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指凡一切具有經濟價

值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諸如事業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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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資格、營業狀況，與他事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之關係，事業就該交

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及就他事業商品（服務）之比較項目等。查原告

公司登記營業事業包含藝文服務業、無店面零售業、仲介服務業、藝術品諮

詢顧問業等，所營系爭網站屬於藝術資訊及交易入口網站，內容包括藝術資

訊提供、藝術評論平台提供、藝術品展銷推廣、藝術品仲介服務等，其他競

爭同業有「非池中藝術網」、「儒墨堂藝術網」、「沂藝術」網站等情，業

據原告陳明在卷。又原告於 105 年間，在系爭內頁廣告宣稱系爭廣告，於 106

年將前開特輯電子版(內含系爭廣告內容)上傳於系爭網站乙事，所為廣告內

容固未直接涉及商品（服務）交易標的事項，僅傳達網站為搜尋引擎「藝術

第一名」之意，然此係就與原告同質性藝術資訊及交易網站之其他競爭同業

為比較，此等宣傳效果具有一定經濟價值，可作為網站流量、熱度之傳達，

核屬「其他具有招徠效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相關事項。故依前開處理

原則意旨，原告所為之系爭廣告，乃具有經濟價值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

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納入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2 項、第 1

項之「對於與商品（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範疇，就此廣

告內容即不得有何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始符合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禁止事項。 

（三）系爭廣告是否屬於引人錯誤之不實廣告？ 

1.廣告真實性 

按真實原則乃事業在市場從事效能競爭的基礎，事業在爭取交易機會的

競爭手段上，倘若採行招徠交易相對人的方法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影響

交易相對人本於事務真實情形作成正確理性交易決定的機會，使該事業相對

於其他競爭者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即破壞公平法所欲維護的公平競爭秩

序。故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且此所

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或表徵，並不以積極傳達與事實有落差的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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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人錯誤的資訊為限，足以影響交易決定的重要事項不為完全的揭露，亦

包括之。又在交易相對人施以普通注意力的交易認知判斷上，除非表示或表

徵的內容有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形成消費者

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

外，仍應以表示或表徵之資訊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是否有引起相關

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為判定。是故縱使表示或表徵內容隔離觀察

為真實，然：1.合併觀察的整體印象及效果，仍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

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或 2.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負擔或限制條件等重要事

項未充分揭示，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或 3.重要交

易資訊在表示或表徵內容上固有揭露，但在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

成比例，致整體印象及效果上，仍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

虞者，均仍應認定表示或表徵之方法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2.最高等級用語 

事業在其服務、廣告或採行其他使公眾得知以爭取交易機會的商業方法

上，標示其服務「第一」、「冠軍」、「最多」、「最大」等最高級用語以

爭取交易機會者，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相關交易相對人而言，整體印象上

即在傳達其服務已經由相關調查或檢驗的比較，得出比較項目達所宣稱最高

級的結果。然而，倘若事業為爭取交易機會而為上述使公眾得知的表示或表

徵之前，未曾從事任何此等比較性調查或檢驗，也不曾掌有此等比較性調查

或檢驗的客觀結果，即對外為上述最高級用語的宣稱，以招徠交易相對人爭

取交易機會，無疑即以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的不正當競爭方

法，取得競爭優勢，自屬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第 1 項所稱不實廣告行

為。至於事業在從事上述違法不實廣告後，縱使事後另經相關市場調查或檢

驗的比較結果，其所宣稱的比較項目確有最高級的競爭優勢，但仍無礙於其

從事違法不實廣告時，向相關大眾傳達的資訊，已足產生「事前有經調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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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的比較而得出最高級結果」的錯誤印象，而該當違法不實廣告的裁罰要

件。另判斷事業使用上述最高級用語是否構成虛偽或引人錯誤的比較廣告，

自應以事業所傳達曾經調查或檢驗的比較項目而為觀察，才得認定是否已影

響交易相對人理性的交易決定。 

（四）終局見解 

本案中法院參採臺灣雅虎公司函覆內容可知，因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並

無可供民眾查詢各年度關鍵字搜尋所得之網站排序功能，亦無留存個年度關

鍵字搜尋相關排序紀錄，在此情形下，任一商品（服務）事業皆無由任意宣

稱己身為臺灣 Yahoo 關鍵字搜尋排序第一，倘原告確實有其他資料可佐證為

臺灣 Yahoo 關鍵字搜尋排序第一，當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另依證人即原告

職員陳ＯＯ證稱：我任職期間為 104 年下半年至 105 年上半年間，曾有以

Google 搜尋引擎查詢原告網站排序結果，但未有以 Yahoo 奇摩搜尋，當時都

以使用 Google 為主，並無聽聞臺灣 Yahoo 搜尋排序等語，顯見原告對於己

身網站是否在臺灣 Yahoo 搜尋排序第一，確無相關事證為據；故原告在臺灣

Yahoo 無相關排序紀錄可證明系爭網站確實為搜尋第一之情形下，猶以系爭

廣告為宣稱，確可能導致消費者受不正交易資訊誤導。且參「Google 搜尋趨

勢」關鍵字查詢原告網站「全球華人藝術網」與競爭同業「非池中藝術 網」

相較，系爭網站雖於 104 年間搜尋熱度持續領先競爭同業「非池中藝術網」，

但於 105 年間「非池中藝術網」搜尋熱度趨勢曾短暫領先原告，之後系爭網

站更與「非池中藝術網」搜尋熱度相互膠著。被告經向臺灣雅虎公司函查之

結果，因臺灣 Yahoo 搜尋引擎不存在歷年排序統計，自無可認原告網站有系

爭廣告之宣稱事實，原告對此亦未能舉證有例外要件事實之存在，且原告網

站之「Google 搜尋趨勢」排序，自 105 年中已喪失網站搜尋排序之優勢，猶

繼續於 105 年 12 月出版之系爭內頁廣告宣告系爭廣告，並於 106 年間在系爭

網站將前開特輯電子版上傳，確已存在「引人錯誤」之不公平競爭情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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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 

綜上，原告於系爭內頁廣告宣稱系爭廣告等情，但原告從事系爭廣告

時，並未從事任何 Yahoo 搜尋引擎以上開關鍵字的搜尋熱門排序調查，也未

提出在 Google 搜尋引擎以臺灣地區搜尋「藝術」排序第一名的比較結果，被

告依職權調查亦查無此情，且臺灣雅虎公司所提供 Yahoo 搜尋引擎服務，並

未有歷年搜尋排序功能，Google 搜尋引擎於 104 年至 106 年間的搜尋趨勢，

以「藝術」為關鍵字在臺灣地區搜尋結果，相關熱門搜尋排序也無系爭網站

在內，經核與卷內證據相符。換言之，原告在從事系爭廣告時，使用「第一

名」的最高級比較廣告用語，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相關交易相對人而言，

已在傳達其網站服務，經由 Yahoo、Google 搜尋引擎就消費者搜尋使用結果

的調查比較，已得出以「藝術」為關鍵字在臺灣地區搜尋結果，其網站排序

第一的整體印象；然而，原告卻未從事此等搜尋引擎使用結果的調查比較，

客觀上也沒有系爭網站在搜尋趨勢上排序第一的結果，參照前開說明，自屬

引人錯誤的不實廣告無誤。 

嗣後被處分人不服此更審判決，主張原處分既係以系爭網站並非搜尋排

名第一、廣告不實作為裁罰理由，自應由原處分機關負擔舉證責任云云，爰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提起上訴；惟其上訴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違背法令，

致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院 110 年度簡上字第 124 號裁定駁回上訴。 

第二項 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 

一、案件概要 

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或上訴人），於其公司網

站刊登跨年網速實測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

等圖文；並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發布新聞稿，載有「在 2017 年開春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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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信界亮眼成績，……跨年尖峰時段 22：00-00：30 進行

4G 實測，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

及「根據 2016/12/31 跨年夜全台 9 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段 22：00-00：

30 的實測結果，……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

等語。 

公平會（下稱：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廣告及新聞稿，就與服務品質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319。被處分人不服本案處分，提起行政訴訟遭駁回

320，遂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意旨 

（一） 廣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認定 

系爭廣告刊載於上訴人 4G 上網 31 日免費體驗專案官網，在該官網末尾

載有「貼心提醒」「……前揭網速最高值為實驗數據，實際連線狀況仍需視

使用者所處地理位置以及使用行為、設備與環境而定。」等語，則一般消費

者得從上開內容中，明確知悉廣告所稱網路速度三連霸，僅代表上訴人於特

定時間、地點所實測之實驗數據。是系爭廣告整體表徵內容未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情事，亦未影響消費者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二） 廣告實證性 

系爭廣告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之 SPEEDTEST 用戶實測數據加以佐

證，上訴人 105 年跨年之 4G 行動上網速率，確實超越電信同業甚多、在電

                                                 

319 107 年 3 月 2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12 號處分書。 

320 107 年 8 月 1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544 號判決。 



 

158 

 

信同業間屬第 1 名；雖系爭廣告所載之 105 年跨年 4G 行動上網速率與

SPEEDTEST 用戶測試數據略有差異，但該差異仍應在一般或相關大眾所能

接受程度範圍之內。 

（三） 不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 

截至 106 年 1 月為止，系爭廣告之瀏覽量僅占上訴人全部官網瀏覽量之

0.5%～0.6%，顯見一般消費者關注度極低；況依第三方機構 Ipsos Marketing

自 105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106 年 2 月 19 日止所做之「月租型門號異動服務研

究」，顯示未聽過個人頻寬一詞之用戶 987 人中，有高達 49%之用戶仍認為

能提供最大個人頻寬之電信業者為中華電信，足見系爭廣告及新聞稿之刊

出，未造成一般消費者長期以來主觀認知之轉變，電信競業亦完全不受影響。 

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認定本件上訴無理由321，判決要旨如次： 

上訴人刊登系爭廣告及新聞稿，雖係推廣免費體驗專案，然其爭取即時

或將來電信服務之交易機會，仍係出於商業競爭之目的，即應受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上訴人對於系爭廣告之內容，仍應負真實表示之義務，並不因消費

者有免費體驗而得卸免其責。 

系爭廣告及新聞稿表示，整體予人其連續 3 年跨年晚會之行動上網速率

均優於其他電信業者及 105 年跨年之網速遠勝同業 10 倍之印象。惟上訴人就

103 年跨年行動上網速率，僅有其自行測試之數據，在欠缺 SPEEDTEST 用

戶實測資料庫數據或其他公正客觀單位以相同限制及條件之測試資料為比較

基礎之下，系爭廣告及新聞稿即屬欠缺客觀公正性之比較資料。又依電信技

                                                 

321 108 年 6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0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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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心復函內容，指明行動上網速率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影響，該中心未能

詳實瞭解旨揭事業測試當下情境與設定，實難判別等語。是上訴人自行擇定

時間、地點所作行動上網測速數據，而非公正、客觀之專業第三者所作測速，

顯不具有代表性。 

系爭廣告之瀏覽量雖僅占上訴人全部網站瀏覽量之 0.5%至 0.6%，然依

其提出之數據資料，該不實廣告之實際瀏覽量高達 51,870 人次（105 年 12

月）及 47,031 人次（106 年 1 月），堪認受害人並非少數，又上訴人所舉消

費者是否聽過個人頻寬之調查，與系爭廣告及新聞稿關於跨年網速實測之廣

告間，顯然欠缺直接關連。 

第三項 東森電視購物台案 

一、案件概要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 與訴外人志佳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志佳公司）簽訂商品寄售契約，由志佳公司提供商品或服務，委託

原告於電視及其他媒體或通路代為行銷「柚乾柚淨柚子精油洗衣粉」商品，

原告乃在東森電視購物台刊播系爭商品廣告，宣稱「可以快速洗淨醬油、果

汁、鋼筆水、印章、指甲油、機油、芒果汁、櫻桃汁、檳榔汁、番茄醬、蠔

油、重油污等難纏污垢」等語。 

嗣經公平會（下稱：被告）認定原告與志佳公司共同刊登系爭廣告，就

商品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322。原告不服本案處分，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起訴意旨 

                                                 

322 107 年 10 月 18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9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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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廣告行為主體 

原告為「媒介」性質之傳播媒體，僅單純受志佳公司委託刊播系爭商品

廣告，並未參與廣告內容之製作或產品之銷售，亦無主導電視節目之內容、

進行方式；且系爭廣告明確標示志佳公司商標，並由志佳公司直接出貨予消

費者及提供售後服務。原告僅係受志佳公司委託，於所經營之「東森購物台」

平台上提供訂購及收款服務，並非系爭商品之提供者。 

依寄售契約約定，原告並無審查系爭廣告合法性義務，且原告受托播送

的廣告內容、販售商品多達上萬件，各產品之內容細節均非廣告刊播業者原

告所能通盤了解及審查。若要求傳播媒體於刊播前，必須就所有委託刊播廣

告者之身分及廣告內容進行事前審查，恐不僅有礙傳播資訊之傳布，更嚴重

箝制委託刊播者之言論自由。原處分認定原告與志佳公司均為系爭廣告之「廣

告主」，恣意擴張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適用，將使立法者基於憲法對於言

論自由之保障，對於媒體業者與其他一般事業，基於傳播媒體之特性，異其

主體而為同條第 4 項之特別規範，形同具文。 

（二） 廣告實證性 

系爭廣告整體觀察，可知「銷售重點」絕非強調實驗過程，而是在於優

惠價格、豐富贈品、添加柚子精油增加其洗淨力。至於「比較實驗」部份，

並無誇大不實之情形，而是一再強調如何操作該產品達到潔淨效果。況且系

爭廣告係現場播出，無法事先審核篩檢，原告於接獲本件原處分書後，始得

知廠商竟使用比較實驗過程立於不同實驗基準之情況。 

三、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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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行政法院審認本案上訴無理由323，判決要點如下： 

（一） 廣告與言論自由保障之關係 

廣告行為係為獲得交易機會而從事之經濟活動，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

性質，雖亦屬憲法第 11 條所定言論自由之保護範疇，然基於交易秩序之維護

及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對之仍應有所規範。換言之，商業言論所提供之訊息，

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合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

合理抉擇者，始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是以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立

法目的，係在規範事業於廣告時應善盡真實表示義務，其所非難者乃事業對

其商品利用虛偽不實廣告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與憲法保障真實

商業言論之自由表述，並不違背。 

（二） 原告為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 

依系爭商品寄售契約書約定，志佳公司授權系爭商品於原告電視購物頻

道銷售，原告負責製作、拍攝系爭廣告於電視購物頻道公開播送。系爭商品

銷售流程，接受訂貨、送貨、開立發票、售後服務之主體均為原告，商品銷

售價扣除志佳公司報價差額及稅金均屬原告之收入；就消費者觀點而言，其

交易相對人為原告。原告與志佳公司之交易模式，內部關係應屬利益共享之

合作銷售，對外關係則以原告為消費者交易相對人，自得認定原告為系爭廣

告之行為主體。 

原告網站「關於東森購物」資訊，內容載有……「從前端商品開發、行

銷企劃、銷售、客戶服務到後端物流配送，每一流程完全秉持『東森嚴選』

的精神，層層管控，為消費者權益嚴選把關，站在顧客的立場，滿足顧客的

需求」等語，可知原告為銷售商品而設置商品廣告製播、商品物流及消費者

                                                 

323 108 年 6 月 1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判字第 1675 號判決。 



 

162 

 

服務等部門。再依原告職員陳述筆錄，可知志佳公司負責提供系爭商品及相

關宣傳素材，原告負責製作相關節目及廣告，雙方事前就廣告內容、流程、

實驗等項進行討論，分工共同完成系爭廣告之刊播。原告既為系爭廣告之行

為主體，應就廣告內容是否真實、正確及資訊完整，負有確保、檢查及監督

等注意義務。 

（三） 系爭廣告以不同基準為比較 

原告就市售他品牌市售化工洗衣粉（遮蔽其品牌名稱）與系爭商品作比

較實驗，廣告呈現：系爭商品可將浸泡於「污泥」之棉花洗淨、「越洗越白」，

「他品牌市售化工洗衣粉」無法洗淨棉花、「越洗越暗沉」；「防染實驗」

宣稱系爭商品衣物混著洗「不染色」、他牌市售化工洗衣粉「易染色」。惟

依志佳公司經理於調查筆錄陳述得知，實驗過程或先打溼衣物以利系爭商品

清洗，或以挑選過之染劑作實驗，均利用不同之基準作比較，與一般大眾使

用洗衣粉清洗之客觀情狀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產生錯誤之認知

或決定之虞，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第四項 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 

一、案件概要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或上訴人）及崴海衛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崴海衛公司），於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刊登銷

售「MPS 雙 B 專用款二代晶片逆電流」商品廣告，宣稱「……省油可達 10-25

﹪……」、「唯一經過 ARTC 車輛測試中心驗證測試……品質及安全都有保

障」、「全球唯一針對雙 B 級車款研發的超級晶片逆電流」、「唯一通過各

國安規環評標準測試」及「全台唯一敢說雙 B 專用款的逆電流」等語。 

公平會（下稱：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廣告，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163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324。被處分人不服本

案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均遭駁回325，遂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意旨 

系爭廣告乃崴海衛公司製作後，傳輸至上訴人提供帳戶及密碼之系爭網

路購物平台；上訴人接受委託刊登系爭廣告，僅向崴海衛公司收取費用，未

參與、加工或主導系爭廣告活動，是本件行為人應為崴海衛公司，而非上訴

人。且廣告內容是否屬實之查證項目眾多，絕大部分涉及專業且費時，非上

訴人能力、成本所能負荷，是被上訴人所為處分違反比例原則，訴求判決撤

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肯定上訴人亦為系爭廣告行為主體，負有廣告真實性表示

義務，爰認定本件上訴無理由326，判決要旨如下： 

公平法第 21 條所稱廣告行為主體，並不以本身製作廣告為限，倘事業

就製作、刊載廣告行為、廣告商品交易流程有所參與且因而獲有利益，即難

卸廣告主責任而應就廣告內容為真實表示。本件系爭商品說明資料由崴海衛

公司提供後，冠以上訴人之識別文字及符號標誌在系爭購物網站刊登，就消

費者之角度觀之，其透過系爭廣告認知商品交易對象乃經營網站及提供訂單

系統之上訴人；且上訴人賺取利潤為崴海衛公司銷售價格與其進貨價格之價

差，即屬因製刊廣告、銷售廣告商品而直接獲有利益者，是上訴人為系爭廣

                                                 

324 97 年 1 月 3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01 號處分書。 

325 97 年 4 月 29 日，院臺訴字第 0970084654 號訴願決定。98 年 8 月 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97 年訴字第 1653 號判決。 

326 100 年 3 月 17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348 號判決。 



 

164 

 

告之廣告主。 

上訴人迄未針對系爭商品通過本件廣告所宣稱之「測試」提出相關資

料，亦乏就省油計算率及比較基礎、比較時間、比較對象等重要資訊提出資

料來源數據，竟以系爭廣告表示內容作為宣傳方式，致使一般消費者誤認系

爭商品確具有該等品質及安全保障事實。 

上訴人既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顯有未審查系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之過

失情形，而有違其本於出賣人之地位負有審查廣告內容之注意義務，徒以網

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係大型電子商務交易平台，刊載商品數量繁多，商品內

容過於專業，逾越上訴人能力範圍等情，卸免其責，難謂有據。 

第五項 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案327 

一、案件概要 

緣民眾檢舉捷元電腦（即本案原告）於民國（下同）94 年 3 月 16 日在

東森購物頻道 2 台刊播「捷元 19 吋震撼液晶電腦」商品廣告，宣稱電腦之記

憶體（規格 DDR433）係業界速度最快，另據民眾檢舉原告於 94 年 1 月 5 日

東森購物頻道 3 台刊播「捷元哈燒電視電腦組」商品廣告，宣稱「P4C-2.4G

奈米 CPU 效能提升 30% 以上媲美 Intel C-2.8G 256MB DDR433 業界速度最

快」及 94 年 6 月 4 日東森購物頻道 5 台刊播「捷元震撼大容量影音電腦」

商品廣告，宣稱「512MB DDR433 業界速度最快」。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

告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捷元 19 吋震撼液晶電腦」、「捷元哈燒電視電腦組」、

「捷元震撼大容量影音電腦」商品廣告，宣稱「DDR433 256MB DDR RAM

業界速度最快」等，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327 97 年 3 月 2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捷元電腦電視購物銷

售產品效能不實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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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就 94 年 3 月 16

日違規部分作出原處分 1328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

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156 萬元；另就 94 年 1 月 5 日及

同年 6 月 4 日違規部分，作成原處分 2329，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242 萬元。原告不服，經提起訴願

再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案主要爭點 

（一） 行為數之認定 

有關行為數認定乙節，捷元電腦主張系爭組件僅為單一之記憶體（即

DDR433），別無其他組件。捷元電腦基於推廣同樣載有系爭 DDR433 記憶體

之電腦商品之行為決意，透過單一合約而委託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東森國際公司）實施行銷，是否僅構成單一行為，此並不因東森國際公司是

否委任履行輔助人及其人數、套裝商品命名是否不同、播出頻道多寡或播出

時間長短而有差異。倘系爭廣告各係原告基於單一銷售目的所行整體銷售計

畫之一部，公平會倘以不同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及合作製

播頻道業者等因素為由，認定原告係基於 2 次以上之行為決意，而實行兩次

廣告行為，可能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 

就此，公平會論證有三：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

須就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

且於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

                                                 

328 95 年 7 月 21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5116 號處分書。 

329 95 年 7 月 21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511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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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本案行銷行為法律基礎雖係源於原告

與東森國際公司間簽訂之「商品寄售契約」而起，惟真正數個廣告行為之決

意乃原告與訴外人東森得易購公司及東森購物公司所共同組成之「商品審議

會」中，確認原告所提報之商品得以上檔行銷後，原告即與上開 2 家電視購

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 

原處分 2 之主文欄 1 揭示：「被處分人於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捷元哈燒

電視電腦組』、『捷元震撼大容量影音電腦』商品廣告，宣稱『DDR433 業界

速度最快』等，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另原處分書 1 之主文欄 1 揭示：「被處分人於

電視購物頻道宣播『捷元 19 吋震撼液晶電腦』商品廣告，宣稱『DDR 433 

256MB DDR RAM 業界速度最快』等，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前者係分別於 94 年 1 月

5 日及 94 年 6 月 4 日刊播於東森購物頻道 3 、5 台，由原告與東森得易購

公司進行系爭廣告內容之製播；後者則於 94 年 3 月 16 日刊播於東森購物頻

道 2 台，由原告與東森購物公司進行系爭廣告內容之製播。基此，上開 2 案，

係依據原告於不同之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

業者等因素，乃基於 2 次以上的行為決意，而實施 2 次廣告行為，屬「數行

為」，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本案並無雙重評價之疑慮。 

行政機關「併案審理」僅為被告內部行政作業程序之簡化，尚非作為認

定違法行為數之判準。 

（二） 裁罰額度認定 

有關裁罰額度認定乙節，公平會除參照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明定之

列示考量事項酌定罰鍰外，另為統一裁量基準，乃訂有「行政院公平會裁處

罰鍰額度參考表」，將上開列示考量事項區分等級而各有不同之基數，各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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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加總後再對照其應處罰鍰金額而處以罰鍰，查上揭罰鍰額度參考表，係被

告內部為使裁罰金額有統一基準而設，符合公平性及客觀性，被告就個案情

形，依所訂各項基準予以衡量後始予裁罰，自屬合法。 

本案被告於原處分 1 ，考量原告為商品之專業廠商，對於廣告內容是否

真實知之甚稔，其惡性程度屬「重大」，且原告對於藉由得易購公司進入電視

購物平台之行銷通路，應預期可得之利益甚大；本案合計銷售額 3,142,500

元；另參酌原告之營業規模，94 年營業額約為 100 億元，占該行業總營業額

約 2.38﹪，其在此行業之營業額排序達第 8 名；原告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

度「尚可」及本案係被告 94 年 2 月 1 日以後受理之不實廣告案件，採取加

重懲處等因素裁處原告 156 萬元罰鍰。 

另就原處分 2 ，係考量系爭廣告中，原告刻意配合東森得易購公司主持

人，誆稱系爭 DDR433 為「業界速度最快」、「最新科技」，足證原告明知本

案廣告內容為虛偽不實，而仍執意為之，其惡性程度應屬「重大」，且原告對

於藉由東森得易購公司進入電視購物平台之行銷通路，應預期可得之利益甚

大；原告 94 年營業額約為 100 億元，占該行業總營業額約 2.38%，其在此

行業之營業額排序達第 8 名；原告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不佳」及本

案另一廣告行為係於 94 年 6 月播出，應予加重處罰等因素，裁處原告 242 萬

元罰鍰。 

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終局見解 

（一） 行為數之認定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

須就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

且於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

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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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案行銷行為法律基礎雖係源於原告與東森國際公司間簽訂之「商品

寄售契約」而起，惟真正數個廣告行為之決意乃原告與訴外人東森得易購公

司及東森購物公司所共同組成之「商品審議會」中，確認原告所提報之商品

得以上檔行銷後，原告即與上開 2 家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

磋商與確認，此並非單一違法行為。 

原處分 1、2 處分原告 2 案，係被告依據原告於不同之刊播時間、頻道、

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等因素，乃基於 2 次以上的行為決

意，而實施 2 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因此，

本案並無雙重評價之疑慮。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認同公平會內部簽呈所稱之同一行為人係指訴外

人東森得易購公司，並非原告，況「併案審理」僅為被告內部行政作業程序

之簡化，尚非作為認定違法行為數之判準。 

（二） 廣告真實性認定 

有關廣告之比較基礎資訊不實之論證，據捷元電腦與勝創公司所提出之

測試報告顯示在渠等所自行設定之「測試環境」下，整體電腦效能固提升 8%

至 9%，惟單從原告提出之「東森購物型錄」例示之品牌電腦比較對象（即

指「技嘉」、「宏碁」2 款品牌電腦，且係在相同價格 29,990 元）予以比較，

原告品牌的記憶體規格 DDR433，確實較「技嘉」及「宏碁」所搭載之 DDR400

為高，惟 3 款電腦規格中之中央處理器部分，「宏碁」品牌電腦所搭載之「Intel 

Celeron 2.93GHz 」，顯然優於原告所搭載之「Intel Celeron 2.4GHz」（同屬最

新 90 奈米製程）。故，原告所主張相對價格下之相同規格，只是表彰「個別

零組件」（即記憶體本身）的優勢差異化，而非「整體品牌電腦中，在其他零

組件相同下之記憶體規格比較」之絕對優勢差異化，並不具客觀化之比較基

礎。因此，原告及勝創公司如何僅以在渠等所設定的「測試環境」之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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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的比較數值可以得出等於與不同 CPU 規格的其他品牌電腦進行比較，

並驟下「速度最快」之結論顯屬有疑慮。況且，就各家品牌電腦業者所銷售

電腦商品中，29,990 元的價格下所搭載之電腦晶片組是否均為測試環境所設

定之 SiS661 條件，亦有商榷之餘地。 

原告所提出針對 DDR433 與 DDR400 之產品測試比較表，充其量僅代表

在原告所設定之電腦測試環境下，DDR433 較 DDR400 具有整體電腦效能的

提昇，但並不具有與其他搭載 DDR400 之品牌電腦，如「技嘉」及「宏碁」

在整體電腦效能上的比較價值，故原告所提出之產品測試報告並不具有證明

系爭商品所搭載之 DDR433 記憶體，與其他品牌電腦商品所搭載之 DDR400

記憶體經測試後，在電腦效能或記憶體運作上有「速度最快」之意義。故原

告依其與勝創公司之測試報告主張系爭廣告內容符合真實性，證據能力可

慮，無從依此認定原告主張為真正330。 

（三） 罰鍰之判斷依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認定支持公平會罰鍰金額之論據如下： 

公平法自 80 年制定公布後，迄今已逾 16 年，歷年來被告亦多次舉辦宣

導活動，促使業者能確實遵守規範，原告不能以不諳法律以為卸責。另鑒於

不實廣告案件過於氾濫，為維護交易秩序，被告除加強查處外，並自 94 年 2

月 1 日以後就受理之不實廣告案件，均加重處罰。且被告對於違法事業罰鍰

之裁量，係綜合審酌其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

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330 前揭註 327，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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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等。 

查本件原處分 1，考量原告為商品之專業廠商，對於廣告內容是否真實

知之甚稔，其惡性程度屬「重大」，且原告對於藉由得易購公司進入電視購物

平台之行銷通路，應預期可得之利益甚大；本案合計銷售額 3,142,500 元；另

參酌原告之營業規模，94 年營業額約為 100 億元，占該行業總營業額約 2.38

﹪，其在此行業之營業額排序達第 8 名；原告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態度「尚

可」及本案係被告 94 年 2 月 1 日以後受理之不實廣告案件，採取加重懲處

等因素裁處原告 156 萬元罰鍰。 

至於本件原處分 2，考量系爭廣告中，原告刻意配合東森得易購公司主

持人，誆稱系爭 DDR433 為「業界速度最快」、「最新科技」，足證原告明知

本案廣告內容為虛偽不實，而仍執意為之，其惡性程度應屬「重大」，且原告

對於藉由東森得易購公司進入電視購物平台之行銷通路，應預期可得之利益

甚大；原告 94 年營業額約為 100 億元，占該行業總營業額約 2.38%，其在

此行業之營業額排序達第 8 名；原告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不佳」及

本案另一廣告行為係於 94 年 6 月播出，應予加重處罰等因素，裁處原告 242 

萬元罰鍰，被告尚無違反比例原則。 

第六項 舒適睡眠電動床墊關鍵字廣告案331 

一、案件概要 

舒適睡眠有限公司自 106 年 10 月至 107 年 3 月 12 日間，在 Google 搜

尋引擎網站，購買「古洛奇」、「古洛奇電動床」、「古洛奇電動床墊」、「德國

古洛奇」等關鍵字廣告，以呈現例如：「舒適睡眠館-各式古洛奇-各式電動床，

                                                 

331 108 年 12 月 4 日，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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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墊，歐式鍛鐵床」、「舒適睡眠館古洛奇- 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的床」

等宣稱，並可連結至原告網站，予人印象原告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古洛

奇品牌之各式電動床墊；惟「古洛奇」乃古洛奇公司使用之商標，於電動床

墊商品市場擁有品牌獨特性，原告實無銷售該項商品，足令網路使用者產生

原告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古洛奇品牌各式電動床墊之認知，進而點擊前

往原告網站瀏覽，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引

人錯誤之表示情事。 

二、本案主要爭點 

關鍵字廣告是否可能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相關規定。 

三、法院見解 

（一） 舉證責任 

本案法院認定公平會得心證時參採包括媒體廣告委刊單、Google 搜尋引

擎網站搜尋結果、後台刊登廣告內容、搜尋關鍵字列表暨曝光、點擊率為證，

且經鼎尖公司員工於被告調查時之陳述紀錄明確，及鼎尖公司函覆綦詳，足

以信實。 

（二） 關鍵字廣告 

本案判決中法院闡明，因隨著網路普及及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事業藉由

購買關鍵字增加商品或服務曝光率，雖已為常見行銷方式，惟倘事業所購買

關鍵字，係屬其他競爭事業之名稱、品牌等用語，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其

競爭事業之潛在客戶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廣自己商品或

服務，或攀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其行為將對他競爭事業

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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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秩序，實具有違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自應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事

項之行為。 

原告所刊登 Google 搜尋引擎網站關鍵字廣告內容，乃經原告指定購買

關鍵字「古洛奇」、「古洛奇電動床」、「古洛奇電動床墊」、「德國古洛奇」，其

顯示之標題及描述包含：「舒適睡眠館- ｛keyword：電動床｝電動床找舒適-

您最好的選擇」、「舒適睡眠館-｛keyword：電動床墊｝周年慶滿萬送千，百

萬禮金大摸彩」、「舒適睡眠館- 各式｛keyword：電動床｝各式電動床，床墊，

歐式鍛鐵床」、「舒適睡眠館｛keyword：電動床｝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

的床」；據此，其關鍵字廣告呈現結果即如本件網頁列印畫面：「舒適睡眠館- 

各式古洛奇- 各式電動床，床墊，歐式鍛鐵床」、「舒適睡眠館古洛奇- 唯有

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的床」，已非僅僅為原告商品之表徵，而攀附於古洛奇

電動床商品，藉以增加原告網站之曝光、點擊率。於網路使用者在 Google

搜尋引擎網站搜尋「古洛奇」等關鍵字時，因原告購買前開關鍵字廣告緣故，

同時顯示此一廣告內容，足令網路使用者產生原告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

古洛奇品牌各式電動床墊之錯誤認知，進而點擊前往原告網站瀏覽；但因原

告本身並無無銷售古洛奇相關商品，其僅攀附於古洛奇公司使用之「古洛奇」

商標，就古洛奇電動床墊商品市場擁有品牌獨特性，而與原告所經營之舒適

睡眠館產生連結，依上揭說明，核屬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違反，

至臻明灼。 

第七項 台灣之星「獨家【台灣大哥大】月租費限時半價」案332 

一、案件背景 

                                                 

332 108 年 7 月 1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5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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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增加自身網站之曝光率及造訪機會而購

買關鍵字廣告，並於關鍵字廣告超連結標題、文案內插入其他競爭事業之著

名商標、名稱或其他營業表徵，呈現外觀為「獨家【台灣大哥大】月租費限

時半價」之系爭廣告內容，導引競爭事業潛在交易相對人進入自身網站瀏覽，

藉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 

原判決復對於系爭廣告刊登期間，因系爭廣告使用插入關鍵字功能，使

原搜尋「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訊之消費者因而搜得上訴人之系爭廣告，共 3,290

次，其中有 332 人次因點擊系爭廣告而遭導引至上訴人網站瀏覽，顯見該消

費者仍誤認系爭廣告所呈現「台灣之星」網域名稱、網址連結、資費方案等，

係屬其搜尋之「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訊而予點擊，實際上已有誤認其屬同一

來源、同系列商品或相關企業而顯失公平之情形，亦詳為論述。 

二、本案爭點 

事業購買關鍵字廣告是否構成顯失公平而應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 

三、法院見解 

透過關鍵字廣告，導引競爭事業潛在交易相對人進入自身網站瀏覽，藉

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顯係利用他人（競爭事業）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

服務，對恪守公平競爭本質之其他競爭事業而言，其為著名商標、名稱或其

他營業表徵已投入相當努力而獲得之經濟成果（對消費者具有招徠效果）卻

為上訴人所榨取，且造成無該費率方案之台哥大公司反遭消費者質疑，形成

不公平競爭，其行為自具違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等情，即對於本件屬「顯

失公平－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推展

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法院指出依行為時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項，僅係就常見之具體內涵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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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示規定，攀附或抄襲結果若造成消費者誤認其屬同一來源、同系列商品

或關係企業者，自屬「顯失公平」，然此並非唯一情形。 

依上所述，倘事業所購買關鍵字，係屬其他競爭事業之名稱、品牌等用

語，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其競爭事業之潛在客戶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

費者瀏覽，以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或攀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

行為，其行為將對他競爭事業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

成損害，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實具有違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自

應評價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第八項 遠百愛買大買家關鍵字廣告案333 

一、案件背景 

遠百公司經營愛買量販店，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

家划算」。經調查，公平會認定遠百公司無法提供宣稱「比大買家划算」之資

料來源，亦未揭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而逕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

物─比大買家划算」，商品內容經公平會認定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愛買品牌量販店，於 Google 網站購買大買

家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然而經比較價格之結

果，向日葵檸檬夾心餅桶、中祥自然之顏紫菜蘇打量販包、舒酸定全方位防

護牙膏、維力一度贊牛肉麵、飛利浦 4 人份微電腦電子鍋、魔術靈浴室噴槍

－檸檬香（500ml/瓶）等 6 項商品為例，均係大買家網路店較低，認愛買線

上購物購買商品，並非全較大買家網路店為低。另以消費者欲享有免運費門

                                                 

333 106 年 6 月 15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299 號判決及 105 年 3 月 30 日，公平

會公處字第 10502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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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折抵優惠服務之目的，無非是想在相同品質前提下減少支出，降低購買

成本，若銷售商品相同，消費者花費並沒有較少，只是多花錢買了服務，認

愛買線上購物縱使運送速度等服務有較為優異情形，綜合商品價格、運送速

度等服務為整體之觀察，難謂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 

二、本案爭點 

本案是否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比較廣告。 

三、法院見解 

遠百愛買公司系爭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比較標準下，作成「愛買線

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足以讓使用網路之消費者產生愛買線上購物均比大

買家划算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係在廣告上對於與商品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原審以上訴人所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揆諸前開規定，尚無不合。至上訴人主張其送貨

較快速、免運費門檻較低，該服務原則適用於臺灣全島，並無地域限制一節。 

愛買線上購物推出「588 免運常溫 9 小時極速到貨&800 免運低溫 12 小

時極速到貨」之服務說明，除配送服務區域北北基桃部分有規定外，尚有常

溫商品「台灣本島（不含北北基桃）於當日 14：00 前完成下訂，可於隔日到

貨。」；及低溫商品「台灣本島（不含北北基桃）於當日 13：00 前完成下訂，

可於隔日到貨。」之內容。原判決以「原告『24hr 不打烊，極速到府』配送

服務區域限定為『北北基桃』，且常溫商品須『當日 10：00 前完成下訂』及

低溫商品須『當日 09：00 前完成下訂』，始能享有快速配送服務，就不符合

訂貨條件之購買者而言，亦難認上訴人之送貨速度一定比大買家快速而划

算。」指配送服務區域限定為「北北基桃」，固屬誤解；然原審係以購買者須

符合一定之訂貨條件，始享有快速配送服務，認以不符合訂貨條件之購買者

而言，上訴人之送貨速度不能謂比大買家快速而划算，作為上訴人於原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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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送貨較快速、免運費門檻較低，主張比大買家划算，不足採之理由。原判

決以送貨較快，能於當日到貨之北北基桃區域為例，作為說明不足以認愛買

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之理由，依舉重明輕原則，送貨時間較長之其他地區，

更是如此。因此，原判決理由存在之上開瑕疵，並不足以影響本件原判決是

否違法之判斷。 

遠百公司經營愛買量販店，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

家划算」。經調查，公平會認定遠百公司無法提供宣稱「比大買家划算」之資

料來源，亦未揭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而逕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

物─比大買家划算」，商品內容經公平會認定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認定上訴人系爭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比較標

準下，作成「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足以讓使用網路之消費者產生

愛買線上購物均比大買家划算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係在廣告

上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所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尚無不合。 

第九項 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字廣告案334 

一、 案件背景 

訴外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家福公司）向被告檢舉，該公司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接獲民眾反應於 Yahoo!奇摩網站以「家樂福」為關鍵字搜尋，

