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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新型態廣告、不公平競爭、消費者保護、虛偽不實、網路平

台、關鍵字、秘密行銷、比較廣告 

一、  研究緣起 

數位頻寬的加大、連線方式的普及、連線成本的降低，都使得網

路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潮之處，就有廣告刊登

的可能，因此，網路廣告已成為主要的廣告方式。根據 2018 年台北

市廣告公會的調查，網路廣告的產值，不但是所有廣告類型中最多的，

而且已經幾乎等同於所有其他廣告的總和。這也使得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網路不實廣告處分的件數比率，也逐漸增高，屬於網路不實廣告

的比率，從 2008年的 25.53%占比，到 2017年時占比已增加至 65.22%，

顯見新型態廣告衍生的公平交易問題日益嚴重。 

面對新型態廣告樣態與運作方式不斷創新改變，亟需討論公平交

易法對於這些新型態的適用以及因應措施，也有必要討論新型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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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酌國外執

法趨勢及實際執法案例，進行探討。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為有效分析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包括新型態

廣告在競爭法上所衍生的問題及未來發展趨勢等議題，並能提出相關

法制分析與建議，本研究將以以下方式進行: 

（一）「次級資料蒐集分析」。分別蒐集與新型態廣告相關之商

管與各國法學制度、競爭主管機關資料、及司法判決等文獻，加以分

析彙整，並針對包括網路廣告、社交媒體廣告、通訊軟體廣告、行動

電話應用程式廣告、搜尋引擎廣告、直播廣告、一頁式等各種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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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運作方式進行蒐集，同時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方資料庫中

蒐集重要法規動態與執法之資訊。 

（二）「訪談與焦點座談會」。透過業界專家訪談方式，訪問網

紅及電商網路行銷經營者，以深入瞭解各種新型態廣告的營運模式，

以及其和各種資訊科技結合之情形。另因新型態廣告議題涉及不同面

向之跨領域分析，目前廣告手法不斷創新，如 IG 限時動態使用廣告

的爭議，產業鏈也不斷出現變革，如目前廣告預算很大一部分轉往

Facebook 與 google，將涉及平台業者責任、境外執法與舉證困難等新

興的競爭法問題，本研究蒐集補充新的廣告手法與產業鏈模式供主管

機關參考。 

（三）「比較競爭法分析」。以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新型態

廣告之執法案例為分析對象，包括：1、美國法院之相關判決及執法

部門處理新型態廣告相關案件之介紹；2、日本之相關判決及競爭法

管轄區之主管機關處理新型態廣告案例之介紹；3、歐盟執委會制定

之不公平交易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s, 

UCPD）及「引人錯誤與比較廣告指令」（Misleading an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directive）之介紹。藉由上述比較各國立法規範與執法經

驗，對我國未來形塑新型態與競爭政策之參酌。  

（四）「限制研究範圍」。新型態廣告所涉及之競爭法議題可能

橫跨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與不公平競爭的層面，惟由於議題牽涉面

向過於廣泛，在有限的研究期間與資源限制下，為避免研究失焦，本

研究僅針對新型態廣告涉及公平交易法中不公平競爭的議題加以研

究，至於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議題，則不在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內。 

三、  重要發現 

（一）有關公平法第 21 條廣告之定義與適用。部分新型態廣告

可能衝擊傳統上對於廣告的定義，例如透過社群媒體的私人訊息或封

閉式的即時通訊群組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是否該當於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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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傳

播資訊之行為？本研究認為，考慮到本條之立法目的，以及新型態廣

告客製化與精準行銷的趨勢，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

告」，似無必要限於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訊息之情形。  

（二）有關秘密行銷廣告。在競爭法上的主要問題點在於，該則

廣告沒有揭露或刻意隱瞞其本身為一種廣告，至於廣告內容本身是否

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則非管制的重點。  

（三）有關於關鍵字廣告。於利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為關鍵字

廣告之情形，並不當然構成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須視

個案中所涉關鍵字廣告的類型而異其評價，不宜過度擴張公平法概括

條款的適用範圍，以免過度擴張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之排他保護範

疇，反有害於競爭之開展。  

（四）有關比較廣告。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上，除既有的分析方法

外，尚宜將行為經濟學的觀點納入考慮。例如若比較廣告的呈現方式

有可能影響消費者非理性的消費決策，但在資訊提供的事實面向並無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公平交易法上是否應予以規範，有待進一步研

究釐清。  

（五）有關廣告平台業者。有鑑於網際網路上廣告平台事業所經

營之平台性質與其營業規模，無論就言論自由之觀點、抑或著眼於實

際可行性，實不宜逕行課予其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而當廣告平台業者事後接獲商標權人等

的通知時，應視平台業者於知悉侵權情事後，有否採取合理措施以避

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而定平台業者之責任。  

（六）跨境執法之困境。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以網路使用者為

受眾的廣告，其影響力已不再侷限於國境之內，而當廣告的內容或是

手法涉及減損競爭秩序時，競爭主管機關亦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

其論點主要有二：證據蒐集上的困難、以及依我國公平交易法進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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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時如何適用法律之困難。  

四、  主要結論與建議事項 

（一）針對廣告之引發消費問題應有統一之行政窗口，依一般消

費者之認知，行政院消保處應統籌廣告之消費紛爭，例如以行政院消

保處作為統一受理窗口（或者先由各地方的消保官初步受理，再由消

保處統籌），再透過行政機關內部職權之分工進行處理（依相關業法

進行判斷）。除非廣告涉及企業間之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問題，

公平會才需介入出面處理；否則只是一般不實廣告所涉及個別消費者

紛爭，由消保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即可。  

（二）於分析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有

無引人錯誤）時，或可嘗試適度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例如行為經

濟學指出，接收廣告者並非全然理性，而是可能受到感情或情緒影響

的有限理性者，因此廣告可能利用人們常存在的損失趨避、稟賦效果、

自我控制等傾向，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此一觀點雖然無法

完全取代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但有助於吾人更完整的理解各種可

能影響消費者決策之因素，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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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及方法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研究主旨 

數位頻寬的加大、連線方式的普及、連線成本的降低，都使得網路成為

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潮之處，就有廣告刊登的可能，因此，

網路廣告已成為主要的廣告方式。根據 2018 年台北市廣告公會的調查，網路

廣告的產值，不但是所有廣告類型中最多的，而且已經幾乎等同於所有其他

廣告的總和。網路科技、行動通訊科技的不斷更新進步，軟、硬體的不斷提

升，以及各種創新應用的不斷普及，使得各種新型態的網路廣告不斷的推陳

出新。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不實廣告處分的件數比率，也逐漸增高，

屬於網路不實廣告的比率，從 2008 年的 25.53%占比，到 2017 年時占比已增

加至 65.22%，顯見新型態廣告衍生的公平交易問題日益嚴重。新型態廣告的

許多樣態，與傳統廣告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已經不僅只是將傳統廣告網路化

這麼簡單，諸如 Facebook 一頁式廣告、YouTube 廣告、LINE 廣告、線上直

播廣告等新型態廣告，其播出平台與播出時的精準行銷（Precision Marketing）

方式，與傳統媒體，以及傳統網站廣告，已有很大的差異，所衍生與競爭法

之爭議亦日漸增多。數位經濟時代，這些新型態廣告樣態與運作方式不斷創

新改變，亟需討論公平交易法對於這些新型態的適用以及因應措施，也有必

要討論新型態廣告所造成之競爭法相關議題，及對消費者之影響。 

 

二、研究背景 

在廣告充斥於人們生活周邊，並成為消費者接受消費資訊之重要媒介的

同時，如何確保廣告內容資訊的真實成為各界所關心的對象，尤其在網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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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因訊息交流快速、刊載廣告成本低廉、不易確認廣告主等特色下，使

得近年來利用網路進行廣告活動之企業經營者逐漸增多，但也增加網路消費

資訊不實的風險，再加上網路廣告活動不易監督和管理，也不易確認廣告主

為何，此等因素皆會容易造成不實廣告於網路交易之氾濫。再者，許多網站

之伺服器架設於境外，我國主管機關對於該等刊載於境外網站上的廣告應否

加以規範，經營網站的平台業者應否負責，也成為目前如何規範的焦點之一。 

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及二十三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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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電腦或其他方法，可使多數人

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網路廣告表現方式多樣化，除了文字或影像等傳

統廣告模式外，以卡通動漫甚至直播等方式。與傳統廣告之差異有以下之特

性： 

1. 雙方可互動：以往廣告是單方面地進行，現在則是觀眾可以與廣告業者

互動。廣告可針對消費者做有效行銷，廣告業者可藉由消費者所瀏覽網

頁之內容一窺或推測消費屬性或傾向，對之發送類似商品或服務內容之

廣告，加速銷售之業績。 

2. 廣告可掌握有效的消費數據：藉由消費者瀏覽之按鍵數據、會員登入數

據或要求索取資料之數據，加以統計後進行客戶分類與管理。 

本研究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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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及實際執法案例，進行探討。本研究計畫討論的

重點將包括如下： 

（一）蒐集資料並比較各國網路廣告之規範內容及執法案例。 

（二）蒐集資料並比較各國網路廣告現況、發展及趨勢。 

（三）新型態廣告在不同產業之運作實務與競爭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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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型態廣告在不同刊載平台或社群媒體運作實務與競爭法之關係。 

（五）新型態廣告涉及之違法行為態樣與因應，及對消費者之影響。 

（六）新型態廣告之跨境執法實務與困境探討，及對消費者之影響。 

（七）研擬未來在數位經濟發展下新型態廣告造成競爭議題之執法參考。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有效分析公平交易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包括新型態廣告在

競爭法上所衍生的問題及未來發展趨勢等議題，並能提出相關法制分析與建

議，本研究將採取「次級資料蒐集分析」、「訪談與焦點座談會」、以及「比

較法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簡述如下： 

 

一、次級資料蒐集 

本研究於次級資料方面，分別蒐集與新型態廣告相關之商管與各國法學

制度、競爭主管機關資料、及司法判決等文獻，加以分析彙整。除學術與法

規制度文獻之外，本研究另針對包括網路廣告、社交媒體廣告、通訊軟體廣

告、行動電話應用程式廣告、搜尋引擎廣告、直播廣告、一頁式等各種廣告

之實際運作方式進行蒐集，同時於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官方資料庫中蒐集

重要法規動態與執法之資訊。本計畫團隊於初步蒐集與本研究相關之中外文

相關文獻後，進行上述資料的彙整與比較分析，以了解不同新型態廣告在競

爭市場上的型態、以及其他相關法規與競爭法概念之交互適用問題。 

新的行為態樣與新的法律爭議往往隨著產業結構與網路文化生態（如，

雙邊市場）變遷而來，法律與產業若能緊密結合，將能衡平相關利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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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故本研究亦強化法律和產業間的連結。在境外執法案例部分，

除整理美國與歐盟相關法律規範架構，並特針對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所頒布

之指針，及聯邦法院之重要案例摘要進行整理。本研究主軸以台灣產業面臨

的問題點出發，並進一步探討與問題有關之執法案例，最後對我國主管機關

提出擬定政策與執法之建議。 

 

二、訪談與焦點座談會 

本研究透過業界專家訪談方式，訪問網紅及電商網路行銷經營者，以深

入瞭解各種新型態廣告的營運模式，以及其和各種資訊科技結合之情形。其

次，由於「新型態廣告」議題涉及不同面向之跨領域分析，目前廣告手法不

斷創新，如 IG 限時動態使用廣告的爭議，產業鏈也不斷出現變革，如目前廣

告預算很大一部分轉往 Facebook 與 google，將涉及平台業者責任、境外執法

與舉證困難等新興的競爭法問題，本研究蒐集補充新的廣告手法與產業鏈模

式供主管機關參考。 

為了瞭解目前新形態廣告的運作模式，以及可能產生的法律議題。本研

究針對常常利用新型態廣告形式的電商業者網路行銷部門、以及具有關鍵字

以及社群行銷操作經驗之顧問公司，以及具有直播及業配經驗之網紅進行訪

談，以獲得社群行銷、關鍵字行銷、網路廣告、直播代言等產業實務知識。

同時再邀請熟悉公平法、消保法之法律學者專家與上述產業實務工作者一同

進行座談。蒐集與會專家學者之建議，作為本研究於相關政策與法規擬定及

執法方式評估之參酌。 

 

三、比較競爭法分析 

在比較競爭法方面，本研究計畫以國外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新型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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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法案例為分析對象，包括：（一）美國法院之相關判決及執法部門處理

新型態廣告相關案件之介紹；（二）日本之相關判決及競爭法管轄區之主管

機關處理新型態廣告案例之介紹。有關公平法與消保法的規範界線問題，日

本公平會已經將不實廣告管制統一劃歸於消費者廳，集中火力處理不當競爭，

本研究比較整理各國立法例供主管機關參考；（三）廣告之定義與平台責任

皆是本研究最先要釐清之議題，如利用社群或通訊軟體傳送私人訊息等首應

確認究竟是否符合廣告之定義，才能繼續探討是否以及應如何規制等問題；

而平台業者對於所刊載的廣告負有何等責任或義務？如日本法僅規範平台業

者對特殊領域負有查證義務，並非全面性皆負有審查義務，本研究比較整理

各國立法例供主管機關參考；（四）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對於新型態廣告之

執法案例之檢討與評析，就案例部分，以秘密行銷（實際類似薦證廣告）為

例，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透過第 25 條概括條款處理，目前雖有第 21 條作為

規範，但倘若薦證者僅隱瞞與廣告主關係而非涉及廣告內容不實，恐怕難以

適用，相對美國與日本法規範必須揭露薦證者與廣告主關係，本國法律明確

性較為不足，本研究透過比較法研究秘密行銷違法態樣與執法案例，供主管

機關執法參考，以提升執法之透明性。並藉由上述比較法各國立法規範與執

法經驗，對我國未來形塑新型態與競爭政策之參酌。 

 

四、研究範圍限制 

雖然新型態廣告所涉及之競爭法議題可能橫跨公平交易法中限制競爭與

不公平競爭的層面，惟由於議題牽涉面向過於廣泛，在有限的研究期間與資

源限制下，為避免研究失焦，本研究僅針對新型態廣告涉及公平交易法中不

公平競爭的議題加以研究，至於可能涉及的限制競爭議題，則不在本研究之

研究範圍內，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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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型態廣告之實務發展與市場競爭態樣 

 

隨著資訊網路的蓬勃發展，新型態廣告以相當多元的樣態呈現，隨之也

產生了許多與公平交易法有關的競爭課題。本章先就全球新形態廣告產業現

況進行盤點，以了解各國新型態廣告市場發展趨勢，其次從實務運作的角度

出發，分別就新型態廣告之參與者、廣告類型、投放方式、精準投放情形與

內容類型分別探討，以了解新型態廣告的實務運作狀況與市場競爭態樣。 

 

第一節  全球新型態廣告產業現況與趨勢 

 

根據全球市調公司Statista.com的估算，2018年全球的網路廣告總營收，

約為 2,830 億美元，此一數字估計將繼續成長，5 年後（2023 年）估計營收

金額將達到 5,170 億美元。1不過，廣告產值的預測，各家市調公司因為估算

基礎的不同，而會略有差異。舉例來說，根據 Dentsu Aegis Network Ad Spend

的預測數值，就遠超過 Statista.com。因為估算基礎不同，因此數值的絕對數

字只具有參考價值，但占比、成長率等，則有助於了解未來的廣告產業發展

趨勢。 

 

一、全球新型態廣告（數位廣告）產業現況與趨勢 

全球的廣告支出中，新型態廣告（數位廣告）支出比重將持續增加。根

據 Dentsu Aegis Network Ad Spend 的估計數值，2018 年的數位廣告比重約為

                                                 
1
  Horst Stipp, “Digital advertising spending worldwide from 2018 to 

2023,”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37974/online-advertising-spending-worldwide,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1/25. 