出現連結標題為「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點入後卻進入原告網站，

原告有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及第 24 條之嫌。 

案經被告調查結果，以原告於 Yahoo!奇摩網站購買「家樂福」關鍵字，

                                                 

334 101 年 8 月 1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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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現「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等內容，即目標搜尋「家樂福」之

消費者於 Yahoo ！奇摩網站輸入「家樂福」關鍵字，結果均將顯現原告所編

寫之「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標題，點選後並將連結至原告網站。

是以，於網路目標搜尋「家樂福」者即為家福公司家樂福量販店之潛在消費

者，原告此一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即將導引家福公司潛在消費者

前往原告網站瀏覽，藉以推展其商品或服務，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即現行法第 25 條）。 

二、 本案爭點 

系爭行為性質可否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而被告

裁罰金額之適法性為何？ 

三、 法院見解 

（一） 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之定位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乃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具體化、

明確化，被告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下稱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上開處理原則，係被告立於主管機關地

位，於法定權限範圍內，就該條規定所為補充性、技術性及解釋性之行政規

則，以協助所屬統一解釋法律、認定事實，並未逾越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暨確保公平競爭等規範意旨，亦未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或負擔，與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無違，自得予以適用。 

（二） 第 25 條之內涵及其補充性條款之定位 

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第 1 項）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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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

否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影響

時，本會始依本條規定受理該案件……。（第 2 項）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

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  （獨

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限制競爭），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如商

業仿冒、不實廣告、營業誹謗）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

用本條之餘地。是以本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只有『補充

原則』」關係之適用，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

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該個別

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

涵，則該行為僅有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就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

地。……（第 3 項）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則應檢視系爭事業是否

係以其相對優勢地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銷售手段，使消費者

權益遭受損害，而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以為是否適用本條規

定之判斷準據。」 

第 5 點規定：「（第 1 項）本條所稱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

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

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序。（第 2 項）判斷『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多寡、造

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針對特定團體或

群組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

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 

第 7 點規定：「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商業交易』者。其常見之具體內涵主要可分為 3 種類型：㈠不符合商業

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⒈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判斷是否違法原則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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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㈠遭攀附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該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

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已被系爭行為所榨取；㈡其攀附或抄襲之結果，

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

等。……其常見行為態樣有：⑴攀附他人商譽……；⑵高度抄襲……；⑶利

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綜上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方法從事競

爭或商業交易。蓋事業倘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將

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原則之競爭者而

言，構成顯失公平，其行為自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並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是以，事業自身若未投入相當努力爭取客戶，逕以攀附其他事業努力之

成果爭取交易機會，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即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其行

為足以影響市場上公平競爭交易秩序，自當論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三） 本案家福公司行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查家福公司於 76 年間經核准設立，以「家樂福」為名經營量販店，提

供多項民生日常商品零售批發，登記資本總額 90 億元，至 99 年 4 月止計有

61 家門市，為國內量販業知名品牌，其使用之「家樂福」商標為該公司註冊

使用於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等服務之著名商標等情，有家福公司基本資料查

詢明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查索服務查詢表及 94 年 6 月 29 日核駁

第 0286045 號核駁書、2021 台灣地區大型店鋪總覽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甲第

10、13、161~163 頁），堪認「家樂福」足以表徵為家福公司投入相當努力所

獲致之經濟成果。 

次查，原告大買家公司成立於 82 年，主要經營業務內容包括網路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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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量販店及地產開發，其中實體量販店（包括國光店及北屯店）自公司設

立時即開始經營，網路購物業務則自 99 年 1 月開始經營，實體量販店部分

提供多項民生日常商品零售批發，競爭同業包括家樂福、愛買、大潤發等量

販店，原告與家樂福量販店於實體量販市場具有競爭關係。審諸原告與家福

公司均經營量販店，依公司基本資料查詢明細所載，二者所營業務及所售商

品項目具有高度同質性，故雙方於提供綜合商品零售服務之量販店市場具有

競爭關係，亦堪認定。 

隨網路普及及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事業於網站刊載商品或服務資訊，吸

引消費者瀏覽，進而招徠交易，已為現今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方式；而

網路使用者於尋找特定事業或其商品或服務資訊時，藉由搜尋引擎網站鍵入

關鍵字以尋找目標網站，已為常見之資訊取得方式，事業藉由購買關鍵字增

加商品或服務曝光率，亦為習見之行銷方式。惟事業所購買之關鍵字，倘係

他事業之名稱或品牌等用語，與其自身或與所欲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無任何

關連，致消費鍵入該特定關鍵字，經由搜尋引擎網站搜尋結果，其事業之網

頁廣告內容及連結網址卻出現於搜尋結果頁面，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消費

者點選並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其攀

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

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自應評價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本件原告購買之關鍵字「家樂福」，乃家福公司註冊使用於超級市場及

百貨公司等服務之著名商標，表徵家福公司於量販店市場投入相當努力所獲

致之經濟成果，而原告本身亦經營量販店，與家福公司經營之家樂福量販店

具有競爭關係，其購買與自身名稱或與所欲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無任何關連

之「家樂福」關鍵字，使消費者於 Yahoo!奇摩網站鍵入「家樂福」關鍵字，

搜尋結果出現連結「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等標題內容，予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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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點選後即可進入「家樂福」量販店網站，但實際點選後所進入者卻係原告

自身網站，提供原告所營量販網路店及實體店之相關交易資訊，藉此導引家

福公司潛在消費者前往原告網站瀏覽，以推展其商品或服務，爭取交易機會，

原告此一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除對家福公司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

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外，亦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

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競爭，減少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進

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原告上開行為當可評價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應無疑義。 

原告雖稱關鍵字搜尋於網頁上方已標有「刊登贊助網站」字樣，與搜尋

結果有明顯區隔，此為通常使用搜尋引擎者之常識，並不因此必然產生混淆

效果，且網路使用者以關鍵字搜尋之目的多端，非必與家福公司交易為其搜

尋目的，若未檢驗效果之數量，難以直接判斷為不公平競爭，況家福公司並

未經營網路量販店，難謂原告網路廣告對其潛在客戶造成影響，形成對該公

司實體商店不公平競爭云云。惟原告與家福公司均經營量販店，二者於提供

綜合商品零售服務之量販店市場具有競爭關係，已詳如前述，並不因家福公

司未設網路店而受影響，且家福公司所設網站載有家樂福量販店全台賣場、

商品介紹及促銷活動等資訊，以供消費者參考，故於網路搜尋「家樂福」者，

自可認係家福公司所營量販店之潛在消費者，而原告藉由購買「家樂福」關

鍵字，將經由網路搜尋「家樂福」關鍵字之家樂福量販店潛在消費者導引前

往原告網站瀏覽，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爭取交易機會，即屬攀附「家樂

福」商譽，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復經

詳述如前，此與原告購買該關鍵字實際產生之經濟效益，亦即原告所謂之投

資報酬率，尚屬無涉，自無檢驗其效果數量之必要。況原告購買「家樂福」

關鍵字之攀附他人商譽行為，已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以為兩者屬關係企業，

此由家福公司接獲民眾反應於 Yahoo!奇摩網站以「家樂福」為關鍵字搜尋，

點入後卻進入原告網站，而詢以家樂福與大買家是否同一經營者即足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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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徒執前詞置辯，並以關鍵字搜尋網頁上方標有「刊登贊助網站」字樣為

由，主張不必然產生混淆云云，核不足採。 

原告上開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既經認定如前，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應屬至明。原告雖

稱其購買關鍵字數量龐大，文案眾多，乃至必須使用大量上傳，僅能信賴雅

虎資訊公司進行過濾，難謂有積極故意云云。然查，原告於 99 年 11 月 11 日

購買包括「家樂福」在內之關鍵字雖因數量眾多而透過「大量上傳」機制，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予該公司人員協助上傳，但「大量上傳」機制僅係雅虎

資訊公司因應關鍵字數量龐大，客戶自行上傳耗時費力，為解決此一不便所

提供之服務，透過「大量上傳」由該公司人員協助上傳之關鍵字及相關廣告

文案均係由客戶自行設定，該公司人員於提供「大量上傳」服務時不會做特

殊審核或改變，其效果與客戶自行透過帳戶管理中心所進行之設定並無不

同，且依照提供上開服務之廣告客戶服務條款規定，廣告主需保證其刊登內

容一切合法，該公司復訂有商標處理原則，據以處理相關情形，上情已據雅

虎資訊公司函復綦詳並提供資料以資佐證。是以，「家樂福」既係原告以電子

郵件傳送予雅虎資訊公司人員之關鍵字，並指示由雅虎資訊公司人員代為協

助上傳，即屬原告出於自己意思之行為，自應就其不當購買使用「家樂福」

關鍵字之行為負其責任。況依行政罰法第 7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

為，其處罰並不以故意為限，出於過失者亦應受罰，原告對於「家樂福」為

家福公司著名商標，乃家福公司投入相當努力所獲經濟成果之表徵，當無不

知之理，其購買「家樂福」關鍵字，編寫「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

等內容標題，使消費者以「家樂福」為關鍵字搜尋點入後卻進入原告網站，

而以此一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為不公平競爭，其縱無故意，亦

難謂無過失，被告據以裁處，並無違誤。 

（四） 裁罰金額合理性之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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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就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上開違章行為，以原處分

命原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該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50 萬

元，乃係基於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賦予之裁量權所為，且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逐一審酌原告購買關鍵字期間（99 年 11 月至 100 年 2 月）、營業

規模（97 年至 99 年營業額約 19 至 23 億餘元），悛悔實據、配合調查態度尚

可，及原告違法情狀及影響公共利益等節，綜合審酌後所為之決定，並經委

員會議決議通過等情，已據被告陳明在卷，經核原處分係被告於法律授權範

圍內，基於裁量權限所為，並無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情事，於法尚無不合。 

原告訴稱被告應先予行業警示或導正後始可裁罰，或應先命改正而不改

正後再處罰鍰，均於法無據，其據此指摘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亦無可採。

至原告所引被告 100 年 9 月 22 日公處字第 100176 號、99 年 11 月 19 日公

處字第 099133 號、98 年 9 月 24 日公處字第 098133 號、95 年 4 月 7 日公

處字第 095035 號、89 年 6 月 7 日江宇資訊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富邦科技

購物網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等處分案均屬個案，其案情、違法事實及

裁罰考量亦各有異，與本案情節既不相同，自無從據以比較，原告以上開案

件所處罰鍰數額與本案為比較，進而主張被告裁處罰鍰 50 萬元輕重失衡，違

反平等原則及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云云，自無足採。 

 

第三節 案件重點整理與分析 

第一項 廣告媒體之商業行為應受競爭法管制 

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原告提出憲法層級的言論自由保障理由，企圖以

此作為廣告媒體豁免適用公平法規範的保護傘。對此主張，行政法院基本上

不否認商業言論自由亦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一環，但就廣告言論自由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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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法管制間劃出一條界線，認為只有在廣告言論提供真實、無誤導性訊息之

前提下，始受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因此肯定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定符合

憲法第 23 條揭櫫的比例原則。另從公平法規範面來看，同法第 46 條賦予產

業法有關競爭行為優先適用之法源依據；惟當前通訊傳播法規，尚無優先公

平法適用之特別規定，事實上公平會與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就

其主管事項處於分工合作關係335。是以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26 規定，介入查

處危害市場競爭秩序（公共利益）之不實廣告案件，符合比例原則、法律保

留原則的合憲性要求。 

再從商業媒體產業的角度觀察，商業媒體涵蓋節目內容多元化的「言論

市場」（Ideal Marketplace） 336、商品或服務競爭的「經濟市場」（Economic 

Marketplace）等二市場層面337。在商業媒體經濟市場層面，存在著媒體與收

閱聽消費者（廣播電視收閱聽戶、報刊雜誌讀者）間、媒體與廣告廠商間之

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特性，媒體收閱聽率與刊播廣告數量及費用成

正比關係，二市場相互影響經濟來源；尤其是，在當今通訊傳播數位匯流

（Digital Convergence）趨勢下，媒體廣告行銷商品手法呈現多樣化創意現

象，其中難免表示內容涉及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疑義，更顯得維護廣

                                                 

335 依據「公平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結論」（108 年 5 月 27 日公服字第 1081260341

號函），分別就廣電相關事業結合申報、頻道上下架爭議、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等案件，

協調二機關分工事宜。其中不實廣告案件之分工：通傳會依據廣電各法相關規定，就廣

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之內容進行規範；公平會依據公平法規定，對於非屬他機關職掌

且無特別法規範之廣告，就廣告主是否違法進行查處。 

336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32 條至 34-2 條等規定，廣播或電視媒體播放廣告之內容，涉及妨害

兒少身心健康或公序良俗、廣告節目化、政治選舉候選人廣告、置入性行銷廣告等，由

通傳會審查管制。 

337 顏廷棟，「媒體併購案在公平法結合管制上引起的迴盪」，公平會電子報，第 11 期，1-5

（2014），https：//1030917-1.pdf （ftc.gov.tw），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http://www.ftc.gov.tw/upload/103091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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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商品市場競爭秩序之重要性338。 

第二項 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 

實務認定廣告行為主體，並不限於廣告製作人（委託製作廣告之事業），

凡對於涉案不實廣告具備：參與廣告設計、製作、刊播等工作；並在廣告商

品交易流程提供商品；且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利等要件者，皆屬之。如此

見解，大致與學說相通。學者認為，在廣告行為過程涉及諸多行為人中，合

理的適當劃定「廣告主」範圍，應同時符合如次判斷標準339：「決定廣告所

含有之不實或誤導資訊之內容並使其散布傳播」；「廣告主之廣告行為須構

成營業交易之競爭行為」。 

從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東森電視購物台案（下稱：該等購物平台

案）來看，行政法院判決顯示下列二點意義： 

其一，商場慣例常見的供需契約形式有「寄售契約」、「代銷契約」、

「委託販售契約」……等，其中有可能實質關係是經銷契約，但購物平台、

量販店等大型通路商為規避法律責任340，卻要求供貨商與其訂定形式的代銷

                                                 

338 依據「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 10 點所示：數位匯流相關

事業除受本規範說明規範外，針對不實廣告、比較廣告……等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並

應注意「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等規定。 

339 其中「廣告主之廣告行為營業交易」涵蓋廣告主為提供或需求商品或勞務之事業，以同

時維護供方及需方市場之公平競爭。參照吳秀明，「大型通路商的不實廣告責任」，收

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73-283（2010）。 

340 採代銷等契約形式者，代銷商非出賣人，毋庸承擔民法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民法第

355 條至第 366 條）；另有關公平法法律責任，依據公研釋 102 解釋，真正代銷契約（商

品所有權未移轉、銷售風險及經營成本由供貨商負擔、為供貨商計算、以供貨商名義作

成交易及有佣金給付），無適用公平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6 款（現行法第 19 條、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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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供貨商受制於對大型通路商的交易依賴關係、締約地位不對等因素，

通常別無選擇只能聽從341。至於在該等購物平台案，考量何者為商品交易流

程主體、開立發票名義人、獲取售價差額利潤、消費者信賴及認知之交易對

象等因素，顯示購物平台業者與供貨商應屬經銷關係性質，可見行政法院對

於涉案供需契約採實質關係認定原則。 

其二，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於同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之規範體系內，

同條立法目的在於禁止事業以不實廣告訊息干擾、誤導消費者選擇交易對象

之決定，其保護的法益為事業間爭取顧客交易機會之競爭手段公平性。是以

公開散播虛構或謠傳之訊息，即使因此侵害社會公共秩序，倘未涉及商品交

易之市場競爭秩序者，即應歸由其他法律規範342，要無適用本條規定之餘地。

因此，行政法院認定該等購物平台業者參與系爭廣告製播工作且為廣告商品

末端零售之出賣人，用意即在建立起其為自己商品提供者與在該商品市場競

爭關係之連結要素；否則，該等平台業者以廣告代理商或廣告媒體業、商品

                                                                                                                                      

條第 5 款）問題。不過，通常供貨商不至於對具有相對交易優勢地位之大型通路商，實

施限制轉售價格或事業活動條件；是以大型通路商要求訂立代銷契約（實質為經銷契約）

之目的，主要在於規避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341 以當前 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合稱：GAFA）等資訊業巨擘營運數位平台

（Digital Platform）的實際狀來看，數位平台之低邊際成本、規模經濟性等特性，促使特

定平台趨於市場集中化效果，甚至出現獨占或寡占現象。再者，經由長期繼續的使用關

係，數位平台累積使用者大量且多樣的數據資訊，配合網路效果相乘作用，對於數位平

台之供貨商等使用者產生鎖入（Lock-in）效果，增加使用者選擇其他平台服務之轉換成

本（Switching Cost），因此產生投資關係之箝制問題（Hold-up Problem）或交易關係之人

質（Hostage）效應，導致平台事業容易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現象，成為競爭政策重視

的課題。參照顏廷棟，「數位平台事業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以日本獨占禁止法

之觀點考察」，銘傳大學法學論叢，第 34 期，37-70（2021）。 

342 例如，對於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 63 條規定，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又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規定，對於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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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銷商身分，若僅單純收取廣告製播費用或代銷商品傭金，實質上非屬在廣

告所宣傳商品之市場從事爭取顧客營業活動之競爭單位，即欠缺在該市場接

受反競爭行為規範之主體適格343。 

第三項 廣告表示之舉證責任 

涉案廣告宣稱自身或比較他廠牌商品有顯著效果、功能，或使用「第

一」、「唯一」等最高級用語，相關表示有無客觀公正之實證資料依據，厥

為執法實務判斷是否合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構成要件之核心。 

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論證時，廣告主於系爭網站宣稱其是「臺灣 Yahoo、

Google 兩大搜尋引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乙節，參照臺北地方

法院於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之「全球華人藝術網案」中，原告在從

事系爭廣告時，使用「第一名」的最高級比較廣告用語，對具有普通知識經

驗的相關交易相對人而言，已在傳達其網站服務，經由 Yahoo、Google 搜尋

引擎就消費者搜尋使用結果的調查比較，已得出以「藝術」為關鍵字在臺灣

地區搜尋結果，其網站排序第一的整體印象；然而，原告卻未從事此等搜尋

                                                 

343 吳秀明教授從比較法觀點，介紹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5 條規定「引人錯誤之廣告」，指

出該國學說及判例承認所謂「第三人之廣告」，對於非不實廣告系爭商品或服務之提供

者，倘具備「在本身營業活動之範疇所為」或「系爭商品或服務真正提供者之『利益維

護者』」條件，第三人所為之不實廣告亦受同條規範。吳教授並認為，如此「第三人之廣

告」仍在我國公平法第 21 規定適用範疇內，並無「剩餘之不法內涵」，爰無庸動用同法

第 25 條概括條款論處。參照氏著，前揭註 339，285。不過，本研究認為，從文義解釋、

合規範體系解釋等觀點，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應限縮於自己商品提供者，

其適用範圍不宜涵蓋「第三人之廣告」；否則，過度擴張本條規範廣告行為主體範圍之結

果，恐有引起廣告業寒蟬效應之負面效果。況且，如此「第三人之廣告」果真有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剩餘之不法內涵」，尚可以同法第 25 條介入補充管制，實在不宜勉強適

用第 2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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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使用結果的調查比較，客觀上也沒有系爭網站在搜尋趨勢上排序第一的

結果，原告既未提出客觀公正依據資料，自屬引人錯誤的不實廣告。 

但在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涉案廣告宣稱「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

實測三連霸 No.1」、「……跨年尖峰時段 22：00-00：30 進行 4G 實測，台

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等圖文用語，

經公平會函請電信技術中心表示意見，未能確認涉案廣告之測速表示具備客

觀公正性依據之比較資料。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涉案廣告以比較實驗方式

呈現：系爭商品「越洗越白」、衣物混著洗「不染色」，他牌洗衣粉「越洗

越暗沉」、衣物混著洗「易染色」等畫面；惟查，如此實驗當事人自承是以

不同之基準為比較。在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涉案廣告宣稱「省油可達

10-25﹪」、「唯一經過 ARTC 車輛測試中心驗證測試」、「全球唯一針對雙

B 級車款研發的超級晶片逆電流」、「唯一通過各國安規環評標準測試」及

「全台唯一敢說雙 B 專用款的逆電流」等語，但廣告主始終未提出廣告表示

之依據資料。 

在當前行政法法制要求下，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對於「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構成要件負有舉證責任。如近期有關「全球華人藝術網案」訴

訟發展，臺北地方法院於發回更審作出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即有

關不實廣告之引人錯誤表示之舉證責任分配，前述判決中揭示基本分配原

則，當爭點在於原告行政罰裁處之撤銷訴訟類型，行政機關應對作成處分係

符合法定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行政機關舉證成立，就原處分合法性

之否定，即應由主張法定例外要件事實之存在者承擔舉證責任。只是，以公

平會有限行政資源，面對各行業層出不窮且型態日新月異的涉嫌廣告不實案

件，可能超過其舉證能力負擔344。雖然，如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公平

                                                 

344 有學者認為，公平會若質疑廣告內容真實性，雖可要求涉案事業提出證明，卻也不知其

證明資料真偽，若要一一進行查證確認，對公平會為非常沉重之負擔。參照劉姿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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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以將待證事項移請相關主管機關調查或委託專業機構鑑定，以減輕其行

政負擔或彌補專業能力的不足；但於此同時，卻也帶來程序延宕以致未能即

時遏止不實廣告違法狀態之負面效果345。至於當事人未提出客觀性、公正性

之廣告表示依據資料，當事人若已承認無此資料或以不同基準為比較（如東

森電視台購物案），相對可以部分節省公平會舉證之勞費；但在當事人表明拒

絕提出資料或沉默的未表示有無相關資料等案件（如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

案），由於涉案廣告當事人不負有舉證責任，即不得逕行推論其表示欠缺客觀

公正的資料依據，此時公平會仍有查證其表示內容真偽的必要。 

第四項 廣告用語多重意義的解釋 

在「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案，系爭廣告使用「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

之視野景觀」用語，最高行政法院引用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之考量因素為

由（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六）、第八點），從廣告主使用系

爭廣告時之客觀狀況觀察，認定其表示客觀上雖有多重合理之解釋，然系爭

建案確有一面向房屋（K 棟）緊鄰大坑溪水岸「第一排」作客觀描述，可解

釋其中一義為真，即無不實；又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實地參觀建案

施以普通注意力即可認知其它棟非緊鄰大坑溪之實況，不致有誤認而影響作

成交易之決定。 

最高行政法院否認系爭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惟值得

進一步探討的是，系爭廣告是否尚有公平法第 25 條介入管制的「剩餘之不法

內涵」?所謂「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觀」用語，客觀有多重合理

                                                                                                                                      

揭註 31，130。 

345 劉孔中教授亦持相同見解，氏認為：廣告真偽由系爭事業舉證最為經濟，因為公平會往

往欠缺判斷廣告真偽相關專業知識，經常必須向產業主管機關請教，一來一往之間，無

法迅速有效制止不當廣告。參照氏著，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公司，24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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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既曰「其中一義為真」（對 K 棟房屋景觀），意味著對其它棟房屋景

觀之解釋「其義為假」。誠然，系爭廣告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可在參觀建

案現場察知房屋面向景觀之實況；不過，單從系爭廣告用語可能給人整體建

案房屋皆位於「水岸第一排」之印象，有意購屋者受此廣告誘引前來建案現

場參觀，或因 K 棟房屋皆已售罄，或因其它棟房屋價格較低廉（非緊鄰水岸

因素）等因素，以致作出購買其它棟房屋之交易決定。如此而言，系爭廣告

的招徠顧客效果，仍可能造成對競爭建案剝奪交易機會之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會宜應查證的是，不動產業宣傳景觀屋有無使用類似廣告用語（交

易習慣及產業特性、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一般大眾（含系爭

建案購屋者）對於系爭廣告之整體印象、系爭建案 K 棟以外購屋者之購買動

機（例如與 K 棟房價差異）、建案現場銷售人員解說內容（行為人與相對人

資訊是否對等）、同期間系爭建案周圍有無類似交易條件之建案（是否針對特

定團體或組群所為）等事由（公平法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五點，判斷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據以判斷系爭廣告是否足以影響不動產業交易秩

序，俾決定本案有無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概括條款之必要。 

第五項 有無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 

不實廣告之表示，必須符合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

虞者，始足當之（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第五、六點）；否則，若係非反覆

性、非持續性的針對特定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尚無危害市場公平

競爭秩序之虞，爰無發動公平會行政調查權之必要346。至於成立不實廣告須

                                                 

346 何謂「廣告」，公平法並無定義規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廣告的型式，

是指利用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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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規定，嚴格言之，非反覆性、非持續性的針對特定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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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如何程度有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先前同處理原則揭示有「『相當數量』之

一般或相關大眾」認定標準，學者亦有參考外國法制建議採「原則以百分之

十至十五消費者為相當數量；例外涉及人身健康或安全者，可以更低之百分

比認定相當數量」347。不過，所謂「相當數量」仍為裁量概念，個案每有爭

議348，是以現行同處理原則業已刪除此認定標準。 

事實上，在各行各業且型態各異之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間，訂出一明確「量」

的誤導大眾之虞判斷標準，並非切合實際的理想作法。可行方案，應由公平

會參酌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行業特性、廣告型態、廣告期間或瀏覽點閱紀錄、

刊登廣告媒體種類、廣告前後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的變化等因素，作出合規

範目的適當裁量。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截至民國 109 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

實廣告案件合計有 2,241 件，其中前三位產業件數分別為349：批發零售業 908

件；不動產業 643 件；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42 件。如此

案件統計，顯示各該產業不實廣告誤導大眾之虞的特性為：批發零售業，廣

告商品多為日常生活消費用品，商品同質性高、商品差異化之識別度低，促

銷廣告出現頻率高；不動產業，建商與消費者間具有高度資訊不對稱性、預

售屋廣告欠缺成屋現況參照，消費者多為缺乏經驗的初次購屋者；傳播及資

通訊服務業，利用數位科技網路廣告不受地理區域、播放時間限制，搭配搜

尋關鍵字廣告、社群網路廣告、網頁連結廣告等方式，有效增加廣告觸及率。

                                                                                                                                      

之行為，即非公平法或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對象之「廣告」。 

347 參照劉孔中，前揭註 345，234。 

348 例如，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刊登「CS100 銀鯊舒壓槌」商品廣告案（95 年 5 月 19 日，公

平會公處字第 095051 號處分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第 04472 號判決）。案例

介紹，參照吳秀明，前揭註 339，269-295。 

349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4-9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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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為例，廣告主雖自稱涉案廣告瀏覽量僅佔其全部

官網之瀏覽量比率 0.5%至 0.6%，然公平會依該廣告實際瀏覽量高達 51,870

人次（105 年 12 月）及 47,031 人次（106 年 1 月）之數據資料，認定係爭廣

告不實表示誤導消費者之受害人並非少數。 

第六項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 

公平會認定涉案廣告是否合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係以廣告主使

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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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認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公平法

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八點）。如此執法立場，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獲得高

等行政法院支持，認定涉案廣告是否不實應以廣告主製作、散發「當時」可

供驗證之事實為依據，而非「事後」查證之事實。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牽涉到行政罰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依據行政

罰法第 27 條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 1 項）。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

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第 2 項）……」。通常，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

有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客觀狀況，據以認定其表示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並

以此時點起算其裁處權時效，應無爭議。但在預售屋建案廣告，建商刊播建

案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例如，建物

使用土地與法定用途不符、建物座落地點與事實不符、不動產面積與所有權

狀登記面積不符或表示面積與法定用語不符、公共設施表示與實際狀況不

符……） 350，如此不實廣告之裁罰權時效，應從建商停播廣告時或建案完工

                                                 

350 參照「公平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第 3 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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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屋時起算，個案難免滋生爭議351。 

預售屋廣告表示之建案內容，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後，購屋者比對建

案實況與廣告表示始得發現有不實情事（例如，建物共有設施、內部自有格

局或停車位等配置，與施（竣）工圖不符）。惟依公平會以建商使用廣告時認

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行為結果發生時）之見解，則不論係以系爭

建案廣告行為終了時（停止刊播建案廣告時）或結果發生時（使用建案廣告

時），皆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時，公平會對系爭不實建案廣告之裁罰權已罹

於時效（尤其是施工期間超過 3 年之大型建案，可能性更高） 352。如此裁罰

權時效規定，應為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範之重要檢討課題。 

第七項 行為數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在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

車道之銷售資訊案中闡明，有關行為數之認定，必須要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觀察，而採「分別處罰原則」。申言之，不論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

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均予以分別處罰。又所謂一行為，包括「自然一

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行為」，則係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

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

                                                 

351 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銷售「溪隄館」建案，被檢舉建案廣告不實，公平會函覆

系爭建案「3 年時效應自預售屋廣告停止刊登時起算」，其裁罰權已罹於時效；檢舉人不

服此函覆內容，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對購買預售屋的消費者而言，房屋連個影子都沒有

就開始起 3 年裁罰權時效，甚不合理……」100 年 8 月 4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

字第 85 號裁定。 

352 學者有認為在建商完成建築前，該建商之廣告均屬合法，必須等待預售屋建造完成後始

得比對以判斷是否不實，此時違反行政法義務之結果始發生，裁處權也開始起算。參照

謝宗憲，前揭註 74，66。如此見解，顯然混淆違反建築法規與公平法禁止不實廣告之行

政法義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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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者而言。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

「一行為」，須就個案具體事實予以綜合判斷，亦即針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

法條文義、立法意旨、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社會通念或專業

倫理等綜合決定之。 

復在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案中，原告捷元電腦主張公平會是否就被告

之同類商品廣告，以相同處罰方法分別予以科罰，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乙節，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須就

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且於

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

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而本案中最高行政法院透過真正廣告行

為數量之決意，再加上「商品審議會」、商品上檔行銷與 2 家電視購物頻道業

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復以，依據原告於不同之刊播時間、頻

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等因素，乃基於 2 次以上的行

為決意，而實施 2 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透

過行政罰上一行為之認定標準，適用在個案中具體情節考量其廣告形成之決

意過程，再加上刊播行為之實施亦為不同階段，為二行為之認定，足茲參考。 

第八項 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法規範競合 

在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字廣告案中，有關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法規範競合問題，關鍵在於透過廣告（關鍵字廣告）攀附他事

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

益及努力成果，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

價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事業於網站刊載商品或服務資訊，吸引消費者瀏覽，進而招徠交易，已

為現今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方式；而網路使用者於尋找特定事業或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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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資訊時，藉由搜尋引擎網站鍵入關鍵字以尋找目標網站，已為常見

之資訊取得方式，事業藉由購買關鍵字增加商品或服務曝光率，亦為習見之

行銷方式。惟事業所購買之關鍵字，倘係他事業之名稱或品牌等用語，與其

自身或與所欲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無任何關連，致消費鍵入該特定關鍵字，

經由搜尋引擎網站搜尋結果，其事業之網頁廣告內容及連結網址卻出現於搜

尋結果頁面，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消費者點選並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

費者瀏覽，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其攀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

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具有商業倫

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價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

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原告此一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除對家福公司營業信譽背後所

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外，亦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

取交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競爭，減少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

願，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當可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應無疑義。 

公平會主要以第 25 條來論處關鍵字廣告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舒適睡眠館」古洛奇案中，法院肯定公平會在裁罰時一併考量原告本身並

無銷售古洛奇相關商品，其僅攀附於古洛奇公司使用之「古洛奇」商標，就

古洛奇電動床墊商品市場擁有品牌獨特性，而與原告所經營之舒適睡眠館產

生連結，實際上並未銷售古洛奇之相關商品，核屬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事項，構成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裁罰。究針對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分工為何，本研究將在第五章第

五節進一步研析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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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法罰鍰預測系統的建構－以不實廣告案例

為例 

 

本章節研究內容嘗試以不實廣告處分案件為例來建構公平法相關的罰

鍰預測系統。共包含三個子章節：第一部份回顧近期結合大數據資料相關法

律預測系統之建構，第二部分介紹目前公平法所規範的罰鍰訂立依據，第三

部分介紹本研究建構的違反公平法不實廣告相關處分案例與預測模型。 

 

第一節 國內外結合大數據之法律判決預測系統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從 1956 年正式誕生，屬於電腦科學

的一個領域，人工智慧就是要讓機器能夠具備人類的思考邏輯、行為模式和

決策能力，人類從出生那刻起就開始不停止地學習和模仿，從感知、學習、

邏輯推理、統計機率、修補校正甚至是做出行為動作等，並透過模仿人類習

性，發展出類似於人類的初階智慧。目前人工智慧 A.I.大致有三個關鍵技術，

機器學習、專家系統、人工神經網路，而近期發展火熱的是機器學習

（Mechanism learning），則大致分成五大流派，包括邏輯和哲學的符號主義

（Symbolists）、神經科學分支的聯結主義 （Connectionists）、生物學的進化

主義（Evolutionaries）、統計學和概率方法的貝葉斯派（Bayesians）、心理學

的類比主義 （Analogizers）。 

另外，和上述提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相對應技術則是深度學

習 （Deep Learning），這兩個技術分支都是從人工智慧這個學科衍生出來，

上述兩類技術核心概念皆為數據分析，大致可以分為「監督式學習」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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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式學習」，而人工智慧處理的問題能再分為「迴歸問題」和「歸類問題」。

迴歸問題會從輸入的資料庫中找出脈絡，利用分析來發展出相對應的程式，

藉此預測並做出準確的判斷，歸類問題則可將輸入的資料區分出不同類別。

簡而言之，提供 A.I.越多資料，它學習越快且越聰明。 

人工智慧參與的領域很廣且項目很細，凡舉娛樂、教育、醫療、金融、

製造、零售、交通、農業、博弈等等，都可以看到人工智慧參與其中的跡象，

實際應用像是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下的語音辨識、影像辨識、自然語言處理、

聊天機器人、推薦引擎、廣告投放、大數據分析都可以算是其現今普遍的應

用353，而近年還有一個領域也因人工智慧的崛起帶來了很大的變革，那就是

法律領域，而其中打造一個 AI 判決預測系統可說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因為

如要打造一個 AI 判決預測系統，則必須先蒐集大量的判決案例、找出關鍵

字、準確的編碼（coding），將巨量資料（big data）轉化為可用的資訊再讓機

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並做出預測，上述看似程序化的流程，其實步步

都是挑戰，因此在這方面也就出現相當多的相關研究，而以下則是回顧有關

於人工智慧應用於法律領域的研究成果。 

張永健、李宗憲運用線性迴歸模型探討可能影響法院所判慰撫金之因

子，以 2008 年到 2012 年間地方法院判決為對象，探究法官酌定身體健康侵

害慰撫金之態樣354。數據資料包括抽樣期間內全部的醫療糾紛案件與車禍案

件。該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首先，被害人的傷勢是決定慰撫金數額之關鍵，

在醫療費用與受傷程度上均與慰撫金呈正相關，且有統計上顯著性，以上可

以解釋為法院以被害人傷勢作為酌定慰撫金的主要考量。第二，並無統計上

                                                 

353 OOSGA，「AI 人工智慧-定義、技術、原理、趨勢、以及應用領域」（2021），https：

//oosga.com/pillars/artificial-intelligence/，最後瀏覽日期：2021/5/5。 

354 張永健、李宗憲，「身體健康侵害慰撫金之實證研究：2008 年至 2012 年地方法院醫療糾

紛與車禍案件」，臺大法學論叢，第 44 卷第 4 期，1785-1843（2015）。 

https://oosga.com/pillars/artificial-intelligence/
https://oosga.com/pillars/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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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之證據顯示，勞動能力喪失之相關情狀、非醫療費用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發生車禍時原、被告之交通工具類型、法官判決年份、法官任職法院、是否

有雇主或父母連帶負賠償責任、兩造人數、加害人是否有遭刑事起訴等等因

素，影響法官決策。第三，案件類型為醫療糾紛或車禍，並沒有使慰撫金數

額有統計上顯著差異；但被害人之年紀在兩種案件類型中有不同的影響。 

而在使用 AI 中人工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相關文

章方面，劉育偉、游堯忠，該文透過資料探勘技術，針對國軍貪汙判決書進

行文字探勘，找出刑罰裁量之決策項目，再透過關聯分析演算法進行投入項

目之縮減，最後以類神經網路與決策樹等資料探勘演算法進行量刑預測355。

該文萃取出相關判決書之 27 項特徵因素後，透過關聯分析演算法縮減投入項

目至 21 項，再以類神經網路與決策樹等資料探勘演算法進行量刑預測，得出

類神經網路模型正確率為 93.73%，而決策樹模型正確率 96.53%。由此可知

軍人貪汙量刑預測上，決策樹擁有較佳預測結果。而該文末進一步縮減投入

項目至 10 項，最終得出類神經網路與決策樹之預測正確率與原先投入 21 項

時幾乎無差，因此建議可以將投入要素縮減至 10 項即可。 

黃詩淳、邵軒磊則研究嘗試不同的方法，直接將自然語言的文本分析方

式輸入機器，觀察機器能否成功解析法官的語意，判斷裁判之結果356。該文

以 3 年期間地方法院第一審結果為「單獨親權」之裁判文書之部分段落作為

樣本，運用了自然語言處理（NPL）與文字探勘方法，以機器分析裁判文本，

接著使用人工神經網路的機器學習方式讓電腦對裁判進行分類，亦即電腦必

須判斷，測試集內的裁判係將親權酌定給父親或母親。結果顯示，平均準確

                                                 

355 劉育偉，游堯忠，「資料探勘演算法於軍人貪污量刑之預測及比較」，犯罪與刑事司法研

究，第 32 期， 1-36（2019）。 

356 黃詩淳，邵軒磊，「以人工智慧讀取親權酌定裁判文本：自然語言與文字探勘之實踐」，

臺大法學論叢，第 49 卷第 1 期，195 - 22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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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約 77%，在判決表現預測上也優於其他類似方法的研究。該文最後指出電

腦判斷其準確率約 77%證實了機器可以某種程度「讀懂」裁判文本並做出分

類，且雖然比起有含人工編碼的模型準確率低，但是考慮到人工編碼所需要

的勞動力與時間模型可謂犧牲部分準確率，換取節省的勞力。 

延續上文所提及的自然語言處理（NPL），Medvedeva 、Vols 和 Wieling

一文則研究如何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來分析法庭訴訟文本，以自動預測未

來司法判決357。該文進行了三部分實驗，分析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語言，以

預測該案件是否被判定為侵犯個人權利，第一，我們調查了在案例文本中使

用單詞和短語來預測司法判決的可能性，第二，我們使用第一個實驗中的方

法來估計預測未來案例的潛力，第三，我們測試是否可以僅根據有限的客觀

信息進行預測。文末得出根據過去案例預測未來案例的決策會對性能產生負

面影響，此外，僅根據審理案件的法官的姓氏預測結果時，可以獲得相對較

高的分類性能，該文的模型準確預測率大概在 75%左右。  

另外就使用機器學相關技術方面，黃詩淳、邵軒磊探討了人工智慧領域

中的機器學習的基本運作機制、其對法律工作可能發生之影響，並將機器學

習的梯度提升法用來分析親權酌定之相關裁判358；文章蒐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共 3 年期間。當父母均為本國人、也都有意願爭

取親權時，地方法院第一審共 448 件結果為「單獨親權」之裁判，包含了 690 

位子女，使用機器學習當中的「梯度提升法（gradient boosting）」，分析其中

民法第 1055 條之 1 的各項因素具有多高的重要性，並發現最重要的三項因

                                                 

357  Masha Medvedeva, Michel Vols, Martijn Wieling, “Using machine learning to predict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2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237–

266（2020）. 

358 黃詩淳，邵軒磊，「人工智慧與法律資料分析之方法與應用：以單獨親權酌定裁判的預測

模型為例」，臺大法學論叢，第 48 卷第 4 期，2023 -207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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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比重分別是：主要照顧者為 0.356，子女意願為 0.267，親子互動為 

0.152；亦能明確指出其他各項因素的重要性程度，文章中指出了在親權判決

中，法官重視的因素以及重視的程度，還指出人工智慧所建構的模型能有效

預測事件的結果，提高裁判的可預測性與透明性。 

邵軒磊、吳國清共蒐集 100,550 件裁判書，以自行開發多種電腦語言程

式碼，在大數據環境下進行裁判書之篩選、清洗、編碼轉換與萃取等自動化

工作，並結合文字探勘（text mining）以及統計分析等能力359，回答下列研

究問題：（一）從大量文字資料中，具體描繪「跨境毒品要素」。（二）在前述

基礎之上，本研究能瞭解歷年毒品犯罪方式之變化。（三）並且能由上述「跨

境毒品要素」在案件中的關聯，瞭解毒品要素間 是否具有相關性，描繪出「跨

境毒品流動結構」。該文分析發現： （1） 近年約有三分之二件毒品案件是

累犯，所有案件中之四分之三可易科罰金，兩者佐證現實上監獄負擔過重問

題。 （2） 近年關於毒品之七種犯罪方式之數量增長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犯案數量由大至小為「施用、持有、製造、販賣、轉讓、運輸、栽種」。（3） 

就近年案件而言，三級毒品愷他命（Ketamine）和四級毒品含其原料跨境走

私情形最為嚴重，不過在「施用、持有」上卻是二級毒品最多。（4） 該文使

用結構方程模型發現關鍵字中，「以物販運」對「毒品種類」 呈現正向關係，

此或許可以佐證跨境毒品多以進口物品為由夾帶回台。該文最後指出其主要

貢獻在於處理巨量文字資料的實做與法律資料分析法，可有效提取法院判決

中可茲使用之資訊情報，可作為厚資料實踐之可能範例。360 

                                                 

359 邵軒磊，吳國清，「法律資料分析與文字探勘：跨境毒品流動要素與結構研究」，問題與

研究，第 58 卷第 2 期，91 – 114（2019）。 

360 厚數據是指利用人類學定性研究法來闡釋的數據，旨在揭示情感、故事和意義。厚數據

通過小樣本分析找出特定人群的需求，挖掘數據背後的故事、情感、緣由。厚數據雖不

“厚”，卻能從少量樣本裡解析出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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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器學習中決策樹及其進階的隨機森林模型應用方面，黃新幃分析並

預測解委員會當中的爭議案件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解決，抑或是雙方能

否透過調解委員會的調解而達成和平協議361。該文結合調解委員會紀錄的應

用程式中提取案件的相關信息和文本分析方法來預測調解結果。該文研究的

實驗由兩部分組成，首先比較了僅使用案例信息（CI）或文本信息的有效性，

作者發現與文本挖掘相關模型相比，CI 獲得了最佳性能，在第二個實驗中，

該文結合了案例信息和文本信息，也使用了三個模型進行預測，發現評估指

標有所改善，驗證了結合兩種信息確實可以提高預測性能的假設。此外，實

驗結果發現 CI 信息的有效性優於文本挖掘模型，再者在所有與 CI 相關的特

徵中，發現中介人是決定中介結果的最重要因素。實驗結果表明，該文推薦

中介人程序具有非常高的有效率。 

陳詠霖和郭玟君使用 C5.0 機器學習技術進行青少年犯罪可能性之分

類預測，並運用此分類技術產生分類規則以提供政府進行青少年輔導與管理

之建議362。該文以 13 歲以上與 18 歲以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隨機抽取 200 

位彰化少年輔育院之犯罪青少年 200 位桃園少年輔育院之犯罪青少年 400 位

全國無行為偏差青少年的相關資訊。800 筆資料中，640 筆資料當作訓練資

料，160 筆資料當作測試資料進行青少年犯罪可能性預測。該文得出 C5.0 決

策樹分類機之分類結果布方面，400 筆無行為偏差青少年記錄中 C5.0 分類

機有 339 筆記錄分類正確，其準確率 0.8475；400 筆犯罪青少年記錄中 C5.0

分類機有 336 筆記錄分類正確，其準確率為 0.8400，與 C4.5 分類機、迴

歸分析分類機、K 鄰近分類機、類神經網路分類機、PNN 分類機之分類結

果進行比較準確率皆優於上述其他方法。該文根據 C5.0 分類機產生青少年

                                                 

361 黃新幃，「結合案件資料與文本訊息預測調解案件之成功與否」，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

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台南市（2019）。 

362 陳詠霖，郭玟君，「運用決策樹預測與預防台灣高犯罪風險青少年之犯罪問題」，聯大學

報，第 12 卷第 2 期，139 -14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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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可能性相關規則，並依所產生之規則整理出可用以分辨與預測青少年犯

罪人數之準則，根據分類結果可以得知家庭狀態此決策數的根節點，其中當

家庭狀態為單親家庭、孤兒或隔代教養家庭時，其相關規則就至少包含所有

規則之前 9 名，進而得出政府應將其社會輔導資源用於關懷單親家庭、隔代

教養或是孤兒以降低台灣青少年犯罪。 

Katz1、Bommarito 和 Blackman 構建了一個旨在預測美國最高法院在廣

義的樣本外環境中的行為的模型。該文開發了一個隨時間演化的隨機森林分

類器，該分類器利用一些獨特的特徵工程來預測近兩個世紀（1816 年至 2015 

年）內超過 240,000 次正義投票和 28,000 多起案件結果363。該文聚焦於預

測以下兩個問題：法院作為一個整體是肯定還是推翻現狀判斷? 若將個別法

官投票分開看時，是贊成還是推翻現狀判決？ 該文模型建基於隨機森林方

法，預測了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決策（1816-2015 年），並將我們的結果與多個

空模型進行比較，回答上述問題，並以三個指標：通用性、一致性和样本外

適用性當作衡量標準，作為輸入輸入資料，主要是最高法院數據庫 （SCDB） 

和一些通過特徵工程生成特徵，最後模型在案件結果得到 70%準確率，在正

義投票實現了 72%準確率。 

Xu, Zhang, Wu, & Hu 根據公司的綜合信息，結合機器學習方法對訴訟類

別進行預測364。該文數據取自 IEEE ISI World Cup 2019，其中有 17 種法律文

件，並一此建立了兩種訴訟類別的預測模型，分別是 LightGBM 模型和人工

神經網絡（ANN）模型。其中，LightGBM 模型是對 GBDT 算法的改進，

用於排序、分類、迴歸等多種機器學習任務，並且 LightGBM 可以將訓練過

                                                 

363 Katz, D. M., Bommarito, M. J., & Blackman, J., “A general approach for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PLOS ONE 12（4）, e0174698（2017）. 

364 Xu, Y., Zhang, M., Wu, S., & Hu, J., “Lawsuit category prediction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201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formatics（ISI）（2019）. 



 

204 

 

程加速多達 20 倍以上，同時達到幾乎相同準確度，而人工神經網絡（ANN）

模型是由一個輸入層、一個輸出層和一個或多個中間層（也稱為隱藏層）組

成，其中隱藏層可以捕捉變量間非線性關係。文章結論指出，雖然兩種方法

準確率都不是很理想，但仍然值得進一步研究。 

而由上述眾多文章我們可以得知，從自動編碼、案件分類一直到判決結

果的預測等，可以說目前的研究很好的說明 AI 可以在法律領域中可提供相當

大協助。  

 

第二節 公平法不實廣告罰鍰判定準則 

第一項 法源依據 

不實廣告相關定義主要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而有關法律效果之裁罰相

關依據及判定標準方面，最主要依據公平法中第 42 條「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

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以及公平法實行細

則第 36 條： 

「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 

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205 

 

五、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 

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第二項 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由於法條及細則中有較多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公平會為使罰鍰執行與裁

罰標準更佳明確，曾於民國 88 年 6 月訂定出裁罰表，希望彌補上述有較多不

確定法律概念之問題，而裁罰表內容如下表 4-1： 

表 4- 1 裁罰表 

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理 由 

1、違法行為之動

機  

□A 惡性極重大（1.8 分）  

□B 惡性重大（0.9 分）  

□C 普通（0.5 分）  

□D 惡性輕（0.3 分）  

以事業之違法動機認定其惡性程度。 

2、違法行為之目

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  

□A 預謀，且預期不當利益

大（1.8 分） 

□B 非為預謀，但預期不當

利益大（0.9 分）  

□C 為預謀但預期不當利益

不大（0.5 分）  

□D 非為預謀且預期之不

當利益不大（0.3 分）  

違法行為預期之不當利益大，其可責性較

高；雖為預謀，但預期之不當利益不大，

其可責性次之；非為預謀且預期之不當利

益不大，則其可責性更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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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理 由 

3、違法行為對交

易秩序危害程度  

□A 極嚴重（1.8~3.6 分）  

配分      

□B 嚴重（1.4 分）  

□C 中（1.0 分）  

□D 輕微（0.8 分）  

□E 極輕微（0.6 分）  

以違法行為對市場造成之無謂損失及效率

損失之程度考量。 

4、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持續期

間  

□A 極長（1.8~3.6 分）  

配分       

□B 長（1.4 分）  

□C 一般（1.0 分）  

□D 短（0.6 分）  

□E 極短（0.3 分）  

本項係就違法行為在相關市場持續期間之

長短考量輕重。 

5、違法行為所得

利益  

□A 極高（1.8~3.6 分）  

配分       

□B 高（1.4 分）  

□C 一般（1.0 分）  

□D 少（0.6 分）  

□E 極少（0.3 分）  

違法者其獲得之不法利益，應處以相當之

罰鍰，以有效遏止不法。違法行為所得利

益多寡係依違法事業所屬行業經營情況，

比較評價之。 

6、違法事業之規

模、經營狀況、

營業額  

□A 高（1.8 分）  

□B 一般（1.3 分）  

□C 少（0.8 分）  

□D 極少（0.3 分）  

裁罰及執行必須負擔成本，裁罰超過行為

者資力之作法，既無實益亦增加行政成

本。故考量違法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

營業額以判斷其支付能力。如違法事業為

同業公會，係統合所屬會員之規模、經營

狀況、營業額等併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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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理 由 

7、違法事業之市

場地位  

□A 獨占（1.8 分）  

□B 具領導地位（1.4 分）  

□C 一般（1.0 分）  

□D 占有率小（0.6 分）  

□E 占有率極小（0.3 分）  

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愈大，其愈具違法行

為示範作用，影響交易秩序亦可能較廣泛。 

8、違法類型曾否

經導正或警示  

□A 曾經個別警示（0.6 分） 

□B 曾經行業導正或警示（0.3

分） 

□C 未曾導正或警示（0 分） 

曾經導正或警示分列為曾經個別警示與曾

經行業導正或警示兩項評分。違法行為是

否經本會導正或警示亦是考量違法事業之

可責性之重要依據，另導正或警示期間之

長短亦是判斷其惡性之依據。 

9、事業以往違法

類型  

□A 有一為同一類型（0.6 分）  

□B 全非屬同一類型（0.3 分）  

□C 初次違法（0 分）  

本項均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

以考量。與以往違法類型有一為同類型填

A，全非屬同一類型填 B，初次違法則填 C。 

10、事業以往違

法次數  

□A 二次以上（0.9 分） 

□B 二次（0.6 分） 

□C 一次（0.3 分）  

□D 初次違法（0 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以

考量。以往違法次數超過二次以上填 A，

二次填 B，僅有一次填 C，初次違法則填 D。 

11、事業以往違

法間隔時間  

□A 二年以下（0.6 分） 

□B 二年至五年（0.4 分） 

□C 五年以上（0.2 分） 

□D 初次違法（0 分）  

本項係就違法者以往違法紀錄之情形予以

考量。與前次違法行為間隔之時間愈短則

其可責性愈高，間隔時間二年以下填 A，

二年至五年填 B，五年以上填 C，初次違

法則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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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量 項 目 等 級 
說 明 

理 由 

12、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態度  

□A    不佳（0.1-2.0 分）  

□B 尚可（0 分）  

□C    佳（－0.1-－2.0 分）  

□D    極佳（負分，額度不

限）  

（以 0.1 為單位）  

基於執法成本及執法成效之考量，違法者

是否為自認、舉發其他共犯、提供資料配

合調查之情形、改正之意願、事後之補救

措施等，均得作為加重或減輕其罰鍰之依

據。 

13、其他判斷因

素  

□A 加罰    分  

□B 不另調整  

□C 減罰    分  

   

依個案綜合其他判斷，考量特別因素，如

時空因素、對社會經濟之影響程度，所涉

產品與服務之特性、日後相關不法行為之

遏止、不公平競爭與限制競爭惡性輕重有

別等因素或其他作為加分或減分，額度不

限。 

14、承辦單位建

議分數及罰鍰金

額  

   

 

15、委員會議決

議分數及罰鍰金

額  

   

 

資料來源：公平會 

以上所列裁罰表的設計主要分為三部分，考量事項計分表、等級對應表

和操作方式，其中，考量事項共分 13 項，前 12 項是考量施行細則有關量處

罰鍰應考慮事項所定，包含：違法行為動機；違法行為之目的及預期不當利

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營業額；違法事業之市場地位；違法類型曾否經導正或示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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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往為法類型；事業以往為法間隔時間；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上

述每一項再依據情節輕重區分不同的等級給予高低不同分數，而第 13 項則是

綜和個案之其他情況給予加減分。等級對應表則共分成 10 個等級，從小於

2.4 分之第一級，罰鍰 5 萬，到分數大於 15.5 的第十級，罰鍰 2500 萬。操作

方式則為逐一勾選裁罰表後加總計分，並對照等級對應表給適當裁罰建議，

如有對裁罰意見不一時則使用第 13 項對分數進行調整，如遇兩種不同分數則

以多數決決定，超過三種時則以去除超過表準差之最高最低分後之平均為最

終分數。 

根據張麗卿所提及，雖上述公平會罰鍰的形成過程對比其他國家之罰鍰

形成過程可說是相當詳盡且客觀365，早期法院判決也多認同公平會以此裁罰

表來形成裁罰之罰鍰，惟後期卻屢遭法院判決質疑。例如：中華防火安全協

會案 94 年判字 1451 號中指出公平會評分有瑕疵及未敘明理由，認定公平會

裁量權行使有瑕疵。另外如：北部地區瓦斯桶案、合利國際汽車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案等都指出裁量相關瑕疵，這些案件最後都直接或間接導致公平會之

處分最終遭法院撤銷，最終此裁罰表經公平會及委員會議多次評估後，雖然

此裁罰表已算是客觀詳盡，但因晚期判決多指出公平會依據裁罰表所做成之

罰鍰額度有裁量瑕疵進而質疑其合法性，公平會決定於民國 95 年 12 月號令

廢止。 

 

第三節 不實廣告案例蒐集 

本研究所收集資料為公平會西元 2004 年到 2021 年廣告不實裁罰之案例

共有 1393 件。整體而言平均裁罰金額約 50 萬，標準差約 95 萬，最大值為

                                                 

365 張麗卿，前揭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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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萬，最小值為 0；以行業別觀察，各行業裁罰金額約落在最低的省(節)

電類 14 萬至最高的不動產類 116 萬之間，標準差區間則落在最小的省(節)電

類 12 萬至最大的電信類 146 萬間，最大值落在 50 萬至 1208 萬、最小值落在

0 至 20 萬；各年度裁罰金額平均則落在最低的 2013 年 16 萬至最高的 2008

年 127 萬間，標準差區間則落在最小的 2004 年 23 萬至最大的 2008 年 200

萬，最大值落在 100 萬至 1208 萬、最小值落在 0 至 7 萬；以月份別觀察，各

月份裁罰金額約落在最低的 5 月份 33 萬至最高的 4 月份 73 萬之間，標準差

區間則落在最小的 5 月份 51 萬至最大的 4 月份 139 萬，最大值落在 243 萬至

1208 萬、最小值均為 0；以違反法條分類，以平均罰金額而言，以違反 24

條（104 年修法後為第 25 條，本研究統計範圍包含二者，惟為簡化統計結呈

現方式，本章統計皆以 24 條表示）最低 23 萬，最高是違反 41 條（不實廣告

罰則原為第 41 條，104 年修法後為現行法第 42 條，本研究統計範圍包含二

者，惟為簡化統計結呈現方式，本章統皆以 41 條表示）59 萬，標準差以違

反 24 條 18 萬最小，違反 21 條最大達 97 萬，最大值落在 60 萬至 1208 萬、

最小值落在 0 至 10 萬；三種備註罰金之部分則以全部撤銷之平均及標準差最

大，分別達 167 萬級 266 萬，簡易作業之平均及標準差最小分別為 14 萬及

16 萬，三種備註之最大值落在 200 萬至 500 萬，最小值落在 0 至 10 萬，以

上敘述統計如下方表 4-2： 

 

表 4- 2 各類分類觀察罰金敘述統計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整體 50 95 0 1208 

行業類別     

不動產 116 139 0 1100 

瘦身美容 48 121 0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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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電信 114 146 8 600 

銀行 45 25 20 100 

代辦貸款、債務協商 32 65 0 400 

補習 15 15 5 50 

流通業 46 94 0 444 

3C 商品 79 113 0 427 

食品 41 50 5 150 

油品 18 30 0 150 

抗菌 25 40 0 152 

保健 24 36 0 202 

省(節)電 14 12 5 71 

省油 44 77 0 450 

家電 31 28 0 100 

其他 20 34 0 500 

違反法條 
    

21 50 97 0 1208 

24 23 18 0 60 

41 59 73 10 165 

備註     

未令停止 38 64 5 500 

全部撤銷 167 266 10 1000 

簡易作業 14 16 0 200 

年度 
    

2004 17 23 0 100 

2005 57 108 5 615 

2006 66 92 7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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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7 108 162 5 1000 

2008 127 200 0 1208 

2009 54 81 0 400 

2010 29 47 0 300 

2011 28 46 0 270 

2012 33 75 0 500 

2013 16 24 0 150 

2014 26 49 5 350 

2015 24 33 0 170 

2016 58 80 5 500 

2017 78 86 5 330 

2018 35 55 5 370 

2019 21 35 5 120 

2020 47 69 5 230 

2021 41 70 5 260 

月度 
    

1 41 58 0 300 

2 53 95 0 400 

3 59 93 0 500 

4 73 139 0 1100 

5 33 51 0 243 

6 45 121 0 1208 

7 59 87 0 444 

8 55 99 0 700 

9 43 71 0 450 

10 40 84 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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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1 44 111 0 1000 

12 55 93 0 6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1 則顯示歷年案件數量及每年案件之平均裁罰金額之變動，由下圖

可以看出，歷年之裁罰平均金額起伏不定，並沒有一定趨勢，而歷年案件數

最高點則落在西元 2012 年的 157 件，而後案件數量則呈現下降趨勢，最近一

年，西元 2021 年案件數量剩 24 件。 

 

 

 

 

 

 

 

 

 

圖 4- 1 歷年案件數及平均裁罰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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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則顯示歷年每月案件數量及每月案件之平均裁罰金額之變動，由

下圖可以看出每月之裁罰金額及案件數變動並無一定趨勢，案件數最多的月

份為 8 月 142 件，4 月份金額最高達 73 萬。 

 

 

 

 

 

 

  

 

 

 

圖 4- 2 每月裁罰案件數及平均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表 4-3 為各變數之敘述統計，資料中裁罰種類共分成以下 16 個行業類

別，分別為不動產、瘦身美容、電信、銀行、代辦貸款、債務協商、債務清

理、補習、流通業、3C 商品、食品、飲料、油品、抗菌、保健、省（節）電、

省油、家電、其他，占比最高的為其他約占 36%，而不動產次之 23%，第三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每月裁罰案件數及平均金額

財罰(件) 財罰平均金額(萬)



 

215 

 

則是瘦身美容約占 9%，剩餘項目按比例由高到低分別為省(節)電約 6%、代

辦貸款或債務協商約 4 %、3C 商品 4%、保健 3%、省油 3%、油品 3%、流

通業 2 %、電信 2%、抗菌 2%、家電 2%、食品 1%、銀行 1%、補習 1%；觀

察違反法條共有三種分別為 21 條、24 條及 41 條，其中以違反 21 條占比最

高達 97.9%，違反 24 條及 41 條則相對很少，分別只有占 1.8%及 0.3%；有關

備註共有三種，分別為未令停止、簡易作業以及全部撤銷，未令停止約占比

36%，簡易作業占比則為 52%，全部撤銷占比最低只有約 1%，而因為並非所

有案件都有備註因此三項相加並沒有 100%；被罰次數平均則為 3.19 次；有

關年份共有 18 年，觀察各年份，2011 年占比最高達約 11%，2009 年居次約

9%，2012 年及 2013 年並列第三約為 8%，接續由高到低為 2006 年 2008 年

及 2010 年之 7%，2007 年及 2016 年為 6%，2005 年、2014 年及 2015 年占比

則為 5%，2004 年及 2018 年占比約 4%，2017 年 3%，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三者占比最低只有 2%；觀察月份，8 月及 10 月案件占比接近，各約占 10%，

3 月、6 月及 9 月則各占約 9%，1 月、4 月、5 月、7 月、11 月及 12 月占比

則約為 8%，2 月則占比最低只有約 5%。 

表 4- 3 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行業類別 
    

不動產 0.23 0.42 0 1 

瘦身美容 0.09 0.29 0 1 

電信 0.02 0.14 0 1 

銀行 0.01 0.09 0 1 

代辦貸款、債務協商 0.04 0.20 0 1 

補習 0.01 0.08 0 1 

流通業 0.02 0.14 0 1 

3C 商品 0.04 0.18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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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食品 0.01 0.09 0 1 

油品 0.03 0.16 0 1 

抗菌 0.02 0.14 0 1 

保健 0.03 0.17 0 1 

省(節)電 0.06 0.23 0 1 

省油 0.03 0.17 0 1 

家電 0.02 0.14 0 1 

其他 0.36 0.48 0 1 

違反法條 
    

21 0.979 0.142 0 1 

24 0.018 0.132 0 1 

41 0.003 0.054 0 1 

備註 
    

未令停止 0.36 0.48 0 1 

全部撤銷 0.01 0.11 0 1 

簡易作業 0.52 0.50 0 1 

年度 
    

2004 0.04 0.19 0 1 

2005 0.05 0.21 0 1 

2006 0.07 0.25 0 1 

2007 0.06 0.24 0 1 

2008 0.07 0.25 0 1 

2009 0.09 0.28 0 1 

2010 0.07 0.25 0 1 

2011 0.11 0.32 0 1 

2012 0.08 0.27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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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13 0.08 0.27 0 1 

2014 0.05 0.23 0 1 

2015 0.05 0.22 0 1 

2016 0.06 0.23 0 1 

2017 0.03 0.18 0 1 

2018 0.04 0.19 0 1 

2019 0.02 0.13 0 1 

2020 0.02 0.14 0 1 

2021 0.02 0.13 0 1 

月度 
    

1 0.08 0.27 0 1 

2 0.05 0.22 0 1 

3 0.09 0.29 0 1 

4 0.08 0.27 0 1 

5 0.08 0.28 0 1 

6 0.09 0.29 0 1 

7 0.08 0.27 0 1 

8 0.10 0.30 0 1 

9 0.09 0.28 0 1 

10 0.10 0.29 0 1 

11 0.08 0.27 0 1 

12 0.08 0.28 0 1 

被罰次數 3.19 7.30 1 5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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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 各類型裁罰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上圖 4-3 為各類型事項的機率分布圖。由圖可知，就如同敘述統計表所

介紹，占比最高的為其他約占 36%，而不動產次之 23%，第三則是瘦身美容

約占 9%，剩餘項目按比例由高到低分別為省(節)電約 6%，代辦貸款或債務

協商、3C 商品約占 4%，保健、省油、油品則各約占 3%，流通業、電信、

抗菌 2%、家電約為 2%，食品、銀行、補習三者最少，僅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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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違反法條次數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上圖 4-4 可以看出基本案件都是因違反公平交易法 21 條遭到裁罰，而

違反其他法條之數量相比之下則相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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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備註次數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由上圖 4-5 可以發現備註為全部撤銷者相當少只有 17 件，而未令停止及

簡易作業分別有 500 件及 723 件。 

 

第四節 計量模型建構 

本研究主要比較兩種計量模型與兩種迴歸方法；依照處理時間變數的方

法式我們分為 A 與 B 兩個模型，A 模型中，我們將時間變數年份與月份各自

設虛擬變數，如年份是否為 2010 年，是則 2010 年之虛擬變數為 1 否則為 0，

將月份是否為 10 月，是則 10 月之虛擬變數為 1 否則為 0，依上述方式我們

將資料 18 個年份以 2004 年為基礎設置 17 個年份虛擬變數，12 個月份以 1

月為基礎設置 11 個虛擬變數；B 模型中，我們設計一個時間變數 t，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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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月份 2004 年 1 月設為 1 下一個月 t 則為 2 依此類推，而資料之最後一個

月 2021 年 6 月之 t 則為 210，並由 t 我們延伸出 t 平方、t 立方與 t 的四次方

總共四個時間相關變數，以上述四個變數來捕捉時間對於裁罰金額之影響。 

本研究亦利用兩種迴歸方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亦即普通最小平方法

與拉索迴歸。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是迴歸分析的一種，又可以稱作最

小二乘法，為數學優化建模方法的一種，通過將最小化誤差的平方和尋找數

據的最佳函數匹配，而利用最小平方法也可以簡便的求得未知的數據，並可

以使得求得的數據與實際數據之間誤差的平方和最小化。此方法最早使用可

回推至 1809 年高斯使用的最小平方法的方法發表此方法他的著作「天體運動

論」一書，並在 1929 年高斯提供了最小平方法優於其他方法的論述與證明。 

拉索迴歸 （LASSO regression）是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之英文縮寫，中文翻譯成「最小絕對值收斂和選擇算子」，是機器學

習方法之一，但目前拉索迴歸在國內之應用並不常見。拉索迴歸方法最早可

以回溯到 Horel & Kennard （1970） 的嶺迴歸 （ridge regression） ，嶺迴

歸 式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解 決 簡 單 迴 歸 模 型 的 多 重 共 線 性 問 題 

（multi-collinearity），而此問題會隨者維度的增加而使結果產生問題， 因此

在過去的文獻中，拉索迴歸往往被利用於處理高維度資料。舉例來說，Zhang 

et. al. （2020） 的研究即是針對高維度的肺癌試劑進行研究，以此方法篩選

出適當的肺癌可能因子。而因拉索迴歸式採取的收斂條件比起嶺迴歸採取的

收斂條件而言可以更容易篩選掉不重要變數，所以在需要篩選變數時拉索迴

歸比起嶺迴歸更具優勢。總體來說，拉索迴歸除了能夠增進模型預測能力、

降低誤差之外，也被廣泛運用於高維度變數篩選上。 

綜上，使用此方法之原因在於相比於普通最小平方法，拉索迴歸有兩個

明顯優點，第一點，拉索迴歸可以改善模型的預測能力與解釋能力並且可以

減少誤差，第二點，拉索迴歸可以幫助研究者在模型中篩選出具有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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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但相對應的此方法會有偏誤估計量的缺點。 

而在拉索迴歸當中，不同算法算所產生的推定量也會有稍許不同，而本

研究則使用了double-selection estimators （DS） 、partialing-out estimator （PO） 

兩種，其中 PO 算法的出現是為了改善在有限樣本下，隨機選擇或排除變數

可能使估計量產生偏誤的問題，至於 DS 則在 PO 的基礎上進一步精進加強。

在 Belloni et al.（2016） 一文就指出，DS 的結果會比 PO 好一點。簡單來

說，DS 可以理解為有兩次選擇可能變數機會，會使產生的結果更加穩健。 

最後，本研究會將資料分成兩部分，分別為訓練期與預測期，訓練期為

資料之前 180 個月，預測期為第 181 個月至第 210 個月，並使用平均平方誤

差 （MSE） 與判定係數 （R 平方） 兩種方式以此檢視是否拉索迴歸之預

測表現會優於一般最小平方法。 

 

第五節 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項 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由表四，模型 A 的部分可知，被罰次數的係數為 0.423，表示同一家公

司被罰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增加 0.423 萬元，且有超過

90%的信心水準；違反 24 條之係數為-39.631，此表示當公司如果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4 條時，平均而言會比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下降近 40 萬元，

且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違反 41 條之係數為-9.355，有此可知當公司違反

公平交易法 41 條時，平均而言會比起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減少將近十

萬元，但此一係數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在我們所觀察的 15 個行業中，觀

察行業別是否對於罰鍰金額具有顯著影響，可以發現，優於 90%信心水準的

行業類別約有三個，大概是我們所觀察行業別的 20%，而這三個行業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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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業、電信業及保健業，進一步觀察此三個行業之係數，不動產之係數

為 62.82 且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因此可知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業時，罰

鍰金額平均提高將近 63 萬元；電信業之係數為 55.67 且具有超過 90%信心水

準，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每當行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高

出約 55.7 萬元；A 模型行業別中最後一個係數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的行業別

為保健業，保健之係數為-22.821 且亦擁有超過 99%信心水準，由此顯著之係

數我們可以知道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言會使罰鍰之金而下降

近 23 萬元。而在除了時間的變數外剩下一個係數具有統計顯著性的變數是簡

易作業，簡易作業之係數為-65.231 且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因此我們可知

當處理方式為簡易作業時平均上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 65 萬元。觀察年與月之

虛擬變數，在所有年分的虛擬變數中除了 2021 年外都有超過 90%的信心水

準且絕大部份之年份更是擁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 

由 B 模型的部分可知，之前被罰次數的係數為 0.488，表示同一家公司

之前被罰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增加 0.488 萬元，且擁有

超過 99%的信心水準；違反 24 條之係數為-33.342，此表示當公司如果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時，平均而言會比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下降近 40

萬元，且信心水準超過 90%；違反 41 條之係數為-8.390，有此可知當公司違

反公平交易法 41 條時，平均而言會比起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減少將近

8.4 萬元，但此一係數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我們觀察行業別是否對於罰鍰

金額具有顯著影響時可發現，有超過 90%的信心水準的行業類別約有四個，

大概是本研究所觀察行業別的 27%，四個行業分別為不動產業、電信業、抗

菌及保健業，同樣觀察此四個行業之係數，不動產之係數為 65.46 信心水準

超過 99%，因此當行業別為不動產業時會使罰鍰之金額平均而言提高約 65.5

萬元；電信業之係數為 58.877 信心水準超過 95%，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每當行

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提高約 59 萬元；抗菌業之係數為

-16.782 信心水準超過 95%，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當行業別為抗菌相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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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上會使罰鍰金額下降 16.8 萬元；B 模型行業別中最後一個係數具有統計

上的顯著性的行業別為保健業，保健之係數為-22.872 且亦擁有超過 99%的信

心水準，由此顯著之係數我們可以知道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

言會使罰鍰之金而下降近 23 萬元。而觀察 B 模型中有關時間的四個變數可

以發現從 t 的一次方到 t 的四次方都具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由此係數可

以讓我們了解，雖然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隨時間推進而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亦

會隨者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降低。 

比較兩模型的不同及模型解釋能力，首先是之前被罰次數及電信業的顯

著性，我們可以發現此兩個變數在 B 模型中分別擁有超過 99%的信心水準及

超過 95%的信心水準，此兩個變數之顯著性對比於 A 模型中的顯著性有相當

的提升，第二，B 模型在中行業係數具有統計的行業與 A 模型相比多了一個

抗菌，而其它具有統計顯著之係數基本上在兩模型中並無太大出入，最後有

關 A 模型與 B 模型的解釋能力部分，透過表四可知，A 模型判定數為 0.331，

而 B 模型之判定係數為 0.293，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A 模型可以解釋所有

變異中的約 33.1%，而 B 模型只可以解釋所有變異中的約 29.3%，因此以判

定係數為依據我們認為 A 模型的解釋能力優於 B 模型。 

表 4- 4 模型 A 與模型 B 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被罰次數 

 

0.424  

 

* 

 

0.192  

 

0.488  

 

*** 

 

0.152  

違反 24 條 

 

-39.631  

 

*** 

 

8.868  

 

-33.342  

 

*** 

 

9.312  

違反 41 條 

 

-9.355  

   

18.043  

 

-8.390  

   

1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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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模型 A 與模型 B 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不動產 

 

62.819  

 

*** 

 

10.307  

 

65.460  

 

*** 

 

10.618  

瘦身美容 

 

10.776  

   

12.161  

 

8.121  

   

11.735  

電信 

 

55.667  

 

* 

 

25.007  

 

58.877  

 

** 

 

23.853  

銀行 

 

-2.492  

   

9.243  

 

-10.994  

   

9.137  

代辦 

 

-5.517  

   

9.333  

 

-13.575  

   

11.051  

補習班 

 

1.439  

   

13.223  

 

1.307  

   

10.225  

流通業 

 

14.765  

   

18.464  

 

10.567  

   

17.667  

3c 

 

2.656  

   

14.221  

 

8.362  

   

11.274  

食品 

 

-1.695  

   

7.699  

 

3.534  

   

10.806  

油品 

 

0.733  

   

7.381  

 

-2.058  

   

6.109  

抗菌 

 

-13.039  

   

11.506  

 

-16.782  

 

** 

 

7.016  

保健 

 

-22.821  

 

*** 

 

5.754  

 

-22.872  

 

*** 

 

5.447  

省（節）電 

 

3.339  

   

5.057  

 

-0.961  

   

3.646  

省油 

 

12.161  

   

8.146  

 

18.043  

   

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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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模型 A 與模型 B 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家電 

 

-5.159  

   

6.334  

 

-5.856  

   

6.726  

未令停止 

 

3.109  

   

5.926  

 

4.170  

   

3.260  

全部撤銷 

 

-9.538  

   

17.505  

 

5.140  

   

8.738  

簡易作業 

 

-65.231  

 

*** 

 

7.756  

 

-62.737  

 

*** 

 

5.626  

年度 

            

2005 年 

 

29.834  

 

** 

 

10.614  

      

2006 年 

 

37.460  

 

*** 

 

8.636  

      

2007 年 

 

60.478  

 

*** 

 

16.401  

      

2008 年 

 

121.698  

 

*** 

 

25.602  

      

2009 年 

 

51.575  

 

*** 

 

10.766  

      

2010 年 

 

44.557  

 

*** 

 

9.872  

      

2011 年 

 

55.321  

 

*** 

 

8.675  

      

2012 年 

 

63.694  

 

*** 

 

9.995  

      

2013 年 

 

51.612  

 

*** 

 

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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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模型 A 與模型 B 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2014 年 

 

35.527  

 

** 

 

12.086  

      

2015 年 

 

39.637  

 

*** 

 

11.288  

      

2016 年 

 

60.923  

 

*** 

 

13.288  

      

2017 年 

 

59.365  

 

*** 

 

8.619  

      

2018 年 

 

51.528  

 

*** 

 

9.458  

      

2019 年 

 

38.036  

 

*** 

 

10.574  

      

2020 年 

 

32.911  

 

* 

 

17.194  

      

2021 年 

 

7.120  

   

14.094  

      

月度 

            

2 

 

20.417  

 

*** 

 

1.745  

      

3 

 

13.197  

 

*** 

 

2.337  

      

4 

 

24.305  

 

*** 

 

2.142  

      

5 

 

4.410  

 

** 

 

1.602  

      

6 

 

10.906  

 

***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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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模型 A 與模型 B 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7 

 

12.341  

 

*** 

 

1.589  

      

8 

 

14.724  

 

*** 

 

1.659  

      

9 

 

9.821  

 

*** 

 

2.065  

      

10 

 

4.909  

 

*** 

 

1.478  

      

11 

 

1.246  

   

2.140  

      

12 

 

17.823  

 

*** 

 

1.546  

      

t 四次方 

       

0.000  

 

*** 

 

0.000  

t 立方 

       

0.001  

 

*** 

 

0.000  

t 平方 

       

-0.091  

 

*** 

 

0.017  

t 

       

5.418  

 

*** 

 

0.858  

常數項 

 

-0.131  

 

  

 

5.353  

 

-28.255  

 

  

 

8.826  

R 平方 

 

0.331  

     

0.293  

    

N 

 

1,225         

 

1,2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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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拉索迴歸（LASSO regression） 

 由下表四-6，在使用拉索迴歸時會需要設定主要變數，因此本文將之

前被罰次數、違反 24 條及違反 41 條設定為主要變數，而篩選變數則就是透

過拉索迴歸篩選所得，觀察行業類別相關變數，在 A 模型與 B 模型中均只有

篩選出三個行業，約佔全部 15 個行業的 20%，三個行業同為不動產、油品

及省 （節） 電，而在 A 模型中時間相關被篩選出的變數為 2004、2010、2011、

2013、2015 及 2019 五個年份虛擬變數，B 模型中被篩選出的時間相關變數

則為 t 的一次方，進一步觀察變數之係數我們可知，不論是模型 A 或模型 B

抑或是 PO 算法或是 DS 算法，就所估出的係數而言正負號皆相同，而係數之

數值基本上沒有太大之差異，而在解釋這些變數之經濟意義時，方式如同一

般之迴歸模型，如觀察不動產之係數我們可知每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時，平

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提高約 20 萬元左右，如觀察時間變數，在 A 模型中，

當年份為 2004 年時平均來說則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 1.7 萬元，在 B 模型中，

觀察時間變數 t 係數我們可以知道每當時間往前推移一個月平均上會使罰鍰

金額下降約 1.7 萬元。而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跟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出的

係數相比，優點在於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基本上而言解決了多重共線性的

問題，換言之我們就不需擔心變數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 4- 5 模型 A 與模型 B 拉索迴歸結果 