 

7 

 

38.5%，2019 年預測將成長到 41.4%，2020 年將繼續成長到 43.8%。2 

在網路使用較為普及的國家，例如歐美、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陸

等，網路廣告支出的佔比高於全球平均甚多，幾乎已有近半的廣告預算為花

費在網路廣告上。網路廣告或數位廣告的未來快速成長性，是相關從業人員

之普遍共識，Hexa Research 的研究報告也明確指出，在未來幾年數位廣告的

市場將會持續成長。 

在各國網路廣告產值之分布，根據 Statista 的預測，美國是網路廣告產

值最高的市場，2019 年美國的網路廣告營收估計為 1,123 億美元，佔全球第

一，中國大陸則是世界第二大的網路廣告市場，產值達到 579 億美元，英國

為第三大，產值為 207 億美元，日本為第四大，產值為 128 億美元，德國則

為第五大，產值為 87 億美元。3
 

 

二、新型態廣告中的行動廣告比率增加 

網路廣告約略可分為行動廣告（手機）與非行動廣告（桌上型或筆記型

電腦），行動廣告的比重估計在未來幾年將會大幅成長，Statista.com 估算 2016

年行動廣告營收約為 1,090 億美元，但到 2020 年將會倍數成長到 2,470 億美

元，五年內成長 126.6%的行動廣告營收。4行動廣告大幅提升的狀況，各國

皆然，美國的行動廣告營收也在這幾年有倍增的情況。此外，Hexa Research

的調查報告也指出，行動廣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未來幾年在行動廣告的支

                                                 
2  “Dentsu Aegis Network Ad Spend, GlobalAd Spend Forecasts, Dentsu Aegis Network Ltd., 

Jan, 2019,” 

https://assets-eu-01.kc-usercontent.com/07a6724e-e8d5-01e9-e1a2-cf80ed35c199/815ffcb9-498

d-42b8-b714-914dd5a82e49/Adspend_2019_Summary%20FINAL.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1/25. 
3 同註 1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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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將會超過電視廣告的支出，成為最重要的廣告支出。此情況在網路廣告

市場也同樣會出現，行動廣告（手機）將會超越非行動廣告（桌上型或筆記

型電腦），成為網路廣告中的大宗。 

 

三、各國新型態廣告產業現況 

（一）台灣 

根據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的統計，5
2017 年全台灣的廣告支出，

成長約 6.06%，這其中的成長均為新型態廣告（網路廣告）所貢獻。2017 年

的新型態廣告（網路廣告）的支出約為 330 億，較前一年成長 27.9%，是所

有廣告類型支出中，唯一成長的一種廣告類型。2017 年傳統廣告的總支出為

332 億元，較前一年衰退 9.36%。 

2017 年的新型態廣告（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比率已接近於 1:1，2018

年的統計數字雖未出爐，但新型態廣告的數量應該已經超過傳統廣告。 

（二）美國 

根據 Statista.com 的統計6，美國的網路廣告（數位廣告）營收在過去十

幾年間，每年都有驚人的成長，2000年時的網路廣告年營收額是80.9億美元，

2017 年為 883 億美元，2018 年營收再次成長 21.7%，達到 1,075 億美元。18

年來，成長了 13.3 倍。 

美國網路廣告占整體廣告的比例也逐漸加重。美國 2015 年的廣告產業

總營收為 1,831 億美元，當年的網路廣告營收為 596 億美元，網路廣告占比

                                                 
5 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https://maataipei.org/download/2018 媒體白皮書/，最後瀏覽

日期：2019/11/25 
6  A. Guttmann, ” Online advertising revenue in the U.S. from 2000 to 201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3816/us-online-advertising-revenue-since-2000/,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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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32.6%，但這幾年網路廣告營收的比重日益增加，2018 年的廣告產業總營

收為 2,237 億美元，網路廣告營收則為 1,075 億美元，占比達 48.1%，已經幾

乎接近一半。7
 

（三）歐盟 

根據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IAB)（互動廣告協會）的統計資料，

2018 年歐洲 28 個市場8的數位廣告市場有幾點發展趨勢：9
 

1. 歐洲數位廣告持續快速成長。2018 年歐洲數位廣告總支出為 551 億歐元，

較2017年的484億歐元成長了13.9%，為2011年以來的成長最快的一年。 

2. 2018 年歐洲數位廣告快速成長，其中 21 個地區成長率為 2 位數字的成長

率，成長最快速的前五個國家均位在中東歐，分別為烏克蘭、俄羅斯、白

俄羅斯、捷克共和國、塞爾維亞等國家。 

3. 2018 年歐洲數位廣告的人均支出以英國、瑞士、挪威、瑞典、丹麥等五

國為最多。其中，英國、挪威市場的成長率仍在歐洲市場的整體成長平均

值之上。 

4. 2018 年歐洲視頻廣告支出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占整體數位廣告市場比

重從 2017年的 12.1%增加到 13.9%，成長率高達 30.9%。主要以英國為主，

支出金額高達 72.31 億歐元，法國 26.42 億歐元及德國 20.65 億元分別為

第二與第三大市場。其廣告型態以插播廣告（in-stream advertising）與串

                                                 
7

A. Guttmann, “ Advertising spending in the U.S. 2015-2022, ”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314/advertising-spending-in-the-us/,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1/25. 
8 28個市場(國家)為奧地利、白俄羅斯、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克羅地亞、丹麥、

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挪威、波蘭、俄羅斯、羅馬

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烏克蘭。 
9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2019, June). Adex Benchmark 2018: The definitive guideto the 

European DigitalAdvertising Market. IAB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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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外廣告（out-stream advertising）為主。其中，Out-Stream 廣告因融入於

圖文中間，以原生的方式和內容共存，因而市場快速成長，2018 年成長

率高達 44.7%，金額為 38 億歐元；in-stream 廣告則成長 19.7%t，金額為

39 億歐元。 

（四）日本 

根據日本 dentsu 公司的統計資料，10
2018 年日本的網路廣告有以下幾個

特色： 

1. 網路廣告逐漸取代傳統廣告。2018 日本廣告支出約為 6.53 兆日圓，較前

一年僅增加 2.2%。傳統廣告雖佔整個市場的 41.4%，但總金額較前一年

減少 3.3%；反觀，網路廣告支出費用為 1.76 兆日圓，較 2017 年大幅成

長約 16.5%，為自 2008 年後成長最快速的一年。2018 年的支出金額佔

所有廣告支出（包含傳統廣告、網路廣告、促銷媒體廣告等）的 26.9%，

雖仍不及各式促銷媒體（戶外廣告、郵寄廣告、免費報章雜誌的刊登、

會展等等）31.7%的比重，但其成長力道強勁，其成長趨勢相當受到重

視。 

2. 日本網路廣告費用支出主要集中在媒體費用，而非廣告製作費用。日本

的網路廣告支出費用中，有 82.5%的費用都是耗費在媒體通路部分，約

為 1.45 億日圓。其餘的 17.5%才是網路廣告的製作費用。 

3. 繼 2017 年因智慧型手機廣告為網路廣告大幅成長的主要成因外，2018

年因更多公司擴大數位化應用，更擴大了數位行銷的發展，預期在 2020

年東京奧運與殘障奧運會將更擴大網路行銷的規模。 

                                                 
10

“Advertising Expenditures in Japan 2018. 2019, Tokyo: Dentsu Inc.” 

http://www.dentsu.com/knowledgeanddata/ad_expenditures/pdf/expenditures_2018.pdf,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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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型態廣告之參與者及其態樣 

 

一、參與新型態廣告之廠商：廣告主、刊登廣告平台、廣告商 

與一般廣告一樣，新型態廣告產業所包含之業者可以大致分為廣告主、

刊登廣告平台（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商三種角色，其產業關係如圖

2-1 所示。訊息平台業者整合平台跨業，進行服務提供，如 Facebook、Google

等社群網站，由於使用者人數增加而強化的網路效應11，以及掌握大量使用

者資料而得以提供精準行銷服務等優勢，有越來越多廣告主選擇透過該等訊

息平台刊登廣告，以求能夠最大化廣告之效益。 

 

以下分別說明： 

                                                 
11當使用同一產品或服務的使用者人數增加時，對於單一使用者而言，使用該產品或服務的
價值也隨之提升，亦即所謂的網路效應（network effect）也愈發強烈。關於網路效應，參
見 Michael L. Katz & Carl Shapiro,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75(3)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4 (1985); Joseph Farrell & Garth Saloner, 

“Standardization, Compatibility, and Innovation,” 16(1)The RAND Journalof Economics, 70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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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內容提供者

新聞媒體

自媒體

直播、影音平台

各種網站、內容

精準廣告
服務提供者

廣告商

廣告主
（訊息推播）

手機App

刊登廣告平台

 

圖 2-1  新型態廣告產業的供應鏈關係（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廣告主 

廣告主即刊登廣告廠商，為訊息推播主，其支付廣告費用，將廣告播放

給擇定的消費者族群。廣告代理商不具有足夠的精準行銷技術，必須仰賴掌

握使用者資料而具備精準行銷技術的訊息平台投放廣告。 

 

（二）刊登廣告平台 

刊登廣告平台依其主要工作內容，概可分為訊息平台與訊息內容提供者。

訊息內容提供者接受廣告主的要求製作多種格式之廣告相關訊息，以多樣態

方式刊登於訊息平台上。若廣告主所提供的廣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甚至涉及

詐欺行為，訊息平台卻將廣告播送給消費者，平台是否應負擔何種法律上責

任？不無疑問。 

網路上，可刊登廣告之平台眾多，將訊息內容提供者及刊登平台類型約

略區分，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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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訊息內容提供者 

(1)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為最主要的訊息內容提供者之一，多為傳統媒體業者之非網路

新聞內容與網路電子版之新聞內容等。 

(2)直播、影音平台 

直播、影音平台提供影音內容。通常擁有使用者的影音瀏覽行為，可以

讓廣告主針對使用者進行精準行銷。典型的代表平台為 YouTube。 

(3)自媒體 

自媒體（self-media）指普羅大眾傳播者利用資訊網路無國界的特性，與

全球知識體系相連，得以向不特定的大多數或者特定的個人，傳遞規範性及

非規範性資訊的新媒體的總稱。該類媒體包括 BBS（電子佈告欄系統）、Blog

（博客）、Podcasting（播客）、GroupMessage（手機群發）等。 

(4)各種網站、內容 

其他異於上述各類型之網站上所載之內容等。例如與搜尋引擎合作之網

站，通常在網站內容中鑲嵌入廣吿程式碼，由搜尋引擎根據瀏覽者的瀏覽行

為與人口統計特徵，決定廣告內容，並予以播出。 

2. 訊息平台 

(1)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通常擁有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上的使用行為資訊，以及使用者的

基本資料、興趣，甚至可以藉由分析使用者分享的動態，勾繪出使用者的輪

廓，可讓廣告主針對使用者進行精準行銷（precision marketing）。典型的社

群網站代表為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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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訊軟體 

即時通訊軟體的出現取代了原有的電話功能。其因擁有眾多的使用者，

也成為播放廣告之重要管道之一。 

(3)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通常擁有使用者的瀏覽行為資料，可以讓廣告主針對使用者進

行精準行銷。若搜尋引擎販賣關鍵字廣告等爭取受到他人之著名商標或表徵

吸引的潛在消費者之行為，則可能有違反公平競爭的疑慮。最主要的搜尋引

擎代表為 Google。 

(4)手機 App 

在 App 內鑲入廣告。通常與 Google 公司 Ads 服務合作，或與類似的平

台業者合作，或與大型的網路廣告公司，鑲嵌入廣吿程式碼，由搜尋引擎根

據使用者，決定廣告內容，並予以播出。 

(5)入口網站 

通常整合了眾多資訊，而且擁有大量的使用者，因為大的流量，得以播

放大量的廣告。廣告營收會與內容提供者分潤。典型的代表網站為 Yahoo。 

（三）廣告商：廣告商與資料管理平台 

為了精準廣告及再行銷的用途，網站通常與第三方廣告商合作，使得瀏

覽行為得以被用於廣告用途。這些廣告商因為擁有大量的使用者瀏覽行為資

料，這些資料有可能在廠商的允許下，進行跨平台的共享，以便在不同平台

播放廣告。 

廣告無遠弗屆，電子商務與網路平台，也無國界的限制，對於境外廣告

主，難以產生約束。網路上的虛擬商品銷售，銷售範圍經常沒有國界，針對

這些虛擬商品的廣告，若涉及不法，對於權利人而言訴訟成本過高。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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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平台在台灣並未設有登記，若平台上刊登的廣告，涉及任何違法事項，

而境外平台並不願意積極配合提供廣告主的資料，則非常容易產生執法上的

困境，需要進一步的深入討論如何解決此一困境。 

 