變數 

 

模型 A 

 

模型 B 

  

PO 算法 

 

DS 算法 

 

PO 算法 

 

DS 算法 

主要變數 

        

被罰次數 

 

0.400  

 

0.371  

 

0.652  

 

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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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 24 條 

 

-37.700  

 

-35.129  

 

-40.526  

 

-41.816  

違反 41 條 

 

-10.738  

 

-13.933  

 

-15.610  

 

-17.800  

篩選變數 

        

不動產 

 

19.762  

 

19.762  

 

20.926  

 

20.926  

油品 

 

-0.491  

 

-0.491  

 

-1.126  

 

-1.126  

省（節）電 

 

-1.959  

 

-1.959  

 

-1.975  

 

-1.975  

2004 年 

 

-1.726  

 

-1.726  

    

2010 年 

 

-1.701  

 

-1.701  

    

2011 年 

 

-1.543  

 

-1.543  

    

2013 年 

 

-3.078  

 

-3.078  

    

2015 年 

 

-3.031  

 

-3.031  

    

2019 年 

 

-0.931  

 

-0.931  

    

t 

     

-1.766  

 

-1.766  

常數項 

 

0.000  

 

0.000  

 

0.000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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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四為罰預測趨勢圖，第一個月為 2004 年 1 月，我們可以發現在資

料的前段罰鍰金額的月平均是處於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接期，在第 54 個月時

達到了一個高點，當月的罰鍰金額為 263 萬元，而下一個明顯高點則落在第

158 個月，當月的罰鍰金額則為 270 萬元，而在此兩個高點之間的罰鍰金額

則沒有比較明顯的波動且基本上相對處於一個罰鍰金額相對低檔的時期，而

在第 158 個月之後的罰鍰金額則較無明顯趨勢。 

 

 

圖 4- 6 罰鍰預測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下表 4-6 為模型比較表，而資料中第一個月為 2004 年 1 月，本研究將資

料的前 180 個月作為訓練期而後 30 個月則為預測期。拉索迴歸以及嶺迴歸就

如同在介紹模型及方法時所說的分別是採取 L1 正則收斂以及 L2 正則收斂，

而下表所提及的彈性網所採用的方法則是同時採取 L1 正則收斂及 L2 正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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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拉索迴歸及嶺迴歸是彈性網的特例。在比較模型 A

兩個方法之預測期時，拉索迴歸之平均平方誤差等於 2665.675 小於使用最小

平方法所得到的 3082.515，而判定係數等於 0.2704 則大於使用最小平方法所

得到的 0.157，比較模型 B 預測期時亦得到如比較 A 模型之相對大小結果，

拉索迴歸之平均平方誤差等於 2854.351 小於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到的

3188.06，而判定係數等於 0.2187 則大於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到的 0.1282。綜

上，無論是使用 A 模型或是使用 B 模型，在兩個模型中拉索迴歸在預測期之

平均平方誤差均比使用最小平方法時來的小，而判定係數則是比使用最小平

方法時來得大，因此可以知道，相對於使用最小平方法，使用拉索迴歸可以

有效的提升模型之預測能力，同時可以更好的捕捉罰鍰金額之變化。 

表 4- 6 罰鍰金額預測模型比較表 

方法 

 

分期 

 

模型 A 

 

模型 B 

 

N 

    

均方誤 

 

判定係數 

 

均方誤 

 

判定係數 

  

最小平方法  

訓練期 

 

5041.986 

 

0.4643 

 

5536.7 

 

0.4117 

 

1,237 

 

預測期 

 

3082.515 

 

0.157 

 

3188.06 

 

0.1282 

 

77 

             

拉索迴歸  

訓練期 

 

5467.244 

 

0.3221 

 

5970.678 

 

0.2597 

 

1,149 

 

預測期 

 

2665.675 

 

0.2704 

 

2854.351 

 

0.2187 

 

76 

             

彈性網  

訓練期 

 

5468.135 

 

0.322 

 

5973.687 

 

0.2593 

 

1,149 

 

預測期 

 

2568.821 

 

0.2969 

 

2742.334 

 

0.249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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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迴歸  

訓練期 

 

6838.333 

 

0.1521 

 

7141.998 

 

0.1145 

 

1,149 

 

預測期 

 

2831.338 

 

0.225 

 

2769.277 

 

0.242 

 

76 

  

 

樣本數 

 

1,225 

   

1,2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下圖 4-7 則為預測表現圖，由圖可以發現除了在使用模型 A 並採用最小

平方法時罰鍰金額的預測會出現明顯不正常的負值之外，其餘三條預測線之

趨勢則大致相同。 

 

圖 4- 7 預測表現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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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可操作式的罰鍰預測系統的使用說明 

下表 4-7 為本研究在 Excel 軟體中所設計的罰鍰預測系統，而由於本研

究發現拉索預測結果較優，因此以下以拉索迴歸預測結果進行說明；此預測

系統使用方法為將案例之前被罰次數、違反之法條、行業類別、發生年份、

月分依序填入系統之中，系統會依填入資訊產生相關預測結果，下圖中之案

例則為一個不動產相關行業，在 2018 年 11 月，違反內容為公平交易法第 41

條，而被罰次數為 1 次，而依照上述資訊，我們依序在被罰次數、違反 41

條、不動產、1 月之填入區接填入 1，而在西元年之填入區填入 2018，而由

拉索回歸所到之點預測結果為 9 萬元之罰鍰，而此預測之區間預測結果為上

界約為 46 萬元，下界為 5 萬元，而由於法律之相關規定，公平交易法罰款之

最高金額為 2,500 萬元，最低金額為 5 萬元，因此在預測模型方法中預測結

果及區間之上界罰緩金額不會超過 2,500 萬元，而點預測結果及區間預測之

下界不會低於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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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預測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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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實廣告爭議問題之檢討 

 

本章回顧第一章至第四章之研究為基礎，就我國不實廣告行政法院判決

所生之爭議問題進行檢討並提出可行建議。 

 

第一節 不實廣告、產業結構與反競爭效果 

由第二章第二節之介紹，芝加哥學派與哈佛學派均認為，不實廣告是絕

對違法的欺騙行為，只是對於該等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市場競爭之看法不同。

依據前者推論，不實廣告對競爭的影響輕微，公平會僅需將該等欺騙（無論

是否獨占事業為之）視為單純的違法行為，以公平法第 21 條論處，不需動用

反托拉斯手段。但就後者而言，由於獨占者市場力量過大、品牌優勢過強，

其所散佈之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將產生顯著影響。因此，競爭機關應以較強

的反托拉斯手段，抑制錯誤訊息的散佈。持平而論，雖然前者似低估獨占者

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而有消極執法錯誤之虞；但後者一律事前假設

獨占者欺騙即有限制競爭之虞，卻也存在積極執法之風險。 

準此，以下在我國公平法制架構下，探討不實廣告與市場競爭間關係，

並嘗試另辟它徑，以奧國學派的觀點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項 公平會聯立監管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行為 

我國雖為大陸法系國家，但競爭機關之行政體制卻類似美、加等普通法

系，係由公平會統一管制限制競爭與不實廣告。在法律規範上，亦賦予公平

會權責以公平法第 9 條管制獨占力濫用行為（以保護市場競爭）與第 21 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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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實廣告的違法行為（以保護競爭者與消費者）。此等制度設計自然引伸出

競爭機關宜否以較嚴格的反托拉斯條款，規範獨占者不實廣告。 

依據 OECD 評估，單一機關監管兩種行為的組織架構優勢在於：對內能

夠整合管制不法廣告與反競爭行為的規範差異，強化兩者執法互動、經驗交

流、案例累積；對外可統一政令宣導與公共關係，達到規模經濟，以提高執

法效率366。按取締不實廣告與反托拉斯兩者最終目標均在於保護消費者與市

場競爭，具有相輔相成效果。只是前者由需求面著手，後者強調供給面。就

需求面言，競爭機關規範廠商廣告行銷可確保消費者得到正確商品資訊，便

利其得以依照價格與品質，明智地決定是否採購，從而提高產品需求彈性。

此時，只要廠商產品價高稍高、品質略遜，即會導致銷售量大幅減少。此等

壓力自能迫使廠商提高生產效率，以確保產品競爭力，從而有助於市場競爭

之提升。另就供給面言，由於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取決於市場力量，

由競爭機關同時監管市場獨占與不實廣告，非但能以重罰嚇阻源於市場力量

的不實廣告，亦能迫使行業領頭羊提供正確資訊，帶動整個市場資訊透明化

與可信度367。美國前 FTC 主委 Timothy Muris 因而指出：執法機關之作為不

應區分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而應以保護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利益為著眼

點，強化兩者間之互補合作。如若獨占者的不實廣告果真涉及阻礙性濫用，

影響新進者進入市場，執法機關自應以反托拉斯規範違法行為，而非法律效

力較弱的蘭亨法368。 

                                                 

366 謝宗憲，前揭註 74。 

367 謝宗憲，前揭註 74。 

368 Timothy J. Muris, Prepared Remarks at the Fordham Corporate Law Institute’s Twenty Ni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ntitrust Law and Policy （ 2002 ） , http ：

//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2002/10/interface-competition-and-consumer-protection,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http://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2002/10/interface-competition-and-consumer-protection
http://www.ftc.gov/publicstatements/2002/10/interface-competition-and-consumer-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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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有限的執法資源難以全面檢視所有案件的相關市場力 

理論上，公平會應同時以反托拉斯與取締侵權的角度審理廣告案件；但

就執法現實而言，由於資源有限，公平會不可能亦不宜檢視所有廣告案件所

涉及的廠商市場力。允執厥中之道應是設計一套篩選機制，按產業特性與廠

商行為，篩選影響市場競爭較大、涉有阻礙性濫用之虞的不實廣告，進行反

托拉斯調查。至於其他輕微市場競爭的案件仍宜以 21 或 25 條等侵權案件處

理。原因如次： 

首先，以第 21 條論處不實廣告案件僅需判斷廠商廣告是否有無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即可。但以反托拉斯條款審理欺騙案件涉及範圍極廣，

除須判斷廣告是否不實外，亦須認定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後者又涉及市

場範圍之界定、個別廠商市占率之計算、替代品之多寡、廣告主獨占意圖之

認定，必須耗費甚多執法資源。其次，由於不實廣告案件極多，並多來自房

地產、食品與餐飲等市場競爭激烈的產業，僅係當事人間之侵權行為，對市

場競爭影響輕微。就公平會成立迄今（2021 年 5 月底）案件收辦而言，業者

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受處分之不實廣告案件高達 2,259 件。但是，違反第 9 條

各款受處分的獨占案件卻僅有 16 件369。由於反托拉斯案件的審理須耗用大量

執法資源用，再加上罰則較重、對產業發展影響深遠，以公平會有限的人力

與執法資源，不可能亦不宜調查所有廣告案件所牽涉之市場力。因此，本研

究以奧國學說為基礎，嘗試設計一套客觀的篩選機制，針對個案所涉及的產

業特性與廠商行為，供公平會決定是否以反托拉斯調查廣告案件之參考。 

                                                 

369  公 平 會 業 務 統 計 ， https ：

//www.ftc.gov.tw/upload/9b9166b2-d08d-4a87-86a3-0a58b3e200d9.pdf ，最後瀏覽日期：

2021/07/15。 

https://www.ftc.gov.tw/upload/9b9166b2-d08d-4a87-86a3-0a58b3e200d9.pdf
https://www.ftc.gov.tw/upload/9b9166b2-d08d-4a87-86a3-0a58b3e200d9.pdf


 

240 

 

第三項 奧國學派：市場競爭內容在於創新 

芝加哥與哈佛學理皆以產出與價格做為市場競爭標的，因此，以反托拉

斯規範不實廣告的前提都是：（i）訊息散佈者具備獨占力量；（ii）不實資訊

顯著影響產業產出與價格。只是兩者對市場競爭的認知不同，前者基於經濟

效率的考量，以“產業總產出是否最大＂做為認定市場競爭的標準。依此推

論，由於不實廣告對“產出＂影響不大，公平會以 21 條處理該等侵權行為足

矣，而個別競爭者的損益則非反托拉斯所問。後者則主張市場競爭乃源自對

手以較低的“價格＂，掠奪自身客戶的壓力，就具備市場力量的獨占者而言，

只要不實廣告能夠導致自身（或對手）銷售增加（或減少），不正當地減少“價

格競爭＂壓力，即已構成限制競爭要件。 

但就當前以“創新＂為主軸的科技產業而言，無論是以價格或產出作為

判定市場競爭標的，似皆有不足之處。例如：芝加哥學派主張競爭執法須以

客觀事實做為基礎，根據產業產出的數量變化，判定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

影響。但就產業創新的動態觀點而言，許多市場（特別是科技市場）競爭標

的並不在於產品數量，而是在於產品創新所導致產品（甚至生產者）間之替

代。例如：傳統手機替代市話、智慧型手機替代傳統手機等競爭型態並不涉

及總產出之增減，而是不同功能產品的競技場式競爭，市場競爭因而不斷地

呈現創新產品取代舊有產品的新陳代謝。此時，過度強調產出數量變化的芝

加哥學理即無法掌握以創新為主軸的動態競爭。同理，哈佛學派所主張的競

爭壓力亦多集中於獨占廠商定價等靜態策略，忽略了科技產業的動態創新。 

準此，本研究以奧國學理為基礎，建議公平會以產業的創新特性與不實

廣告是否影響創新，做為篩選標準，以決定是否以反托拉斯審理不實廣告案

件。只要獨占者不實廣告足以阻礙創新產品取代傳統產品的技術進步，即應

視之為限制競爭行為，以反托拉斯條款取締。至於具體的篩選步驟則是依據

市場競爭型態，將涉案產業區分為傳統與科技產業兩大類；接著，再篩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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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後者創新競爭的不實廣告，做為托拉斯的規範對象。至於其他多數僅能輕

微影響產出、價格、創新的不實廣告案件，則仍維持現行以 21 條、24 條或

25 條管制該等違法行為的作法，不須耗費執法資源評估涉案者的市場力量。 

第四項 建立篩選標準建議與應用 

一、市場競爭型態與相關學理 

以下首先說明市場競爭型態與相關學理，接著將其應用於我國產業實

務。市場競爭分為二類型： 

（一） 市場內競爭 （competition in market） 

獨占地位固定不變的廠商（例如：中油、台塑），生產創新不多的傳統

產品（汽油），長期在相同市場內相互競爭，適宜強調“長期靜態觀點＂的芝

加哥或哈佛學理的分析架構。 

我國傳統產業依市場結構可區分為：獨寡占度高的重化工業與競爭激烈

的輕工業與服務業，兩者競爭型態均呈現“市場內競爭＂。就重化工業而言，

無論是石化原料的台塑、長春、大連；機車業的三陽、光陽、山葉；工業用

紙的正隆、榮成、永豐餘等市場競爭型態多為幾家大廠於市場內的長期（超

出半個世紀）寡占競爭。由於該等產業呈現：廠商固定、市占率穩定、創新

不多、產品內容與技術不變等成熟特性，其競爭問題多來自寡占廠商聯合獨

占或垂直交易限制，至於與產業新陳代謝直接相關的阻礙性濫用行為，例如：

掠奪性定價或限制性定價（limit pricing），則並不多見，遑論意圖藉由不實廣

告排除競爭對手以獨占市場。至於產業結構趨向競爭的輕工業、房地產、實

體通路、專門職業與技術等產業，市場競爭向來激烈，不實廣告等欺騙行銷

亦時有所見。雖然各該產業內，廠商進出頻繁，但因廠商家數眾多，競爭型

態卻仍處於“市場內競爭＂局面，以建築業為例，就不可能出現所有建商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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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新進者取代的零和競爭。     

因此，傳統產業的市場內競爭特性，使其產業結構穩定、產品功能與規

格固定，買方經由與賣方間之長期互動，對產品功能有相當認知；再加上生

產技術成熟，產品創新不多，廠商間競爭以價格或數量競爭為主。因此，儘

管不實廣告影響誠實者產出之減少，但欺騙者產出之增加卻足以彌補前項之

減少，不致對總產出或市場競爭構成顯著影響，公平會以公平法 21 條審理不

實廣告案件自有所據。反之，獨占者不實廣告可能影響市場競爭的情形，多

發生在以“新進創新者取代舊有獨占者＂為競爭主軸的新創科技產業。 

（二） 獲得市場的競爭  

獲得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market）：獨占地位隨時更迭的廠商

（Yahoo!、Google），生產創新快速的科技品（搜尋引擎），在隨時變動的市

場內從事零和（新陳代謝式）競爭，適宜強調“短期動態觀點＂的奧國學派分

析架構。 

按創新科技產業（例如：線上市場）之競爭型態多呈“獲得市場的競爭

＂並具備兩項特色：（1） 儘管廠商營運規模過大，市場僅有少數甚至獨家經

營者，以致市場經常呈現獨占，但獨占者卻能間或更新；（2） 市場競爭標的

在於創新研發，而非價格與產量，許多市場甚至提供零元商品的免費搜尋、

貼文與比價。因此，市場競爭標的在於品質翻新，廠商必須不停地將創新產

品引入市場，一旦停止創新，就會被新進創新者淘汰。此等適者生存現象就

是奧國學派（Austrian School）大師熊彼得所主張的創造性毀滅（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370。謹就其理論與芝加哥/哈佛學說不同之處說明如下： 

                                                 

370 J.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hapters VII 

and VIII, 81-107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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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哈佛學說立基於：（1） 企業資本由機器與廠房所構成，廠商投

資也是以機器為主；（2） 廠商生產呈現規模報酬遞減現象（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亦即機器設備除受限於折舊損耗，更須適當數量的勞動、土地、管

理能力與之配合，否則光是購買太多機器（沒有工程師操作、沒有廠房放置、

無法管理），產出根本無法增加。但實務上，廠商不可能無止境地取得上開資

源，以配合機器設備增加。因此，資本規模有其限制，不可能無限制擴大，

投資過多只是導致成本提高、失去競爭力。此時，由於廠商規模有限，市場

（特別是全球市場）必然存在甚多廠商相互競爭，個別廠商很難能夠長期獨

占市場。即使短期內需求突增（或供給驟減），導致價格上揚，既存業者享有

超額利潤；但假以時日，高利潤終將吸引新廠進入市場，導致供給增加與價

格下跌。此等市場自我矯正機制遂使得競爭成為市場常態，獨占只是短期偶

發現象371。 

但 1990 年代以來，人工智慧（AI）主導的工業革命使得知識（人力資

本）取代機器（物力資本）成為生產的主要投入。兩者不同之處在於：知識

可以複製，“個別廠商＂以知識做為生產投入，非但不會減少知識存量，反能

透過學習效果（learning by doing）使得“整個社會＂的知識進一步增加。例如：

台積電內部教育訓練奈米製程，該公司的奈米知識非但不會減少，反能有更

多工程師了解奈米製程。而該等的新創知識更能透過研討會、期刊發表，促

進整個社會知識累積。這與無法複製增加的實體機器截然不同，機器壞掉一

台，社會就少一台機器。更重要的是，知識不太需要人工與土地等配合：（i） 

知識可用於發展自動化生產與機器人，以關燈生產的方式替代人力生產；（ii） 

大量的知識僅需要微小的晶片即可儲存運用；（iii）資訊科技創新允許企業家

藉著科技化管理與充分的市場資訊，管理更大規模的公司。因此，在生產規

                                                 

371  Richard A. Posner, "The Chicago School of Antitrust Analysis," 12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92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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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擴張與知識增加的過程中，廠商並不需要勞動、土地、資訊等配合因素，

從而避免了規模擴張所導致的規模報酬遞減（或成本增加）。這使得第三次工

業革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在勞動與土地需求上有顯著地不同。後者所推動的

汽車、石化、鋼鐵等傳統產業需雇用大量勞工、投資大片廠房與土地；反之，

科技產業發展卻較偏重人力資本素質，而非人力數量、機器設備與土地廠房。

例如：2011 年監察院在一份對行政院與教育部的糾正文中，就引用當時的經

建會資料指出：我國民間投資約有 60% - 70%集中於電子科技業，但科技業

每投入 1 億元的資本卻只需求 6.4 位勞工就業，遠低於二次工業革命產業的

16 位372。 

有鑑於此，奧國學派與後進的內生性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models）遂轉而強調規模報酬遞增現象，並主張知識的可複製與高替代彈性

（以知識做為生產要素，非但不需人力等其他要素配合，且能替代其他生產

要素），會使得廠商的生產力隨事業資本規模之擴大而提升。這代表：事業規

模愈大，成本愈低，競爭力愈強373。反之，事業如未能提升知識、及時創新，

以擴大生產規模，勢將影響其競爭力並慘遭淘汰。就產業結構而言，事業規

模擴大自然提高市場獨寡占程度，導致市場經常呈現獨占結構，使得芝加哥/

哈佛學理所主張的規模報酬遞減，難以解釋知識經濟對市場結構的影響。誠

如諾貝爾獎得主 Paul Romer 所言：「長久以來，經濟學家為捍衛競爭市場，

必須對科技業常態性的獨占結構與獨占利潤等市場現實，視而不見，使得理

論明顯地悖離產業實務374。」 

                                                 

372 監察院，2011 年 5 月，糾正案文。https：//（cybsbox.cy.gov.tw › CYBSBoxSSL › edoc › 

download，最後瀏覽日期：2020/12/15. 

373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and Long-Run Growth,”9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02-1037 （1986）. 

374 Paul M. Romer,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8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7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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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產業實務言，科技市場競爭型態亦已由“市場內競爭＂ 的並存局面，

轉為“獲得市場的競爭＂的零和競賽。市場只夠容納單一或極少數獨占者，只

有創新成功者能夠維持或取得獨占地位，廠商（即使是 Google）一旦停止創

新，必將削弱其競爭力，為創新成功者淘汰，此等創造性毀滅過程自然導致

科技業的產業結構經常呈現獨占。市場競爭只會發生於新進者（創新成功者）

甫進入市場時期，一旦新舊交替後，市場又回復到獨占結構，直到下波創新

再度導致交替為止375。重點是：新舊交替的競爭型態並非芝加哥/哈佛學派所

主張的“價格或產出競爭＂而是“創新競爭＂。熊彼得認為：競爭的結果非但

淘汰掉原本廠商，連舊有的生產技術與體系都會被新進技術取代376。此時，

唯一能夠制衡既存獨占的競爭力量來自潛在的創新成功者。以社群平台為

例，1997 年至今約 20 餘年的期間，最早係由 SixDegrees.com 拔得頭籌，然

而其因無法掌握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趨勢，而被 Friendster 取代；接著

Friendster 因演算法過於複雜，造成用戶使用短訊與追蹤朋友不便，而被

MySpace 取代377；其後 MySpace 又被 Facebook 以較優的篩選演算法取代成

為新獨占者378。此外，搜尋市場也有 Yahoo!取代 Lycos、Google 取代 Yahoo!；

線上音樂市場有 Spotify 取代 Apple’s iTunes；博客工具（blogging tools）市場

                                                 

375 Ilya Segal and Michael D. Whinston, “Antitrust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 9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703 （2007）. 

376 Supra note 353, 81-107; D.B. Audretscha, W.J. Baumol, and A.E. Burke, “Competition Policy 

in Dynamic Markets,” 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618–619 （2001）. 

377  楊 至 靜 ， 10 個 失 敗 的 超 新 創 業 ， 動 腦 新 聞  （ 2011/05/10 報 導 ）， https ：

//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sSrmllwLhttps ：

//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最後瀏覽日期：2021/06/15。 

378 ARVC Report, Sometimes We Need to Think Inside the Box,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V Parks 

and Campgrounds （ Pub. 2019/09/01 ） ,http ：

//pelland.com/PDF/ARVC-Report-September-2010_Page1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 ： 

2021/04/15.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sSrmllwL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sSrmllwL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
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sSrmllwLhttps://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5484
http://pelland.com/PDF/ARVC-Report-September-2010_Page14.pdf
http://pelland.com/PDF/ARVC-Report-September-2010_Page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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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WordPress 取代 Blogger；視訊開會軟體市場有 Zoom 以彈性化介面取代了

Skype 與 WebEx。顯見在實務上，“寡占廠商長期在市場內相互競爭＂或“先

占優勢、大者恆大＂等現象不見得全然發生於科技產業，而促創造性毀滅現

象成為科技市場常態，只要事業能夠成功創新，就能進入競技場，成功地取

代既有業者並獨占市場，直到下次創新再度導致新舊交替為止。 

就不實廣告的規範而言，“傳統產業內，相同獨占者間的長期靜態競爭

＂與“新興產業內，獨占者更迭的短期動態競爭＂不同之處在於：在前者（廠

商以價格或產出為標的之長期相互競爭過程），不實廣告最多只能構成欺騙者

（誠實者）銷路增加（減少）的違法行為，但不影響市場總產出或經濟效率。

但在後者（廠商以創新為標的之短期動態替代過程），獨占者不實廣告雖不致

影響產業產出與價格，但卻會誤導用戶產生對創新產品的不信任感，形成新

進者的進入障礙，影響以創新為主軸的市場競爭。 

第五項 不實廣告不利於技術創新 

不實廣告對競爭的不利影響源自需求面的市場力量，而非供給面。即使

不實廣告不致造成總供給減少，競爭機關仍應供需兼顧，不能置需求面的消

費行為於不顧。依據行為經濟學理論，買方的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心理

會顯著地影響其採購意願，亦即人們在比較相同數量的利益與損失時（例如：

獲利 100 萬與損失 100 萬），會主觀地認知損失的痛楚高於獲利的愉悅，而損

失帶來的負效用甚至可能高達獲利正效用 2.5 倍379。因此，無論誇大廣告或

是比較廣告，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形成買方對競爭對手產品的不確定感，令其

擔憂購買商品會可能產生的痛苦結果，而不願意嘗試競爭對手商品，轉向購

買欺騙者商品。 

                                                 

379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47 

Econometrica, 268-269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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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就創新產品而言，該等不確定感較傳統產品更為強烈。原因在

於： 

一、科技品功能複雜、規格不一；再加上創新快速，新舊版本功能差異

極大。因此，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能力較低，容易受吹噓或抹黑

廣告影響，產生對創新商品的不確定感，使得不實廣告對購買行為

的影響高於功能簡單的傳統商品； 

二、許多科技產品係以零元商品免費出售，例如：免費搜尋、免費社群

貼文、免費下載影音節目，買方注重的是產品品質而非價格，因此，

吹噓自己產品品質或詆毀對手產品的不實廣告，更容易誤導消費者

購買行為； 

三、科技品常以主體/附件或會員制形式出售，用戶必須在第一階段購買

系統或預繳會費，方能在第二階段使用、得知商品性能是否與廣告

相符，客戶一旦受不實資訊影響，在第一階段購買欺騙者系統，就

可能產生相當的轉換成本，在第二階段無法輕易轉換購買其他品牌

商品，因而形成綁住效果380； 

四、科技產品多具備網路效果，例如：網路平台以不實廣告增加客源，

非但可增加銷售端收益，大量客戶的瀏覽亦能吸引更多廣告主，擴

大了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 

五、就比較廣告言，抹黑者僅需花費少量資源於負面宣傳，被害廠商就

需要花費大筆資源抵銷該等抹黑381。 

                                                 

380 Supra note 135. 

381 Supra note 102, 1065-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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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奧國學理的反托拉斯意義 

科技品生產具規模報酬遞增特性，產業結構經常處於獨占狀態，市場競

爭必需仰賴不斷的創新，經由創造性破壞過程，由成功者取代既有者，方能

達成優勝劣敗的良性循環。因此，市場競爭僅發生於新進者創新成功得以進

入市場的階段，而孰勝孰負亦應取決於兩者產品消費效用與生產效率高低，

或由高效率的現有廠商繼續獨占、或由創新成功者成為新獨占者。但如若獨

占者以不實廣告混淆雙方創新效率差異，致使創新成功者處於劣勢382。此時，

即使總產出不變，該等廣告亦不利於市場競爭與創新活動。競爭機關如若仍

以總產出做為判定市場競爭之標準，即有悖於市場現實。 

因此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不實廣告是否影響市場競爭的關鍵應在於：不

實廣告是否阻礙創新或新產品上市，而非總產出的增減。以微軟發布

vaporware 空氣軟體為例，該等不實廣告乃獨占者為打擊新進者的創新產品，

經由廣告預告（pre-announcement），宣稱自己即將推出更新型、功能更佳產

品，並表示自己新版產品與競爭對手者不相容，以減少或延緩客戶購買創新

產品之意願。但實際上，獨占者並無推出新產品的計劃與產能，即使一再延

宕、最後終於推出的產品亦相容於對手產品383。此時，不實廣告的目的就是：

誤導購買者產生創新品可能在近期內成為過時的次級品，形成其等待新產品

與延緩購買的預期心理，以減少對手產品需求，使其難以進入市場的獨占意

圖。因此，就犯罪誘因言，該等行為確實含有獨占市場意圖384。 

                                                 

382 Robert Prbntice, “Vaporware： Imaginary High-Tech Products and Real Antitrust Liability in a 

Post-Chicago World,” 57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218-1219 （1996）. 

383 陳志民，「反托拉斯法規範掠奪行為之現在與未來－新經濟制度下之省思」，政大法學評

論，第 82 期，225 （2004）；supra note 102, 1066-1069; supra note 86, 2-8. 

384 Carl Shapiro, Antitrust In Network Industries, Speech Before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nd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01/25/1996）,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0593.htm, 

http://www.usdoj.gov/atr/public/speeches/0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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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或謂：就成本效益，不實廣告雖能使銷售暫時增加，但獨占者亦須

承受商譽損失，甚至用戶集體抵制的風險，恐不符獲利原則。然而就市場實

務言，如若廠商商品為耐久財（短期內不會重複購買），且在市場所面臨者

係眾多分散（聯合抵制的交易成本過高）、關心度較低、未來現值較低（健

忘）的消費者，使得欺騙利益超過違法成本時，獨占者仍有相當誘因散佈不

實廣告。例如：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案即係 Caldera 控訴微軟散佈空

氣軟體的不實廣告，以誤導用戶延緩購買創新產品，從而影響其產品銷路並

迫使其退出市場。按微軟的 MS DOS 原本獨占全球 PC 作業系統市場，但 1980

年代中葉起，新進者 Caldera 藉著創新的軟體，迅速發展並取代微軟全球市

場 6%的市占率，使微軟警覺 Caldera 作業系統遠優於（“vastly superior＂）其

視窗軟體385。為紓解競爭壓力，微軟開始散佈不實廣告，宣稱其於“近期內＂

即將推出功能遠優於 Caldera 產品的 MS-DOS 5.0 軟體，並偽稱該系統與

Caldera 產品並不相容，以誤導軟體開發商錯誤認知微軟產品無法同時應用於

兩種不同系統，並形成延遲採購 Caldera 作業系統的預期心理，終導致 Caldera

因需求不足而退出市場。但微軟旋即宣布新版 MS-DOS 延後上市，即使延宕

多時方上市的新版系統卻又與 Caldera 產品相容，Caldera 因而提起反托拉斯

訴訟。該案經美國猶他州地方法院受理後，法庭駁回微軟申請簡易判決的請

求，認為獨占者沒有義務以廣告向大眾，披露自己所創新產品內容、日期或

是否與競爭對手產品相容，微軟此舉顯有壟斷市場意圖。因此，微軟鑑於訴

訟風險過高，遂於 2000 年以 2.75 億美元與 Caldera 和解386。 

第七項 反托拉斯嚇阻力較高 

由於獨占者散佈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高於尋常事業，基於“重罪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8/4. 

385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 （Caldera I）, 72 F. Supp. 2d 1299 （D. Utah 1999）. 

386 Supra note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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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責重罰＂，以反托拉斯條款論處獨占者其犯罪行為的嚇阻力乃高於侵權

法。例如：我國公平法對違反第 9 條之獨占力濫用行為可處罰達一億元，如

情節重大者，更可處違法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 10%以下罰鍰。但對違

反第 21 條規定之事業，最多卻僅能課以 5,000 萬元罰鍰。因此，如若獨占者

不實廣告足以影響科技創新，基於嚇阻違法的目的，公平會實應考慮以反托

拉斯條款規範該等行為。 

第八項 小結與建議 

芝加哥（或哈佛）學說以總產出變化（或價格競爭壓力），衡量不實廣

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或許能適用於技術成熟、產出穩定的傳統產業；但就技

術變遷快速的科技產業而言，廠商競爭標的並不在於產出或價格，而是技術

創新。因此，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分別考慮不實廣告的規範方式。 

一、以侵權法規範傳統產業的不實廣告 

傳統產業競爭模式呈現市場內競爭型態：廠商家數固定，業者經由長期

競爭、互動模仿、人員流動，各廠經營效率差異不大、市占率穩定。不實廣

告最多僅能導致欺騙者銷售增加與誠實者減少的短期波動，但不致影響產業

產出與市場競爭，甚至可能出現如同美國第七巡迴法院所稱：以消費者為對

象的誇大廣告能使總產出增加。因此，產業實務鮮有誠實者因不實廣告被欺

騙者逐出市場之情事。儘管犯罪行為對誠實者造成傷害，但鑒於反托拉斯主

旨在於維護市場競爭，而非競爭者，以公平法第 21 條取締廠商違法行為，確

保市場公平競爭足矣。 

二、以反托拉斯規範阻礙創新的不實廣告 

科技市場呈現獨占者與新進者為獲得市場而競爭之型態。此時，新創業

者如甫進入市場即因獨占者之不實廣告，而處於競爭劣勢，恐將扼殺創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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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妨礙產業升級。因此，公平會於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宜考慮涉

案者的市場力量與不實廣告是否阻礙創新，以判定廣告不實合致限制競爭行

為之違法要件。因此，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設計一套兩階

段的快篩原則，作為是否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件之標準。 

第一階段：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第

21 條等不公平競爭條款取締其違法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廣告是否涉

及創新競爭。如該等行為確係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以致影響創新商

品進入市場，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啟動第二階段作業。反之，如若不實

廣告僅導致誠實者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不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

仍以第 21 條審理該等違法行為。 

第二階段：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獨

占要件。如是，則基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該等

行為即符合阻礙性濫用要件，該當公平法第 9 條限制競爭罪責；否則仍以違

反第 21 條論處。 

至於如何判斷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前述第一階段針對傳統與創新產業

之分類與涉案不實廣告是涉及創新競爭之判斷標準，主要取決於該等行為是

否阻礙科技創新。但由於新進產品未必能夠絕對取代既有產品，因此，前者

只要能相當程度地構成後者的潛在威脅，即合致創新競爭定義。例如：前述

Caldera, Inc. v. Microsoft Corp.案中，Caldera 顯然該當威脅微軟獨占地位的新

進創新者。同理，在 Netscape 與 Java 案387，該二公司的創新行為亦均對微軟

構成類似威脅，後者方採取包括不實廣告在內的一系列阻礙性濫用行為。以

                                                 

387 United States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253 F.3d 34 （D.C. Cir. 2001）; Sun Microsystems, Inc. 

v. Microsoft Corp., 999 F. Supp. 1301 （N.D. Cal. 1998） （No. 97-2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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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按此原則，並參考相關文獻388，提出創新競爭的五項要件： 

（一） 產品要件：產品功能的變化方向雖難以預測，但版本必須經常

進化，使得現行版功能與初版者相差極大。 

（二） 市場要件：廠商營運涉及雙邊市場、網路效果、共享經濟等新

經濟模式。 

（三） 行為要件：必須具有技術進步意義的創新行為，並能使新經營

模式出現，提升消費效用或降低產品售價。 

（四） 時間要件：新廠必須具備在“未來＂取代舊廠獨占地位的潛力。

即使目前無法確定該等替代是否出現，執法者亦無法以機率量

化該等威脅，但只要經由市場供需觀察，相信該等可能性顯著

存在，即合致本項要件。 

（五） 效果要件：市場競爭型態呈現“competiton for the market＂，而

非“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因此，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

新廠進入對舊廠的威脅不在於市占率的流失，而是整個市場或

獨占地位的失去。 

三、兩階段快篩的實務模擬與案例評析 

（一） Uber（台灣宇博公司）不實廣告案 

1. 案件概要 

                                                 

388 C. Scott Hemphill and Tim Wu, “Nascent Competitors,” Columbia Law School Scholarship 

Archive 1886 （2020）; Susan A Creighton, D. Bruce Hoffman, Thomas G. Krattenmaker and 

Ernest A. Nagata, “Cheap Exclusion,” 72 Antitrust Law Journal, 975 （2005）. 