二、新型態廣告之常見態樣 

在資訊科技進步、網路應用普及與多元化下，新型態的廣告樣態呈現多

元態樣，簡要舉例介紹如下： 

（一）社群網站廣告 

社群網站廣告通常出現於 Facebook 或類似的社群媒體，以類似於一般

Facebook 貼文，或是置放於側欄的方式，進行廣告推廣，呈現給消費者（參

見圖 2 社群網站之模擬廣告）。通常以播放次數計價，採取線上競標的方式

計費，廣告主可設定廣告預算、廣告播放時段、播放對象。另外，在影片內

容中，提供有插播廣告的選項。此類廣告，必須明確的區分廣告與一般內容，

否則會有讓消費者將廣告誤會為一般內容的疑慮。目前 Facebook 的作法是將

廣告標註為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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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社群網站之模擬廣告（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直播廣告 

通常出現於 Facebook 或類似的社群媒體，或是專門的直播軟體。於一

般社群媒體上直播，以類似於電視購物的型態進行廣告推廣，呈現給消費者。

可藉由 Facebook 廣告，讓其他使用者知曉該直播正在進行。運作方式與

Facebook 社群網站廣告類似。但在直播內銷售產品，此直播本身也是一個廣

告。通常類似電視購物頻道的運作方式，由節目主持人推銷產品，有興趣的

消費者現場留言向銷售人員購買產品。這種直播的過程，宣傳台詞均屬於廣

告要約，但直播者若無此廣告要約的意識，以模糊不清的文字或誇大的陳述

來介紹產品，有涉及公平交易法中廣告虛偽不實的疑慮。再者，直播廣告以

串流形式即時傳遞給同步收看的觀眾，於直播結束後內容隨即消失，縱使內

容涉有虛偽不實廣告之問題，競爭主管機關事後蒐證與執法亦將面臨困難。 

（三）一頁式廣告 

所謂的一頁式廣告，係指網頁中僅提供單一頁面的網頁產品資料，以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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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頁面的方式提供產品的相關資訊（一頁式廣告模擬圖參見圖 2-3），使得

頁面資訊較為單純，較利於美感設計。一頁式網站是指只有一個 HTML 頁面

的網站，主要適用於只提供重要資訊以供決策者進行決策的網站。所以一頁

式網站通常不會有其他資訊，比如說關於我們、聯絡頁等相關資訊。因而許

多網站在登錄頁面中（Landing Page），會以一頁式網站呈現。只放入最重要

的資訊。而這樣的一頁式網站也被用來進行廣告宣傳。 

常見的廣告宣傳方法係利用在 Facebook 或類似的社群媒體網站上刊登

廣告，以吸引消費者前往銷售網頁（即該一頁式廣告）。此種廣告之特徵在

於，網頁利用捲動畫面呈現單一產品的相關資訊，因為僅有單一產品，也只

有一個頁面，搭配低廉的價格，消費者不會被龐雜的其他資訊牽絆，容易吸

引消費者購買。但由於其非綜合性的電子商務平台，並未提供公司其他產品

資訊或是相關資訊，而有資訊未充分揭露的疑慮。這類型的廣告由於對於產

品來源缺乏提供足夠的佐證資訊，且常未能充分揭露重要資訊，並無從確認

商家信譽。再者，其網頁很有可能架設於位於境外的社群媒體網站上，即使

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但因缺乏足夠的公司資訊又涉及

跨境執法，我國主管機關在證據蒐集或管轄權之確認等方面均可能遭遇困

境。 

 



 

18 

 

一頁式廣告提供單純而直覺的瀏覽方式，使用者只需捲動畫面
即可欣賞完整個網站資訊。

 

圖 2-3(a)  一頁式廣告之模擬圖—產品介紹（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付款方式 *
匯款/ATM轉帳

貨運方式 *
宅配 (運費：150元)
自取

購物車明細

LINE

品項 單價 數量 總計

運費 0

手續費 0

總計 0

訂購資訊

姓名 *

手機 *

Email

地址 *

備註

同意 *消費者交易條款

立刻購買

M2固態行動硬碟

一頁式廣告滾動後的最末畫面，大多為付款資訊。

 

圖 2-3(b)  一頁式廣告之模擬圖—付款內容（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搜尋引擎廣告 

例如 Google 或類似的搜尋引擎所提供的廣告。主要提供關鍵字廣告，

以及內容比對廣告。廣告主購買之關鍵字，與搜尋關鍵字比對，或與網頁內

容比對後，將廣告內容呈現在符合關鍵字的搜尋結果與內容網頁。通常採取

點擊次數收費，有點擊才收費。點擊成本係根據點擊率，進行即時競價。廣

告主可選擇總預算，以及每次點擊的最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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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入口網站廣告 

例如 Yahoo 入口網站所提供的廣告，主要提供輪播式的橫幅廣告、圖片

廣告、影片廣告、文字廣告。依每個頁面流量，區分為不同等級的頁面，給

予不同的廣告價格。 

（六）影音網站廣告 

諸如 YouTube 之類影音網站的廣告。包括串流影音廣告，以及搜尋結果

廣告。串流內廣告是在廣告片頭、廣告中，播放影音廣告，通常消費者實際

觀看廣告影片時，該廣告才發生費用。YouTube 廣告提供搜尋結果廣告，由

廣告主提供廣告影片的關鍵字，比對使用者提供的搜尋關鍵字，將廣告結果

提供於搜尋結果清單。YouTube 廣告也與 Google 關鍵字廣告配合，在 Google

搜尋時，若比對出符合的關鍵字，將列出到搜尋結果。 

 

第三節  新型態廣告之投放方式 

 

一、新型態廣告之一般投放方式 

傳統廣告的播放，是不分眾固定式播放，所有消費者看到相同的廣告。

但網路活動的過程中，網站與平台收集了很多消費者的資料，可以針對不同

消費者進行不同的廣告投放。因此，新型態廣告有很多不同的投放方式，簡

要說明如下： 

（一）固定式版位（Fixed Ad） 

固定式版位（Fixed Ad）的做法是購買特定時段，在網頁固定位置露出

廣告。該位置僅有單一的廣告。若未針對消費者進行區隔，且同一時間同一

版面僅有一個廣告刊登，則可刊登的廣告少，主要使用於入口網站，其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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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已較少使用。通常，已改用輪替式的廣告播放方式。（請參見圖 2-4 之固

定式版位或固定版位但輪替播放廣告之示意圖） 

（二）固定版位但輪替播放廣告 

輪播式廣告（Dynamic Rotation Ad）是指在網頁，同一版位上，有多個

廣告輪替露出，依據播放次數計費。因為進行輪替，因此可以允許多廠商在

同一位置播放廣告。現今的網路廣告，以輪替播放的方式為主，極少不輪替

的固定版位廣告。輪播式廣告的計費方式，與播放次數有關。（參見圖 2-4

之固定式版位或固定版位但輪替播放廣告之示意圖） 

圖 2-4 固定式版位或固定版位但輪替播放廣告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跳出式廣告（Pop-up ads）、彈出式視窗廣告 

當該連結被點選時，會跳出一個廣告視窗。其目的在加深廣告印象，並

確保廣告有被傳送。電腦瀏覽器預設阻擋此類型廣告，因此電腦版已少有此

類廣告。手機版通常已改用另一種可關閉的蓋版式（破壞式）廣告。參見圖

2-5 之跳出式廣告、彈出式視窗廣告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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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跳出式廣告、彈出式視窗廣告之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四）全版式覆蓋廣告（Prestitial Ads）、破壞式廣告（Crazy Ad） 

與彈出式視窗廣告類似，全版式覆蓋廣告、破壞式廣告（Crazy Ad）通

常放置於網站首頁或頻道首頁，強迫閱讀。如圖 2-5 全版式覆蓋廣告、破壞

式廣告之示意圖。連至該頁面，廣告即會覆蓋於頁面上方呈現。此廣告英文

為 Crazy，有令人瘋狂之意。這種廣告投放方式經常被使用，尤其是新聞網

站，此廣告可達到強迫使用者閱讀的效果，因此相當盛行。具體作法與彈出

式視窗相似，但通常要求數秒鐘後要自動關閉，或者提供關閉按鈕，由使用

者關閉。許多消費者已養成進入新聞網站必定會出現這種令人瘋狂的廣告，

也習慣性的關閉這種廣告。少數這類的全版式廣告可以隨著網頁的滾動而滾

動（Full-screen Scrollover Ad），是屬於較受歡迎的廣告設計。另外，部分會

黏著在網頁的 30%以上面積，阻擋了用戶的網頁閱讀，且甚難被用戶去除，

稱之為大幅廣告（Large Sticky Ads），不過已有相關的過濾機制可過濾大幅

廣告的出現。 

跳出式廣告、彈出式視窗廣告
跳出一個視窗，蓋住原本網頁內容，加
深廣告印象，確保廣告有被傳送、有被

閱讀。

本圖僅為示意用，所有內容、圖片、商標、文字，均為各公司、各組織之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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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全版式覆蓋廣告、破壞式廣告之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五）影音插播廣告、影音播出時之橫幅廣告 

影音插播廣告的具體作法，是將廣告影片放在線上影音內容前，或在播

出過程中插播。（如圖 2-7 影音播出時影音插播廣告之示意圖）；影音播出

時的橫幅廣告是在線上影音內容播出過程中，插播橫幅廣告（如圖 2-8 影音

播出時插入橫幅廣告之示意圖）。由於網路上影音內容比重增加，因此，影

音插播廣告及橫幅廣告佔網路廣告的數量持續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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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廣告範例。
影片播放時，插播一個影音廣告。

3秒鐘後可以
略過廣告

 

圖 2-7  影音播出時，影音插播廣告之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2-8  影音播出時，插入橫幅廣告之示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這是個廣告範例。
影片播放時，插入橫幅廣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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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態廣告之精準投放方式 

傳統廣告的播放，是不區分消費者群作固定式播放，所有消費者都看到

相同的廣告。但網路活動的過程中，網站與平台收集了很多消費者的資料，

可以針對不同消費者進行不同的廣告投放。因此，新型態廣告有很多不同的

投放方式，簡要說明如下： 

（一）不選擇播放對象 

不特別擇定特定對象或特定內容投放廣告，相反的，固定於網站某一位

置刊出廣告。傳統的廣告多半屬於此種類型。 

（二）消費者區隔變數比對 

消費者在各種網路服務（例如網路平台、網站、社群媒體、通訊軟體等）

開設帳號時，通常會提供諸如性別、年齡等人口統計變數，而在使用的過程

中，這些網路服務提供廠商，也會不斷地收集諸如地理位置（藉由提供定位

服務收集）、教育程度（通常使用者在社交網站中自願揭露）、興趣（藉由

整理消費者參加的粉絲頁、社團、發表的文章等），這些消費者區隔變數，

都可用於精準廣告投放使用。 

（三）關鍵字與內容比對 

內容比對（Content Match）是比對網頁內容與廣告主設定的關鍵字一致

時，將廣告播放給瀏覽該頁面的使用者。此種新型態廣告的原理，是如果消

費者在網路查看某一類的內容，則此位消費者可能也感興趣於與該內容有關

的商品廣告。若廣告主購買之關鍵字，是競爭對手廠商的公司名稱、品牌名

稱、產品型號，則有競爭上的疑慮。 

（四）行為鎖定 

行為鎖定（Behavior Targeting）是指藉由分析瀏覽者於網路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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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搜尋、點擊、瀏覽等行為，篩選出符合特徵的瀏覽者，並於其瀏覽有配合

此技術的特定網站時，派送廣告與其溝通。此種作法可以準確地找出對產品

有興趣的消費者。 

（五）再行銷 

再行銷（Re-Targeting/Re-Marketing）將廣告遞送給曾造訪網站，到過特

定頁面或使用應用程式的受眾。必須先於網站或應用程式中加入再行銷代碼

收集資料，之後根據再行銷名單進行再行銷廣告活動。通常與專門從事再行

銷的廣告商合作，廣告商會將廣告播放給曾經到訪網頁的潛在顧客，進行廣

告。目前廣告廠商通常允許廣告主提供企業旗下所有網站的瀏覽者瀏覽行為

紀錄，作為行為鎖定廣告的用途。 

 

三、網路廣告之內容類型態樣 

網路廣告的訴求內容，可以用文字、圖像、影片等方式存在。簡述如下： 

（一）文字廣告 

以廣告文案的方式呈現。通常用於入口網站、內容網站與搜尋引擎。在

入口網站中，與其他的連結並列。在內容網站中，與一般文章之標題並列。

在搜尋引擎中，置於搜尋結果之前或搜尋結果中。傳統形式的網路廣告，已

運作多年。 

（二）橫幅或圖片型式廣告 

以橫幅的方式呈現廣告，或以圖形的方式呈現廣告。通常用於入口網站、

內容網站與搜尋引擎。在入口網站中，與其他的連結並列。在內容網站中，

與一般文章之標題並列。在搜尋引擎中，置於搜尋結果之前或搜尋結果中。

傳統形式的網路廣告，已運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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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音串流短片廣告 

類似傳統廣告短片，以影音的方式呈現。傳統形式的網路廣告，已運作

多年。 

（四）微電影廣告 

微電影廣告以故事短片的方式，將要宣傳的標的物，置入於影片中。具

有故事情節，吸引消費者收看。若未清楚揭露屬於廣告性質，消費者有可能

並未意識到廣告主有宣傳特定標的之意圖，對於內容的中立性或客觀性容易

產生誤解。 

（五）郵件廣告（eDM） 

不同於放置於網站上的廣告，eDM 能透過電子郵件主動將廣告訊息傳遞

給網友，並可藉由網站會員資料，篩選年齡、性別、職業、興趣等更精準的

鎖定目標族群。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將廣告內容寄出。需要取得消費者的電

子郵件，且必須取得消費者的同意。若未經許可，將消費者的電子郵件，提

供給其他廠商以供寄送郵件廣告，則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疑慮。 

（六）原生廣告 

原生廣告（Native ads）是將廣告內容以類似於一般內容的方式呈現，融

合在網站內容中。原生廣告試圖模糊廣告與正常內容之間的界線，常是一種

概念，而非特定的廣告種類。很多類型的廣告，都可以調整成原生廣告。例

如：將文字廣告的標題，取名得像是一般內容，讓人不感到突兀，也被稱為

是原生廣告。將廣告使用的照片、貼文，設計得很像一般貼文，也被稱為是

原生廣告。原生廣告模糊了廣告與正常內容的界線，若沒有適當揭露該段內

容屬於廣告，可能會讓消費者誤以為是一般的資訊，有誤導消費者的疑慮，

可能屬於違反公平交易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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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口碑行銷 