 

253 

 

Uber 於「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車，免費加入最夯共享平台，時

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等廣告。經公平會於 2016 年間認定：該公司並非合

法提供服務，且該不實陳述亦排擠其他計程車業者的交易機會，使競爭同業

蒙受損害，涉及廣告不實，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389。案經 Uber 提起行政

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支持公平會見解，認為 Uber 違法經營汽車運輸業

務，但其刊載之系爭廣告卻給個別司機的印象是只要檢附文件而加入 Uber

平台，即可經由該平台合法搭載乘客。但實際上，倘個別司機受系爭廣告吸

引而加入，即可能違反公路法相關規定，而遭處罰390。 

2. 案例研析 

以下以兩階段快篩，模擬 Uber 不實廣告是否合致限制競爭要件。 

第一階段：評估對象包括平台是否呈現創新競爭與不實廣告是否影響競

爭。 

（1）平台市場呈現創新競爭 

平台叫車市場是否合致創造性毀滅，屬於熊彼得的創新活動？各界或由

其創新程度、或由其創新本質等觀點著手，看法並不一致391。本節另辟它徑，

                                                 

389 105 年 6 月 20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65 號處分書。 

390 105 年 11 月 1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232 號判決。 

391 Clayton Christensen, Michael Raynor, and Rory McDonald, “What Is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4–53 （2015）；蘇欣、蘇潔、童超，「協同消費商業模式的創新

研究：以優步（Uber）為例」，征信，第 12 期，15-18 （2017）；敦帥、陳強、刁雅鈺，

「基於顛覆性創新的分享經濟企業競爭優勢構建研究」，商業研究，第 12 期，20-27 

（2018）；關鈺橋，孟韜，「分享經濟背景下企業商業模式比較分析—以美國 Uber 與中國

滴滴為例」，企業經濟，第 4 期，27-35 （2018）；鄧嘉玲，「以 Uber 為例，搞懂真正的

破 壞 式 創 新 ！ 」， 哈 佛 商 業 評 論 （ 2020/10/06 報 導 ）， https ：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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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Uber 的雙邊市場特性，分析其創新與市場競爭特性。首先，誠如學者

Clayton Christensen 教授所言，Uber 鎖定的客戶就是傳統計程車客戶，而非

搭乘大眾運輸或自行開車者；對乘客而言，Uber 亦是提供與傳統計程車類似

的運輸服務，其服務本質並未改變，亦未超越多數乘客需要。即使 Uber 服務

可能較計程車略優、費率稍低，但亦僅代表 Uber 開發出效能較佳的服務，而

該等服務很難列入破壞式創新活動392。 

本研究認為：Uber 為一雙邊平台，即使在乘客端，Uber 創新不多，並

未改變服務與交易的本質；但在平台的另一邊（司機端），特別是對兼差者而

言，Uber 平台確實符合創新定義： 

A. 市場要件：Uber 平台涉及雙邊市場、網路效果、共享經濟等新經濟

模式，於此不再贅述。 

B. 行為要件：Uber 平台屬新創行為，能允許司機得以利用其閒置時間

與車輛，提供順道載客的交易機會，使得從未有機會從事共享資源

活動的兼職者，得以經由 Uber 平台加入運輸服務，充分利用閒置

的時間與車輛，從而改變了原有市場與制度。因此，至少就司機端

言，Uber 平台確實符合創造性破壞理念，假以時日甚至將導致出租

車市場經營的巨大變化393。退萬步言，即使共享平台來自購物平台

與互聯網等理念，Uber 僅是將成熟的技術應用於運輸服務；但依據

熊彼得（2009）對創新的定義：發明必須經過市場檢驗，能夠實際

                                                                                                                                      

//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98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4/15。 

392 同上註。 

393 Kenneth A. Bamberger and Orly Lobel, “Platform Market Power”, 32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055-1056 （2017）.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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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生產活動才算是創新394。而 Uber 也確實將共享平台成功地

應用於運輸市場，開啟了嶄新的仲介機制。因此，無論將 Uber 將

界定為新創或應用平台，皆是能使“生產函數發生變化＂的創新活

動。  

C. 產品要件：Uber 憑藉著不斷創新的演算法，將共享經濟的利益引入

出租車市場。其演算法從早期 Twitter 貼文招攬共乘旅客，到目前無

遠弗屆的平台與龐大數據庫，甚至將共享範圍擴及美食、通勤與簡

化商務行程等市場，顯示演算法的不斷進化已使其現行產品功能與

最初者相差極大。 

D. 時間要件：Uber 於 2013 年進入台灣市場，非但憑藉其嶄新服務快

速成長，甚至影響國內出租車業經營模式，迫使傳統計程車行放棄

舊有經營模式，後續跟進開發共享平台，並帶動本地業者複製改良

其“製造市場（market-making）＂的發展模式395。例如：台灣大車

隊為因應市場經營模式的變化，除推出信用卡付款、多元的車輛選

擇、允許乘客以手機追蹤計程車的行進路線、成立新創事業部與大

數據中心396，更計劃於今年與金庫資本公司合資打造台灣數位移動

生活的明日之星397。而在政府管制方面，交通部亦推出「多元化計

                                                 

394 J.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81-87 New York： Harper, （1942）. 

395 鄧嘉玲，以 Uber 為例，搞懂真正的破壞式創新！（哈佛商業評論，2020/10/06 報導），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98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4/15。 

396 台灣產業創生平台，保有「能力開放」思維，台灣大車隊集團發展以人為中心的高科技

生活產業，（2020/12/29 報導），https：//www.tw-ren.com/ch/blog/taiwantaxi，最後瀏覽日

期：2021/4/15。 

397 中時新聞網，東南亞獨角獸後的金庫資本/丁學文預告 9 月大動作，（2021/07/13 報導），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3003202-260405?from=copy，最後瀏覽

日期：2021/4/15。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986.html
https://www.tw-ren.com/ch/blog/taiwantaxi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713003202-260405?fro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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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車方案」398，放寬對計程車費率與車輛外觀等管制，鼓勵運輸業

者多元創新，以因應數位化的產業經營模式。雖然傳統計程車業者

所雇用員工多為專業司機，營運重點與共享平台難謂全然相符；但

本地業者戮力創新的方向與全方位爭取新成員加入的發展模式，即

使目前無法直接威脅 Uber 經營，但也具備在“未來＂威脅 Uber 獨

占地位的潛在能力。 

E. 效果要件：共享平台經濟規模極大，業者競爭多呈現為“competiton 

for the market＂的型態，難有多數廠商長期共存於共享市場。例如：

在美國市場僅有 Uber（市占率七成）與 Lyft（市占率三成）兩家業

者；在中國，2016 年間 Uber 因法令與文化等因素退出市場，亦由

滴滴出行成為新獨占者399。綜合前述五項要件，平台市場競爭乃呈

現創造性毀滅型態。 

3. Uber 不實廣告有阻礙市場進入之虞 

就 Uber 不實廣告是否阻礙創新活動而言，如若 Uber 不實廣告誤導司機

認為其為合法企業，並吸引大量兼職司機與車輛加入，自然導致企盼高度轉

型的台灣大哥大等業者，於招募兼職司機與紅牌營業車時，處於劣勢競爭地

位，影響其參與共享產業的創新機會與利潤實現，不利於潛在進入者的創新

競爭。而在美國費城 Uber 意圖獨占市場案中400，計程車行公會控訴 Uber 以

不實廣告吸引司機轉向該平台工作，影響合法計程車行生存。第三巡迴法院

                                                 

398  交通安全入口網，多元化計程車最快明年上路，（ 2016/10/26 報導）， https ：

//168.motc.gov.tw/theme/news/post/1906121101783，最後瀏覽日期：2021/4/15。 

399  林覺民，滴滴和 Uber 會再次面對面嗎？（雷鋒網，2021/07/05 報導），https：

//www.leiphone.com/category/smarttransportation/Cwrnn8ZGhwbi159k.html。 

400 Phila. Taxi Ass'n, Inc. v. Uber Techs., Inc. 218 F. Supp. 3d 396 （E.D. Pa. 2016）. 

https://168.motc.gov.tw/theme/news/post/1906121101783
https://168.motc.gov.tw/theme/news/post/1906121101783
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smarttransportation/Cwrnn8ZGhwbi159k.html
https://www.leiphone.com/category/smarttransportation/Cwrnn8ZGhwbi159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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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理該案時即指出：雖然費城出租車市場（乘客端）呈現相當程度競爭局

面，且 Uber 在該地出租車乘客市場並無獨占力或意圖獨占情事；但只要 Uber

是以不正當方式（wrongful means）而非高效率經營，在司機端，吸引司機到

該平台工作，即構成反競爭行為之違法要件。 

第二階段：本案是否存在反競爭效果  

1. Uber 市場界定 

界定 Uber 市場範圍必須考慮：該平台面臨司機端與乘客端的雙邊市場，

使其服務具有顯著的外部網路效果，因而有異於一般產業的單邊市場。然而

文獻對於 Uber 市場界定多忽略該等外部效果的影響，認為 Uber 平台兩邊係

同一市場之內，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垂直交易關係，從而主張 Uber 市場力量可

以常用的 SSNIP 等方式處理，並以單邊市場概念主張 Uber 與計程車業者共

同構成相關市場401，進而推論 Uber 尚未具獨占地位，亦不適用於濫用獨占力

量之規範402。 

但本研究強調 Uber 為一雙邊平台，其營運乃係透過演算法與數據，連

接乘客端與司機端等兩個市場。司機與乘客非但經由 Uber 進行交易，且司機

的收入或乘客效用也決定於另一方參與者的數量：乘客愈多 →市場愈大 →

                                                 

401 王立達，「競爭法如何因應數位經濟新經營模式」，公平會電子報，第 105 期， 2 （2018）；

甘琳，共享經濟平台於我國面臨之競爭法問題以 Uber 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

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7）。 

402 「路透社所調查的 11 位經濟學家認為，進入叫車應用市場幾乎沒有多少壁壘，因此這

將是一個充滿永恆競爭的產業；[Uber]對手 Lyft 甚至只需擁有約 20% 的市場份額就能

保持盈利。」參見騰訊科技，經濟學家：Uber 不可能獨霸叫車市場，INSIDE （2016/08/28

報導），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7056-uber，最後瀏覽日期：2021/07/16；甘琳、

王立達，「共享經濟有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 270 期，187 （2017）。 

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7056-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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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司機加入平台 →叫車更方便 →乘客愈多 → …。這使得 Uber 平台

具備顯著的外部經濟性，從而形成網路效果。此時，以需求替代性觀點出發

的 SSNIP 或 HMT 即很難精確地界定 Uber 的雙邊市場403。職是之故，以下嘗

試以供給替代概念，經由其仲介特性與交易成本，探討 Uber 在司機端的市場

範圍與獨占力。 

首先，本研究贊同文獻所稱：Uber 在我國乘客市場面臨線上預約車、傳

統計程車甚至大眾運輸者等相當程度的市場競爭404。而美國與歐盟多數判例

亦多認定 Uber 僅為一交通運輸服務業者405，並不具獨占地位。但是，Uber

在乘客端面臨競爭，並不代表其於司機端沒有市場力量。原因在於：界定 Uber

於司機端的獨占力尚須考慮 Uber 的交易相對人（司機）的交易成本與利益。

就該平台服務的供給方言，Uber 平台的線上媒合與動態議價系統，能（A）

提供司機離尖峰時段定價，對不同的時間段制定不同水準的服務價格，允許

Uber 得以依需求高低，為司機提供不同費率與所得；（B）Uber 允許司機有

                                                 

403 由於雙邊市場存在外部互補性，因此，利用 SSNIP 判定 Uber 提升仲介費率是否有利可

圖時，應綜合考慮乘客端市場與司機端的交互影響。然而 SSNIP 在界定市場範圍時，卻

侷限於單一部門產品的替代品多寡，僅能模擬在司機端（或乘客端）價格上漲是否使司

機端（或乘客端）的參與率降低，並不考慮 Uber 司機（乘客）減少、叫車不便（收入減

少）對乘客端（司機端）需求的減少。因此，在雙邊市場架構下，SSNIP 會低估 Uber 費

率上漲所導致整體銷售量之減少。亦即司機端費率上漲不但會使司機端需求減少，也會

波及乘客端需求，而使 Uber 整體銷售減少量超過單一部門減少量，並將無利可圖的漲價

誤判成有利可圖，使得界定的市場範圍過於狹窄。參閱 L. Filistrucchi, D., Geradin, E. 

Damme, and P. Affeldt, “Market Defin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ory and Practice”, 

TILEC Discussion Paper （2013）. 

404 實務上，Uber 來台營運之後，不分計程車行/個人司機；無線/沿路叫車、預約/現場叫車，

皆大力反彈，顯示 Uber 在乘客端市場確實面臨相當競爭。 

405  陳和全，演算法與聯 合行為等重大限制競爭 議題之研究 ，委託研究 報告 

（PG10806-0043），150 （2019）；甘琳、王立達，前揭註 4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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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選擇是否回應訂單，但傳統的計程車無權拒載；（C）Uber 事前將司機個人

資訊和預計到達時間一併發送給乘客，事後允許乘客評等司機服務。另就需

求方（司機）言，Uber 司機必須自配車輛，並多以兼差形式參與平台。以上

供需特性使得 Uber 營運模式與司機自行沿街攬客等一般計程車行並不完全

相同。再加上 Uber 為司機排除了申請個人車行的繁瑣手續、靠行月費等進入

障礙，為兼職者提供一個便利的就業管道。因此，在司機端，Uber 服務確實

不同於計程車行，而此等異質性即使無法足以使 Uber 獨立為單一市場，但亦

能提高 Uber 服務的異質性，賦予其於平台司機端相當獨占力量。 

2. Uber 與司機間是交易關係而非勞動關係 

由於 Uber 司機非但能選擇工時，也能自主決定是否接受 Uber 指派之乘

客，Uber 對於司機並不具實質控制力；再加上司機多以兼差方式，利用空閒

時間間斷地提供載客服務。就從屬性而言，司機實難謂 Uber 的專職員工，雙

方偏向交易雙方的對等地位，而非雇傭從屬關係。因此，Uber 招攬司機若涉

有不實廣告自應接受公平法規範，而非就業服務法406。 

3. 小結 

依據兩階段快篩分析，Uber 平台應屬科技創新服務，其招募司機的不實

廣告亦足以排擠其他業者招募司機的交易機會，不利於潛在競爭者的創新努

力與進入市場機會；再加上，Uber 演算法亦賦予其於司機端擁有相當獨占力

量。由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的欺騙行為，鮮有效率因素在內。因此，Uber

不實廣告應合致濫用獨占力之要件。 

（二） 電信業不實廣告案評析 

                                                 

406 甘琳、王立達，前揭註 402，198；甘琳，前揭註 401，1；王文宇，「從平台經濟論 Uber

管制爭議」，會計研究月刊，第 393 期，53-5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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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電信業不實廣告為例說明：依兩階段原則，即使在科技市場內，

獨占廠商散佈不實廣告，但只要不影響創新競爭，仍應視為對競爭對手的違

法行為，而非限制競爭行為。 

1. 事實概要 

台灣大哥大407與中華電信408分別於 2008 與 2018 年間因不實的電信廣告

為公平會處分。其中，台灣大哥大宣稱「網內網外最高送$3200 通話費」，但

實際贈送額度僅有 2,399 元，違反公平法第 21 規定。中華電信廣告則使用

台灣大哥大 （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以導引消費者點擊連結自

身網站，進而申辦電信服務，使台灣大哥大潛在客戶流失，減損交易機會，

構成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 

2. 案例研析 

即使在科技產業內，廠商散佈不實廣告是否構成反競爭效果，仍須以該

行為影響動態創新為前提。就本案而論電信通信產業確屬創新產業，而相關

廠商亦屬科技廠商。然而就行為、效果與時間要件而言，前開電信廣告僅是

以欺騙方式，增加自己產品銷路，並未影響產業創新活動或創新商品上市。

加以廠商競爭標的在於增加市占率而非取代對手，難謂構成影響創造性毀

滅。再加上即使不實廣告足以影響競爭對手銷路減少，但欺騙者自身產品銷

路的增加卻足以抵銷前者對總產出減少的影響，不至於減損經濟效率或市場

競爭。例如：中華電信以台灣大哥大之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導引客戶

點擊連結自身網站。此等行為雖誤導買方購買自身服務，導致競爭對手客戶

流失，但一增一減之下，產業總產出並未減少。因此，即使兩家事業在科技

                                                 

407 97 年 1 月 18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05 號處分書。 

408 107 年 7 月 26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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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內皆處於獨占地位，且廣告不實亦構成違法行為要件，但就經濟效率而

言，不實廣告並未顯著影響市場競爭，基於反壟斷不干涉瑣事原則，公平會

以公平法第 25 條處罰該等違法行為，自屬允當。 

 

第二節  行為主體與構成要件適用 

第一項 行為主體 

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禁止不實廣告之行為主體為「事業人對於自己供

給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從文義解釋的觀點，本條僅適用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

務之廣告主；對於未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等事業，即

欠缺適用本條規範主體之適格。至於實務則採廣義解釋的立場，擴張本條規

範之行為主體範圍，東京高等法院認為如次事業人皆有可能適用本條規範：  

（一）自己或與他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二）依據他事業

人相關說明，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三）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事

業人。 

相對於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美國 FTC 法第 5 條、歐盟不公平商

業行為指令、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及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主體，並未

限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事業，是以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主、廣告

代理業、廣告媒體業或廣告薦證人，皆有可能具備不實廣告行為主體之適格。

例如，美國 Sensa 減重產品案，FTC 認定廣告主及其關係企業、公司執行長 

（CEO）、產品薦證專家等均得為不實廣告行為人。又如，我國東森電視購物

台案，高等行政法院以電視購物台製作、拍攝及公開播放系爭廣告，且接受

廣告商品訂貨、送貨、開立發票及售後服務，內部關係與廣告主為利益共享

之合作銷售，對外關係則為消費者之交易相對人等理由，爰認定該電視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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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為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 

我國司法實務就平台與供貨商間之主體性認定有採實質認定原則之見

解，參採何者為商品交易流程主體、開立發票名義人、獲取售價差額利潤、

消費者信賴及認知之交易對象等因素，然購物平台、量販店等大型通路商為

規避法律責任，常透過契約將合作模式包裝為代銷契約，而供貨商受制於對

大型通路商的交易依賴關係、締約地位不對等因素，通常別無選擇只能配合。

學者吳秀明認為，在廣告行為過程涉及諸多行為人中，合理的適當劃定「廣

告主」範圍之判斷標準為：「決定廣告所含有之不實或誤導資訊之內容並使

其散布傳播」及「廣告主之廣告行為須構成營業交易之競爭行為」。 

本研究亦肯認此見解，認為行為主體認定關鍵在於參與廣告內容決策過

程的關鍵性角色及其影響力，並因此從事市場爭取客戶之競爭行為。即廣告

主係透過廣告建立起自己為商品提供者與該商品市場競爭關係之連結要素。

準此，在不動產銷售中，究屬承銷、包銷、代銷或跑單等建商與預售屋承銷

事業間之基礎原因關係為何，究非影響其成為不實廣告行為主體之判斷要

件；而平台業者或廣告代理商或廣告媒體業、商品代銷商身分，若僅單純收

取廣告製播費用或代銷商品傭金，實質上非屬在廣告所宣傳商品之市場從事

爭取顧客營業活動之競爭單位，亦非屬不實廣告之行為主體。即認定不實廣

告行為主體時，應回歸將不實廣告欠缺真實性之形成基礎決策者為誰，其是

否在市場從事爭取客戶之競爭行為為斷。 

第二項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有關不實廣告之構成要件，美國 FTC 法未明定「欺瞞行為」之內涵，實

務運作主要由 FTC 政策聲明揭示如次違法判斷原則：（一）使消費者誤認之

虞的表示、不表示或習慣；（二）使合理消費者誤認之虞的行為或習慣；（三）

重要之表示、不表示或習慣。此外，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禁止不實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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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區分為優良誤認表示（第 1 款）、有利誤認表示（第 2 款）及主管機關

指定之不當表示等三類型。其中針對優良誤認表示類型，同法第 7 條第 2 項

設有「無實證廣告」規範，廣告表示若係涉及商品或服務有一定效果、性能

等事項，賦予主管機關得限期命當事人提出合理依據資料之權限；逾期未提

出者，視為成立優良誤認之不當表示。 

至於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禁止廣告「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內涵，

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第五、六點揭示其判斷原則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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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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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要求事業對其所銷售之商品

或服務，於廣告及其他公眾可知悉之方法中，應為真實之表示，以確保市場

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不因不實宣傳內容而受損害，其所非難者，乃

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規範重點在於廣告整體效果是否客

觀上有使一般人陷於錯誤之虞，而廣告之表示或表徵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之情事，只要事業出於商業競爭之目的，只要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以不實宣傳內容爭取交

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可即能損害市場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而應

受非難者。 

由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一項在立法用語上採「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

上，…」禁制性立法用語409，準此，事業倘於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就商品（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

                                                 

409 92 年 4 月 24 日，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43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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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認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而該當不實廣告。 

第三項 特定多數人/不特定多數人 

公平會在此將「一般」或「相關」大眾並列，似乎將廣告表示之對象涵

蓋「不特定之一般」或「特定之相關」大眾。惟同處理原則第三點，解釋公

平法第 21 條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卻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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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衍生出「特

定」之相關大眾是否為廣告表示對象之疑義?行政法院見解，例如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92 年訴字第 50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判字第 1669 號判決，對

於以特定對象之公司內部員工作為教育訓練使用之文宣，認定其非屬公平法

第 21 條所稱之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再從比較法之觀點，日本贈品

表示法第 5 規定不當表示之效果為「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

擇之虞」，僅規範以不特定消費者為廣告表示之對象；對照之下，我國公平會

處理原則涵蓋「相關」大眾亦為廣告表示之對象，逾越「使公眾得知方法」

之廣告規範範圍，可能導致處分案件滋生爭議。 

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不實廣告，係直接於商品、廣告、或「以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實務見解更

指出，當表示或表徵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並不以實際上確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為必要，只需客觀推論上，足以引

起錯誤認知或決定即足，亦即，廣告如有可能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

之抽象危險，即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並不以「實際已引起相當數量消費

者之錯誤認知」為前提410。次按，不實廣告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其對象如為

                                                 

410 98 年 10 月 8 日，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1219 號判決、98 年 4 月 30 日，98 年裁字

第 1044 號裁定、98 年 4 月 30 日，98 年裁字第 1045 號裁定、98 年 4 月 30 日，98 年裁

字第 1046 號裁定，以及 87 年 4 月 3 日，87 年判字第 57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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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定之多數人，則足認該不實廣告已達前開「客觀上足以誘使相當數量之

交易相對人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之程度411，此見解亦為所肯認。 

惟，公眾在涵攝上，究係特定多數人或不特定多數人? 我國司法實務雖

有見解認為所謂廣告，係將特定商品或服務，藉由一定之媒介，向不特定人

或特定多數人推介之行為412。然最高行政法院亦曾於判決中指出，廣告係透

過人為媒體以其事布告於眾，並對不特定大眾傳達商品之存在及特徵413；所

稱公眾，並非以數量眾多之多數人為限，凡以公開方式使不特定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傳播行為，皆屬該條規範範圍414。例如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

字第 7 號判決中，指出原告自承系爭廣告係「用於對準顧客之一對一說明」，

故系爭廣告之對象，核屬不特定之多數人。從而，無論系爭廣告是否已實際

引起相當數量消費者之錯誤認知或決定，系爭廣告顯有可能引起一般或相關

大眾錯誤認知之抽象危險，核屬客觀上足以誘使相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引起

錯誤認知或決定，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之規定415。

                                                 

411 87 年 4 月 3 日，最高行政法院 87 年判字第 570 號判決、89 年 3 月 30 日，89 年判字第

941 號判決。 

412 99 年 12 月 23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322 號判決中，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

公司及家樂股份有限公司於「到家樂福用消費券每滿 3600 元送 7200 元滿額折價券」活

動廣告，刊載「滿額折價券使用注意事項」、「商品任您買（菸類除外）」等與「滿額折價

券」等內容與實際使用不符，涉有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413 100 年 9 月 2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09 號判決。 

414 90 年 5 月 3 日，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判字第 722 號判決中，三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人

檢舉其所興建「夏威夷」建物刊登之廣告廣告物（包括三陽大地銷售海報與平面圖冊、

三陽夏威夷銷售海報與平面圖冊、導覽手冊（淡水）、施工手冊（品質誠信）、派夾海報

（縱身夕照念三千俯瞰江濤話壯闊、夏威夷讓你再靠近一點玩沙、看海））等與實際用途

不符，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情事，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 

415 99 年 4 月 3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7 號判決，係原告於系爭廣告 DM 上

所宣稱之「誘導脂肪燃燒」、「不靠運動」、「不算熱量」、「不靠毅力」、「不回胖」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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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似又應解為使不特定多數人接觸始該當不實廣告構成要件。 

惟，現今網路平台之廣告宣傳，常利用社群網站的私人或群組訊息提供

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或利用各種網路科技輔助，將商品或服務的資訊精準推

播給事先篩選的特定消費者，而不再如同傳統廣告般，係以不特定多數人的

視聽者為資訊受眾的隨機推播。此類僅以特定人為對象的訊息傳播行為，是

否不屬於公平法所欲規範的廣告？非無疑問。 

參照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在修法後明定「本法第二十二條至

第二十三條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

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

可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2015 年修法使原規定使「不特定多數

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改為使多數人知悉之標準，即係考量因應企業

經營者對於加入會員之特定多數人發送廣告，為實務上常見的行銷模式，為

避免解釋上之疑義，爰刪除「不特定」文字。是以，於現行消費者保護法下，

企業對於特定多數人發送宣傳內容之行為，亦該當於該法所規範之廣告，已

無爭議 。 

現行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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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點卻指出，第 21 條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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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格的

文義解釋下，則於事業以「特定多數人」為對象發送訊息的情形，似難滿足

實務見解中對於「廣告」所設定的「不特定大眾」的要件，亦非屬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傳播資訊之行為；甚至，於網路廣告實務上常見之會員制以特

                                                                                                                                      

終生維持」等語，依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3 月 5 日衛署食字第 0980005714 號函意見，及

該等宣稱欠缺客觀科學驗證或醫學臨床試驗之事實，洵堪認定系爭廣告所為宣稱，乃明

顯與事實不符，且非交易上一般可接受之差異，而構成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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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少數人為對象個別發送資訊之情形，更難謂屬於廣告或使不特定公眾得知

之方法。 

參考本文前述外國立法例，在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規定不當表示之效果

為「致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僅規範以不特定消費者

為廣告表示之對象實務，惟在歐盟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 DIRECTIVE 

2006/114/EC 相關規範內容，如第 2 條（a）就廣告所下之定義，所謂廣告是

指以任何形式與貿易、商業、工藝或職業進行代表，以促進貨物或服務的供

應，包括不動產、權利和義務；而同條（d）規範之誘導性廣告，定義為任何

廣告，包括其經手處理或接觸（reaches）其展示、欺騙或可能欺騙之人，以

及由於其欺騙性而可能影響其經濟行為或因這些原因傷害或可能傷害競爭對

手的任何廣告，亦未就推播對象進行任何限制。另就歐洲議會內部政策總局

有關經濟和科學政策分組曾有研究報告指出，將廣告包裝成個別消費者接收

到交易資訊的方式（“tell a friend＂簡訊），屬新形態的誤導性廣告。而美國

FTC 曾於 2000 年時發布網路廣告及行銷原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揭示網路廣告必須告知事實，不得誤導消費

者（Advertising must tell the truth and not mislead consumers），且網路廣告的

宣稱須有所本。依原則之 General Offers and Claims 指引指出，就網路廣告內

容所提供及主張的產品和服務有下列情事就可能構成欺罔（deceptive），包括

了（一）誤導消費者，和（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行為或決策。並

未就推播對象限於不特定多數人外，另針對以兒童為對象之廣告，更具體要

求賣家在以兒童為對象進行廣告時，應特別注意不要歪曲產品或其性能。準

此，反面解釋下美國法亦未將特定相對人推播之廣告排除在不實廣告規範審

查之列。 

對此爭議，亦有研究團隊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廣告」與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實不應限於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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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者 ，其理由為：（一）公平法第 21 條之立法目的在於禁止事業透過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資訊爭取交易機會，藉以保護效能競爭不因消費者遭交

易資訊誤導而破壞，既如前述。則從目的解釋的觀點，不論資訊提供對象是

否為不特定的多數人，只要從事業的角度，係對於潛在的交易對象發送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的事項，即可能影響其潛在交易對象基於正確資訊作成合理交

易決定的機會，而有影響效能競爭之虞。因此，即便為事業針對特定多數人

所發送的商品或服務資訊，亦應列入本條第 1 項的規範對象，方屬合理。（二）

公平會對於網路廣告定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依據該原則第 2 點，所謂網路廣告係指「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以網際

網路為媒介，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以招徠交易機會之傳播行為。」

此定義著重於招徠交易機會資訊的提供行為，而未限制其提供對象為特定人

與否。（三）倘公平會與法院實務將不實廣告之「廣告」定義涵攝時，限於以

對「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傳播行為，導致為招徠交易

而針對特定少數人甚或多數人提供商品服務資訊的行為，卻因此被排除於不

實廣告的範疇外，顯有未洽416。 

身處網路世代，網路行銷之廣告精準推播已是網路平台應用大數據分析

下之必然服務模式，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之立法目的，重點係在於事業招徠交

易機會資訊的提供行為，是否透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資訊爭取交易機

會，而致效能競爭因消費者遭交易資訊誤導而破壞。推播對象為特定多數人

或不特定多數人，應非爭執重點。本研究認為，當公平法第 21 條之「公眾」

構成要件並未限定適用於特定多數人之情況下，且公平會在「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之廣告定義亦未限於使用特定多數人時，

可透過目的性解釋，不再拘泥於廣告推播對象是否有特定人之限制，以因應

網路廣告發展趨勢，真正落實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範目的。 

                                                 

416 陳皓芸，前揭註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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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通常認定涉案廣告合致「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要件，即推定其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鮮少實際調查消費者誤信廣告

之事證；例外在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被處分人主張系爭廣告僅占其全

部官網瀏覽量之 0.5%～0.6%，顯示消費者關注度極低；對此抗辯，公平會以

系爭不實廣告之實際瀏覽量高達 51,870 人次（105 年 12 月）及 47,031 人次

（106 年 1 月）為由，堪認受害人並非少數，爰認定其足以誤導一般消費者。 

美日執法機關，常以具體數據證明不實廣告影響交易之效果。在美國

FTC 法第 5 條案例，Lord & Taylor 時尚女裝案，涉案推薦文發表後，僅僅二

天就有超過 1,140 萬人瀏覽系爭網頁，Lord & Taylor 的 IG 帳號，湧進 32 萬

8,000 則品牌參與留言，新款女裝隨即售磬；Machinima 電玩遊戲案，系爭聯

播網每月合計約有 30 億人次 YouTube 瀏覽紀錄；Warner Bros.電玩遊戲案，

YouTube 、Twitter、Facebook 等網路媒體播放推薦系爭電玩遊戲之宣傳動畫，

合計有 550 萬人次瀏覽紀錄。在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案例，大日堂護眼健

康食品案，被處分人提出涉案商品購買者之訪談紀錄、使用意見、再次購買

比率等資料，非以相當多數母體隨機抽樣方式得出，且商品實驗對象分別為

平均年齡 24.6 歲 10 名、32.6 歲 20 名等人士，有別於涉案商品適用於中高年

層人士之使用態樣；村田園萬能茶案，對於一般消費者購買綜合茶實施問卷

調查，有關「選購之重點為何?」、「原料之原產地?」、「選擇使用國產原料商

品之理由為何?」等提問，57%回答「原料之原產地」、72.2%回答「國產」、

選擇國產原料超過七成回答「感覺安全」或「可以信賴」。 

由於廣告主係透過廣告建立起其自己之商品或服務與該商品市場競爭

關係之連結要素，而在廣告所宣傳商品之市場從事爭取顧客營業活動，倘公

平會在個案執法時能參考外國案例，就個案之具體數據證明不實廣告影響交

易之效果，更有助於執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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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舉證責任 

第一項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舉證責任之問題 

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第 21 條規定其違法構成要件及廣告主與

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廣告薦證者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至於認定涉案

廣告是否合致違法構成要件之舉證責任，同法未設有特別規定。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該條前段即明白揭示行政程序採職權調查

主義，行政機關為調查確定事實所必要之一切證據，應依職權調查事實，以

確保行政行為之合法性及實現公益之目的。故行政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當

事人意思之拘束，而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417。 

司法實務見解，最高行政法院 39 年判字第 2 號判例，即已宣示行政機

關對於調查事實負有舉證責任之意旨：「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又行政官署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實證

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此外，近期有關「全球華人

藝術網案」訴訟發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9 年度簡上字第 79 號判決廢棄

原判決，嗣後臺北地方法院於發回更審作出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

針對本件有關引人錯誤表示之舉證責任分配之爭點，揭示基本分配原則，即

行政機關應對作成處分係符合法定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行政機關舉

證成立，就原處分合法性之否定，即應由主張法定例外要件事實之存在者承

                                                 

417 李汝婷，「論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職權調查證據於商標爭議案件中之適用」，智慧財產權，

第 189 期，37-3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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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舉證責任。據此原則，該判決認定本件被告 （公平會）應就系爭廣告有構

成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對於與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行政法上義務違反，而構成同法第 42 條前段之

裁處要件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另由原告 （被處分人）就所主張法定例外要

件事實之存在，承擔舉證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790 號判決載稱，應

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

其要件者，推定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

業經大法官釋字第 275 號解釋在案，原告於系爭廣告未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

失，其縱無故意亦有過失，即應受罰。而早在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1221 號判決，以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

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

過失時，即應受處罰為由，爰認定本件雖無證據足以證明上訴人有故意刊登

系爭廣告之違章行為，但因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對系爭廣告之刊登並無過

失，且以其既委由佳澍科技公司負責廣告行銷，自應注意廣告內容，且亦能

注意而未注意，縱無故意，亦難脫過失違章責任，乃係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禁

止規定之行為人。如此判決之重點，應係在於強調廣告主負有廣告內容真實

性的審查義務，對於不實廣告課予廣告主推定過失之主觀違法要素，是以廣

告主應承擔推翻過失推定之反證舉證責任，其與公平會處分不實廣告負有證

明合致違法構成要件之本證責任，二者舉證責任主體及待證事項本質迥然不

同。換言之，即使廣告主未能善盡證明對於刊登不實廣告並無過失之反證責

任，公平會處分涉案不實廣告仍然負有證明其合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等違法構成要件之本證責任。 

第二項 公平法引進無實證廣告規範之可行性 

如上所述，在我國現行法制要求下，公平會查處各類不實廣告案件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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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其合致違法構成要件之舉證責任，如此可能超過公平會有限行政資源及

專業能力之舉證負擔；雖然對於其中標榜顯著效果或功能之涉案廣告案件，

得以移請相關主管機關調查或委託專業機構鑑定，但因此難免有程序延宕以

致無法及時遏止違法狀態的負面效果。相對之下，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美日

等國規範不實廣告規範之法制，允許主管機關得命行為人提出廣告真實性的

證明。依此觀點，以下探討公平法引進無實證廣告規範之可行性。 

一、消費者權益與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關係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

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本條規範意旨，可謂從確保當事人締約

地位對等以實現契約公平正義的觀點，將廣告內容視為契約一部分，課予廣

告主契約成立後之履行債務負擔418。此外，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

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得令企業經營者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廣告真實性規定，與公平法第 21 條禁止不實廣告

規定的差異在於419：1.消費者保護法之廣告真實性規定，旨在確保消費者權

益，給予其最低契約內容程度的保障；公平法禁止不實廣告，係以維護市場

公平競爭為保護法益，消費者享有間接保護的反射性利益（同法第 1 條立法

目的）；2.消費者保護法規範，重在確保廣告內容的「真實」， 企業經營者負

有證明其廣告符合真實性的義務（同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公平法禁止不實

                                                 

418 學理上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何以將廣告內容視為契約一部分規定之依據，學者間有

當事人約定說、法律規定說等不同見解。參照黃明陽，「廣告規範實務－以消費者保護法

為中心－」，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22 輯，12-13（2018）。 

419 顏廷棟，「開放空間違規使用之法律問題探討」，消費者保護研究，第 19 輯，15-1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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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範圍涵蓋「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禁止規定較為嚴格；3.