口碑行銷（Word of Mouth, WOM）包括了付費委託撰寫口碑，以親身經

歷的消費者的角度，推薦產品，達到推廣產品的目的。若是消費者主動分享

口碑，非屬廣告。若是付費報酬委託撰寫口碑，屬於廣告。如果沒有適當的

揭露付費委託撰寫的事實，有誤導消費者的疑慮，可能屬於違反公平交易的

行為。 

 

第四節  行為經濟與廣告 

 

經濟學為一決策科學，在探討決策行為。了解決策者在面對有限資源下，

如何進行決策。傳統經濟學都假設決策者為理性，會分析所獲得的資訊，進

行最佳決策。以有限資源追求個人效用極大，廠商利潤極大。如此假設不足

以解釋某些異常現象。因而行為經濟學提供了補充性的架構，增加更實際的

心理學基礎協助經濟學對於各種社會現象的解釋能力。12
 

而對於廣告的效果，除了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行為經濟也對於消費

者針對廣告的回應，提供更貼切實際的心理因素，而更有解釋力的分析架構。

Laibson and List 
13指出行為經濟有六個重要的原則，以下將分別介紹其所提

出的六個原則，並以此說明以行為經濟觀點對於廣告的分析。 

第一個原則說明人們仍會尋找最適可能解，但有時候並不會成功找到最

適可能解。比如說教育與訓練會使得有經驗的決策者相較於無經驗的決策者，

更容易做出最適可能解。這也可以說明為何廣告可以讓消費者做出似乎並不

                                                 
12 C.F. Camerer & G. Loewenstein & M. Rabin,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2004）. 
13 D. Laibson &  J.A. List, “Principles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105 Am. Econ. Rev., 

385-3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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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消費決策。傳統上理性決策模型認為廣告的目的在於傳遞產品資訊，

有助於消費者進行理性的決策，因而理性消費者不會喜歡缺乏產品資訊，有

助於理性決策的廣告。14,15但是行為模型則認為廣告就是要影響消費者的信仰，

16就算此信仰認知是不正確的也沒關係。廣告會傳遞消費者所想要聽到的訊

息。廣告的訊息可能會不完整，甚至誤導，但是由於假設一般接受廣告訊息

的人非完全理性，而是受到感情或情緒影響的有限理性的人，所以也不用擔

心訊息接受者接受到不完整資訊的廣告會有負面回應。17
 

其次，人們決策時會考慮現在的情境以及參考點（Reference Points）的

情形。人們通常會有損失趨避的情形（Loss Aversion），當人們面對同單位

的損失，以及同單位的利得時，損失帶給人們的負的效用程度會比利得帶來

的正的效用程度來得大。這容易形成稟賦效果（Endowment Effect）。以目前

精準化廣告為例，網站蒐集了網路使用者之資訊，依據每個使用者的偏好，

給予使用者個人化的廣告。但是當消費者意識到其個人資訊被蒐集時，其在

損失趨避的概念下，反而會降低其在網站上的點擊行為。Aguirre et al. 
18便指

出提醒網路使用者網站在蒐集其資訊的情形下，反而可以增加其點擊廣告的

情形。 

第三個原則為人們有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問題。人們容易產生現

時偏誤（Present Bias），常常嚴重低估未來的利益，使得人們常常迅速放棄

                                                 
14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Uncertainty in economics. Elsevier,  235-251（1978）. 
15 S.J. Grossman& O.D. Hart, Disclosure laws and takeover bids. 35The Journal of Finance, 

323-334（1980）. 
16  R.E.Petty& J.T. Cacioppo,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 In: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Springer, 1-24（1986）. 
17 S. Mullainathan& A. Shleifer, Persuasion in fina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18  E. Aguirre& D. Mahr& D. Grewal& K. de Ruyter& M. Wetzels, “Unraveling the 

Personalization Paradox: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Trust-Building Strategies on 

Online Advertisement Effectiveness,” 91J. RETAILING, 34-4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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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下的各項努力，如減肥、存錢、學習等等。Marti and Sindelar
19便以行為經

濟學的架構，以自制力問題與時間偏好為基礎，指出消費者面對更小包裝的

香菸廣告宣傳，會購買更少量的香菸，有助於戒菸行為。 

第四個原則指出雖然我們大部分都會關心我們自身的情形，但是其實我

們也會考慮到除了我們家人之外其他人的情形。這種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也產生了許多現象，例如負向回饋（negative reciprocity）、社

會壓力（Social Pressure）等。政策廣告有時便可以利用社會偏好產生更好的

效果。當廣告對納稅人宣導納稅行為對社會的重要性，會使納稅人多考慮社

會公平而非單純自我利益，增加其納稅意願。20
 

第五個原則指出有時候市場會消除心理現象，但有時候存在心理因子會

影響市場表現。若是市場上大多由理性民眾組成，則少數受到心理因素影響

的不理性民眾不會影響到市場均衡。但是如果不理性的民眾佔了市場一定比

例以上，則可能會使得市場均衡產生偏移，比如說 2000 年的網路泡沫化、2008

年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都是明顯的例子。事實上就算研究也指出就算面對金融

商品的廣告，消費者的行為也支持行為模型，而非理性決策模型。21,22
 

第六個原則指出理論上當限制民眾的選擇有時可以保護民眾，避免民眾

受到行為偏誤的影響。但是家長式的管制方式並不受民眾歡迎，而且也不見

得會奏效。如果是理性的管制者，理論上其管制行為應該會幫助民眾。但是

管制者本身也可能與民眾一樣，會受到行為偏誤的影響，不見得能做出有效

                                                 
19 J. Marti& J. Sindelar, “Smaller cigarette pack as a commitment to smoke les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PloS one 10, e0137520（2015）. 
20 M.R. Cyan & A.M. Koumpias & J. Martinez-Vazquez,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campaigns 

on individual attitudes towards tax complianc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in Pakistan,” 70 J. Behav. Exp. Econ., 10-22（2017）. 
21 S. Mullainathan& A. Shleifer, Persuasion in financ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5）. 
22 R. Ferretti& F. Pancotto& E. Rubaltelli,, “Persuasion in financial advertising: Behavioral or 

rational?” 71 J. Behav. Exp. Econ., 26-3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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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 

上述行為經濟與消費者針對廣告產生的消費決策相關研究，使我們在針

對新型態廣告對消費者所造成的影響，有更貼近實際狀況的分析。也可以給

予相關政策分析上，提供另一種思考角度。 

 

第五節  新型態廣告競爭之自律與管制 

 

一、 業界自律動向 

網路廣告比重增加，各網路平台紛紛發揮創意，發展出各種類型的網路

廣告，以吸引消費者注意。不過，某些網路廣告在吸引消費者注意的同時，

已經過度干擾到消費者的網路使用，引發消費者反感。 

2019 年初，為了解決劣質網路廣告引發消費者反感的問題，廣告業者組

成了自律性質的優質廣告聯盟（Coalition for Better Ads），根據該聯盟的調

查，消費者對於干擾瀏覽順暢的廣告，尤其是強迫中斷式的廣告，相當反感，

這會使得消費者想要安裝廣告阻斷軟體，讓網路廣告反而無法達到任何宣傳

效果。23該聯盟指出，好的網路廣告應該避免引發消費者惱怒。優質廣告聯

盟指出這種網路廣告引發惱怒的狀況全球皆然，該聯盟並非針對單一國家，

而是針對全球市場，希望向各地的商業組織、產業的廣告主介紹說明採用優

質網路廣告的概念。此聯盟將會與國際廣告自律委員會（Advertising 

Self-Regulatory Council）合作。 

                                                 
23 Coalition for better ads to adopt better ads standards worldwide to improve consumer 

experience online: Nearly 70K consumers agree most annoying ads are similar across countries 

and regions. (2019, Jan 29). PR Newswire Asia Retrieved,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2171935428,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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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網路軟體廠商都同意與優質廣告聯盟合作，24舉例來說，Google 

Chrome 瀏覽器軟體同意，如果網路廣告違反該聯盟所提出來的標準，Google 

Chrome 軟體將會封鎖、不再播放該廣告。優質廣告聯盟目前針對的廣告包括：

彈出式廣告（pop-up ads）、自動播放且具有聲音的影像廣告（auto-play video 

ads with sound）、在網頁未載入前即出現且需延續一段期間的全版廣告

（prestitial ads with countdown）、大版面漂浮式廣告（large sticky ads）。如

果專指行動廣告，則講的是彈出式廣告（pop-up ads）、遮蔽 30%以上面積的

網頁未載入前即出現的廣告（prestitial ads）、廣告高度佔手機螢幕長度 30%

以上的廣告（ads with density greater than 30%）、閃爍動畫廣告（flashing 

animated ads）、自動播放且具有聲音之廣告（auto-play video ads with sound）、

在網頁未載入前即出現且需延續一段期間的全版廣告（prestitial ads with 

countdown）、全螢幕的捲軸廣告（full-screen scrollover ads）、遮蔽 30%以

上面積的大版面漂浮式廣告（large sticky ads）。 

 

二、 行政管制之觀點─OECD 指引規範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為「OECD」）25於 2019 年以電子商務

中消費者保護的立場，針對網路廣告提出相關指引，針對四個常見網路廣告

的領域提出建議指引對策，以協助消費者保護。包括誤導式行銷（Misleading 

Marketing Practices）、廣告辨識（AD Identification）、薦證（Endorsements）

以及對兒童與弱勢消費者的保護（Protection of Children or Vulnerable 

Consumers）。以下將針對其規範指引進行整理說明。 

（一）誤導式行銷（Misleading Marketing Practices） 

                                                 
24
 詳細合作名單可以參閱 www.betterads.org. 

25 
OECD, “Good Practice Guide on Online Advertising. Protecting Consumers in E-commerce” 

Directora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ommittee on Consumer Polic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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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誤導式行銷（Misleading Marketing Practices）方面要注意訂閱式陷阱

以及誤導式定價的情形。在電子商務時代，常面臨到訂閱式陷阱的問題。在

免費或是低價試用後，消費者在未經過充分資訊提醒下，以較高金額自動續

訂。直到消費者主動取消為止。消費者常常沒有意識到已經是付費訂閱商品，

常常仍以為還在免費階段。而且消費者常常未得到應如何退訂的資訊。消費

者可能在不知情下簽訂了自動續約的契約，而且無法有效取消相關契約。 

行為經濟指出人們常有過度自信的現象。而在訂閱制度中常常有透過消

費者過度自信現象而產生的爭議。消費者常常對於訂閱模式下如何取消續訂

呈現過度自信的情形，事後常常發現未能順利了解自動續訂的相關規定。關

於訂閱式陷阱，建議廠商應該針對交易的各項條件有清楚且完整的說明。說

明應包括契約期間、持續發生的費用，例如自動續訂的規定，以及如何終止

自動續約。企業也應避免以難以理解、或是不容易閱讀乃至於隱藏的方式提

出其免責聲明。 

消費者可能會被不完整或是不正確的定價資訊欺瞞誤導。可能只以揭露

部分價格，但是讓消費者誤以為那是總價格，而誤導了消費者的消費決策。

這些定價技術包括了參考定價（Reference Pricing）、滴漏式標價（Drip Pricing）、

誘餌式定價（Bait Pricing），都可能為消費者帶來風險。適當的參考定價有

助於消費者做出更理性的決策。但是消費者對於參考點常有損失趨避情形，

廠商可以透過操作性的論述改變消費者的決策。 

比如說比較價格的廣告會誤導消費者。廣告可能會以不正確的比價資訊

來讓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讓消費者誤以為省下更多金額。滴漏式標價讓消

費者先面對比較便宜的價格，但是在消費過程中不斷加上各種外加費用，例

如各項稅額以及附加費用等。而誘餌式訂價則是以較低廉的價格吸引消費者。

但是當消費者想要消費時，卻發現無法購買該低價廣告商品，最終可能買入

更貴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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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價資訊方面。相關廣告不可以有讓消費者誤解總費用的情形。不只

是提供一開始的價格，也應該提供各種後續必須再負擔，以及各種可另外選

擇之商品服務的價格資訊。企業也應避免以難以理解、或是不容易閱讀乃至

於隱藏的方式提出其免責聲明。 

（二）廣告辨識（ad identification） 

在廣告辨識中，廣告應該能夠被消費者認知為廣告。在網路上常常透過

原生廣告的方式呈現。原生廣告常常讓消費者無發清楚分辨，閱讀到的內容

式廣告還是屬於網路上獨立之編輯文章。尤其現今許多防堵跳出網路廣告的

技術，讓原生廣告更加興盛。原生廣告可以以許多方式呈現。比如將廣告以

文字或影音等形式資訊放置於新聞媒體、網路雜誌、社群媒體以及搜尋網站

結果。尤其是在人工智慧以及機器學習的發展下，會產生更多新形態的個人

化互動式的原生廣告。消費者常常難以分辨其所收到的資訊是廣告還是獨立

的編輯內容。無法分辨的原因可能包括了這些廣告是由消費者的社群網絡所

分享或張貼出來的。應該要讓消費者能夠辨識獲得的資訊後面的商業本質。。

因此以適當並可清楚辨識的文字，比如說適當色彩，標籤、圖示等方式揭露

廣告本質是有必要的。 

（三）薦證（endorsements） 

薦證式廣告可能透過專家、名人或是一般消費者進行薦證。在行為經濟

中指出人們除了考慮自己的情形之外，也會考慮其他人的情形。而薦證方式

可以透過人們考慮其他人的現象，達到更有效的廣告效果。 

薦證式廣告可能透過專家、名人或是一般消費者進行薦證。而在網路廣

告則會大量利用網紅的薦證。若薦證者未適當揭露商業代言情形，有可能會

誤導消費者的決策。薦證者應該忠誠的表達其本身的意見看法，但是收費薦

證常常並不會客觀的反應本身的看法。而且常常未揭露收費薦證的情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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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適當的揭露其與廣告主背後可能會影響薦證內容獨立性的關係。這些關係

可能包括金錢交易、免費商品、折扣或是任何財務關係，以及人際上的親戚

朋友關係。建議應該以適當方式提醒消費者薦整者與廣告主的關係。適當方

式包括了適當的文字大小，標籤、位置、用語等。提醒的語言應該與薦證採

同樣的語言，並且確保在不同裝置上都能閱讀到相關提醒資訊。 

（四）兒童與弱勢消費者的保護（protection of children or vulnerable 

consumers） 

兒童以及弱勢消費者更容易受到誤導試行銷行為所影響，他們更無法

分辨網路上的各種廣告，例如網路遊戲、App、社群平台等多樣的廣告本質。

同時他們也可容易面對自我控制的問題，也更無法分辨原生性廣告以及薦證

型廣告的內涵。此外針對特定消費者設計的廣告的確會對消費者帶來利益，

比如說可以為消費者帶來更精準，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資訊。而在網路上分

辨出兒童或弱勢消費者的身分，並對其提供特製化的廣告也更為容易。但是

這些消費者更容易廣告所引導，因而要更加注意以其為特定受眾之廣告行

為。 

 

三、 新型態廣告涉及之公平交易法議題與行業主管機關 

（一）新型態廣告可能涉及之公平交易法議題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初步發現，簡單摘要整理新型態廣告可能產生之公

平交易課題，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新型態廣告可能涉及之公平交易法議題 

公平交易法下之新型態廣告課

題 
新型態廣告之類型與實務上的運作狀況 

秘密行銷廣告  微電影、口碑行銷、原生廣告等模糊了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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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一般資訊提供的界線，若沒有適當揭

露該段內容屬於廣告，讓消費者誤以為是

一般內容，可能有誤導消費者理性交易決

策的疑慮。 

利用他人著名商標或表徵進行

關鍵字廣告 

 若廣告主購買之關鍵字，是競爭對手廠商

的商標、公司名稱、產品型號等，可能有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疑慮。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直播廣告常有廣告虛偽不實的疑慮。 

 利用社群媒體的私人訊息或者通訊軟體以

一對一方式傳遞虛偽不實之商品資訊，是

否符合「廣告」之定義。 

 一頁式廣告經常未充分揭露廠商資訊，易

出現廣告詐騙。 

比較廣告  在廣告內容中進行比較廣告，刻意貶損競

爭對手或誤導消費者。 

廣告平台業者的責任  刊載或銷售廣告之平台業者，是否應對廣

告內容負責。 

境外執法困難  若刊載系爭廣告之平台伺服器係為外國事

業所有，或設於境外之情形，在執法蒐證

上易生困難，且尚會衍生我國競爭法主管

機關是否具備對於涉外事件的管轄權之爭

議。 

 

（二）涉及廣告不實之管制機關間分工與協調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關於廣告不實之規範，並未特別限定所適用之產業類

別或者商品服務之類型，可謂為廣告不實規範之一般法。另一方面，因各行

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之專業性質差異，各有其所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責管理，因此，與各行業相關之不實廣告，如定有特別法加以規範者，宜依

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參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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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點）。如食品、化

妝品、藥物等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為衛福部；證券、期貨等不實廣告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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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為金管會；農產品等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為農委會；菸酒等不實廣告之

主管機關為財政部；已立案之補習班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招募員

工等不實廣告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等。實務上若遇系爭廣告受特別法規範者，

公平交易委員會將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理。關於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各主

管機關就各類型案件之分工，詳見表 2-2。 



 

37 

 

表 2-2  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之案件類型表 

  案件類型 主管機關 

1 
商品或服務之廣告內容宣稱、暗示或影射具醫療效

能者 
衛生福利部 

2 
食品、健康食品、市售乳品、化粧品、藥物等之標

示及廣告 
衛生福利部 

3 醫療廣告 衛生福利部 

4 人體器官保存庫之廣告 衛生福利部 

5 一般商品之標示 經濟部 

6 銷售種苗之標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7 
農藥、肥料、飼料、種畜禽或種源、動物用藥品、

寵物食品等之標示及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 
於批發市場階段之農產品標示、市售包裝米之標

示、產銷履歷之標示、有機食品之標示及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 
農產品廣告、於零售市場階段之農產品標示、市售

包裝米之廣告 
衛生福利部 

10 獸醫師對其業務所登載之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 菸酒標示、酒品廣告 財政部國庫署 

12 已立案之補習班廣告 
直轄市、縣（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 

13 推介就業或招募員工有不實廣告者 勞動部 

14 職業訓練機構之招訓廣告或簡章內容不實者 勞動部 

15 旅遊服務廣告 交通部觀光局 

16 證券或期貨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者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7 
未依法取得會計師資格而刊登廣告使人誤認有會

計師資格之案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8 涉及金融相關法規規範之廣告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9 有關移民業務廣告 內政部 

20 
不動產經紀業廣告，屬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

範範疇者 
內政部 

21 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 內政部 

22 
其他經本會與其他行政機關協調結果，或依特別法

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先由他機關處理者。 
其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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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型態廣告相關議題與比較競爭法分析 

 

第一節 新型態廣告手法及對消費者影響 

 

在第二章所介紹之新型態廣告產業現況與運作實務背景下，本章整理出

幾項從不公平競爭之角度屢屢引發爭議而值得探討之新型態廣告手法，並分

析可能對消費者帶來之影響。 

 

一、秘密行銷廣告 

秘密行銷廣告，又稱為口碑行銷廣告，係指使顧客沒有認識到其為廣告，

而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廣告主的宣傳行為的一種行銷策略，（Stealth Marketing，

日文為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例如，事業聘請「寫手」或具有一定社

會影響力者在網路論壇或網站上撰寫有利於自家商品服務的評論，偽裝成一

般消費者的使用心得，即為典型的案例。於我國亦曾發生俗稱「臺灣三星寫

手門」的事件，並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違反當時的公平法第 24 條「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為由予以處分，引發諸多討論。26根據本研究針對產

業專家訪談，得知目前仍常有網紅將業配文章完全以個人消費經驗角度撰寫，

讓其粉絲無法察覺其為業配廣告。 

此種隱匿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行銷自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

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網路行銷手法，在美國27、歐洲28、日本29均受到規範，

                                                 
2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 102184號處分書。 

27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於 2009 年修正「薦證廣告指針」（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課予商品或服務之推薦者負有揭露其與廣

告主間有無實質連結或金錢授受等利害關係的義務。違反該義務者，將成立違反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第 5 條的欺罔行為，廣告主應負法律責任。2015 年修正「關於欺瞞的廣告形式

之 執 法 政 策 宣 示 」 （ Enforcement Policy Statement on Deceptively Forma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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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在於，消費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該資訊為廣告，很可能誤

以為其內容為一種客觀資訊，而在理性的消費決策上受到其影響。換言之，

此種廣告模糊了廣告與非廣告的一般資訊提供之間的界線，使消費者無從意

識到其為廣告，因而可能對內容的客觀與中立性產生誤解，而在理性的消費

決策上受到其影響。 

除秘密行銷廣告（事業隱藏其事業經營者身分或交易目的而為廣告）外，

實務上常見採取「原生廣告」30或「置入性行銷廣告」31手法之情形，則涉及

廣告主將廣告偽裝為資訊，致消費者無從區辨其為廣告或者單純的客觀資訊

提供。此類廣告手法與秘密行銷廣告相同，可能導致消費者輕信該廣告之內

容，使一般消費者無法基於充分而正確的資訊作成理性消費決策。32有鑑於

                                                                                                                                      
Advertisements），明定一邊收取金錢，一邊又偽裝成公平的消費者或專家的獨立意見而

提供薦證者，係屬違法行為。 
28
 歐盟不公平交易行為指令第 5條第 5項附件 1所列當然違法的黑名單中第 11點、第 22 點

即分別指出若事業將廣告偽裝為資訊、或者隱藏其事業經營者身分或交易目的而為廣告，

均構成不公平的交易行為。此外，英國亦於 2008 年由消費者保護之觀點，將秘密行銷廣

告之行為違法化。另關於德國法之相關分析，參見林易典，論隱藏式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

法性：歐體指令、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與我國公平交易法規範之比較觀察，收錄於公平交

易委員會，第 18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 5月，頁 275-293。 
29
 日本消費者廳於 2012 年修正「關於網路消費者交易廣告表示之贈品表示法上的問題點與

注意事項（インターネット消費者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問題点及

び留意事項）」，若事業自行或委託第三人於網頁上撰寫關於商品或服務的評價，足使一

般消費者誤認該事業之商品或服務內容或交易條件明顯較其他競爭對手更為優異或較為

有利者，將構成贈品表示法上的不當表示。然而，由於贈品表示法上的不當表示，仍以足

以使消費者對於商品服務之內容或交易條件產生上述的誤認為要件，若廣告內容本身不致

引起消費者誤認，則即使事業有偽裝為中立第三人，即不受現行贈品表示法規定管制，目

前係仰賴業界自主規範設法因應，但畢竟並非法律強制規定，因而實務上對此有所批評。

關於現行日本法的問題，參見日本弁護士連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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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頁 3 。 全 文 可 參 考 ：

https://www.nichibenren.or.jp/library/ja/opinion/report/data/2017/opinion_170216_02.pdf 
30
 關於此種行為之規範，參見本研究後述第三章第二節美國法之介紹。 

31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 2 條第 9 款、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2 條第 13 款定義，所謂置入性行銷係

指「事業、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行銷或宣傳，基於有償或對價關係，於節目中呈現特

定觀念、商品、商標、服務或其相關資訊、特徵等之行為。」 
32
 例如「電視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 3條至第 6條規定，以及「廣

播節目廣告區隔與置入性行銷及贊助管理辦法」第 3條至第 6條規定，均要求廣電節目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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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公平競爭規範上，原生廣告、置入性行銷廣告與秘密行銷廣告之潛在違

法性均在於模糊了廣告與非廣告的一般資訊提供之間的界線，使消費者無從

意識到其為廣告，因而可能對內容的客觀與中立性產生誤解，而在理性的消

費決策上受到其影響，而可能對交易秩序造成影響，故本研究於後述之案例

研究與分析，在法律評價上主要針對秘密行銷廣告加以分析，而原生廣告、

置入性行銷廣告的手法，原則上應得與秘密行銷廣告為相同的評價，合先敘

明。 

 

二、利用他人之商標或著名表徵進行關鍵字廣告 

依照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所輸入的關鍵字而觸發特定廣告內容的廣告

模式（以下將此種廣告模式簡稱為「關鍵字廣告」），由於關鍵字係由消費

者基於其興趣或嗜好等自身需求所輸入，廣告主得以挑選與自身商品或服務

相關的關鍵字以鎖定潛在客群，是以關鍵字所觸發的廣告內容觸及潛在顧客

群的精準度遠較傳統廣告為高，故關鍵字廣告的技術自推出以來即受到眾多

廣告主的青睞與重視，而選擇關鍵字廣告技術投放廣告者亦日漸普及。據本

研究針對產業專家訪談，得知雖然搜索引擎業者目前在廣告管理政策上，原

則上會避免供第三人購買他人之關鍵字廣告。但是若非極為著名的企業，搜

索引擎業者現實上難以完全過濾以競爭對手關鍵字為廣告的行為。所以目前

以他人之商標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的行為依然十分普遍。 

然而當關鍵字廣告涉及廣告主指定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所涉文字作為觸

發廣告的關鍵字時，此際除商標法上的爭議外，亦可能引發是否構成不公平

                                                                                                                                      
須明確區隔所插播之廣告與節目內容，並對於「明顯促銷、宣傳商品或服務，或鼓勵消費，

或利用聽眾輕信或比較心理影響消費者，為節目未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未區

隔」之特定內容呈現手法加以規範，其目的即在避免因廣電媒體所播放之節目跟所插播之

廣告內容難以區隔而影響視聽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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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的爭議。以他人之商標權或著名表徵中的文字設定關鍵字廣告，固然可

能有搭便車或攀附他人商譽的疑慮。但從競爭政策的觀點，允許於將他人商

標包含於關鍵字廣告中，於一定的前提下，係有助於需求者於搜尋引擎以商

標文字作為關鍵字進行檢索時，除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服務外，亦有助於

得到其競爭事業者之產品相關資訊，如此一來，有助於促進商標權人與處於

競爭關係之事業間的競爭，對於消費者而言也可能帶來更多元實用的資訊與

選擇，尚非全無益處。是以，主管機關對於此類廣告之違法性評價即有必要

作更細緻的分析。再者，銷售關鍵字廣告之平台業者是否亦應負責，亦屬實

務上重要的問題。 

 

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於各式各樣的新型態廣告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仍為最典型的

違法行為態樣之一。例如在網路直播廣告或一頁式廣告積極提供不實的錯誤

資訊、或者刻意消極隱瞞部分資訊而導致消費者產生誤解等，均屬其例。據

本研究針對產業專家訪談，指出常有網紅完全接受付費業主之文稿內容，於

自己的粉絲頁或是限時動態中直接轉貼該文稿。完全未對廣告商品、內容進

行試用與查證。因此在利用網紅之人氣為薦證廣告宣傳的情形，也常見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內容。 

此外，近來在各種電子商務網站常見的訂閱式陷阱以及誤導式定價等誤

導式行銷手法，亦可能有引人錯誤之疑慮。由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

將影響消費者基於正確的資訊進行理性決策，因此各國均將之視為一種不公

平競爭行為，予以禁止。 

除上述典型態樣外，當新型態廣告係利用社群媒體或社交網站的私人訊

息或者通訊軟體以一對一方式向消費者傳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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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資訊傳遞方式有別於傳統媒體係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遞資訊之形式，是

否仍符合「廣告」之定義，將產生新的法律適用疑義。 

 

四、比較廣告 

比較廣告亦為一種歷久彌新的行銷策略，於新型態廣告媒體上仍時常可

見。比較廣告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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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事業為爭取顧客而在所製作的廣告上

提及其他競爭者之名稱及其商品，並將之與自身的商品服務進行比較，藉由

對比以凸顯自身商品服務之優越者。比較廣告本身有助於提升市場透明度，

平衡消費者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對於合理交易決策的作成有所助益。34然而，

若比較廣告內容有足以誤導消費者之處，除將傷害被不當比較之競爭對手的

利益外，亦將影響消費者基於該等廣告所提供的資訊進行合理交易決策的正

確性，因此各國均予以規範。然而，誠如前述，比較廣告本身並非當然違法，

因此如何明確界定合法的比較廣告的要件以供事業遵循，即屬重要。 

 