不實廣告之損害賠償責任主體，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為廣告主、媒體經營者（同

法第 23 條）；公平法規定除廣告主、媒體事業外，尚包含廣告代理業、廣告

薦證者（同法第 21 條第 4 項），其連帶損害賠償體制較為充實；4.消費者保

護法，設有損害賠償團體訴訟制度（同法第 50 條），有利於不實廣告之多數

被害人起訴求償；公平法設有以侵害人不法所得利益作為損害額之推定規定

（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有助於被害人計算不實廣告之損害額。 

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雖有上揭各點差異，惟二

者之規範功能有相輔相成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廣告真實性規定，在

個別契約保障消費者相信廣告內容的意思表示形成決定，賦予消費者得依廣

告內容請求廣告主提出給付之權利，此與公平法第 21 條禁止不實廣告以維護

交易相對人「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作出正確判斷，

同樣皆有平衡契約當事人資訊地位不對等、實現契約公平正義的規範功能；

另一方面，公平法第 1 條規定所謂「維護消費者利益」，係指依照同法第 21

條禁止不實廣告以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公共利益，同時達成整體對於一般消

費者權益保障的立法目的，二者互為表裡一體關係。 

從比較法之觀點，美國 FTC 法及日本贈品表示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

同樣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功能。其中日本贈品表示

法，原本歸屬獨占禁止法之競爭法規範體系，在 2009 年修法移由消費者廳主

管管轄，立法目的雖從事業人供給方「確保公平競爭」，轉換成維護消費者需

求方「自主性合理選擇」之文義變更，實質上二者規範仍為表裡一體關係。

即贈品表示法保護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個人意思決定自由，同

時得以改善市場交易環境效果，達成維護整體消費者利益機能，此與獨占禁

止法第 1 條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之立法目的相通，是以在日本公平會執

法時期訂頒之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有關無實證廣告規範之運用指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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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由主管機關之消費者廳執法繼續沿用。 

歸納上述論點，我國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法之立法目的互為表裡一體關

係，二者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功能相輔相成，參照日本贈品表示法規範無實

證廣告之法制演進，公平法應有引進消費者保護法命廣告主證明廣告真實性

規範之必要性。 

二、舉證責任之程序正義保障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只要主管主管機關認為企業

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即得命企業經營

者提出該廣告真實性之證明，對此提出命令未明確設有行政權發動的限制條

件。相對之下，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有關無實證廣告規範，判斷涉

案廣告是否合致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之優良誤認不當表示，主管機關認為必要

時，始得限期命廣告主提出證明該表示有合理依據之資料，如此賦予主管機

關於「必要時」命提出證據之行政權限，較能保障廣告主在調查程序免受主

管機關恣意判斷的行政權侵害。 

日本公平會為明確闡釋主管機關如何認定「必要時」得命提出廣告表示

依據之要件，爰在 2003 年訂頒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之運用指針，即揭示

如下適用原則： 

（一） 無需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例如原料、

成分、容量、原產地、等級、住宅對外交通及周圍環境等事項，

通常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即可判斷其與

廣告表示是否相符者。 

（二） 需要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若是涉及瘦

身效果、空氣清淨機能等效果、性能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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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

若委由專業機構調查、鑑定以證明其效果、性能是否符合廣告表

示，必須耗費相當時間，在此期間該商品或服務持續銷售，有擴

大被害消費者之虞者。 

參照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7 條第 2 項運用指針之適用原則，設若我國公平

法引進該無實證廣告規範，以上揭公平法不實廣告處分案為例，公平會是否

得命提出廣告實證依據之證明，說明如下： 

（一） 不得命提出實證依據證明之廣告，例如表示住宅對外交通及周圍

環境事項： 

1. 「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案，建案廣告「生活筆記書」宣稱「水岸第

一排，享受大尺度的視野景觀」用語。 

2. 台糖「都會金龍楠梓三期」不實廣告案，廣告文字記載：「基地位

置：１、位於高雄市楠梓區○○○○道東側，屬都市計劃住宅區，

座落於高雄市楠梓區○○○○段一一三 、一一八內、一一九及一

二一地號等四筆土地。２、本案基地內一二０地號一筆為都市○○

○○○道路、產權歸屬台糖不予出售移轉。」等語，再於該廣告左

下角繪有粗圖標示基地座落「都市金龍」，一側「高楠公路」、另一

側為「德民路」。 

3. 「振堡懷石」建案預售屋廣告不實案，廣告刊物載稱「雙車位」，

並於內頁所附「全區平面配置參考圖」及「3D 剖面透視示意圖」「A、

B、C、特 C、特 E 平面配置參考圖」「特 F 平面配置參考圖」繪示

該建案房屋前院位置兩輛汽車併停及 1 樓庭院位置停放車輛之圖

樣，另於廣告宣稱「台灣『首座』會呼吸的房子」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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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得命提出實證依據證明之廣告，例如表示第一、一定效果或性能

事項： 

1. 「全球華人藝術網」案，在「臺灣新銳藝術家特輯」、「2016 臺灣

新銳藝術家特輯」之內頁廣告、系爭網站，宣稱所經營的「全球華

人藝術網」網站是「臺灣 Yahoo、Google 兩大搜尋引擎，榮獲網路

搜尋『藝術』第一名」等語。 

2. 「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於其公司網站刊登跨年網速實測廣

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等圖文；並發

布新聞稿，載有「在 2017 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信界

亮眼成績，……跨年尖峰時段 22：00-00：30 進行 4G 實測，台灣

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及「根

據 2016/12/31 跨年夜全台 9 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段 22：00-00：

30 的實測結果，……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語。 

3. 「東森電視購物台」案，在東森電視購物台刊播「柚乾柚淨柚子精

油洗衣粉」商品廣告，宣稱「可以快速洗淨醬油、果汁、鋼筆水、

印章、指甲油、機油、芒果汁、櫻桃汁、檳榔汁、番茄醬、蠔油、

重油污等難纏污垢」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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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行為數認定與裁處權時效 

第一項 行為數 

行為數認定影響了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適用420。就前揭案例中，最高行

政法院在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

訊案421中闡明，有關行為數之認定，必須要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觀察，而採

「分別處罰原則」申言之，不論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或不同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均予以分別處罰；而在捷元電腦不實廣告案422中，認定行為

數係以真正數個廣告行為之決意乃原告與訴外人東森得易購公司及東森購物

公司所共同組成之「商品審議會」中，確認原告所提報之商品得以上檔行銷

後，原告即與上開 2 家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

最高行政法院透過真正廣告行為數量之決意，再加上「商品審議會」、商品上

檔行銷與 2 家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復以，依

據原告於不同之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

等因素，乃基於 2 次以上的行為決意，而實施 2 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

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 

一、基礎原則：具體個案事實綜合判斷 

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

須就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

且於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

                                                 

420 劉建宏，「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中行為數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290 號判決

評析」，月旦裁判時報，第 62 期（2017）。 

421 103 年 11 月 20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6 號判決。 

422 97 年 3 月 2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第 16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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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423。然廣告乃集合性概念，通常有多次

利用傳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之目的，此時違法行為數又應如何認定？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明文「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

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

定之罰鍰最低額。」本項意在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行為，予以相同或類似

之措施多次處罰，致承受過度不利之後果。易言之，當一行為已受處罰後，

國家不得再行處罰；且一行為亦不得同時受到國家之多次處罰。而所謂「一

行為」，其概念包含「自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 。又所謂自然一行

為，乃指行為人本於一個意思決定，在外界現實上形諸於外單一之身體舉動，

或應為舉動而消極不為舉動；或者本於單一決意所為數舉動在時間空間密接

關係下，以自然意義觀察仍可視多數舉動為單一作為者。至於法律上一行為，

則指透過應然規範面，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視為法律上單一行為，例如相同

舉動具有反覆實施性質之營業行為，但主管機關裁處後即切斷其單一性 ，如

刑法之結合犯、集合犯、想像競合行為等。至於行為人本於數個意思決定，

在外界現實上表現為數舉動，且自然意義觀察上無法評價為單一作為，而非

自然一行為，另法律又未將此等自然數行為規範為單一行為評價者，則係數

行為，自不受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之拘束，且依同法第 25 規定：「數行為

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自應分別處罰之。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388 號判決，所謂「一行為」，須就

具體個案事實情節依據行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

害法律效果，斟酌被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

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 

二、主觀決意過程判斷 

                                                 

423 法務部 96 年 11 月 07 日法律字第 09600355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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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複數刊播行為究係一行為或數行為之認定標準，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10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424決議見解，藥事法第 65 條：「非

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違反此規定者，應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裁罰。因此，

藥事法第 65 條係課非藥商不得為藥物廣告之行政法上不作為義務。又同法

第 24 條規定：「本法所稱藥物廣告，係指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

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而「廣告」乃集合性概念，一次或多次利用傳

播方法為宣傳，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均屬之。非藥商多次重複地利

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行為，如係出於違反藥

事法第 65 條之不作為義務之單一意思，則為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之接續

犯。該多次違規行為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於主管機關裁處後，始切斷

違規行為之單一性。依題意，甲係出於同一招徠銷售「遠紅外線治療儀」之

目的，在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共 41 日期間，擅自刊播該

藥物廣告達 76 次，核其時間密集、行為緊接，如無其他相反事證，應可認

為是出於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單一意思，該當於一個違反藥

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為一行為而非數行為。 

準此，非藥商出於同一招徠銷售同一藥物之目的，在接續之 41 日期間，

擅自刊播藥物廣告達 76 次，其時間密集、行為緊接，如無其他相反事證，應

可認為是出於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單一意思，該當於一個違反

藥事法第 65 條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應解為一行為而非數行為。惟必須注意

                                                 

424 本次會議討論問題為，甲公司非藥商，經查獲於民國 10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23 日間在

高點綜合臺、GTV 八大戲劇臺、ETTV 東森戲劇臺及綜合臺、GTV 娛樂 K 臺、好萊塢

電影臺等頻道，宣播「遠紅外線治療儀」（中文品名：仙佳美遠紅外線治療器，許可證字

號：衛署醫器字第 002838 號）藥物廣告。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甲公司非藥商擅自刊播藥物

廣告共 76 次，違反藥事法第 65 條規定，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及行政罰法第 25 條規定，

按次裁處罰鍰新臺幣 20 萬元，合計 1,520 萬元。問：甲公司之刊播行為應論以違反藥事

法第 65 條之一行為或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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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此聯席會議決議見解，係將上開時間密集、行為緊接之多數違法刊播

廣告舉動，視為一行為之判斷，重點在其為行為人自始即出於單一決意，故

合於前述自然一行為之概念。倘事業基於單一決意而於不同媒體刊播，雖客

觀上將其認定分屬不同行為，便利裁處機關就違法行為之認定，然此見解顯

然乎略了行為人主觀決意是否為單一意思之要件，亦與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10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之意旨相違。本研究認為公平會目前認

定廣告主就同一商品或服務刊登所有不實廣告內容，倘具時間密集、行為緊

接態樣者，應屬同一違法行為之執法立場，當予肯定。 

倘若行為人本於數個意思決定，在外界現實上表現為數次違法之廣告刊

登行為者，自然意義觀察上即無法評價為單一作為，而非自然一行為。另參

照關於食安法上違法廣告行為之次數認定與處罰之評價之見解，衛福部參照

食安法第 55 條之 1 之授權訂定公布之食安法行為數認定標準，如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07 年度簡上字第 6 號判決425中指出，食安法行為數認定標準第 3 條

雖定有各款實施違反食安法第 28 條廣告限制規定之行為數所應判斷之基

準，包括：不同品項產品、不同版本廣告、不同刊播媒介個數、不同日刊播

等，然實際判斷行為數時，依同認定標準第 4 條規定，仍應斟酌違反之動機

及目的、違反之手段、違反義務之影響程度、違反義務所致之所生危害及損

害等等，才得完整界定違法應受評價、處罰之行為數，也不得因個案事實中

                                                 

425 107 年 10 月 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簡上字第 6 號判決，本件行政訴訟起因於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民國 105 年 2 月 16 日認定被上訴人於其官方網站刊登系爭兩產品之

廣告，所各自宣傳之內容，以其等傳達消費者之訊息整體觀之，已暗示或影射該產品有

改善體質之功效，實質上確屬涉及強化生理功能或改變身體外觀，在客觀上易引起消費

者有使用該產品後得預防相關疾病及改善生理狀態等整體印象及效果，進而引起購買慾

望，核確有誇張或易生誤解情形，故上訴人認定系爭廣告違反食安法第 28 條第 1 項，依

同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以 105 年 4 月 14 日府衛食藥字第 1050086880 號裁處書，就二

刊登廣告違法行為各裁處新臺幣 15 萬元之罰鍰，合計共處罰鍰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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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食安法行為數認定標準第 3 條各款之判斷參考基準，即機械性認定不同

品項產品（該條第 1 款）或不同日刊播（該條第 4 款）之廣告，即當然屬於

數次違反食安法之廣告行為。 

參照食安法上違法廣告行為之次數認定與處罰之評價，尚不得無視個案

行為人決意違法之次數，與基於決意表現於外在之舉動次數，也不應曲解最

高行政法院上述聯席會議決議之整體意涵脈絡，而機械性地誤認為「同一行

為人在密接時間內多次違法刊播廣告，均應一概視為單一行為」426。衛福部

訂定公布之食安法行為數認定標準，並未將此等自然數行為擬制規範為單一

行為評價，若行為人明顯出於複數之決意，針對不同品項產品，製作不同廣

告頁面，各自獨立刊載不同產品之違規廣告內容者，並非單一行為，而應屬

數違法廣告行為。如此認定食安法違法事件適用行政罰法應評價、處罰之行

為數，才符合最高行政法院上開庭長法官聯繫會議決議之真意427。 

三、客觀評價廣告常有持續性及反覆播送之態樣 

參照法務部就擅自執行記帳士業務之違章行為所為解釋，並認執行記帳

士業務行為因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及持續性特徵，得認為符合法律概念上之

「一行為」428。而在雇主涉有未經許可聘僱行蹤不明外國人之違法行為案中，

法務部認定其並非屬「執行業務行為」，未具反覆性及持續性特徵，按涉案人

係分別於 103 年 5 月及 104 年 3 月經查獲聘僱不同之外國人於不同地點從事

工作，故其二次違規行為間已不具有時空密切關連，應認其多次違法聘僱外

國人之行為係屬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數行為」，而得分別處

罰。本件中，由於行為人所涉未經許可聘僱行蹤不明外國人之違法行為，並

                                                 

426 劉建宏，前揭註 420。 

427 劉建宏，前揭註 420。 

428 法務部 100 年 4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0000943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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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執行業務行為」，未具反覆性及持續性特徵，與符合法律上一行為情形

不同，故而應視行為人多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是否具密切時空關聯，

以同一方式重複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而判斷其行為數429。 

綜上行為數認定基準，適用在不實廣告案件中，需分別就主觀決意及客

觀行為態樣觀察之。倘行為人出於單一決意，為同時達成促銷之目的，在「一

次製作之同一廣告頁」當中，登載不同品項之產品，且各產品均涉有公平法

所禁止之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廣告內容者，即便廣告內容涉及不同品項之

商品或服務，甚而可能在密接時間內，多日重複刊登該同一廣告頁，考量行

為人違法動機與目的之行為決意，以及違反手段在時間上之密接性，仍應以

單一行為評價之；然而，若行為人明顯出於複數之決意，針對不同品項商品

或服務，製作不同廣告頁面，各自獨立刊載不同商品或服務之違規廣告內容

時，即使行為人在同一日內將不同行為決意完成之不同廣告先後予以公開，

因行為人出於複數行為決意而為複數廣告行為，本屬自然數行為，也不能因

刊登公開日單一、時間密接，就認為是單一行為。 

長期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在法律上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該

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得藉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

違規行為之次數，即因行政機關裁處後，始中斷其接續性，而區隔為一次違

規行為，嗣後行為人所為該當構成要件之違規行為，始為另一行為之開始430。

又，宣傳或廣告之處罰應按其違規行為數，一行為一罰，至於是否同一產品，

則非所問。即使為同一產品，但有多數之違規廣告行為時，仍應分別處罰431。

然此所謂「一行為一罰」，係指一「廣告行為」一罰，而非一「廣告物」一罰。

換言之，如廣告物係同一廣告行為所散布者，則僅能為一處罰，而不得因嗣

                                                 

429 法務部 107 年 8 月 30 日法律字第 10703512920 號函。 

430 105 年 11 月 25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23 號判決。 

431 衛生署衛署食字第 8600392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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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發現前廣告行為所散布之廣告物，即繳清罰款並通知全省往來藥局（房）

將廣告單交付原告之業務人員帶回銷毀，其間容或有極少數藥局（房）仍舊

私藏沿用，致又遭被告於 86 年間查獲系爭廣告物。倘有先前廣告行為所遺漏

回收之廣告物，實則原告並未為另一廣告行為，倘再予處罰，於法於理於情

均有未合432。相關實務見解值得參採。 

第二項 裁處權時效 

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289 號判決433見解，就單純命

                                                 

432 88 年 11 月 18 日，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度判字第 3889 號判決。 

433 101 年 11 月 22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289 號判決中，就原處分是否屬

裁罰性之不利處分部分而計算其裁處權時效乙節，見解如下：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

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

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一、限制或禁止行為

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

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

處分。二、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

記、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三、影響名譽之處

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

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行政罰法第 1 條、第 2 條定有明

文。又行政罰法第 2 條立法理由明確揭示：「……二、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之界

定，攸關有無本法之適用，為期明確，除將其適用本法所須具備之要件，即『裁罰性』

及『不利處分』直接明定外，並檢視現行各種法律中具有代表性且常用之裁罰性不利處

分之名稱，依其性質分為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影響

名譽之處分及警告性處分 4 種類型，分 4 款列舉之，並於每款就各類型之裁罰性不利處

分為例示及概括規定，以利適用。三、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本條各款所

定『裁罰性之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罰性不符，非

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準此，行政罰法第 2 條所稱「其他種類行

政罰」，必須具備「裁罰性」及「不利處分」之要件，倘處分內容僅係單純命除去違法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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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停止違法行為者，非屬裁罰性行政處分，故無行政罰法之 3 年裁處權

時效適用，再者，行為人自稱系爭建案廣告雖最遲使用至 98 年 4 月間即已結

束，行為人既否認系爭廣告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則公平會

原處分認定行為人所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命原告停止該違法行為，自有其必要。 

有關不實廣告之裁處權時效，公平法未設有特別罰則規定，因此適用行

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其時效期間為 3 年。該裁處權時效，原則自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又裁罰權時效起算時點，依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究屬行為之繼續或

狀態之繼續而定434。在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603 號判決435中，

                                                                                                                                      

態或停止違法行為，因不具「裁罰性」，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即無行政罰法之適用。

⒉查本件原處分「主文」之記載為：「一、被處分人（按即原告）於銷售『中央天悅』建

案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甲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宅之表示，就商品之用途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此有原處分在卷可考。依上開所載足知，

被告以原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所為處

分內容僅係單純命原告停止違法行為，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該處分因非屬裁罰性之不

利處分，並無行政罰法之適用。原告主張原處分屬行政罰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裁罰，進抗

辯被告裁處權已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所定 3 年時效而消滅云云，容有誤會，並無足採。…

另，據原告所稱系爭建案上開廣告雖最遲使用至 98 年 4 月間即已結束，然原告既否認系

爭廣告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則被告以原處分認定原告所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命原告停止該違法行為，自

有其必要，於法尚無違誤。 

434 法務部 101 年 2 月 2 日法律字第 1000028225 號函釋。 

435 104 年 4 月 1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603 號判決，永寅建設有限公司

於民國 100 年間，銷售位於苗栗縣竹南鎮之「○○○○」建案時，對於使用分區為甲種

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宅用語及配備圖示之廣告，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乙節，法院指出按行政罰之裁處權因 3 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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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係付費於 100 年 3 月 15 日至同年 6 月 15 日，在○○○公司網站上刊登

系爭建案廣告，故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行為，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始告終了，應自廣告行為終了開始起算 3 年裁處權時效。據此規定，在

成屋不實廣告案件，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有房屋現況可資比對與廣告內容

是否真實，通常購屋者可在 3 年時效期間內察覺廣告不實事項，應不至於發

生裁處權是否罹於時效之爭議。 

在「安家 T House」建案不實廣告案436，法院認為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

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

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係採從新從輕原則。系爭建案行為時點為 102 年 2 月間，以行

為時即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 41 條第 1 項規定，與裁處時

（即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 42 條相互比較，兩者僅將權責機關

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正為「主管機關」，違規行為態樣由「對於違反本法

規定之事業」修正為「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

                                                                                                                                      

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

果發生時起算。」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2 項規定甚明。承前所述，原告係付費於 100

年 3 月 15 日至同年 6 月 15 日，在○○○公司網站上刊登系爭建案廣告，故其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行為，於 100 年 6 月 15 日始告終了，算至被告於 103 年 4 月

24 日作成原處分時，尚未逾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定裁處權期間，原告主張該條項所

定期間，應自其於 100 年 1 月間開始廣告時起算，於被告作成原處分時已逾 3 年云云，

容有誤解，難以採憑。 

436 106 年 4 月 20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簡上字第 20 號判決，本案係安家國際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於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投資興建銷售之「安家Ｔ House」建案委託訴外人

翰成地產王股份有限公司以包銷方式辦理系爭建案之廣告仲介及銷售，且系爭建案之廣

告須經上訴人審閱，該建案在銷售接待中心樣品屋廁所處採上下層空間配置，並於上一

層擺設沙發、茶几、桌燈及掛畫等裝潢家具，認有引起合法夾層使用之錯誤認知，而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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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違法之效果、處罰（含罰鍰額度）之手段則相同，此觀該次修法理由：「一、

條次變更。二、配合修正條文第 6 條，將『公平交易委員會』修正為『主管

機關』。三、本條係針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為處罰規定。又現行條文第 20 條係

立於商標法補充規範之地位，對未註冊著名商標予以保護，而商標法對於註

冊商標並無行政責任之規定，為避免法益保護輕重失衡，爰刪除違反現行條

文第 20 條之行政責任規定，另現行條文第 35 條之刑事責任規定亦配合刪除

（即就仿冒未註冊著名商標之行為改採民事責任予以規範），爰修正明定依本

條處罰之違反條次。」自明。是以，裁處前之法律並非較有利於上訴人，被

上訴人適用最初裁處時之規定，並無違誤。原判決以原處分依裁處時公平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審酌上訴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後，裁處上訴人 40 萬元罰鍰為合法，並未違背

法令。本案雖闡明不實廣告之行為時點之規範與裁處時點之規範，應依從新

從輕原則，惟法院仍依廣告行為完成時間點，視為裁處權時效起算點，而適

用修法後之公平法第 42 條予以裁處。 

然而，在預售屋廣告，依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四點規定，預售屋廣告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

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因此在建

案完工交屋後，購屋者始發現建案實況不符廣告內容表示，惟以建商當初預

知或可得而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 3 年裁處權時效，即有可能公平會對系

爭不實建案廣告之裁處權已罹於時效 （尤其是工程超過 3 年期間的大型預售

屋建案，此可能性更高）。 

公平會以建商預知或可得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裁處權時效，或可即早

發現違法行為介入查處；但同時也有交屋時裁處權業已罹於時效之法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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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況且以建商主觀之認知起算時效期間，實務認定易生爭議。是以建議公

平會宜應刪除不動產廣告事件處理原則該點規定，回歸以停播不實廣告 （違

法行為終了時）或發現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行為結果發生時）等時點起算

裁處權時效為宜。 

 

第五節  法規範競合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平法修法前版本，公平會以往係依照「自身商品」與

「他事業商品」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而分別適用第 21 條或第

25 條不同之規定。亦即事業如係就「自身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涉及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規定，如係就「他事業商品」

為不當之比較或敘述，則涉及違反同法第 25 條不公平競爭規定。惟此種將比

較廣告案件割裂適用不同條文之作法，衍生爭議。故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平

法修正後，配合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法條用語將修正前之「事業不得在商品

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其」字刪除，

此後於構成要件解釋適用上，修正後公平法第 21 條之適用對象已不以事業自

身之商品或服務為限。故事業無論係於「自身商品」或「他事業商品」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均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437。 

因隨著網路普及及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事業藉由購買關鍵字增加商品或

服務曝光率，雖已為常見行銷方式，惟倘事業所購買關鍵字，係屬其他競爭

事業之名稱、品牌等用語，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其競爭事業之潛在客戶進

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或攀附他事業努

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其行為將對他競爭事業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之

                                                 

437 認識公平交易法，前揭註 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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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實具有違反商

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自應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事項之行為438。 

 針對網路平台所提供之關鍵字廣告形成模式，區分為「帶出型」439與「插

入型」440關鍵字廣告，由於「帶出型」的關鍵字廣告實際上並未使用他人之

商標，僅利用電腦演算及檢索功能優先帶出廣告文案，網路使用者點選進入

廣告主之連結後，若未產生同一性之混淆，又能區別商標權人與廣告主之商

品或服務，實難謂影響交易秩序而構成不正當競爭，亦不符合商標法之「商

標使用」；然「插入型」的關鍵字廣告利用程式碼於廣告標題插入他人商標，

可能構成商標使用，若網路使用者點選進入廣告主的連結後亦造成同一性混

淆，也可能同時該當不正當競爭441。 

單純購買他事業名稱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使用，並不會違反公平法。

要合致公平法裁罰要件，依公平會執法立場一方面會考慮到雖然事業購買他

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

機會，固然可能會涉及稀釋他事業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是否可能構成攀附

而違反；然而另一方面，也考慮到搜尋引擎之功能，本是為了提供網路使用

                                                 

438 109 年 2 月 13 日，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94 號判決。 

439 「帶出型」的關鍵字廣告係指廣告主僅設定若干關鍵字觸發並帶出其提供之廣告文案，

然而該等廣告文案之標題，並未使用該關鍵字。蕭翊展，「我國法院對於關鍵字廣告之合

法性評價－以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為中心」，聖島智慧財產專業團體，第 19 卷第 5 期

（ 2017 ） ，

http://www.saint-island.com.tw/TW/Knowledge/Knowledge_Info.aspx?IT=Know_0_1&CID=

305&ID=747，最後瀏覽日期：2021/11/1。 

440 「插入型」的關鍵字廣告，廣告主除設定若干關鍵字以觸發並帶出廣告文案外，該等廣

告文案的標題使用網路服務平台所提供之「關鍵字插入程式碼」替換或插入關鍵字。同

上註。 

441 蕭翊展，前揭註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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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鍵入關鍵字「相關」（而非「相同」）之搜尋結果而設計，越豐富多元且

具相關性之搜尋結果，越有利於網路使用者取得更充分資訊，而有助於降低

消費者之搜尋成本442，有其正面意義。 

但若廣告呈現之整體內容，關鍵字廣告會使消費者無論搜尋「Ａ品牌」

或「Ｂ品牌」等關鍵字，皆有可能出現前揭「系爭品牌」等文字時，廣告文

案呈現「Ａ品牌」或「Ｂ品牌」名稱並列之搜尋結果，其整體觀察極易使交

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

之顯失公平行為，不只侵害他事業表徵所蘊含之經濟利益、榨取他人努力成

果，亦無助消費者獲得更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本，則有可能涉及違反

公平法相關規定443。 

歷來公平會就關鍵字廣告執法案例可概分為三種態樣：（1）使用不當比

較之敘述文字，如遠百愛買比較廣告案444等；（2）廣告主將自身與競爭品牌

商標或表徵並列，使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如「出一張嘴」

                                                 

442 107 年 7 月 26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 

443 張展旗，「公平交易法對關鍵字廣告的管制」，群勝國際法律事務所（2019/02/20），https：

//www.btlaw.com.tw/web/Home/NewsInfo?key=0227079976&cont=54820，最後瀏覽日期：

2021/11/1。 

444 106 年 6 月 15 日，106 年度判字第 299 號判決及 105 年 3 月 30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25 

號處分書。遠百公司經營愛買量販店，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

算」。經調查，公平會認定遠百公司無法提供宣稱「比大買家划算」之資料來源，亦未揭

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而逕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商品內

容經公平會認定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認定上訴人

系爭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比較標準下，作成「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足以

讓使用網路之消費者產生愛買線上購物均比大買家划算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市場交易秩

序，係在廣告上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原審

以上訴人所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揆諸前開規定，尚無不合。 

https://www.btlaw.com.tw/web/Home/NewsInfo?key=0227079976&cont=54820
https://www.btlaw.com.tw/web/Home/NewsInfo?key=0227079976&cont=5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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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廣告案445、「詮星翻譯社」關鍵字廣告案446或「維娜斯」塑身衣關鍵字

                                                 

445 99 年 6 月 10 日，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商上字第 11 號及 100 年 12 月 29 日，99 年度

民商上更（一）字第 5 號民事判決。卓憬股份有限公司為「出一張嘴」商標之商標權人，

被告即廣告主經營「狠生氣燒肉火鍋店」，廣告主未經卓憬公司同意，向訴外人 Google

公司購買「出一張嘴」關鍵字廣告，使消費者鍵入「出一張嘴」文字搜尋時，出現「出

一張嘴來吃燒烤」等文字，並連結至廣告主開設之狠生氣燒肉火鍋店，使消費者混淆誤

認廣告主所經營的「狠生氣燒肉火鍋店」就是商標權人所經營的出一張嘴加盟體系燒肉

火鍋店。本案中，一般消費者或使用者點擊該「出一張嘴來吃燒烤」、「出一張嘴哈根答

司冰淇淋吃到飽」廣告用語時即連結顯示出被上訴人經營之狠生氣餐廳網頁，借以使一

般消費者或使用者進入狠生氣餐廳網頁觀覽，進而可能誘使一般消費者或使用者到該狠

生氣餐廳消費，以增加一般消費者或使用者至該餐廳消費之機會…被上訴人所作之關鍵

字廣告已使共 5150 人次之使用者點擊觀覽，將搜尋「出一張嘴」之上訴人經營之系列燒

烤餐廳之潛在消費者，導引至被上訴人之狠生氣餐廳網站觀覽，藉以推展其餐廳增加消

費者前往消費之機會，使消費者誤解狠生氣餐廳與出一張嘴燒肉火鍋是同一系列之餐廳

或有加盟關係，顯係詐取上訴人之努力成果，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不符商業競爭倫理之

顯失公平行為，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揭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446 103 年 6 月 25 日，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度民商訴字第 24 號民事判決及 101 年 5 月 8 日，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1050 號處分書。被處分人使用『詮星』等其他翻譯同業名稱之特取部

分作為其關鍵字廣告，使一般消費者於 Yahoo!奇摩或 Google 輸入『詮星』關鍵字時，搜

尋結果將出現被處分人旗下華碩翻譯社、五姊妹翻譯社、哈佛翻譯社之關鍵字廣告，增

加該等網站之到訪機會。另被處分人更於關鍵字廣告內插入『詮星』等其他翻譯同業名

稱之特取部分，例如『華碩全球多語翻譯公司－詮星』、『五姊妹翻譯公證－詮星』、『哈

佛各國語言翻譯公司－詮星』，並搜尋結果之說明文字呈現『優良品質交件迅速，深獲各

界的好評，集合國內外全世界各領域專家，詮星菁英團隊！』、『專業詮星公司，法院公

證外交部學歷，成績，出生，結婚，移民，價格公道！』使消費者無論搜尋『詮星』或

『華碩』、『五姊妹』、『哈佛』等關鍵字，皆有可能出現前揭『華碩全球多語翻譯公司－

詮星』等檢舉人名稱與華碩翻譯社、五姊妹翻譯社、哈佛翻譯社之名稱並列之搜尋結果，

其整體觀察極易使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

關係企業之效果…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顯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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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案447；（3）對於競爭對手產品或服務之描述與實況不符： World Gym 不

用再找關鍵字廣告案448、舒適睡眠館「古洛奇」關鍵字廣告案449等，雖未就

                                                 

447 105 年 6 月 27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71 號處分書。本案中塑身衣品牌「維娜斯」購

買競爭對手「瑪麗蓮」名稱之關鍵字廣告，當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搜尋引擎鍵入「瑪

麗蓮」文字，即會在搜尋頁面顯示出「維娜斯 瑪麗蓮 讓老公更愛妳」等廣告文案內容

與「維娜斯」公司網址。當並列維娜斯、瑪麗蓮之搜尋結果，顯係利用競爭事業已在市

場投入推展服務之努力，吸引檢索競爭事業名稱者目光之攀附行為。而維娜斯、瑪麗蓮

二品牌為女性塑身衣產品前二大業者，具有一定之市場力，兩者競爭程度亦高，故「維

娜斯」品牌以競爭對手營業表徵購買不當關鍵字字串之行為，已足以對女性塑身衣市場

之交易秩序產生影響，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

規定。 

448 104 年 8 月 27 日，公平會公處字第 104079 號處分書。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World Gym」品牌健身中心於於 Google 網站購買競爭對手的營業表徵（如統

一、健身、伊士邦、Being sport 等）之關鍵字廣告，呈現「不用再找統一健身俱樂部…」

等內容等文字及「World Gym」品牌健身中心官方網站連結。公平會調查後認定，該關鍵

字廣告由「不用再找」等字眼及前述競爭對手之相關營業表徵結合而成，予網頁瀏覽者

之印象為「World Gym」健身中心具有優於競爭對手之健身器材或課程等服務內容之意

涵，以此吸引民眾點入查看。故該關鍵字廣告係藉與競爭對手相關之營業表徵連結而成

之具爭議廣告用語，有致交易相對人棄統一健身俱樂部等而選擇參加「World Gym」健身

中心，令統一健身俱樂部蒙受潛在客戶流失之虞。本案系爭行為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 

449 108 年 12 月 4 日，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94 號判決及 108 年 5 月 20 日，公平

會公處字第 108026 號處分書。本案中被處分人「舒適睡眠館」為銷售電動床之業者，透

過 Google 搜尋引擎服務業者所提供之關鍵字廣告服務，購買競爭對手「古洛奇」名稱作

為關鍵字廣告。在被處分人所擬定之關鍵字廣告中，當網路使用者鍵入競爭對手「古洛

奇」名稱時，Google 搜尋引擎將會呈現：「舒適睡眠館-各式古洛奇-各式電動床，床墊，

歐式鍛鐵床」、「舒適睡眠館 古洛奇-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的床」等廣告字眼。然

而，被處分人「舒適睡眠館」事實上並未銷售「古洛奇」品牌之電動床墊。就本案廣告

整體觀之，足以使網路使用者產生被處分人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古洛奇」品

牌之各式電動床墊之認知，而點擊前往「舒適睡眠館」網站進行瀏覽。由於被處分人並

無銷售「古洛奇」相關商品，因此該網站與古洛奇公司無關，惟本案關鍵字廣告之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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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主與競爭對手進行比較，但對競爭對手之相關描述仍有不實或貶抑。實

務上亦有案件同時兼具以上二者違法情事者，如台灣之星「獨家【台灣大哥

大】月租費限時半價」450關鍵字廣告案，消費者於擊點後，並未出現台灣大

哥大之商品或服務，就廣告與商品之連結顯屬不實，再者該案係台灣之星為

增加自身網站之曝光率及造訪機會而購買關鍵字廣告，並於關鍵字廣告超連

結標題、文案內插入其他競爭事業之著名商標、名稱或其他營業表徵，呈現

外觀為「獨家【台灣大哥大】月租費限時半價」之系爭廣告內容，導引競爭

事業潛在交易相對人進入自身網站瀏覽，藉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顯係利

用他人（競爭事業）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對恪守公平競爭本質之其

他競爭事業而言，其為著名商標、名稱或其他營業表徵已投入相當努力而獲

得之經濟成果（對消費者具有招徠效果）卻為行為人所榨取，且造成無該費

率方案之台哥大公司反遭消費者質疑，形成不公平競爭，其行為自具違反商

業倫理之可非難性等情，即屬「顯失公平－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

爭行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此外，因系爭廣

告使用插入關鍵字功能，使原搜尋「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訊之消費者因而搜

                                                                                                                                      

與使用，其不實之內容將增加被處分人所經營舒適睡眠館各式電動床墊商品之潛在交易

機會，而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取得交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競爭。因此，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 

450 108 年 7 月 1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59 號判決及 105 年 6 月 16 日，公平

會公處字第 105064 號處分書。本案中台灣之星於 Google 網站購買競爭事業名稱「台灣

大哥大」之關鍵字廣告，呈現「獨家【台灣大哥大】 月租費限時半價」等內容，下方則

標示台灣之星品牌網站網址，而實際上該月租費限時半價之資費方案係台灣之星所提

供，當時台灣大哥大並無上開資費方案。經公平會調查後認定，「獨家【台灣大哥大】月

租費限時半價」之廣告用語可吸引台灣大哥大之關注者點入查看。故本案關鍵字廣告係

藉與 M 品牌相關之營業表徵連結且具吸引性廣告用語，致潛在交易相對人選擇點擊，並

有令本無該資費方案之 M 品牌受消費者誤解之困擾，致蒙受潛在交易相對人流失之虞，

系爭行為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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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訴人之系爭廣告，共 3,290 次，其中有 332 人次因點擊系爭廣告而遭導

引至上訴人網站瀏覽，顯見該消費者仍誤認系爭廣告所呈現「台灣之星」網

域名稱、網址連結、資費方案等，係屬其搜尋之「台灣大哥大」相關資訊而

予點擊，實際上已有誤認其屬同一來源、同系列商品或相關企業而顯失公平

之情形。 

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所謂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所謂「顯失公

平」，係指事業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蓋事

業倘違反效能競爭原則，以不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將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

質受到侵害，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原則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其

行為自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是以，事業自身若

未投入相當努力爭取客戶，逕以攀附其他事業努力之成果爭取交易機會，而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即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其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上公平

競爭交易秩序，自當論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451。 

綜上可以發現，藉由關鍵字廣告爭取交易機會之手法，在涉及競爭對手

之商標或表徵時，倘廣告內容之描述與競爭對手實況不符，尚在第 21 條不實

廣告規範之涵攝範圍內。惟，依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項，攀附或抄襲結果若造成消費者誤認其屬同一來源、同系列商品或

關係企業者，自屬「顯失公平」。依上所述，倘事業所購買關鍵字，係屬其他

競爭事業之名稱、品牌等用語，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引其競爭事業之潛在客

戶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或攀附他事

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其行為將對他競爭事業營業信譽背後所蘊

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實具有違

反商業倫理之可非難性，自應可評價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

                                                 

451 101 年 8 月 16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判決，大買家「網路量販店

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字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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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452。 

針對關鍵字廣告案例，究應以公平法第 21 條抑或第 25 條論處，法院見

解不一。適用第 21 條者，如前述之「舒適睡眠館」古洛奇案或遠百愛買大買

家比較廣告案，當網路使用者鍵入競爭對手「古洛奇」名稱時，Google 搜尋

引擎將會呈現：「舒適睡眠館-各式古洛奇-各式電動床，床墊，歐式鍛鐵床」、

「舒適睡眠館 古洛奇-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的床」等廣告字眼。然而，

「舒適睡眠館」並未銷售「古洛奇」品牌之電動床墊，與廣告所傳遞之銷售

資訊不符。準此，只要在關鍵字廣告或比較廣告之內容包含足茲識別他人品

牌名稱或與之發生連結之資訊，實則卻未販售他人產品，在論證上即成立涉

及競爭對手資訊與事實不符，而該當第 21 條；倘在關鍵字廣告中，法院觀察

在系爭廣告呈現之整體內容，予人印象為原告遊戲平台「9388.com」與。檢

舉人之「G 妹遊戲」係屬同一來源或同系列產品，藉此導引檢舉人之潛在網

路使用者前往原告遊戲平台瀏覽，以推展其網頁遊戲，爭取交易機會，原告

此一購買系爭關鍵字廣告之行為，除減少競爭對手檢舉人接觸潛在客戶之機

會外，亦減損檢舉人遊戲平台及遊戲名稱等營業表徵背後所蘊含之經濟效益

及努力成果，自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

不公平競爭，減少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進而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

序，即可認定原告上開行為當可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應適用公平法第 25 條裁處453。 

                                                 

452 108 年 7 月 19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59 號判決台灣之星台灣大哥大關鍵字

不實廣告案。 

453 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字第 313 號判決中，本案係酷玩線上股份有限公司於 104 年 8

月 12 日至 9 月 25 日期間，透過美商科高公司所經營之 Google AdWords 關鍵字廣告平台，

購買「G 妹遊戲【盛世三國貳】-9388.com」、「大天使之劍【盛世三國貳】」、「暴風王座【盛

世三國貳】」、「王者霸業【盛世三國貳】」等系爭關鍵字廣告。原告於系爭關鍵字廣告中，

使用包含競爭對手檢舉人之遊戲平台名稱「G 妹遊戲」及遊戲名稱「大天使之劍」、「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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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公平會主要以第 25 條來論處關鍵字廣告為主，然而少

見的在「舒適睡眠館」古洛奇案中，法院肯定公平會在裁罰時一併考量原告

本身並無銷售古洛奇相關商品，其僅攀附於古洛奇公司使用之「古洛奇」商

標，就古洛奇電動床墊商品市場擁有品牌獨特性，而與原告所經營之舒適睡

眠館產生連結，實際上並未銷售古洛奇之相關商品，核屬就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構成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依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裁罰之454。 

對於廣告內容不實的管制，可能涉及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規範競

合問題。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要求事業對其所銷售之商

品或服務，於廣告及其他公眾可知悉之方法中，應為真實之表示，以確保市

場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不因不實宣傳內容而受損害，其所非難者，

乃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 

首就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範內容來看，涵攝範圍仍有差別，前者

係以第 21 條所規範不實廣告，係指事業對於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於廣告上

為不實之陳述致引人錯誤。而第 25 條規定中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

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

失交易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之行為若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

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

                                                                                                                                      

風王座」、「王者霸業」等字串，作為搜尋結果之關鍵字，當網路使用者在 Google 搜尋引

擎鍵入「G 妹遊戲」、「大天使之劍」、「暴風王座」、「王者霸業」等字串時，搜尋結果即

會出現系爭關鍵字廣告。原告並於系爭關鍵字廣告標題將競爭對手檢舉人之遊戲平台名

稱及遊戲名稱，與自身遊戲平台名稱「9388.com」及遊戲名稱「盛世三國貳」併列呈現。 

454 前揭註 449，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9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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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455。又因第 25 條屬

於不公平競爭之概括性規定，故本於補充原則而僅能適用於公平法其他條文

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

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

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

題，而無由再依第 25 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456。 

次按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行為包括以積極欺暪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致引人錯誤的方式從事交易行為，準此，有學者認為，倘非以積極資訊不

完整的表示，而僅單純消極隱匯重要交易資訊者，應屬公平法第 25 條之欺罔

行為，倘廣告中的資訊涉及隱匿重要資訊構成引人錯誤者，不法內涵即已被

第 21 條所窮盡，而無第 25 條補充規範適用餘地。至於，隱匿廣告以外之資

訊，當然只能適用第 25 條處理457。 

本文建議併可參考歐盟就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與不公平商業行指令

之規範競合因應方式，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旨在保障消費者免受誤導性資料

影響，或被過於進取的營銷手法滋擾。適用於各個經濟領域，涵蓋在網路和

實體銷售的產品及服務。然，涉及 B2B 交易或只損害競爭對手經濟利益的商

業手法，則不適用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管制，即企業對企業涉及不實廣告

時的商業手法，是適用誤導性及比較式廣告指令管制。二者規範對象各有分

工，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係以消費者保護為主，而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係