五、跨境執法問題 

除上述之各種新型態廣告類型外，近年來由於各式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

的崛起，主管機關往往還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例如在具體個案中，刊載

系爭廣告之平台伺服器若為外國事業所有，或位於境外之情形，我國主管機

關可能面臨蒐證困難，以及我國競爭法對之究竟有無管轄權的問題。據本研

究針對產業專家訪談，受訪者亦談到常有網紅會收到線上博弈，地下投資業

                                                 
33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點。 

34
 參見林易典，「論比較廣告於競爭法下之適法性界限：我國公平法、歐體指令及德國不正

競爭防制法規範與實務的發展觀察」，公平交易季刊，第 17 卷第 1 期，12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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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邀請，於其粉絲頁或是限時動態中轉貼相關訊息，但其業者都不在台灣。

此時，該等廣告對於我國消費者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平台伺服器設在我國境

內的情形，我國競爭主管機關是否應介入處理，即有探討的必要。 

 

第二節  比較主要國家在新型態廣告之規範內容 

 

一、美國 

（一）關於廣告之基本規範 

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美國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簡稱 FTC 法案）第 5 條 a 項中即規定違法之不實廣告行為

係指：「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

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35以及美國蘭哈姆法（Lanham Act）第 43 條 a

項中亦有類似規定。36美國不實廣告判斷標準與實務案例，除學說上對「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之原則在聯邦法院及各州法院有不少案例加以

討論外，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也曾於判斷不實廣告中援引既有之外在證據，

以及對不實廣告案件的實務處理方式皆有所依循。易言之，倘若事業利用不

實廣告作為競爭手段，則必然影響消費者之消費行為，也同時會對其他競爭

者造成損害影響，因此在美國法的演變上，對於網路廣告的規範重點有二：

其一為維持競爭秩序而必須加以規範「不公平競爭方法」；其二為保護消費

者而必須防範「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 

                                                 
35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Incorporating U.S. SAFE 

WEB Act amendments of 2006, 15 U.S.C. §§ 41-58, as amended, Art. 5(a). 關於美國法上之

不實廣告規範，可參考吳翠鳳，「美國對不實廣告行為之規範及執行狀況」，公平交易季

刊，第 4 卷第 1 期，163-178（1996）。 
36
 The Lanham (Trademark) Act (Pub.L. 79–489, 60 Stat. 427, enacted July 5, 1946, codified at 15 

U.S.C. § 1051 et seq. (15 U.S.C. ch. 22), Art. 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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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新型態或特殊形態廣告之規範 

除一般性的規定外，FTC 法案第 12 條(a)項規定，「任何個人、合夥或

營利事業以下列方式散布或促使他人散布任何不實廣告者，均屬違法：(1)利

用美國郵政、或利用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引誘

或足以引誘他人購買食品、藥品、酒品、儀器、服務或化妝品；或(2)利用任

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引誘或足以引誘他人為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食品、

藥品、酒品、儀器、服務或化妝品方面之購買」。37可見在網路廣告的案例

中，一般商品與特殊商品（食品、藥品、酒品、儀器、服務或化妝品）之規

範不同，後者對於消費者影響較大，保障程度亦更高。新興廣告態樣中，許

多數位經濟、網路平台、以及各類廣告主、廣告平台、廣告商、資料管理平

台等以不公平競爭或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居多，例如 Rescuecom Corp. v. 

Google,
38

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 v. Google Inc.,
39

Rosetta 

Stone Ltd. v. Google
40等案，皆與網站之搜尋引擎關鍵字、商標使用、不公平

競爭、不實廣告等相關。 

美國雖未針對網路廣告有全面性的規範，但以一般 FTC 法案以及相關聯

邦法院判決之標準，應可作為目前的執法參考。值得注意者，美國於 2000

年時頒布網路廣告及行銷原則（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41該原則之宗旨為「網路廣告必須告知事實，不能混淆

消費者」（Advertising must tell the truth and not mislead consumers），且任何

                                                 
3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Art. 12(a). 
38 Rescuecom Corp. v. Google, Inc. 562 F.3d 123 (2nd Cir. 2009)。關於「搜尋引擎業者販賣關

鍵字廣告」之探討及其公平法及商標法之關係，參閱許芸瑋，「論搜尋引擎業者販賣關鍵

字廣告之商標侵權責任－兼評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上字第 8 號判決」，智慧財產

權月刊，第 208 期，40-67（2016）。 
39
 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 v. Google Inc., 330 F. Supp. 2d (E.D., Va. 2004). 

40
 Rosetta Stone Ltd. v. Google Inc., 676F. 3d. 144 (4th Cir., 2012). 

4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on the Internet: Rules of the Road, 

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 Septemb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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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的宣稱必須有所根據。藉由該準則之制定，除美國傳統對於傳播媒

體之規範皆適用於網路廣告外，也新增了網路新型態廣告之特殊規定。42 

（三）薦證廣告指引及相關規範 

在 1970 年代後，美國逐漸開始注意到隱藏式廣告的興起，由於許多欺

罔式廣告影響消費者甚鉅，FTC 為杜絕爭議並讓廣告主知悉在何種情形下不

會違反 FTC 法案第 5 條之規定，遂於 1975 年頒布「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

南」（Guide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Advertising）、

43以及「廣告實證之政策聲明」（Statement of Policy Regarding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等作為規範。其中，薦證廣告之定義為「廣告主以外之人反

映其意見、信賴、發現、經驗以取信消費者，薦證人可能為個人、團體、或

組織」。以新興網路平台而言，在社交媒體中所傳遞之商品心得訊息，特別

是知名人士、專家、消費者本身等所分享之訊息，對於網路使用者或消費者

之影響力有目共睹，甚至會改變其是否選擇消費該商品或服務之意願，但其

真實性卻未必有相當之保障。 

FTC 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公佈「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之修正版，

重點有四：（一）心得分享者若由商品或服務提供者處受有金錢或相當程度

的利益給付，即非單純之心得分享，而有與廣告相同之性質。因此若有虛偽

不實陳述的狀況，亦視為是不實廣告；（二）心得分享者必須揭露其與商品

                                                 
42
 過去國內之相關文獻可參考：吳翠鳳、劉久瑛，「比較廣告適法性之研析」，公平交易季

刊，第 2 卷第 4 期，129-135（1994）；劉孔中，「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標示或

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期，1-35（1990）；羅明宏，「論不實廣告之判別準

則-從消費者角度觀察」，公平交易季刊，第 2卷第 2期，41-67（1994）；吳秀明、沈麗

玉，「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規範之最新發展」，月旦法學雜誌，241期，254-280（2015）；

蔡明誠，「從廣告或媒體責任探討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法律問題」，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第 34 期，4-5（2015）。 
4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Guide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Advertising, 16 CFR§255.0~§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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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提供者的利益關係，使其他消費者明瞭；（三）廣告中若有引用研究

結果，而該研究機構為該公司所贊助時，廣告中必須揭露兩者的利益關係；

（四）指南同時適用於談話性節目以及社交媒體上所為之心得分享。依該指

引規範，廣告主於社群媒體貼文中，得以「#ad」；「#sponsored」之方式，

標註該分享文之性質，且商品/服務提供者亦有責任確保該等揭露義務之履行。

因此，上述 FTC 關於「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係針對各種社群網站中的

商品服務使用心得及推薦訊息進行規範，舉凡推薦或提供評論者收受報酬或

使用免費試用品所撰寫的文章，都會被認定其具有與「廣告」相同之性質，

依法應明確揭露寫作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利益關係」，且如該推薦或評論

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影響者，亦同時構成「不實廣告」。 

（四）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 

美國 FTC 於 2015 年頒布施行「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Native Advertising: A 

Guide for Businesses）44市場行銷與發行商經常用創新方式來經營「數位廣告」

（digital advertising），其中一個新型態廣告方式稱為「原生廣告」（native 

advertising），在此廣告呈現中，型態類似新聞、評論文章、產品介紹、娛樂

訊息、及其他各種環繞該廣告之網路訊息，然而，在「原生廣告」的最大爭

議，便是在「外觀上」必須讓消費者能區分「原生廣告」與「網頁內容」。

「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係一個非正式的法律文件，主要目的為幫助網路平

台廠商能以參照 FTC 列舉案例之方式遵循「廣告實證之政策聲明」之意旨。 

「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便是「透明化」（transparency）

與「揭露」（disclosure）。由於透明化與揭露原則係避免消費者被混淆，因

此，在「原生廣告指引」之原則下，該廣告必須「明確且突顯」（clearly and 

                                                 
44

 FTC, Native Advertising: A Guide for Businesses,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 center/guidance/native-advertising-guide-businesses, 

December 2015, last visited on date：20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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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nently），以避免欺罔行為的發生。易言之，「原生廣告」不可對消費

者建議或隱含任何超過「廣告」以外的訊息（例如：藥品療效、使用薦證、

或其他不實陳述），值得注意者，「原生廣告」應讓消費者認知、相信、或

足以認為該內容「確為廣告」，以避免與其他網路內容混淆。（如圖 3-1 所

示） 

 

圖 3-1 原生廣告示意圖（資料來源：Yahoo 美國網站） 

依「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之規定，廣告必須有以下的「揭露」元素，可作

為判斷原生廣告之執法標準：(1)以清楚明確的與言（clear and unambiguous 

language）表示；(2)盡可能使原生廣告接近其相關內容；(3)以容易閱讀之形

式或顏色呈現；(4)與背景可茲區隔的陰影；(5)倘若為影視原生廣告，在螢幕

播放的長度，必須讓消費者足以辨識、閱覽、以及理解；(6)倘若為聲音原生

廣告之揭露，則必須是讓消費者容易跟隨之節奏、以及足以理解之文字。因

此，在數位時代下，原生廣告無論是消費者在何種介面與平台中瀏覽，都必

須「明確且突顯」（clear and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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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 

關於廣告之規範，歐盟執委會於 2005 年制定不公平交易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s, UCPD），45為歐盟各國關於不公平競爭行為

規範（不僅限於廣告）設定規範標準，以促進各國的高度法令調和（maximum 

harmonization）。46該指令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禁止不公平交易行為，並於同條

第 2 項提供不公平交易行為的定義。同指令第 6 條、第 7 條禁止引人錯誤的

交易行為（misleading commercial practices）、同指令第 8 條、第 9 條則禁止

侵略性的交易行為（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特別是上述第 6、7

條的引人錯誤的交易行為以及第 8、9 條的侵略性的交易行為將構成不公平的

交易行為（同指令第 5 條第 4 款(a)(b)參照）。此外，於該指令第 5 條第 5 項

之附件 1 列出了當然違法的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清單（亦即所謂的黑名單），

其中亦包括不少與網路廣告相關的行為。至於未於附件 1 明文列舉的行為態

樣，則須依個案評價是否屬於違法的不公平交易行為。 

此外，2006 年修正的「引人錯誤與比較廣告指令」（Misleading an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directive），47明定禁止引人錯誤的廣告，當然亦適用

於網路廣告之情況。至於比較廣告，考量到其有提供消費者資訊以促進合理

決策的正面效益，於符合該指令第 4 條所定之要件時，係屬合法。除上述一

                                                 
45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46

 Susanne Augenhofer, §4 European Union,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Unfair Competition 49 

(Henning-Bodewig (ed.) 2013). 
47
 Directive 2006/114/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06 

concerning misleading an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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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性的指令外，歐盟亦針對部分特定產品（例如菸品廣告、48食品的營養與

健康相關廣告49等），以及於特定的媒體（例如視聽媒體50）的廣告行為制定

特別規範，亦值得注意。 

 

三、日本 

（一）法規概要 

日本關於不實廣告之問題，最直接之規範依據為「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

示防止法」，簡稱「景品表示法」。該法之制定始於昭和 37 年（1962 年），

原本屬於公正取引委員會所主管之法律，其屬性為獨占禁止法之特別法。而

後於 2009 年，因消費者廳關聯三法之制定，該法改由消費者廳所主管。依景

品表示法第一條：「為避免以關於商品或勞務上之不當之贈品或標示誘引顧

客，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及合理的選擇之虞，而制定關於限制或禁止該行為，

以確保一般消費者之利益」。故景品表示法係防止業者採取附帶過多贈品促

銷或不當表示以誘引顧客之行為，確保一般消費者的利益。就當前經濟環境

而言，由於適用範圍相當廣，對國民生活的安定與消費者保護行政上，扮演

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該法訂立之原始目的，乃是為了解決有關商品，服務的不當贈品、廣告

而導致顧客產生誤認等不公平競爭的問題。關於廣告部分的實體法規範，係

                                                 
48
 Directive 2003/33/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6 May 2003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the advertising and sponsorship of tobacco products. 
49
 Regulation (EC) No 1924/2006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December 

2006 on nutrition and health claims made on foods. 
50
 Directive 2010/13/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0 March 2010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laid down by law, regulation or administrative action in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the provision of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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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於景品表示法第 5 條，其主要之內容包括事業對於所提供之商品，服務當

中，與品質、規格相關之產品、服務本身內容部份，以及價格和其他交易條

件部分所引起消費者對其產生較其他競爭事業較為「優良」或「有利」之誤

認，或其他由內閣總理大臣所指定關於有妨害消費者自主及合理選擇商品之

虞的標示內容。所以日本在廣告的規範上，係以行政權的直接介入作為規範

方式，做為其扶持消費者自立的重要政策之一。因為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在

資訊地位不平等下，所以強力要求企業經營者關於消費資訊的正確性，使消

費者能在其健全意思下自我決定，以確保消費者採取合理的消費行為。 

電子商務日益發達，不僅有不少新類型的商品、服務透過電子商務的方

式行銷，電子商務的交易與廣告方式亦有別於傳統。消費者在網路上所作之

行為，如瀏覽過的網頁，所檢索過的關鍵字等，會被平台業者如 Google 或社

群網站如 Facebook 所收集，以此推論顧客所關心或者有興趣的人事物，而發

送相關之廣告。所謂的目標式廣告，或者目前常見的部落客付費的口碑廣告

等，充斥於日常生活中誘導消費者進行消費，其中不乏隱藏著吹噓或虛偽不

實的情節或內容，而引發不少消費紛爭。以下針對日本就立法與行政面向上

的廣告管制分別說明。 

（二）景品表示法與相關法令 

以日本景品表示法為例，其所規範的「表示」（包含廣告）行為，係指

商品本身上（容器包裝）的標示、店頭上的表示、宣傳單上的廣告、報章雜

誌上的廣告，此外也涵括所有電視上、網路上的廣告。 

1. 誤認優良之表示（第 5 條第 1 款）： 

(1) 事業者於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關於其品質規格與內容，對一般消費

者表示其商品或服務較諸實際上為優良。例如：實際上非日本國產牛肉，

卻在販賣標籤或廣告上表示為國產和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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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其商品或服務較諸有競爭關係對手顯然優良，而與事實不符者。例