針對產業競爭之商業手法予以管制。由於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補充了其他歐

盟涉及不公平商業行為的相關立法，性質上屬於「安全網」性質的基礎規定

                                                 

455 前揭註 447，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判決中公平會答辯理由。 

456 108 年 6 月 26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判決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台灣

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訴。 

457 楊宏暉，前揭註 1，41-82。 



 

297 

 

458。因此，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的功能在於通過補充和填補歐盟其他法律的

空白，以確保在每一個環結都能夠共同保持對防範市場上不公平商業做法的

高度保護459。 

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分工，前者實應策重於事業對其商品（服

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具體廣告手

法，進而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個案；而後者則應著眼於以欺騙或隱

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

易機會，或事業之廣告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等致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

質受到侵害之案件。倘若不實廣告行為尚未達不正競爭或侵害公平競爭本質

程度者，即應回歸民事上消保法或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適用，以區別公平

法保障競爭秩序之特質，與消保法保護消費者權益之法規範保護差異性。 

  

                                                 

458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 3 條第 4 款。 

459 Supra note 243, 1.4.1 Commercial practices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UC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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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截至民國 109 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

實廣告案件合計有 2,241 件，約占全部違法行為處分案件 4,831 件之 46%，

如此數據顯示我國相關市場此類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普遍現象，相對的也耗費

公平會不貲的行政調查資源。是以本研究檢討公平法第 21 條違法行為重大處

分案，並比較歐美日對於不實廣告規範及代表性案例，得出以下幾點結論與

建議事項，俾供公平會增進執法效率、增修法制規定之參考。 

 

第一節 立即可行建議 

第一項 行為主體與構成要件適用 

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規範之行為主體頗為廣泛，除涉案商品或服務

之廣告主外，凡參與不實廣告之策畫決定、製播過程加工之廣告代理商、廣

告媒體業或薦證人皆有可能受到本條規範，如此建構完善規範體系有利於強

化不實廣告之遏止違法效果。 

有關不實廣告之效果，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為「致有阻礙『一般

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對照之下，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

則，揭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違法判斷標準較為嚴格，除不特定之

一般大眾，並涵蓋對於特定相關大眾有引起誤認廣告內容或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者，皆可能認定其構成不實廣告。如此執法標準，顯然超過廣告使不特定

「公眾」得知方法之法條文義範圍，以致處分案件衍生爭議，是以建議公平

會宜應刪除現行處理原則對於「相關大眾」表示部分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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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判斷之性質，公平會

處分案件大多未予具體認定，如此在重大件可能有影響處分公信力之虞。參

考美日執法機關調查方法，公平會查處受害人數眾多、金額龐大或有無廣告

表示效果判斷不易等重大不實廣告案件，應可藉助問卷調查、網路等媒體瀏

覽紀錄之統計資料，以一般消費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之感受、使用相關商品 

（服務）之意見心得等事證為基礎，據以判斷涉案廣告表示是否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重要事項，強化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認定個別不實廣告處分案決定之

支持。 

第二項 不實廣告之舉證責任 

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件，必須承擔證明其

合致公平法第 21 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任能力之負

擔；其中部分案件雖可移請其他機關查證或委託專業機構鑑定，但造成程序

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違法狀態。另一方面，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賦予主管機關得命企業經營者提出廣告真實性證明之權限，惟如此

行政權限未設有明確限制條件，可能有侵害當事人程序正義保障之嫌。 

從比較法觀點，日本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

益之規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目的相通；且該日本法制之無實證廣告規

範，賦予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廣告主提出表示具備合理依據證明之權限，

有助於提升查證不實廣告之執法效率，亦能符合保障當事人程序正義之要

求，是以公平法應有引進此無實證廣告規範之必要性。因此建議事項如下： 

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

事業提出為商品表示或表徵有合理依據之證明；逾期未提出者，視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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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有關本法第二十一

條案件，如附表二例示之表示或表徵說明商品 （服務）使用最高級用語、具

備一定效果或性能等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

難以客觀判斷其與表示或表徵內容是否相符者，本會得限期命事業提出該表

示或表徵內容有合理依據之證明。 

前項所稱有合理依據之證明，係指銷售數字、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證

或科學學理、實驗依據者。 

第一項命提出證明之期限，自命令送達之日起算，最長為十五日；但有

正當理由者，事業得以書面申請延長提出期限。」 

第三項 不實廣告之裁處權時效 

依據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 3 年裁處權時效期

間計算，原則自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終了時 （停止刊播不實廣告時）起算；

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例外自該結果發生時 （發現廣告內容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起算。參照行政罰法第 27 條等規定，行政罰裁處權時效，原則上

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終了時起算 3 年，如此時效規定，適用在成屋等現

物交易之不實廣告案，尚無裁處權是否罹於時效期間之爭議。但在工程耗時

的大型預售屋廣告，公平會對於不動產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卻是以建商

預知或可得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 3 年時效期間，即有可能導致購屋者發現

廣告內容不實時，公平會對於系爭不實廣告已罹於裁處權時效，顯然剝奪購

屋者請求法律保障的應有權益。 

公平會以建商預知或可得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裁處權時效，或可即早

發現違法行為介入查處；但同時也有交屋時裁處權業已罹於時效之法制缺失，

況且以建商主觀之認知起算時效期間，實務認定易生爭議。是以建議公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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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應刪除不動產廣告事件處理原則該點規定，回歸以停播不實廣告 （違法行

為終了時）或發現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行為結果發生時）等時點起算裁處

權時效。 

第四項 不實廣告之行為數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判字第 388 號判決，所謂「一行為」，須就

具體個案事實情節依據行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

害法律效果，斟酌被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

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依前述資料分析，本研究認為

行為數認定基準，適用在不實廣告案件中，需分別就主觀決意及客觀行為態

樣觀察之。 

在主觀決意過程判斷中，綜上倘行為人出於單一決意，為同時達成促銷

之目的，在「一次製作之同一廣告頁」當中，登載不同品項之產品，且各產

品均涉有公平法所禁止之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廣告內容者，即便廣告內容

涉及不同品項之商品或服務，甚而可能在密接時間內，多日重複刊登該同一

廣告頁，考量行為人違法動機與目的之行為決意，以及違反手段在時間上之

密接性，仍應以單一行為評價之；然而，若行為人明顯出於複數之決意，針

對不同品項商品或服務，製作不同廣告頁面，各自獨立刊載不同商品或服務

之違規廣告內容時，即使行為人在同一日內將不同行為決意完成之不同廣告

先後予以公開，因行為人出於複數行為決意而為複數廣告行為，自應評價為

數行為，也不能因刊登公開日單一、時間密接，就認為是單一行為。 

而在客觀評價廣告常有持續性及反覆播送之態樣時，倘長期持續反覆實

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在法律上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該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

廣告行為，得藉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

因行政機關裁處後，始中斷其接續性，而區隔為一次違規行為，嗣後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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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該當構成要件之違規行為，始為另一行為之開始460。 

第五項 不實廣告之法規競合 

對於廣告內容不實的管制，可能涉及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規範競

合問題。揆諸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要求事業對其所銷售之商

品或服務，於廣告及其他公眾可知悉之方法中，應為真實之表示，以確保市

場公平競爭之秩序及市場效能，不因不實宣傳內容而受損害，其所非難者，

乃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以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 

首就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範內容來看，涵攝範圍仍有差別，前者

係以第 21 條所規範不實廣告，係指事業對於所銷售之商品或服務，於廣告上

為不實之陳述致引人錯誤。而第 25 條規定中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

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

失交易機會；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之行為若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

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

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461。 

按公平法第 25 條處理原則第 2 點即指出，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如

商業仿冒、不實廣告、營業誹謗）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後，而容

有適用本條之餘地。是以第 25 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只有

『補充原則』」關係之適用，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

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

該個別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

                                                 

460 105 年 11 月 25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623 號判決。 

461 前揭註 33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判決中公平會答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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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就本條加以補充規

範之餘地。……（第 3 項）。 

本文建議併可參考歐盟就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與不公平商業行指令

之規範競合因應方式。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分工，前者實應策重於事業對其

商品（服務）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具

體廣告手法，進而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個案；而後者則性質上屬於

「安全網」性質的基礎規定，應著眼於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

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或事業之廣告行

為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等致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之案件。倘若

不實廣告行為尚未達不正競爭或侵害公平競爭本質程度者，即應回歸民事上

消保法或債務不履行之相關規定適用，以區別公平法保障競爭秩序之特質，

與消保法保護消費者權益之法規範保護差異性，選法分工調和或可作為我國

未來執法趨勢參考。 

 

第二節 長期性建議 

現階段公平會處理不實廣告幾乎未見獨占事業透過不實廣告形成市場

進入障礙之案件，然在科技市場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深入你我生活的趨勢下，

參考國外先例，國內並非絕無發生可能，建議宜預作評估因應；此外，在 95

年 12 月 15 日公法字第 0950010723 號廢止「行政院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

表及適用說明」，有關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之適用及裁罰合理性多受

行政法院挑戰。本研究爰提出二階段快篩及大數據分析為基礎之不實廣告裁

罰預測系統，供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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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建立二階段快篩原則 

不實廣告干擾市場競爭，不利於經濟活動，可分就個體與總體層面說

明。就個別廠商與消費者而言，不實廣告的反競爭效果包括：在需求面，增

加買方選擇商品的搜尋成本甚至誤導其購買不合宜商品，不利於消費者福利

與選擇自由。在供給面，誤導買方提高對劣質品的偏好，以致誠實的競爭對

手處於不利地位；此等干擾非但導致資源誤置與無謂損失，也減損市場競爭

機制、增強獨占力量，甚至導致優良產品無法上市，形成市場進入障礙。至

於在整體經濟上，不實廣告最大的傷害則是破壞了商業交易的信任（trust）

關係，而該等信任關係又是影響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從而對總體經濟形

成不利影響。 

尤其當科技日新月益，各項新科技商品或服務競相提出，科技市場呈現

獨占者與新進者為獲得市場而競爭之型態。此時，新創業者如甫進入市場即

因獨占者之不實廣告，而處於競爭劣勢，恐將扼殺創新機會、妨礙產業升級。

因此，公平會於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宜考慮涉案者的市場力量與不

實廣告是否阻礙創新，以判定廣告不實合致限制競爭行為之違法要件。因此，

本研究於第五章第一節中提出一套兩階段的快篩原則，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

特性與廠商行為，作為是否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件之標準。 

第一階段：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第

21 條等不公平競爭條款取締其違法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廣告是否涉

及創新競爭。如該等行為確係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以致影響創新商

品進入市場，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啟動第二階段作業。反之，如若不實

廣告僅導致誠實者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不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

仍以第 21 條審理該等違法行為。 

第一階段如何判斷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前述第一階段針對傳統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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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之分類與涉案不實廣告是涉及創新競爭之判斷標準，主要取決於該等行

為是否阻礙科技創新。但由於新進產品未必能夠絕對取代既有產品，因此，

前者只要能相當程度地構成後者的潛在威脅，即合致創新競爭定義。 

第二階段：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獨

占要件。如是，則基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該等

行為即符合阻礙性濫用要件，該當公平法第 9 條限制競爭罪責；否則仍以第

21 條論處。 

第二項  不實廣告裁罰預測系統有助裁罰合理性立論 

有關裁罰合理性，公平會前曾訂有「行政院公平會裁處罰鍰額度參考表

及適用說明」，惟於 95 年 12 月 15 日公法字第 0950010723 號廢止。雖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訂有各項應審酌指標，然實務執行時究係應否個案逐一

論列，行政法院有見解認為施行細則既有明白規範，公平會即應逐一論列，

僅泛論不同個案有不同違法事實與裁罰考量，未有清楚說明區分故意過失及

違法性高低，無從判斷其理由與處罰內容是否有相互配合，從而難以判斷其

是否有流於恣意、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462。 

本研究透過蒐集歷史執法之不實廣告案件裁罰數據，透過最小平方法與

拉索迴歸進行實證結果分析。透過大數據分析，藉由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

跟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出的係數相比，優點在於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基本

上而言解決了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可解決變數存在多重共線性。 

本研究認為，裁罰預測系統之角色應定位為行政裁量或司法裁量之輔助

工具。因裁罰依據過往在法庭上遭遇挑戰，近期在智慧執法趨勢下，提倡以

                                                 

462 前揭註 33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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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成果建構一個客觀的裁罰系統，以期增益公平會執法時罰鍰制定

之參考，更能進一步落實施行細則第 36 條要求執法時應注意「以往違法類

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之要求。於第四章提出可操作式的罰鍰預

測系統，期望公平會驗證並評估其執法效益，未來作為公平會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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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我國現行涉及不實廣告相關法規範條文表列 

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1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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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

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

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

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 

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

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

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

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知或

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

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

物、專業人士或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與廣

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

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公 平

會 

2 消費者保護

法 

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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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

行 政

院 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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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行。 

3 消費者保護

法施行細則 

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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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院 本

部 

4 長期照顧服

務法 

第 51 條 

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刊登或播放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各款規定以外之廣告內容或其廣告內容不實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並得按次處罰。 

非長照機構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長照服務之廣告，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衛 福

部 

5 人體器官保

存庫管理辦

法 

第 16 條 

機構不得刊登內容誇大不實之保存庫廣告。 

衛 福

部 

6 食品及相關

產品標示宣

傳廣告涉及

不實誇張易

生誤解或醫

療效能認定

準則 

第 3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標示、宣傳或廣告涉及不

實、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應就其傳達予消費

者之品名、文字敘述、圖案、符號、影像、聲音或其他訊息，

依整體表現，綜合判斷之。 

第 4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食品及相關產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

解： 

一、與事實不符。 

二、無證據，或證據不足以佐證。 

三、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組織、生理或外觀之功能。 

四、引用機關公文書字號或類似意義詞句。但依法令規定應標

示之核准公文書字號，不在此限。 

衛 福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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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食品以「健康」字樣為品名之一部分者，認定該品名為易生誤

解。但取得許可之健康食品，不在此限。 

食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內容，得使用附件一所列通常可使用

之詞句，或附件二所列營養素或特定成分之生理功能詞句；上

開詞句，均不認定為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7 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第 28 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

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

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

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

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與第二項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宣傳或廣告之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衛 福

部 

8 醫療器材管

理法施行細

則 

第 23 條 

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申請刊播之醫療器材廣告，其內容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內容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 

二、未以公正、客觀及相同基準之方式，與他人產品進行效能

或性能比較。 

三、違反法規規定。 

衛 福

部 

9 藥師法 第 21 條 

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 

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 

二、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 

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 

衛 福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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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四、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書、影射產品具誇大

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之虞者。 

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 

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當行為。 

10 營養師法 第 24 條 

營養諮詢機構之廣告不得誇大不實。 

衛 福

部 

11 健康食品管

理法 

第 14 條 

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有虛偽不實、誇張之內容，其宣稱

之保健效能不得超過許可範圍，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

之內容。 

健康食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涉及醫療效能之內容。 

衛 福

部 

12 移民業務機

構及其從業

人員輔導管

理辦法 

第 27 條 

移民廣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審閱確認： 

一、未於前條第二項規定期限補正。 

二、不符合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經營業務。 

三、違反移居國之移民法令。 

四、有誇大、虛偽不實或誤導消費者之嫌。 

內 政

部 

13 幼兒園與其

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

法 

第 27 條 

幼兒園應對外懸掛招牌，招牌名稱應與設立許可證書所載相符。 

幼兒園之招收人數，不得逾設立許可證書所載核定招收總人數。 

幼兒園招生應秉持誠信、公正、公開、平等之原則，其宣傳資

料或廣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教 育

部 

14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設立

及獎勵辦法 

第 19 條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辦理之展演或其他活動，其宣傳資料或廣告

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教 育

部 

15 私立社會教

育機構設立

及獎勵辦法 

第 19 條 

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辦理之展演或其他活動，其宣傳資料或廣告

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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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16 短期補習班

設立及管理

準則 

第 17 條 

補習班對外懸掛招牌時，招牌名稱應與核准立案證書所載名稱

（含類科）相符。 

補習班招生應秉持誠信、公開、正確之原則，其宣傳資料或廣

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引人誤解、違反公序良俗或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 

前項宣傳或廣告，應於明顯處載明核准立案之機關及文號。 

第 35 條 

補習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視其情節輕重，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分別為糾正、限

期整頓改善或停止招生之處分： 

一、課程或教學違背教育目標或宗旨。 

二、名稱未依規定記載。 

三、招牌不符規定。 

四、未經核准即擅自增設辦理類科、擴充班舍、班級或變更班

址、班主任。 

五、發給不實結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六、刊登、傳播或張貼誇大不實之招生宣傳資料或廣告。 

七、公共安全或衛生設備不合規定。 

八、學生人數超過規定容量。 

九、未依就業服務法規定進用、管理所聘僱之外國人。 

十、班舍出租、出借、設定典權或為其他足以影響在班學生權

益之情事。 

十一、拒絕、規避或妨礙檢查或抽查考核。 

十二、未與學生訂立書面契約，或契約內容未符合定型化契約

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十三、未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十四、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致教職員工、學生相關

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而生損害。 

教 育

部 



 

314 

 

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十五、其他違反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補習

班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17 幼兒園與其

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

法 

第 27 條 

幼兒園應對外懸掛招牌，招牌名稱應與設立許可證書所載相符。 

幼兒園之招收人數，不得逾設立許可證書所載核定招收總人數。 

幼兒園招生應秉持誠信、公正、公開、平等之原則，其宣傳資

料或廣告內容，不得誇大不實。 

教 育

部 

18 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規則 

第 39 條 

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四十八條規

定，處以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訓練場所、訓練設備、安全衛生設施不良，未能符合核備

之條件。 

二、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有虛偽不實。 

三、未於核備之訓練場所實施教育訓練。 

四、訓練計畫未依規定報請訓練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五、未置備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料或資料紀錄不實。 

六、未依規定辦理結訓測驗。 

七、未依規定辦理訓練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之發給。 

八、未依公告之規定，登錄指定文件。 

九、未核實登載訓練期滿證明或結業證書核發清冊資料。 

十、拒絕、規避或阻撓主管機關業務查核或評鑑。 

十一、未依訓練計畫內容實施，情節重大。 

十二、未依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對外招訓或未依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教育訓練。 

十三、停止辦理訓練業務，未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備查，或未將教育訓練建置資料之電子檔移送中央主

管機關。 

十四、經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勞 動

部 

19 就業服務法 第 5 條 勞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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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

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

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

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從其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

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

告知其薪資範圍。 

第 40 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

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

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

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從其規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

或其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

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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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

告知其薪資範圍。 

七、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八、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

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 

九、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有恐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事。 

十、違反雇主或勞工之意思，留置許可文件、身分證件或其他

相關文件。 

十一、對主管機關規定之報表，未依規定填寫或填寫不實。 

十二、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停業申報或換發、補發證照。 

十三、未依規定揭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收費項目及金

額明細表、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十四、經主管機關處分停止營業，其期限尚未屆滿即自行繼續

營業。 

十五、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本法

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致勞工權益受損。 

十六、租借或轉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或就業服務專業人

員證書。 

十七、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發生行蹤不明之情

事，並於一年內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 

十八、對求職人或受聘僱外國人有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

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 

十九、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遭受雇主、被看護者或其他共同

生活之家屬、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勞工

事務之人為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

而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

或其他司法機關通報。 

二十、其他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數、比率及查核方式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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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定之。 

第 54 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

之工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

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其已核發招募許

可者，得中止引進： 

一、於外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有第十條規定之罷工或勞資爭議

情事。 

二、於國內招募時，無正當理由拒絕聘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

推介之人員或自行前往求職者。 

三、聘僱之外國人行蹤不明或藏匿外國人達一定人數或比率。 

四、曾非法僱用外國人工作。 

五、曾非法解僱本國勞工。 

六、因聘僱外國人而降低本國勞工勞動條件，經當地主管機關

查證屬實。 

七、聘僱之外國人妨害社區安寧秩序，經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

處。 

八、曾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國人之護照、居留證件或財物。 

九、所聘僱外國人遣送出國所需旅費及收容期間之必要費用，

經限期繳納屆期不繳納。 

十、於委任招募外國人時，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要求、期約或

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於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

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十二、刊登不實之求才廣告。 

十三、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四、違反本法或依第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十九條

所發布之命令。 

十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致所聘僱外國人發生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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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且未依法補償或賠償。 

十六、其他違反保護勞工之法令情節重大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六款規定情事，以申請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

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數、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20 職業訓練機

構設立及管

理辦法 

第 18 條 

職業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視其情節，依本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處理： 

一、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不實者。 

二、訓練場所、訓練設備、公共設施或安全衛生設施不良者。 

三、訓練教材或訓練方式違反訓練目標者。 

四、收費不當者。 

五、經費開支浮濫者。 

六、業務陳報不實者。 

七、對於主管機關查核業務不予配合或妨礙其進行者。 

八、經主管機關評鑑不合格或不符訓練品質規範者。 

九、其他辦理不善者。 

勞 動

部 

21 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機

構設立管理

及補助準則 

第 16 條 

主管機關為瞭解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經營管理情形，得要

求其提出業務及財務報告，並得派員查核之。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當地主管機關應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並公告之： 

一、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不實。 

二、訓練場所、訓練設備、公共設施或安全衛生設施不良。 

三、收費不當。 

四、業務或財務陳報不實。 

五、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查核。 

六、其他辦理不善，情節重大。 

勞 動

部 

22 職業訓練法 第 39-1 條 勞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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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三十一條之一規定經認證單位，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辦理技能職類測驗，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二、收取技能職類測驗規定數額以外之費用。 

三、謀取不正利益、圖利自己或他人。 

四、會務或財務運作發生困難。 

五、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提供不實或失效之資料。 

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定辦法關於

資格條件、審查程序或其他管理事項規定。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中央主管機關並得視其情節，分別為下列處理： 

一、警告。 

二、限期改善。 

三、停止辦理測驗。 

四、撤銷或廢止認證。 

經認證單位依前項第四款規定受撤銷或廢止認證者，自生效日

起，不得再核發技能職類證書。 

經認證單位違反前項規定或未經認證單位，核發第三十一條之

二規定之技能職類證書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部 

23 勞工退休金

條例年金保

險實施辦法 

第 63 條 

保險人經營本保險業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由主管機關通知

改善，必要時得函請保險業務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一、經保險業務主管機關認定保險人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

率，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且未於保險

業務主管機關要求之期限內補足、補正或提出補救方案。 

二、嚴重違反保險法令致使其董事、總經理或負責本項業務經

理人受到保險業務主管機關撤換之處分。 

三、保險人最近連續二次之信用評等均低於第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定之等級。 

勞 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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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告或宣傳誇大不實。 

五、妨礙主管機關查核業務或業務陳報不實。 

六、其他違反本條例所訂定之法令。 

24 動物保護法 第 22-5 條 

寵物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容器、包

裝或說明書之上： 

一、品名。 

二、淨重、容量、數量或度量等；其淨重、容量或度量應標示

法定度量衡單位，必要時，得加註其他單位。 

三、所使用主要原料、添加物名稱。 

四、營養成分及含量。 

五、製造、加工業者名稱、地址及電話。輸入者並應加註輸入

業者及國內負責廠商名稱、地址、電話及原產地。 

六、有效日期或製造日期。 

七、保存期限、保存方法及條件。 

八、適用寵物種類、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標示之事項。 

對於寵物食品所為之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

易生誤解之情形。 

寵物食品容器、包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販賣、輸

入、輸出或使用： 

一、有毒。 

二、易生不良化學作用。 

三、其他足以危害健康。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會 

25 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

法 

第 20 條 

農產品之標示或廣告不得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

（構）之名義。 

提供平台或受委託刊播之廣告涉及驗證農產品、溯源農產品或

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構）之名義者，其提供平台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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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委託刊播廣告之業者，應自廣告刊播之日起六個月，保存

於平台上或委託刊播廣告者之相關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

供時，不得規避、妨礙、拒絕或提供不實資料。 

前項相關資料之項目、保存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農產品經營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令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依第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標章規格、圖式、製

作或使用之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為標示、標示不全或不實。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依驗證基準保存驗證農產品

之生產、加工、分裝、流通、貯存及販賣過程之相關資料。 

四、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擅自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所

屬機關（構）之名義為農產品之標示或廣告。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並得停止其使用驗證農產品標章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26 糧食管理法 第 14-1 條 

市場銷售之糧食，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標示之項目及內容，與內容物不相同；或內容物攙偽假冒；

或包裝、容器上之宣傳或廣告，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

形。 

二、進口稻米與國產稻米混合銷售。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會 

27 保險經紀人

管理規則 

第 29 條 

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所

任用之經紀人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一、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二、為未經核准登記之保險業洽訂保險契約。 

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重要事項。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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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職務或業務上之便利或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強迫、引

誘或限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保險人締約之自由或向其索取額

外報酬或其他利益。 

五、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

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 

六、有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 

七、挪用或侵占保險費、再保險費、保險金或再保險賠款。 

八、本人未執行業務，而以執業證照供他人使用。 

九、有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行為受刑之宣告。 

十、經營或執行執業證照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務。 

十一、除合約所訂定之佣金、費用或依同業標準所收取之佣酬

及依保險法第九條提供保險相關服務之合理報酬外，以其他費

用名目或以第三人名義向保險人收取金錢、物品、其他報酬或

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十二、以不法之方式使保險人為不當之保險給付。 

十三、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十四、授權第三人代為經營或執行業務，或以他人名義經營或

執行業務。 

十五、將非所任用之經紀人或非所屬登錄之保險業務員招攬之

要保文件轉報保險人或將所招攬之要保文件轉由其他經紀人或

保險代理人交付保險人。但經紀人公司收受個人執業經紀人已

事先取得要保人書面同意之保件，不在此限。 

十六、聘用未具保險招攬資格者為其招攬保險業務。 

十七、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五項

或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辦理繳銷或註銷執業證照。 

十八、擅自停業、暫時停止一部或全部業務、復業、恢復業務、

解散或終止一部或全部業務。 

十九、經紀人公司或銀行經營業務後，未於所任用之經紀人離

職時，依第七條第二項任用經紀人擔任簽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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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未依主管機關所規定相關事項向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或

經紀人公會報備。 

二十一、使用與保險商品有關之廣告、宣傳內容，非屬保險業

提供或未經其同意。 

二十二、將佣酬支付予非實際招攬之保險業務員及其業務主

管。但支付續期佣酬予接續保戶服務人員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未確認金融消費者對保險商品之適合度。 

二十四、銷售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國外保單貼現受益權憑證商

品。 

二十五、提報業務或財務報表之資料不實或不全。 

二十六、任職於保險業、擔任有關公會現職人員或登錄為保險

業務員。 

二十七、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定存解約或保

險單借款繳交保險費。 

二十八、未據實填寫招攬報告書。 

二十九、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三十、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28 電子票證發

行機構業務

管理規則 

第 8 條 

發行機構辦理電子票證業務從事廣告或其他行銷活動而製作之

有關資料，應列入內部控制制度管理並確定其內容無不當、不

實陳述、誤導消費者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且於對外使用前，

應先經其法令遵循或稽核部門之主管審核。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29 信託業營運

範圍受益權

轉讓限制風

險揭露及行

銷訂約管理

辦法 

第 20 條 

信託業就其公司形象或所從事之信託業務為廣告、業務招攬及

營業促銷活動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就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募集或申報生效之受益證券，預

為廣告或進行業務招攬、營業促銷活動。 

二、不得提供贈品或以其他利益招攬業務。但在主管機關核定

範圍內，不在此限。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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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得利用客戶之存款資料，進行勸誘或推介與客戶風險屬

性不相符之投資商品。 

四、不得勸誘客戶以融資方式取得資金，轉為信託財產進行運

用。 

五、不得對於過去之業績及績效作誇大之宣傳，並不得有虛偽、

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六、不得有其他影響受益人權益之事項。 

信託業辦理前項活動所提供之廣告、行銷文件，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於對外使用前，應先經其法令遵循主管審核，確定內容

無不當、不實陳述、誤導消費者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並應

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以經主管機關核准信託業務之開辦，或同業公會會員

資格作為受益權價值之保證。 

二、不得使人誤信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獲利。 

三、特定投資標的之名稱應適當表達其特性及風險，不得使用

可能誤導客戶之名稱。 

四、對於獲利與風險應作平衡報導，且不得載有與向主管機關

申請文件內容不符之文字或設計。 

五、不得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內容。 

信託業所進行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內容、管理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由同業公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30 保險公證人

管理規則 

第 37 條 

公證人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一、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二、向保險契約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索取額外報酬。 

三、以執業證照供他人使用。 

四、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執

行業務。 

五、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出具不實公證報告。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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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行為受刑之宣告。 

七、經營執業證照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務。 

八、授權第三人代為經營或執行業務，或以他人名義執行業務。 

九、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二項或第六項所定期限

內，辦理繳銷或註銷執業證照。 

十、擅自停業、復業、解散。 

十一、公證人公司經營業務後，所任用之公證人離職時公證人

公司未依第八條第二項僱用公證人擔任簽署工作。 

十二、相關事項未依主管機關規定向所屬公證商業同業公會報

備。 

十三、未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提報業務、財務報表，或其所提

報之資料不實或不全。 

十四、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31 金融服務業

從事廣告業

務招攬及營

業促銷活動

辦法 

第 5 條 

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不得有下列

各款之情事： 

一、違反法令、主管機關之規定或自律規範。 

二、虛偽不實、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 

三、損害金融服務業或他人營業信譽。 

四、冒用或使用相同或近似於他人之註冊商標、服務標章或名

號，致有混淆金融消費者之虞。 

五、故意截取報章雜誌不實之報導作為廣告內容。 

六、對於業績及績效作誇大之宣傳。 

七、藉主管機關對金融商品或服務之核准或備查程序，誤導金

融消費者認為主管機關已對該金融商品或服務提供保證。 

八、除依法得逕行辦理之金融商品或服務外，對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或備查之金融商品或服務，預為宣傳或促銷。 

九、使用之文字或訊息內容使人誤信能保證本金之安全或保證

獲利。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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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刻意以不明顯字體標示附註與限制事項。 

第 6 條 

金融服務業應訂定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宣傳資料

製作管理規範，及其散發公布之控管作業流程。 

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務招攬及營業促銷活動之宣傳資料，

於對外使用前，應按業務種類，依前項規範審核，確認內容無

不當、不實陳述、誤導金融消費者、違反相關法令及自律規範

之情事者，始得為之。 

32 金融機構作

業委託他人

處理內部作

業制度及程

序辦法 

第 10 條 

金融機構作業委外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外事項範圍及受委託機構之權責。 

二、金融機構應要求受委託機構配合遵守第二十一條規定。 

三、消費者權益保障，包括客戶資料保密及安全措施。 

四、受委託機構應依金融機構監督訂定之標準作業程序，執行

消費者權益保障、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制度。 

五、消費者爭端解決機制，包括解決時程、程序及補救措施。 

六、受委託機構聘僱人員之管理，包括人員晉用、考核及處分

等情事。 

七、與受委託機構終止委外契約之重大事由，包括主管機關通

知依契約終止或解約之條款。 

八、受委託機構就受託事項範圍，同意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得

取得相關資料或報告，及進行金融檢查，或得命令其於限期內

提供相關資料或報告。 

九、受委託機構對外不得以金融機構名義辦理受託處理事項，

亦不得進行不實廣告或於辦理貸款行銷作業時向客戶收取任何

費用。 

十、受委託機構對委外事項若有重大異常或缺失應立即通知金

融機構。 

十一、其他約定事項。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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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應於契約中要求受委託機構非經金融機構書面同意，

不得將作業複委託。委外契約中應針對複委託情形，訂明複委

託之範圍、限制或條件。複委託契約應準用本條規定訂定之。 

委外契約或複委託契約與本辦法規定不符者，金融機構得按原

契約繼續辦理至契約期限到期為止；惟契約未訂有期限者，應

於本辦法發布施行起六個月內補正，否則該契約自動終止。 

33 保險代理人

管理規則 

第 49 條 

個人執業經紀人、經紀人公司、銀行及受經紀人公司或銀行所

任用之經紀人不得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 

一、申領執業證照時具報不實。 

二、為未經核准登記之保險業洽訂保險契約。 

三、故意隱匿保險契約之重要事項。 

四、利用職務或業務上之便利或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強迫、引

誘或限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保險人締約之自由或向其索取額

外報酬或其他利益。 

五、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經

營或執行業務或招聘人員。 

六、有以不當之手段慫恿保戶退保、轉保或貸款等行為。 

七、挪用或侵占保險費、再保險費、保險金或再保險賠款。 

八、本人未執行業務，而以執業證照供他人使用。 

九、有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行為受刑之宣告。 

十、經營或執行執業證照所載範圍以外之保險業務。 

十一、除合約所訂定之佣金、費用或依同業標準所收取之佣酬

及依保險法第九條提供保險相關服務之合理報酬外，以其他費

用名目或以第三人名義向保險人收取金錢、物品、其他報酬或

為不合營業常規之交易。 

十二、以不法之方式使保險人為不當之保險給付。 

十三、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十四、授權第三人代為經營或執行業務，或以他人名義經營或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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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 

十五、將非所任用之經紀人或非所屬登錄之保險業務員招攬之

要保文件轉報保險人或將所招攬之要保文件轉由其他經紀人或

保險代理人交付保險人。但經紀人公司收受個人執業經紀人已

事先取得要保人書面同意之保件，不在此限。 

十六、聘用未具保險招攬資格者為其招攬保險業務。 

十七、未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五項

或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辦理繳銷或註銷執業證照。 

十八、擅自停業、暫時停止一部或全部業務、復業、恢復業務、

解散或終止一部或全部業務。 

十九、經紀人公司或銀行經營業務後，未於所任用之經紀人離

職時，依第七條第二項任用經紀人擔任簽署工作。 

二十、未依主管機關所規定相關事項向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或

經紀人公會報備。 

二十一、使用與保險商品有關之廣告、宣傳內容，非屬保險業

提供或未經其同意。 

二十二、將佣酬支付予非實際招攬之保險業務員及其業務主

管。但支付續期佣酬予接續保戶服務人員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未確認金融消費者對保險商品之適合度。 

二十四、銷售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國外保單貼現受益權憑證商

品。 

二十五、提報業務或財務報表之資料不實或不全。 

二十六、任職於保險業、擔任有關公會現職人員或登錄為保險

業務員。 

二十七、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定存解約或保

險單借款繳交保險費。 

二十八、未據實填寫招攬報告書。 

二十九、其他違反本規則或相關法令。 

三十、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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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負責

人與業務人

員管理規則 

第 16 條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之負責人、部門主管、分支機構經理人、業

務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從事業務廣告及公開舉辦證券投資分析

活動，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於傳播媒體提供證券投資分析節目，違反第十五條規定。 

二、為招攬客戶，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式，誘使投資人參加

證券投資分析活動。 

三、對所提供證券投資服務之績效、內容或方法無任何證據時，

於廣告中表示較其他業者為優。 

四、於廣告中僅揭示對公司本身有利之事項，或有其他過度宣

傳之內容。 

五、未取得核准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而為使人誤信其有辦

理該項業務之廣告。 

六、為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之表示。 

七、於傳播媒體從事投資分析之同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 

八、涉有利益衝突、詐欺、虛偽不實或意圖影響證券市場行情

之行為。 

九、涉有個別有價證券未來價位研判預測。 

十、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成交系統交易時間及

前後一小時內，在廣播或電視媒體，對不特定人就個別有價證

券之買賣進行推介或勸誘。 

十一、於前款所定時間外，在廣播或電視媒體，未列合理研判

分析依據，對不特定人就個別有價證券之產業或公司財務、業

務資訊提供分析意見，或就個別有價證券之買賣進行推介。 

十二、對證券市場之行情研判、市場分析及產業趨勢，未列合

理研判依據。 

十三、以主力外圍、集團炒作、內線消息或其他不正當或違反

法令之內容，作為招攬之訴求及推介個別有價證券之依據。 

十四、引用各種推薦書、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他易使人認為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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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 

十五、為推廣業務所製發之書面文件未列明公司登記名稱、地

址、電話及營業執照字號。 

十六、以業務人員或內部研究單位等非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名

義，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製作書面或電子文件。 

十七、違反同業公會訂定廣告及促銷活動之自律規範。 

前項第十七款之自律規範，由同業公會擬訂，申報本會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35 保險業務員

管理規則 

第 19 條 

業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疑，其行為時之所

屬公司應依法移送偵辦外，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三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行為之處分： 

一、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

說明。 

二、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

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 

三、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 

四、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

之方法為招攬。 

五、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

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 

六、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 

七、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填寫有關

保險契約文件。 

八、以威脅、利誘、隱匿、欺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說明慫

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保人受損害。 

九、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侵占

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險業開發之正式收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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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用他人登錄證。 

十一、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務或其他

金融商品。 

十二、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

險。 

十三、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銀行存款

及其他金融商品作不當之比較。 

十四、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十五、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管保險單及印鑑。 

十六、違反第九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

五條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十七、其他利用其業務員身分從事業務上不當行為。 

前項業務員行為時之所屬公司已解散或註銷公司執業證照者，

由現行所登錄之所屬公司予以處分。 

最近五年內受停止招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所屬公司

應予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分。 

36 信用卡業務

機構管理辦

法 

第 18 條 

信用卡業務機構未經核准辦理信用卡業務前，不得為任何有關

之廣告或促銷之行為。 

信用卡業務機構從事廣告或其他行銷活動而製作之有關資料，

於對外使用前，應先經法令遵循主管審核，確定其內容無不當、

不實陳述、誤導消費者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37 期貨顧問事

業管理規則 

第 14 條 

期貨顧問事業為招攬業務，以文字、圖畫或口頭所為之宣傳或

在報章、雜誌、廣播電台、電視、電傳系統或其他大眾傳播媒

體製作之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為不實陳述、強行推銷或宣稱期貨交易適合所有人士。 

二、隱匿重要事實，有致人誤信之虞。 

三、強調獲利，未同時說明相對之風險。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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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圖表、公式、電腦軟體或其他期貨技術分析工具為宣

傳時，未顯著說明其功能限制。 

五、於廣告中未平衡揭示對公司本身有利及不利之事項，或有

其他過度宣傳之內容。 

六、為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之表示。 

七、引用各種推薦書、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他易使人認為確

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 

八、其他誇大、偏頗之情事或有欺罔相對人之虞。 

第 15 條 

期貨顧問事業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以發行出版品、舉辦講

習等方式或透過電視、電話、電報、傳真、網際網路、其他電

傳系統、傳播媒體等媒介，從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顧問服

務，除不得有第二十六條所禁止之行為外，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涉及個別期貨交易契約未來交易價位之研判、建議或提供

交易策略之建議。 

二、於傳播媒體從事期貨交易分析之同時，有以任何方式招攬

客戶之廣告行為。 

三、涉有利益衝突、詐欺、虛偽不實或意圖影響市場行情之行

為。 

四、對市場之行情研判或分析，未列合理研判依據。 

五、以業務人員或內部研究單位等非公司名義，從事期貨交易

分析或製發書面文件。 

六、違反同業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 

前項第六款之自律規範，由同業公會訂定，申報主管機關核定

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38 期貨商管理

規則 

第 7 條 

期貨商為招攬業務，以文字、圖畫或口頭所為之宣傳或在報章、

雜誌、廣播電台、電視、電傳系統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製作之

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333 

 

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一、為不實陳述、強行推銷或宣稱期貨交易適合所有人士。 

二、隱匿重要事實，有誤導公眾之虞。 

三、強調獲利，未同時說明相對之風險。 

四、為績效廣告時，僅使用對其有利之資料。 

五、使用圖表、公式、電腦軟體或其他期貨技術分析工具為宣

傳時，未顯著說明其功能限制。 

六、其他誇大、偏頗之情事或有欺罔公眾之虞。 

會 

39 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管理

規則 

第 14 條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從事廣告、公開說明會及其他營業活動，不

得有下列行為： 

一、於傳播媒體提供證券投資分析節目，違反前條規定。 

二、為招攬客戶，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式，誘使投資人參加

證券投資分析活動。 

三、對所提供證券投資服務之績效、內容或方法無任何證據時，

於廣告中表示較其他業者為優。 

四、於廣告中僅揭示對公司本身有利之事項，或有其他過度宣

傳之內容。 

五、未取得核准辦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而為使人誤信其有辦

理該項業務之廣告。 

六、為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之表示。 

七、於傳播媒體從事投資分析之同時，有招攬客戶之廣告行為。 

八、涉有利益衝突、詐欺、虛偽不實或意圖影響證券市場行情

之行為。 

九、涉有個別有價證券未來價位研判預測。 

十、於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櫃檯買賣成交系統交易時間及

前後一小時內，在廣播或電視傳播媒體，對不特定人就個別有

價證券之買賣進行推介或勸誘。 

十一、於前款所定時間外，在廣播或電視媒體，未列合理研判

分析依據，對不特定人就個別有價證券之產業或公司財務、業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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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訊提供分析意見，或就個別有價證券之買賣進行推介。 

十二、對證券市場之行情研判、市場分析及產業趨勢，未列合

理研判依據。 

十三、以主力外圍、集團炒作、內線消息或其他不正當或違反

法令之內容，作為招攬之訴求及推介個別有價證券之依據。 

十四、引用各種推薦書、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他易使人認為

確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 

十五、為推廣業務所製發之書面文件未列明公司登記名稱、地

址、電話及營業執照字號。 

十六、以業務人員或內部研究單位等非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名

義，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製作書面或電子文件。 

十七、違反同業公會訂定廣告及促銷活動之自律規範。 

前項第十七款之自律規範，由同業公會擬訂，申報本會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40 期貨經理事

業管理規則 

第 37 條 

期貨經理事業為推廣或招攬業務，以文字、圖畫或口頭所為之

宣傳或在報章、雜誌、廣播電台、電視、電傳系統或其他大眾

傳播媒體製作之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對交易或投資性質內容為不實陳述或強調獲利而未同時說

明相對之風險。 

二、內容涉及現貨市場或期貨市場之交易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三、隱匿重要事實，有誤導公眾之虞。 

四、對所提供期貨交易服務之績效，以不實之資料或僅使用對

其有利之資料作誇大之宣傳。 

五、使用圖表、公式、電腦軟體或其他期貨技術分析工具為宣

傳時，未顯著說明其功能限制。 

六、為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之表示。 

七、引用各種推薦書、感謝函、過去績效或其他易使人認為確

可獲利之類似文字或表示。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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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誇大、偏頗之情事或有欺罔公眾之虞。 

第 62 條 

期貨經理事業及其負責人與業務員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忠實

執行業務。 

前項事業及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洩漏委任人委託事項及職務上所獲悉之秘密。 

二、對委任人作獲利之保證。 

三、與委任人約定分享利益或共同承擔損失。但主管機關對期

貨經理事業收取績效報酬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四、利用委任人帳戶或名義為他人或自己從事交易或投資。 

五、利用他人或自己之帳戶或名義供委任人從事交易或投資。 

六、為誇大、偏頗之宣傳或散布不實資訊。 

七、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簽訂委任契約。 

八、為廣告或宣傳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 

九、未與委任人辦妥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簽訂，或委任人

未與保管機構辦妥委任契約之簽訂，即代理委任人從事交易或

投資。 

十、代理委任人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或代理委任人與保

管機構簽訂委任契約。 

十一、於公司之營業場所外，直接或間接設置固定場所從事與

委任人簽訂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十二、利用他人名義或由他人利用自己名義執行業務。 

十三、利用職務上所獲知之資訊，為自己或委任人以外之人從

事交易。 

十四、運用全權委託資產從事足以損害委任人權益之交易或投

資。 

十五、運用全權委託資產，與自己或其他受託資產，為相對委

託之交易或投資。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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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發生相對委託之結果者，不在此限。 

十六、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之全部或部分複委任他人履行

或轉讓他人。 

十七、運用全權委託資產從事交易或投資時，非依法令規定或

市場規則，將已成交之委託，自全權委託帳戶改為自己、他人

或其他全權委託帳戶，或自其他帳戶改為全權委託帳戶。 

十八、未依分析報告作成決定書，或分析報告顯然缺乏合理分

析基礎與根據者。 

十九、挪用委任人委託資產或代其保管委託資產、印鑑或存摺。 

二十、對委任人所為委任事項之查詢，未為必要之答復及處理，

致有損委任人之權益。 

二十一、對於依法令規定之帳簿、表冊、文件，未依規定製作、

申報、公告、備置、保存或為虛偽之記載。 

二十二、對主管機關命令提出之帳簿、表冊、文件或其他參考

報告資料，逾期不提出，或對於主管機關依法所為之檢查予以

拒絕或妨礙。 

二十三、與委任人有借貸款項或為借貸款項之媒介情事。 

二十四、製作不實之交易紀錄。 

二十五、利用非公司受雇人從事有關業務。 

二十六、為委任人進行非必要之交易。 

二十七、違反同業公會訂定之自律規範。 

二十八、其他違反證券暨期貨管理法令或經主管機關規定不得

為之行為。 

第一項之人員執行業務，對期貨經理事業管理法令或期貨交易

全權委任契約規定不得為之行為，亦不得為之。 

非業務員之其他從業人員除不得有前項情事外，亦不得執行業

務員職務或代理業務員職務。 

41 保險業設立

許可及管理

第 21 條 

保險業經營業務或招聘人員不得有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

金 融

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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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及宣傳。 管 理

委 員

會 

42 保險業招攬

及核保理賠

辦法 

第 6 條 

保險業訂定其內部之業務招攬處理制度及程序，至少應包括並

明定下列事項： 

一、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資格、招攬險種、在職訓

練、獎懲及權利義務。 

二、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酬金與承受風險及支給時

間之連結考核，招攬品質、招攬糾紛等之管理。 

三、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代收保險費之收費作業、

送金單或收據之領用、收費時間及繳回等管理。 

四、依行銷通路別及其特性訂定應遵行之事項。 

五、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應充分瞭解要保人及被保

險人之事項，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基本資料： 

 1.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基本資料（至少應包括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及聯絡方式；若為法人者，為法人之名

稱、代表人、地址、聯絡電話）； 

2.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及被保險人與受益人之關係； 

3.若保險契約係以電子保單型式出單者，至少應取得要保人及

被保險人之行動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可足資傳遞電子文件之聯絡方式； 

4.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基本資料。 

（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符合投保之條件。 

（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投保目的及需求。 

（四）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 

六、保險商品適合度政策，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要保人已確實瞭解其所繳交保險費係用以購買保險商品。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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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保人投保險種、保險金額及保險費支出與其實際需求

具相當性。 

（三）要保人如係投保外幣收付之保險商品，應瞭解要保人對

匯率風險之承受能力。 

（四）要保人如係投保投資型保險商品，應考量要保人之投資

屬性、風險承受能力、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並確定要保人

已確實瞭解投資型保險之投資損益係由其自行承擔，且不得提

供逾越要保人財力狀況或不合適之商品。 

七、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有誠實填寫招攬報告書之

義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一）招攬經過。 

（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工作年收入及其他收入。 

（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投保其他商業保險，以及投保前

三個月內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情形。 

（四）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五）身故受益人是否指定為配偶、直系親屬，或指定為法定

繼承人，且其順位及應得比例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若否，

應說明原因。 

（六）其他有利於核保之資訊。 

八、保險業或其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以未具保險業招攬人員資格者為招攬。 

（二）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

費之方法為招攬。 

（三）以誇大不實、引人錯誤之宣傳、廣告、以不同保險公司

之契約內容作不當比較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 

（四）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保險單借款繳交

保險費。 

（五）使用未經保險業同意之文宣、廣告、簡介、商品說明書

及建議書等文書為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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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慫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或以不當之手段唆

使要保人辦 

理退保、轉保、縮小保額、繳清、展期或貸款等行為。 

（七）酬金支付對象與要保書所載招攬人員不同。 

（八）挪用或侵占保險費。 

（九）未確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單之適合度。 

（十）給付或支領推介客戶申辦貸款之報酬。但業務人員於貸

款案件送件 

日前後三個月內未向同一客戶招攬保險商品者，不在此限。 

（十一）其他損害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權益之情事。 

九、保險業應要求為其從事保險招攬之保險代理人及其業務員

遵循下列事項： 

（一）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之規定及保

險代理合約之約定。 

（二）除本項第一款之獎懲及第二款之酬金與承受風險及支給

時間之連結考核等事項外，應依據本項第一款至第八款所列事

項辦理，並明定於保險代理合約。 

十、保險業銷售各種有解約金之非投資型保險商品（不包括小

額終老保險、團體年金保險及保險期間在三年以下之傷害保險）

予七十歲以上之客戶，或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予六十五歲以上

之客戶，應經客戶同意後將銷售過程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留紀

錄，或以電子設備留存相關作業過程之軌跡，並應由適當之單

位或主管人員進行覆審，確認客戶辦理該等商品交易之適當

性。前揭錄音、錄影或以電子設備辦理之方式，由中華民國人

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十一、前款銷售過程以錄音或錄影方式保留紀錄，或以電子設

備留存相關作業過程之軌跡至少應包括下列事項，且應保存至

保險契約期滿後五年或未承保確定之日起五年： 

（一）招攬之業務員出示其合格登錄證，說明其所屬公司及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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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招攬保險商品。 

（二）告知客戶其購買之保險商品、保險公司名稱及招攬人員

與保險公司之關係、繳費年期及繳費金額。 

（三）說明商品重要條款內容、除外責任及建議書內容。 

（四）說明契約撤銷之權利。 

（五）詢問客戶是否瞭解每年必需繳交之保費，並確認客戶是

否可負擔保費。 

（六）客戶購買之保險商品如係投資型保險商品，並應說明商

品之投資風險、保險商品說明書重要內容、保單相關費用（包

括保險成本等保險費用）及其收取方式，以及詢問客戶是否瞭

解在較差情境下之可能損失金額，並確認客戶是否可承受損失。 

十二、保險業就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解約、貸款或保險單

借款，且購買有保單價值準備金之保險商品（不包括小額終老

保險、保險期間在三年以下之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商品或有生

存保險金之房貸壽險商品之客戶，應另指派非銷售通路之人

員，於銷售保險契約後且同意承保前，再以電話訪問確認或告

知下列事項，並應保留電話訪問錄音紀錄備供查核，且應保存

至保險契約期滿後五年或未承保確定之日起五年： 

（一）確認符合第五款、第六款及第八款所定事項。 

（二）對於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客

戶，向其明確告知其因財務槓桿操作方式所將面臨之相關風

險，以及最大可能損失金額。 

（三）對於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解約之客戶，向其明確告

知其因終止契約後再投保所產生之保險契約相關權益損失情

形。 

十三、其他主管機關規定應遵行之事項。 

保險業應要求業務往來保險經紀人遵行下列事項： 

一、符合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之規定及業務往來合約之約定。 

二、不得以保險費折讓或其他不當之誘因向要保人推介保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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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三、不得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或以貸款、保險單借款繳

交保險費，並應瞭解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是否為解約、貸款

或保險單借款。 

四、不得有其他損害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權益之情事。 

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於招攬財產保險時，得不適用。 

第一項第七款所規定之招攬報告書內容，於招攬微型保險時得

不適用，由保險業依其內部風險控管考量自行訂定。 

43 經濟部推動

產業人才能

力鑑定及管

理辦法 

第 5 條 

受託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或所屬機關得終止委託之全

部或一部： 

一、因故意或過失，對於參加能力鑑定者之資格審查不實，經

查證屬實。 

二、未依本辦法及委託契約書相關規定辦理各項試務工作，經

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完成。 

三、辦理能力鑑定收取標準以外之費用或不當利益，致有影響

參加考試者權益之虞。 

四、辦理能力鑑定考試，為不實之廣告或揭示。 

五、謀取不當利益、圖利自己或他人，致影響參加考試者之權

益。 

六、業務或財務運作發生困難，經查證有影響參加考試者權益

之虞。 

七、應依委託契約書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提供不實或失效之

資料。 

經依本辦法終止委託者，受託單位自終止生效日起，不得再核

發能力鑑定證明；其生效日前已核發之證明，除依第十二條及

第十三條規定撤銷或廢止者外，效力不受影響。 

經 濟

部 

44 郵政簡易人

壽保險監督

第 56 條 

業務員有違反本辦法之規定或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有犯罪嫌

交 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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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辦法 疑，應依法移送外，中華郵政公司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三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或撤銷登記： 

一、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或不為

說明。 

二、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告知；

或明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告知而故意隱匿。 

三、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告知。 

四、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保險費

之方法為招攬。 

五、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廣告或

其他不當之方法為招攬。 

六、未經中華郵政公司同意而招聘人員。 

七、未經保險契約當事人同意或授權而為填寫、簽章有關保險

契約文件。 

八、以不當之方法唆使要保人終止有效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

要保人受損害。 

九、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用、侵占

所收保險費或代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正式收據。 

十、以登記證供他人使用。 

十一、招攬或推介未經金管會核准之保險業務；或為未經金管

會核准經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人招攬保險或類似保險業務。 

十二、以不同保險契約內容作不公平或不完全之比較，而陳述

或散布足以損害其他公司營業、信譽。 

十三、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擾亂金融秩序。 

十四、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登記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攬行為期間累計達二年者，應予以撤

銷其業務員登記。 

受停止招攬、撤銷登記之業務員，得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中華郵政公司申請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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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旅行業管理

規則 

第 30 條 

旅行業為舉辦旅遊刊登於新聞紙、雜誌、電腦網路及其他大眾

傳播工具之廣告，應載明旅遊行程名稱、出發之地點、日期及

旅遊天數、旅遊費用、投保責任保險與履約保證保險及其保險

金額、公司名稱、種類、註冊編號及電話。但綜合旅行業得以

註冊之商標替代公司名稱。 

前項廣告內容應與旅遊文件相符合，不得有內容誇大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一項廣告應載明事項，依其情形無法完整呈現者，旅行業應

提供其網站、服務網頁或其他適當管道供消費者查詢。 

交 通

部 

46 動員實施階

段大眾傳播

事業及從業

人員管制辦

法 

第 9 條 

動員實施階段，廣播電視事業播送或發行之節目或廣告應經主

管機關審查核准，其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危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及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涉及國家安全之機密。 

三、足以影響民心士氣之不實報導。 

文 化

部 

47 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審驗

管理辦法 

第 22 條 

取得審驗證明者，經發現其申請時所檢附之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

資料或其電子檔案偽造或虛偽不實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

得撤銷其審驗證明。 

取得審驗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

得廢止其審驗證明： 

一、經抽驗不符合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技術規範規定。 

二、以同一限制性射頻模組（組件）與不同平台組裝之限制性

最終產品，未依規定分別申請審驗。 

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變更廠

牌、型號、硬體、射頻功能、外觀、顏色、材質、電源供應方

式、配件或天線，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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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規範修正後，未依規定重新審驗。 

五、未依規定保管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

件）、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相符

之測試治具或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使用相同版本之測試軟

體。 

六、未依規定支付驗證機關（構）購買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

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等器材之費用、拒不協助或提供該

等器材、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檢驗報告、測試報告、

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相符之測試治具、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

告使用相同版本之測試軟體或審驗相關資料供抽驗。 

七、申請審驗時檢附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非隨插即用射頻模

組（組件）、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資料或其電子檔案有

缺漏或錯誤，經限期補正仍未補正。 

八、因代理權、專利權、著作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

致不得販賣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

模組（組件）。 

九、行動電信終端設備經調查確有重大危害消費者安全者，經

限期召回、回收或銷燬，屆期未召回、回收或銷燬。 

取得審驗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

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由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廢

止其審驗證明： 

一、僅以韌體或軟體變更調變技術、減少發射功率、頻率範圍、

頻寬或頻道數，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經抽驗符合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技術規範相關規定。 

二、僅變更外觀、顏色、材質、外接電源或配件，未依規定重

新申請審驗，經抽驗符合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技術規範相關規定。 

三、僅變更外接電源或配件不影響射頻功能，經原驗證機關（構）

確認後，未向原驗證機關（構）換發審驗證明。 

四、未辦理完全最終產品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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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依規定標示主管機關標章、審驗合格標籤、符合性聲明

標籤或型號。 

六、未依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正體中文警語。 

七、廣告所宣稱審驗內容，逾越審驗證明登載範圍。 

八、違反切結事項。 

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射頻模組（組件）之本體、

說明書、包裝盒、內建韌體或軟體之螢幕顯示，致損害我國國

家尊嚴。 

取得審驗證明者得向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申請註銷其審驗證

明。但驗證機關（構）辦理該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或非隨插即用

射頻模組（組件）抽驗期間或經抽驗有不符合規定情形者，不

得申請註銷。 

48 電信終端設

備審驗管理

辦法 

第 19 條 

取得審驗證明者，經發現其申請時所檢附之電信終端設備、非

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資料

或其電子檔案偽造或虛偽不實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得撤

銷其審驗證明。 

取得審驗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

得廢止其審驗證明： 

一、經抽驗不符合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規定。 

二、以同一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與不同平台組裝之最終

產品，未依規定分別申請審驗。 

三、電信終端設備或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變更廠牌、型

號、硬體、電信介面、外觀、顏色、材質、電源供應方式、配

件、天線，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 

四、技術規範修正後，未依規定重新審驗。 

五、未依規定保管電信終端設備、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

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相符之測

試治具或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使用相同版本之測試軟體。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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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六、未依規定支付驗證機關（構）購買電信終端設備或非隨插

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等設備之費用、拒不協助或提供該等設

備、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檢驗報告、測試報告、與檢

驗報告或測試報告相符之測試治具、與檢驗報告或測試報告使

用相同版本之測試軟體或審驗相關資料供抽驗。 

七、申請審驗時檢附之電信終端設備、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

模組、外接電源、配件、外接天線、資料或其電子檔案有缺漏

或錯誤，經限期補正仍未補正。 

八、因代理權、專利權或著作權爭議，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

致不得販賣經審驗合格之電信終端設備、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

信模組。 

取得審驗證明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

得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由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廢

止其審驗證明： 

一、僅以韌體或軟體變更調變技術、減少輸出功率、頻率範圍、

頻寬或頻道數，未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經抽驗符合電信終端

設備技術規範規定。 

二、僅變更外觀、顏色、材質、外接電源或配件，未依規定重

新申請審驗，經抽驗符合電信終端設備技術規範規定。 

三、僅變更外接電源或配件不影響電信介面、電磁相容或電氣

安全功能，經原驗證機關（構）確認後，未向原驗證機關（構）

換發審驗證明。 

四、未依規定標示主管機關標章、審驗合格標籤、符合性聲明

標籤或型號。 

五、未依規定於指定位置標示正體中文警語。 

六、未依規定於個人定位無線電示標之包裝盒、使用手冊（或

說明書）標示持有者須向交通部航港局辦理資訊登錄。 

七、廣告所宣稱審驗內容，逾越審驗證明登載範圍。 

八、違反切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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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相關法條 主管

機關 

九、電信終端設備或非隨插即用限制性通信模組之本體、說明

書、包裝盒、內建韌體或軟體之螢幕顯示，致損害我國國家尊

嚴。 

取得審驗證明者得向主管機關或原驗證機構申請註銷其審驗證

明。但驗證機關（構）辦理該電信終端設備或非隨插即用限制

性通信模組抽驗期間或經抽驗有不符合規定情形者，不得申請

註銷。 

49 菸酒管理法

施行細則 

第 12 條 

本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所定酒之廣告或促銷不得有虛偽、誇

張、捏造事實或易生誤解之內容，包括不得有不實或使人誤信

之情事，亦不得利用翻譯用語或同類、同型、同風格或相仿等

其他類似標示或補充說明係產自其他地理來源；其已正確標示

實際原產地者，亦同。 

財 政

部 

50 環境教育機

構認證及管

理辦法 

第 18 條 

環境教育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核發機關得廢止其認證： 

一、無正當理由拒絕核發機關訪查或提供必要資料。 

二、喪失對訓練場所之所有權或使用權。 

三、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經撤銷或廢止。 

四、以不實廣告或內容招訓學員。 

五、無故自行縮減課程或時數。 

六、非實際執行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講習。 

七、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評鑑不合格，經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完成。 

八、疏於維護及管理，致影響環境教育服務品質，經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完成。 

九、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課程科目、授課講師、授課章節

大綱或實際經營管理，與申請認證檢送之文件不符，經命其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完成。 

十、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經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完成。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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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51 指定銀行辦

理外幣保證

金交易代客

操作業務管

理辦法 

第 16 條 

指定機構辦理代客操作業務之宣傳及廣告等相關事宜，應受銀

行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規範，其有明顯欺騙與誇大不實之情

形，銀行公會並得函報本行處理。 

中 央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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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近年行政法院值得參考不實廣判決一覽表 

篩選關鍵詞：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廢棄原判決（或發回），原則上

區間 2011/4-2021/4（十年），行為數，廣告主，真實性，舉證責任，時效 

本報告內容引用個案，另以底線表示。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1 行為主

體（產業

別） 

   

不 動 產

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訴字第 1573

號判決（鑫寶璽悅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訴字第 1150

號判決（Line 世代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訴字第 391 號

判決（聯上湖美學 1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 年訴字第 54 號

判決（圓山水 II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1827 

號判決（悅新西雅圖

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 判字第 160 號

行政判決（捷順建設

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36 號

判決（興富發建設

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19 號

判決（一品大觀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257 號判

決 （水岸第一排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09 號

判決 （綠景別墅溫

泉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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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訴 字 第

1285 號判決（華潤

建設案）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訴 字 第

1241 號判決（天湛

廣告公司案）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簡 上 字

第 233 號判決（安家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簡上字第 20

號判決（安家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23 

號判決（印象西湖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627 

號判決（新捷都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訴字第 1603 

號判決（永寅建設

案） 

年度判字第 1720 號

判決（一品大觀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978 

號行政判決（遠雄

40 年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709 號

判決（丹麥建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86 號判

決（瓏山林案） 

 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判字第 316 號判決

（「敦南水都湯泉」

代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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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289 

號判決（中央天悅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454 

號判決（東驊大明

案） 

 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第 223 號判

決（振堡懷石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再字第  83 

號判決（振堡懷石

案） 

瘦 身 美

容業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3 年 訴 字

第  1961 號 判 決

（Skinfood 彩妝保

養專賣案） 

 

電信業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40 號

判決（亞太電信吃到

飽促銷方案不實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簡上字第  7 

號判決（台灣大哥大

音樂達人廣告不實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

判決（台灣之星網速

三連霸不實廣告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232 號

判決（亞太電視吃到

飽促銷方案不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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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案） 

廣 告 媒

體業者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訴 字

第 865 號判決（京銓

藝術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活動廣告不實

案） 

 

新 興 網

路平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313 

號判決（酷玩線上公

司購買「G 妹遊戲」

平台及其旗下遊戲

名 稱 「 大 天 使 之

劍」、「暴風王座」、

「王者霸業」等關鍵

字廣告案） 

 臺北地方法院 110

年度簡更一字第 11

號判決（全球華人藝

術網案更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院 110 年度簡上

字第 124 號裁定（全

球華人藝術網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 109 年度簡上字

第 79 號判決廢棄原

判決（全球華人藝術

網案）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5 年 訴 字

第  1232 號 判 決

（Uber 徵才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更一字第

139 號判決（全球華

人藝術網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348 號判

決（網路家庭國際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平

台商品不實廣告案） 

 

其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簡字第  194 

號判決（舒適睡眠公

司古洛奇關鍵字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 度 訴 字 第

1675 號判決（柚乾

柚淨柚子洗衣粉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  判字第 2266

號行政判決（家樂福

消費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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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告案）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02 年 訴 字

第 387 號判決（裕隆

汽車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845 

號判決（傳真國際太

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717 

號判決（柯建賓即沅

洋超科技電腦資訊

社）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698 

號判決（美而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397 

號判決（雷射省油晶

片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  判字第  1834 

號行政判決（鮮芋

鮮）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  判字第  1229 

號行政判決（可利亞

滅菌解毒蔬果清淨

機）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裁字第  154 號裁

定（生寶臍帶血廣

告） 

2 行為數

之認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1658

號行政判決（捷元電

腦電視購物銷售產

品效能不實廣告案） 

 

3 真實性

舉 證 責

 臺北地方法院行政

訴訟庭於發回更審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院 110 年度簡上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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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任分配 作出 110 年度簡更

一字第 11 號判決

（全球華人藝術網

案） 

字第 124 號裁定（全

球華人藝術網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以 109 年度簡上字

第 79 號判決廢棄原

判決（全球華人藝術

網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140 號

判決（亞太電信吃到

飽促銷方案不實案） 

判決（台灣之星網速

三連霸不實廣告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232 號

判決（亞太電視吃到

飽促銷方案不實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20 

號判決（一品大觀

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09 

號判決 （綠景莊園

別墅溫泉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1257 號

判決 （心裡想建設

水岸第一排案） 

4 裁處權

時 效 之

計算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訴字第 1289 

號判決（中央天悅

案）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6 判

決（瓏山林長堤建案

車道資訊揭露不實

案，依 25 條處分）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5 判

決（瓏山林藝術館建

案車道資訊揭露不

實案，依 25 條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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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8 判

決（瓏山林博物館建

案車道資訊揭露不

實案，依 25 條處分） 

5 比較廣

告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簡上字第 39 

號判決（宏泩科技除

濕機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790 

號判決（愛買線上購

物比較不實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訴字第  38 

號判決（全統隔熱紙

案）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303 號

判決（台灣之星網速

三連霸不實廣告案） 

6 法條競

合 適 用

關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簡字第  194 

號判決（舒適睡眠公

司古洛奇關鍵字廣

告案）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313 

號判決（酷玩線上公

司購買「G 妹遊戲」

平台及其旗下遊戲

名 稱 「 大 天 使 之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6 判

決（瓏山林長堤建案

車道資訊揭露不實

案，依第 25 條處分）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615 判

決（瓏山林藝術館建

案車道資訊揭露不

實案，依第 25 條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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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高等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劍」、「暴風王座」、

「王者霸業」等關鍵

字廣告案） 

 最高行政院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8 判

決（瓏山林博物館建

案車道資訊揭露不

實案，依第 25 條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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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
為例 

 

摘  要 

關鍵詞：不實廣告、無實證廣告、二階段快篩、罰鍰預測系統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

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本條規定為公平會裁處不實廣告所涉及之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主要法律依據。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

不實廣告構成要件該當之成立要件，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

之認定困難，舉證責任風險分配在誰身上，行為數與裁罰權時效如何計算，

及罰鍰裁量基準之類型化與合理性等問題，皆有討論必要。 

本計畫除就當前各國競爭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外，並針對

行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探討行為主體、構成要件及裁處權時效等議

題，概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通路類之不實廣告案例進一步分析實務案例。

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用、

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釐清執法實務面問

題。同時針對公平會未來面對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提出二階段快篩原

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

及裁罰基準。 

綜合研究成果，本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建議事項： 

一、行為主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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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 21 條不實廣告規範之行為主體頗為廣泛，除涉案商品或服務

之廣告主外，建議行為主體認定宜著重於參與不實廣告之決策影響力，但凡

參與策畫決定、製播過程加工之廣告代理商、廣告媒體業或薦證人，只要就

不實廣告刊播有其決策影響力，即應受到本條規範。 

二、廣告刊播對象係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對照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5 條規定不實廣告之效果為「致有阻礙『一般消

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揭示「虛

偽不實」、「引人錯誤」之違法判斷標準較為嚴格，除不特定之一般大眾，並

涵蓋對於特定相關大眾有引起誤認廣告內容或足以影響交易決定者，皆可能

認定其構成不實廣告。如此執法標準，顯然超過廣告使不特定「公眾」得知

方法之法條文義範圍，以致處分案件衍生爭議，且可預見將排除大多數新興

平台精準推播廣告之管制，有礙競爭秩序維持，是以建議公平會宜應刪除現

行處理原則對於「相關大眾」表示部分之規範。 

三、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補強事證 

不實廣告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屬於不確定法律概念判斷之性質，公平會

處分案件大多未予具體認定，如此在重大件可能有影響處分公信力之虞。參

考美日執法機關調查方法，公平會查處受害人數眾多、金額龐大或有無廣告

表示效果判斷不易等重大不實廣告案件，應可藉助問卷調查、網路等媒體瀏

覽紀錄之統計資料，以一般消費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之感受、使用相關商品 

（服務）之意見心得等事證為基礎，據以判斷涉案廣告表示是否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重要事項，強化行政法院對公平會認定個別不實廣告處分案決定之

支持。 

四、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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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件，必須承擔證明其

合致公平法第 21 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任能力之負

擔。從比較法觀點，日本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

益之規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目的相通；且該日本法制之無實證廣告規

範，限制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廣告主提出表示具備合理依據之證明，有助

於提升查證不實廣告之執法效率，亦能符合保障當事人程序正義之要求，是

以公平法應有引進此無實證廣告規範之必要性。爰提出修法建議條文： 

（一） 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

命事業提出為商品表示或表徵有合理依據之證明；逾期未提出者，視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 新增公平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有關本法第二十

一條案件，如附表二例示之表示或表徵說明商品 （服務）使用最高

級用語、具備一定效果或性能等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

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表示或表徵內容是否相符者，本

會得限期命事業提出該表示或表徵內容有合理依據之證明（第一項）。

前項所稱有合理依據之證明，係指銷售數字、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

證或科學學理、實驗依據者（第二項）。第一項命提出證明之期限，

自命令送達之日起算，最長為十五日；但有正當理由者，事業得以書

面申請延長提出期限（第三項）。」 

五、裁處權時效 

依據行政罰法第 27 條規定，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 3 年裁處權時效期

間，原則自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終了時 （停止刊播不實廣告時）起算；但

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例外自該結果發生時 （發現廣告內容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起算。目前公平會以建商預知或可得知不實廣告之時點起算裁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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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或可即早發現違法行為介入查處；但同時也有交屋時裁處權業已罹於

時效之法制缺失，況且以建商主觀之認知起算時效期間，實務認定易生爭議。

是以建議公平會宜應刪除不動產不實廣告處理原則該點規定，回歸以停播不

實廣告 （違法行為終了時）或發現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行為結果發生時）

等時點起算裁處權時效。 

六、行為數認定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所謂「一行為」，須就具體個案事實情節依據

行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害法律效果，斟酌被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

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本研究認為行為數認定基準，適用在不實廣告案件中，

需分別就主觀決意及客觀行為態樣觀察之。透過行政罰上一行為之認定標準，

適用在個案中具體情節考量其廣告形成之決意過程，再加上刊播行為之實施

亦為不同階段，為二行為之認定。 

而在客觀評價廣告常有持續性及反覆播送之態樣時，倘長期持續反覆實

施之違規廣告行為，在法律上應整體評價為一行為，該持續反覆實施之違規

廣告行為，得藉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

因行政機關裁處後，始中斷其接續性，而區隔為一次違規行為，嗣後行為人

所為該當構成要件之違規行為，始為另一行為之開始 。 

七、法規競合 

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範內容來看，涵攝範圍仍有差別，本文建議

可參考歐盟就誤導性和比較廣告指令與不公平商業行指令之規範競合因應方

式。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分工，前者實應策重於事業對其商品（服務）利用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等具體廣告手法，進而

爭取交易機會之不正競爭手段個案；而後者則性質上屬於「安全網」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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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規定，應著眼於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相

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或事業之廣告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

的原則等導致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之案件。倘若不實廣告行為尚未

達不正競爭或侵害公平競爭本質程度者，即應回歸民事上消保法或債務不履

行之相關規定適用，以區別公平法保障競爭秩序之特質，與消保法保護消費

者權益之法規範保護差異性，選法分工調和或可作為我國未來執法趨勢參

考。 

八、建立二階段快篩原則 

現階段公平會處理不實廣告幾乎未見獨占事業透過不實廣告形成市場

進入障礙之案件，然在科技市場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深入你我生活的趨勢下，

參考國外先例，國內並非絕無發生可能，建議宜預作評估因應。本研究爰提

出二階段快篩原則，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作為是否以反托

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件之標準。 

（一） 第一階段：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

第 21 條等不公平競爭條款取締其違法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

廣告是否涉及創新競爭。如該等行為確係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

以致影響創新商品進入市場，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啟動第二階段

作業。反之，如若不實廣告僅導致誠實者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

不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仍以第 21 條審理該等違法行為。 

（二） 第二階段：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

獨占要件。如是，則基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

素，該等行為即符合阻礙性濫用要件，該當公平法第 9 條限制競爭罪

責；否則仍以第 21 條審理該等違法行為。 

九、提出不實廣告裁罰預測系統有助裁罰合理性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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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歷史執法之不實廣告案件裁罰數據，透過大數據分析，藉由

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跟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出的係數相比，解決變數存在

多重共線性問題，並提出裁罰預測系統。在智慧執法趨勢下，透過裁罰預測

系統作為行政裁量或司法裁量之客觀輔助工具，進一步落實施行細則第 36

條要求執法時應注意「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之要求，

未來作為公平會執法參考。 

綜上，本研究期望能透過對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所衍生之競爭法執法疑

義議題進行之研究與分析，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提出具體建議

及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罰鍰基準之模型建立，作為公平會日後處理不實廣

告個案與執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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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mportant Cases of Fair Trade Act - 

Examples of false advertising 

 

Abstract 

Key words: false advertisement, no empirical advertising,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Act of R.O.C., No enterprise 

shall make or use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or symbols on the matter 

that is relevant to goods and is sufficient to affect trading decisions on goods or in 

advertisements, or in any other way make it known to the public.  This provision 

provides for the main legal basis for unfair competition involved in false 

advertising of unfair competition.  With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media 

dissemination mode diversifica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false 

advertising difficulties, the burden of proof risk assigned to whom, the number of 

acts and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of penalty, and the type and rationality of the 

penalty discretion benchmark, etc., are necessary to discuss. 

Except the introduction of current national competition laws for false 

advertising and law enforcement trends of USA, European and Japan, this study 

will will b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for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to explore the 

subject of behavior, the elements and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other issues, 

and analysis of practical cases. In view of the behavior pattern of false advertising, 

expla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number of ac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lements,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ta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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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law enforcement.  Also in view of 

the future, Fair Trade Commission will face the trial of the technology giant's 

advertising cases put forward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further 

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to study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mount 

of fines for various types of false advertising and the basis for the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research pur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The subject of Article 21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t shall focu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false advertising and have its decision-making 

influence on false advertising publication, that is, it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the 

application subject of Article 21. 

2. The advertising target shall be specific persons or non-specific persons 

The current legal practice of application of false advertising should be 

targeted at the non-specific public, it is foreseeable that will exclusion most of the 

emerging platforms of precise advertising, hindering the competitive order, 

therefore, it is to suggest the treatment principles shall change into the "relevant 

public" will be proper able. 

3. Reinforcing evidence sufficient to influence the transaction decision 

FTC should us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statistical data from the Internet 

and other media browsing records, based on the general consumer’s feeling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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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of the disputed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use of related products (services) to deal the major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And 

make decision with supporting of the influence of misleading advertising to 

consumer's transaction decision. 

4. Burden of proof 

Japan’s legal system for non-substantiated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restrict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rom ordering advertisers to submit proofs that have a 

reasonable basis when necessary,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aw 

enforcement for verifying false advertisements, and it can als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suring the procedural justice of the parties. FTC should 

consider the necessary of this non-substantiated advertising standard of our legal 

pratice. 

5. Statute of limit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rinciple of handling false real estate 

advertisements of FTC shall change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will be calculated 

from the time when false advertisements are stopped (when the illegal act ends) or 

when false or intrusive (when the result of the act occurs) is found. 

6. Determination of the number of conduc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behaviors is 

applicable to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bserve subjective 

decisions and objective behaviors separately. The standard for determining the 

first ac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s applicable to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the 

advertisement form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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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shing act is also at different stages, 

which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wo acts. 

7. Conflict of laws 

The division of application between Article 21 and Article 25 shall be the 

Article 21 should focus on specific advertising methods that businesses use false 

or erroneous advertisements for their products (services).  And Article 25 is the 

regulation of a "safety net", that is focus on cases in which the nature of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has been violated by using wrong methods to cause the 

counterparty of the transaction to deal with it or to make the competitor lose 

trading opportunities, or the advertising behavior of the business has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competition. 

8. Establish a two-stage quick screening metho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TC shall establish a two-stage quick screening 

method which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behavior of 

manufacturers as the standard for whether to regulate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with 

antitrus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such as the trial of 

the technology giant's advertising cases. 

9. Proposed a false advertising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Under the trend of AI legal enforcement, using the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as an objective auxiliary tool for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discre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false advertising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can help the 

rationale of the penalty, and it can further support the FTC’s decision of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36 of Enforcement Rules of Fair Trade Ac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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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FTC shall atten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ypes of violations in the past, 

number of times, intervals, and penalties received". 

With thi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issue of competition laws enforcement 

doubts from the important cases of false advertis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ls of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trends, actual 

law enforcement cases,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penalty 

benchmark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handling of cases and enforcement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