如：「此商品所使用的技術在日本只有本公司所獨具之技術而製造」藉

以吸引顧客妨礙一般消費者自主合理的選擇之虞。上述之表示行為包含

以此手法作為宣傳及廣告亦在規範之內。此種使消費者誤以為優良之行

為，除事業有故意為之外，也包含因錯誤而為此表示者。主管機關判斷

是否該當此種情況，可訂期限要求業者提出相關資料佐證作為合理化其

行為之依據。 

依上所述，景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係禁止商品或服務有誤認優良之表

示。主管機關消費者廳長官在判斷系爭廣告是否該當於優良誤認表示之際，

係以業者是否能在指定期間內提出合理的依據資料；如果無法提出或不被認

為有合理之依據時，其所為之當該表示被視為「不當表示」（第 7 條第 2 項），

甚至被課以行政課徵金之處罰（第 8 條）。 

事業如要證明其非「不實證廣告」的話，要提出客觀的實證資料，且其

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要能證明該內容是適切的。此種廣告是否該當於第 5 條

1 號優良誤認表示之情形，依主管機關所定行政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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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點「『合理的な根拠』の判断基

準」之意旨51，其可要求業者在一定期間內提出具有合理依據之資料來做判

斷，否則該表示將會被視為不當表示，而被處以課徵金。 

依不實證廣告的判斷基準，所謂具有「合理依據」之資料，應符合下列

二要件。第一，業者所提出的資料，是客觀地經過實證所得出者。所提出的

資料能客觀地實際證明所表示之內容，如所做出來的商品或服務功能或效果

之表示係依據一般多數學術界或產業界所承認實驗或調查方法；如果沒有一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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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成 15年 10 月 28日公正取引委員会、一部改正平成 28 年 4月 1日消費者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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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多數學術界或產業界所承認實驗或調查方法，但屬於社會通念上所承認的

實驗或調查方式所得到的結果亦可。如果是依照消費者的體驗或試用者的意

見的話，則需以無差別性的隨機選出相當數量的樣本，確保在客觀性的統計

下進行。此外，所提出者為專家、專家團體或專門機關的見解或學術文獻時，

需要該專家意見係基於其自身的專業知識而針對該商品服務所表示的效果或

功能所為客觀評價（或非針對該商品服務而僅對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為客觀

評價），且於所涉領域中一般皆認可該評價者。 

第二，所表示的效果或功能與所提出的資料必須互相對應。業者提交資

料所證明之事項，必須與表示中業者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互為對應，方足以

作為表示內容的合理依據。又此處所指的效果或功能，係居於一般消費者的

觀點，整體觀察事業引用文章、照片、試驗結果等資料中的數據、示意圖、

消費者體驗所為的表示，從而認知者。 

2. 誤認有利之表示（第 5 條第 2 款）： 

事業不得對商品服務的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與

其交易更為有利表示。其要件簡述如下： 

(1) 所謂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係指除商品、服務的內容「之外」的交易條

件，如價格、數量、支付方式、贈品、售後服務等條件。 

(2) 所謂「有利」，係指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較該事業實際提供商品服務時的

條件為有利，或是誤認較其他競爭事業提供相同或近似商品服務時的條

件為有利等情形。其可能的情境例示如下：於表示中陳述與實際不符或

過度誇張的交易條件而讓一般消費者誤認與其交易有利之情形（如：標

示原價與促銷價格時，實際上未曾以標示原價販售過之情形）；於表示

中交易條件的相關內容雖為正確，但其表達內容使一般消費者認為該交

易條件僅適用於特定立場的消費者，而使一般消費者產生若與其交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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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其他消費者享有優待的錯誤印象之情形（如：表示只抽選 100 人可以

破盤價與其締約、但實際上有詢問的人皆得享受該價格）；於表示中刊

載不實的競爭對手交易條件，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與其與競爭對手交易不

若與其交易較為有利之情形（如比較廣告時，所標示的其他競爭業者價

格高於其實際售價）；於表示中雖然正確標示競爭對手的交易條件，但

以不公正的方法將之與自家交易條件為比較，而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與其

交易較有為利之情形（如：標示「同樣價格，本公司商品的量是其他公

司的 2 倍」，實則與其他公司的產品數量並無差別）。 

3. 由內閣總理大臣所指定，關於商品・服務之交易事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

之虞者（第 5 條第 3 款）： 

歷來基於本款而為內閣總理大臣所指定公布者，包括「無果汁の清

涼飲料水等についての表示（不含果汁之飲料等表示）」、「商品の原

産国に関する不当な表示（商品原產地的不當表示）」、「消費者信用

の融資費用に関する不当な表示（消費者信貸費用的不當表示）」、「不

動産の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不動產誘惑廣告的表示）」、「おと

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誘惑廣告的表示）」、以及「有料老人ホームに

関する不当な表示（老人安養中心之不當表示）」，其中與本研究關係

密切而具代表性者，厥為「誘惑廣告的表示」。52
 

所謂誘惑廣告（おとり広告），是指為招徠客人前來消費而以不存

在的情事所為的廣告，由於消費者實際上無從向事業購買系爭商品或享

受系爭服務，而事業卻又為如此表示，其表示行為有其惡質性，應為禁

                                                 
52
 おとり広告に関する表示，平成 5 年 4 月 28 日公正取引委員会告示第 17 号，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public_notice/pdf/100121pre

miums_17.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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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根據「誘惑廣告的表示」，誘惑廣告尚得區分為以下數種類型：第

一種是針對「根本未準備進行交易的商品．服務」所為之表示；第二種

是實際上可供交易的商品或服務數量極為有限，卻未於廣告中明確記載

數量有限時之表示；第三種是指當事業對於商品或服務的銷售期間或是

交易相對人的每人購買量設有限制，卻未於廣告中明確記載時之表示；

的一人數量有限，卻未表示數量有限；最後一種則是：雖然有此商品服

務的存在，但事業無合理事由而妨害交易成立，或實際上其不具交易之

意思時之表示。例如：事業於廣告中表示此房子租金便宜或地點非常好，

但消費者實際到店裡詢問又編造各種事由，不讓消費者購買或交易。 

在不動產交易上，此類誘惑廣告對於一般消費者的決策判斷，影響

尤其深遠。因此早於1980年時，日本即已公布「不動產誘惑廣告的表示」，

例如未將已經訂好契約無法交易的買賣標的或租賃物件削除，仍舊在網

站上刊載；又如登載較一般行情價便宜的廣告，等客人上門詢問時再以

「已經有人訂了」等為由，介紹其他的商品。 

公正取引委員會對於違反上述「表示」的事業者、依照其違反之情

節分別對之採取「注意」「警告」「嚴重警告」「嚴重警告・違約金」

等行政上之處置。如表 3-1 整理之資料，以平成 24 年度以後被處以「嚴

重警告以上者，網際網路佔全體被處罰的 80%、增加幅度也最多。顯示

網路上廣告問題是有增無減的狀況。 

表 3-1 網路廣告被處以嚴重警告以上所佔之比例與件數（2017 年 12 月止） 

媒體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網際

網路 

件

數 47 40 34 36 39 52 43 46 58 40 

% 70.1% 71.4% 72.3% 75.0% 88.6% 89.7% 93.5% 93.9% 93.5%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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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

網路

以外 

件

數 20 16 13 12 5 6 3 3 4 4 

% 29.9% 28.6% 27.7% 25.0% 11.4% 10.3% 6.5% 6.1% 6.5% 9.1% 

總計 
件

數 67 56 47 48 44 58 46 49 62 44 

資料來源：「おとり広告違反」で不動産ポータルサイトに掲載停止されな

いために，全日本不動産協会埼玉県本部，2018 年 4 月 18 日，h

ttps://saitama.zennichi.or.jp/column/special201803/（最後瀏覽日：2

019 年 11 月 17 日）。 

 

（三）消費者契約法及特定商取引法 

對一般消費者表示此種商品或服務比實際商品或服務本身優良；或者違

反事實，對消費者表示其商品或服務較諸其他競爭對手優良，藉此吸引消費

者，阻礙公平競爭之虞者的標示行為，依景品表示法被認為是一種不當標示

而被禁止。此種情況除了違反景品法，該法第 8 條規定被主管機關禁止刊登

該廣告外，處以課徵金。此外消費者亦得主張消費者契約法第 4 條第 1 項不

實告知之規定，即事業者對於契約重要事項告知與事實不符之事實。此項不

實告知致使消費者產生誤認，消費者得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另如該交易係

以郵購方式為之者，消費者得依特定商取引法第 12 條。53使消費者誤認商品

較他種商品優良者，主張撤銷意思表示。但如果業者能在一定之期間內，有

                                                 
53
 特定商取引法十二条 販売業者又は役務提供事業者は、通信販売をする場合の商品若し

くは特定権利の販売条件又は役務の提供条件について広告をするときは、当該商品の性

能又は当該権利若しくは当該役務の内容、当該商品若しくは当該権利の売買契約の申込

みの撤回又は売買契約の解除に関する事項（第十五条の三第一項ただし書に規定する特

約がある場合には、その内容を含む。）その他の主務省令で定める事項について、著し

く事実に相違する表示をし、又は実際のものよりも著しく優良であり、若しくは有利で

あると人を誤認させるような表示をしては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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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之依據，如能夠舉證，或有客觀實際調查數據或實驗結果證明；或者有

專家或專門機關之保證或證明則不在此限。54
 

（四）對網際網路廣告之行政規範 

在網路上所進行的網路購物，特別是 B2C 的情形，網路上的各種關於商

品或服務內容的、交易條件等是消費者唯一的資訊來源，透過這些資訊而完

成網路上交易，業者卻可輕易在網頁上變更商品或服務內容資訊、交易條件。

因此網路交易時，對相關資訊揭露均包含廣告，一併加以規範。 

為使 B2C 的交易能健全發展以確保消費者交易的適正化，主管機關定有

「消費者向け電子商取引における表示についての景品表示法上の問題点と

留意事項」（消費者在電子商務交易時關於表示在景品表示法上的問題點與

留意事項）依此 

1. 首先關於商品或服務的內容或交易條件之表示：避免造成消費者在商品或

服務之選擇上之誤認，有以下的注意事項： 

(1) 於標示商品或服務的效果或功能時，不可在沒有充分的根據下，使消費者

誤以為具備該效果或功能。 

(2) 販賣價格、運費以及可否退換貨或者退換貨等交易條件，要將此具體內容

正確且明白加以表示之必要。 

                                                 
54
 景品法第 7 條第 2 項以及特定商取引法第十二条の二均有相同效力之規定 主務大臣は、

前条に規定する表示に該当するか否かを判断するため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当該

表示をした販売業者又は役務提供事業者に対し、期間を定めて、当該表示の裏付けとな

る合理的な根拠を示す資料の提出を求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いて、当該販売

業者又は当該役務提供事業者が当該資料を提出しないときは、第十四条第一項及び第十

五条第一項の規定の適用については、当該表示は、前条に規定する表示に該当するもの

とみな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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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消費者在電子商務交易時關於表示在景品表示法上的問題點與留意

事項」此行政指導，針對在網路上各種表示類型加以檢討。 

(1) Free Premium 

係指業者提供服務基本上是免費的，但附加服務是收費的，藉此獲取商

業上之利益。例如業者提供消費者免費加入會員，可享受業者所提供之服務

如免費玩遊戲，彈丸遊戲過程所需的工具或道具卻需要付費，甚至不購買工

作或道具即無法進行遊戲，或者是玩更進階的遊戲，藉此來誘導消費者購買

其他付費的服務。所以業者採取此種免費服務提供，一開始是為了吸引大量

客戶，在基本客戶群培養出來後，藉由附加收費服務之提供獲取利益。這是

一種常見的商業模式，藉此增加消費者的黏著度。此種行銷手法，如果一開

始提供免費服務時，沒有明白表明附加服務要收費，致使消費者發生誤認以

為所有的服務都是免費的，就會構成景表法不當表示的情況。因此在該行政

指導中要求業者要將免費服務的具體內容，範圍要正確且明白表示。總之，

日本對此類的廣告並無禁止，只是希望業者要把規則記載清楚，不使消費者

產生誤認。即採用此種商業模式的業者，要將免費服務部分的具體內容、範

圍，正確且清楚表示出來。55
 

(1) 留言網頁；部落客的網頁上的記載 

在網際網路上提供消費者在網頁上對於人、商品或服務加以發言或傳遞

口耳相傳訊息的網頁。此種網頁主要目的交換大家的口耳相傳的資訊，另外

刊載關於旅遊、美食，商品資訊的訊息的網頁。現在更有個人部落客在所經

營的網頁上提供相關的資訊，甚至推薦相關商品。如果屬於消費者自己感想

而發出的分享口碑文，是不會構成景品表示法上的表示行為問題。亦即與事

                                                 
55
 消費者庁，インターネット消費者取引に係る広告表示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問題点及

び留意事項，3頁，平成 24年 5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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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廣告主）意思完全無關所發生的口碑文，是不至於構成廣告行為的。

因此種訊息的是一般消費者，而非經營此事業的業者所為，則不構成景表法

上的「表示」行為。例如在美食網頁上的口耳相傳資訊，說某家店使用的是

土雞味道非常鮮美，值得推薦等留言。但如果發出此訊息的人是這家店自己

所發出之留言，就會屬於景表法上的「表示」行為。 

諸如此類提供消費者分享訊息的網頁，即對於口碑行銷的相關問題，即

業者網頁上有消費者使用的體驗或經驗談之資訊，作為尚未使用或消費過消

費者的參考。此種資訊，非企業主或廣告主所撰，而由第三人即消費者所為

者，日本法認為非屬景品法上的「表示」行為。但如果此種體驗談等係由業

者委託或以引誘手段使其為之者、並且要求此消費者要表示其所使用之商品

或服務的內容或交易條件較諸其他競爭業者優良或有利，藉此誤導其他消費

者，則該當景品法第 5 條的「不當表示」之問題。廣告主が為宣傳其商品或

服務，委託部落客替該商品或服務在部落格上執筆，受委託之部落客在無任

何依據下寫出如「使用後斑點雀斑都不見了，有意者請私訊等」作為宣傳手

法時有所聞。所以在此種情況下，如由業者委託部落客撰文表示商品或服務

較諸其他競爭業者的商品為優良或有利時，有誤導消費者之虞者，也該當於

景品法所禁止之表示行為。 

(3) 快閃行銷 

就是在特定的時間內販賣特定數量的折價券的一種商業模式。某店家委

託發行折價券的公司締結發行折扣券契約，然後該發行折價券公司自行在其

網頁上販賣此折價券。購買折價券之消費者就可以憑此折價券到該指定商店

消費享受折扣優惠。此種快閃行銷長在折扣券上表示「通常價格」與「折扣

價格」藉以吸引消費者購買。如果該商品並無時價的販賣價格，此時就可能

構成使消費者誤認其為「顯然有利」之情形而構成不當表示。例如使用折價

券所購買之商品表示其折扣後價格為 1,600 元，通常價格是 5,730 元，等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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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72%的折扣；然而實際上該商品根本沒有以 5,730 元販賣的業績；另一種

情形為使用折價券所能購買或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的品質或規格與一般正常價

格所提供者有所不同，而導致使消費者誤認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較諸競爭

對手優良。 

（五）電子監視制度 

日本所建構之常態的電子商務監視制度，對主管機關而言，可謂是瞭解

並掌握電子商務現狀進而應對其所發生之競爭法上的新興問題的最佳方式。

尤其電子商務的特色是除非進入該事業所架設之網站，否則無從由其他途徑

瞭解認識其商品、服務。所以，監視制度的設立可以透過具體的網站調查，

深入瞭解現今電子商務廣告的問題所在。所以日本在廣告的規範上，係以行

政權的直接介入作為規範方式，做為其扶持消費者自立的重要政策之一。因

為資訊地位不平等所以強力要求關於消費資訊的正確性使消費者能做正確選

擇而確保其健全意思下的自我決定權；亦即確保使消費者採取合理的消費行

為的前提要件。至於民間關於廣告自律機制的團體則有，公益社團法人「日

本広告審査機構」（Japan Advertising Review Organization 簡稱 JARO（ジャ

ロ）），依據日本公益社團法人日本廣告審査機構（JARO）所受理之對廣告

之申訴案件逐年增加，其中又以網路廣告之申訴案增加最多。56因此日本對

網際網路廣告之規範問題也非常受到矚目。 

（六）對特定領域之廣告規範 

本研究先以對醫療廣告之規範進行說明。因應日本醫療法之修正，57且

最近醫美等醫療服務之消費糾紛日漸增加，日本消費者委員會建議針對醫療

                                                 
56
 野崎佳奈子，ネット広告の相談と問題点，『国民生活研究』第 2016.8，頁 5. 

57
 2017年 6月に公布医療法改正内容「医療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平成 29 年法律

第 57 号），將網際網路上關於醫療廣告之行為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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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網頁上紀載有必要予以規範，因此主管機關依『医療機関ホームページ

ガイドライン』（醫療機關網頁指導方針），對醫療機構在網路上廣告進行

規範。58
 

(1) 絕對不可廣告之內容：如死亡率・手術後生存率的紀載；未被承認醫薬

品所為的治療内容。 

(2) 虛偽廣告：「絶對安全的手術」等醫學上不可能的事情的紀載；強調「幾%

の満意度」等無資料根據的紀載。 

(3) 比較優良之廣告：強調「日本一」「No1」「最高」等表現，使人誤以

為優良之表現；強調跟某名人有關、給予患者誤認為此醫院比其他醫療

機構優良的表現。 

(4) 誇大廣告：如「取得知事許可的醫院！」對這種理所當然的事卻加以強

調使人誤認該機構有得到特別的許可或執照之表現「由某某學会認定醫

院」（事實上為無實際活動的學會團體之認定）。 

(5) 患者針對治療內容或效果發表主觀的體驗談內容之廣告：個人網頁、SNS

上的個人網頁及第三人所經營的口碑行銷的體驗談等。如果以個人或家

族親身經驗的感想文的，而推薦某醫院的話，欠缺引誘性，即非廣告；

但是基於醫院要求或有對價關係時，即構成廣告行為。此外個人與該醫

院經營者有密切關係者如家屬為經營者的家人，為醫院的利益所違者也

被視為廣告。 

                                                 
58
 厚生労働省基於 2017年医療法修正時對医療機関網頁內廣告作為規範對象而於 2018年頒

布『医療機関ホームページガイドライン』平成 30年 5 月 8 日厚生労働省医政発 0508第

1 号 

https://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0800000-Iseikyoku/0000209841.pdf，最後瀏

覽日：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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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刊載治療前後治療後之比較照片使消費者誤認治療之效果或內容：但是

「為向患者進行說明治療內容、費用等情況下，而提供術前術後的照片

者，即不在此限。 

(7) 違反公序良俗之廣告：例如猥褻或殘障之照片 

(8) 其它：如「現在進行促銷優惠活動」「接受免費諮詢的顧客每人贈送○○

禮物」等廣告內容；其他違反「醫藥品醫療機器等法」、「健康増進法」、

「景表法」等法令所禁止之廣告表現。 

（七）日本執法案例經驗參考 

因標示與廣告的問題本質上與消費者生活息息相關，消費者為資訊之弱

者，故不當標示之受害者大多是消費者，基於此想法將消費者廳做為不當標

示之主管機關，以加強對消費者保護，亦含有將處理所有與標示有關之機關

統一化，故將不當標示之主管機關從日本公正取引會移轉至消費者廳。總之

廣告與標示都是為了消費資訊權的保障，促使消費者自立的重要作法。 

日本法對於廣告之規範方式是透過景品表示法將標示與廣告做整體性的

規範。因為日本的公平法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公平且自由的競爭」所以在日

本相關消費者法制尚未完備建立前，作為唯一具有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制；

而在 1960 年代發生牛肉罐頭捏造事件，公平法仍不足以因應下，1962 年制

定了「景品表示法」，作為公平法制的特別法。到了 2009 年，認為消費者保

護之作法應從消費者的角度而非行政主管機關的角度，因為消費者往往不知

行政機關間職權之分配，為使行政窗口一元化，同時能迅速掌握全國的消費

者糾紛資訊，而有效率地因應，設立了獨立機關消費者廳；藉此能迅速跨域

整合各種消費紛爭之處理與解決。商品之標示與廣告的問題是各種領域都會

發生的，而商品標示與廣告與消費者選擇商品的重要資訊，因此將原為公正

取引委員會所管之景表法移轉給消費者廳所管，但關於消費者廳並無進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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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權，所以如需要進入調查時則委任各行政機關（農林水產省、地方衛生局

或公正取引委員會）進行調查後再向消費者廳報告。也就是由消費者廳作為

標示與廣告的主導者、在其他相關單位配合下進行不當標示之相關執法，同

時也可以避免行政權的重複行使。59
 

以下為消費者廳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所公布 News Release
60對網路上所

販賣健康食品等虛偽誇大表示的行政做法： 

主管機關對網路上所販賣健康食品等虛偽誇大表示的行政監督 

1. 監視方法 

（１）監視期間：2019 年 7 月至 9 月為止。 

（２）検索方法：使用全文検索系統、以關鍵字搜尋全面性尋找相關商品支

廣告。所尋到商品的網頁以人眼去進行確認。 

（３）主要檢索關鍵字為：「癌」、「糖尿病」、「中暑」等具有關疾病之

治療或預防效果為目的的表現；或者有「增進食欲」、「恢復疲労」等強化

身体組織、機能的效果的表示以及「減肥」等讓身體美化增加魅力効果的表

示等。 

2.．監視結果及要求改善 

監視的結果：在網路上販賣健康食品的 87 家業者的 112 樣商品中有違反

健康食品販賣法第 31 條第 1 項61者要求提出改善；如果該業者是在網路商城

出店者，也會通知經營該網路商城的平台業者此項情事，要求該平台業者協

助處理此店家之標示（表示）問題。 

                                                 
59
 斎藤憲道，消費者庁-消費者目線で新時代の経営を創る，初版，商事法務（2009）。 

60
 請參考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extravagant_advertisement/pdf/extr

avagant_advertisement_191122_0001.pdf，最後瀏覽日期：2019/11/26。 
61
 健康増進法第 31 條：任何人於其販賣食品廣告或其他表示，關於促進健康效果或其他主

機機關指定之相關事項，不得有顯著與事實不符或明顯造成他人誤認之表示。 

  健康増進法第 32 條：内閣総理大臣或都道府県知事對於違反前条第一項規定者，認為其

行為對国民健康之維持及對國民正確的資訊之傳達有重大影響時，得對其標示或廣告採取

勸告等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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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在網路上監視結果 

 

監視期間 被要求改善業

者數 

改善後業者數 

2018 274 274 

2019.4-6 月 65 64 

2019.7-9 87 改善期間尚未屆滿 

 

從上述日本執法案例可得知，雖然健康食品法有其主管機關；但最後統

一對外發布相關訊息者卻是消費者廳，可見日本消費者廳作為標示與廣告的

司令塔指揮官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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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對於新型態廣告之規範及執法現況分析 

 

第一節  我國新型態廣告競爭市場概述與消費者保護 

 

一、我國新型態廣告競爭市場概述 

在競爭市場中，具有經濟理性的消費者在決定是否與事業進行交易時，

其所接收的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即為其決定是否進行交易以及交易內容的

重要基礎。當市場上充斥著名實不符的商品或服務資訊，理性消費者在知悉

此等現象後，可能因為無從正確判斷商品或服務能否滿足其需求，於交易決

策時受限於資訊的不對稱性而躊躇不前或放棄交易。更何況由於消費者往往

非完全理性，對於廣告常會受到情感影響，而不僅止於廣告所傳遞的之資訊。 

此現象一旦蔓延，在眾多消費者對於交易猶豫不決的情況下，事業實難

專注在品質、價格、服務等面向上從事效能競爭；尤有甚者，當多數消費者

選擇鄰接商品或服務市場時，相關商品或服務市場可能因此遭到取代而消逝。

由上述情境可知，事業對於自身提供商品或服務所揭露的資訊範圍及資訊內

容的正確程度，乃至於資訊的表達方式，都可能影響消費者的認知程度，而

大幅左右消費者交易決定。而廣告作為供給方向需求方傳達上開資訊的重要

管道，對於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影響甚深，其於競爭法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另一方面，如本研究第二章所介紹，近年來由於各式新興的網路平台與

社群媒體的崛起，資訊與言論傳播之門檻大幅降低，任何人都可以輕易透過

在各式討論區、社群網站或即時通訊軟體上分享資訊之方式，將言論傳達予

社會大眾。甚至於透過網路上的意見領袖（如各類型態的網紅），將產品訊

息傳遞給其粉絲，影響粉絲的認知與行為，達到廣告的效果。 

然而，上述現象也為競爭法的執法帶來新興的挑戰與課題。舉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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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的廣告可能衝擊傳統上對於「廣告」的定義（透過即時通訊媒體一對

一的資訊傳遞是否該當於廣告？單純的心得分享與商業廣告言論之界線應如

何劃分？）、執法的難度增加（在部分社群媒體上，一定期間後即自動消失

的限時動態，應如何處理？廣告所刊載的網路平台或社群媒體伺服器若位於

國外，我國主管機關是否以及應如何管制？）、經營網路平台或社群媒體之

事業是否應因在其平台上所刊載的廣告而負法律上責任？如何兼顧對於言論

自由的保障與維護公平競爭秩序之目的？均為競爭法在面對刊載於各式平台

與社群媒體上的新型態廣告時，所不可忽視的課題。 

 

二、廣告與消費者保護 

廣告是商業活動中十分引人注意的交易媒介，消費者憑藉廣告內容選擇

消費的內容或決定購買的商品。由於廣告係影響消費者最直接的因素，因此

企業經營者為了達成銷售商品之目的，常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以

為促銷。或是利用特定的敘述手法，利用人們常存在的過度自信、稟賦效果、

自我控制問題等現象，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所以對於有可能影響

消費者非理性消費決策之特定敘述手法，應加強研究是否有規範之必要性。

而利用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除了容易造成消費者無法正確選擇所需要

的商品或是服務外，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影

響交易秩序，因此有嚴加規範之必要。62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廣告是具有使消費者本來沒有要購買某種商品的想

法，但因為看到令人心動的廣告後，而有了購買的意願。尤其消費者容易受

到廣告的感情訴求，或是對於廣告之資訊有非理性的解讀，產生非理性消費

決策。尤其是兒童或是特定弱勢消費者族群，更容易受廣告影響產生非理性

                                                 
6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著，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三版，3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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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如果消費者是因廣告而前往購買，事後才發現事實與廣告不符，而有

受騙上當的感覺。因此為避免消費者因為廣告而受騙，維護消費者權益，要

求企業經營者對所刊登廣告課予適當義務，即消保法第 22 條對廣告規範之目

的。63
 

從資訊經濟之角度出發，避免資訊成本與市場失靈，競爭者應儘量經由

法律規定，降低資訊取得及散佈之成本。資訊提供義務應分配給能以較小成

本方式提供真實資訊之一方，而廣告是一項降低資訊成本的重要手段，故法

律規定一方面應促進真實資訊的散佈；另一方面，不實的廣告表示會增加資

訊成本，故應該加以禁止，透過管制手段及法律效果的賦予，才會提高事業

從事不實廣告之成本，減低其為不實廣告之誘因。64
 

廣告是吸引消費者決定是否締結契約之工具，所以在締約前，為維護消費者

之意思自主決定權，對廣告規制有其意義，可以使資訊透明化，同時維護交

易之公平性。 

 

第二節  我國相關法規介紹 

 

民事責任部分，我國消保法第 22 條規定：廣告內容不得低於企業經營者對消

費者所負義務的內容（消 22 條）。此規定係以契約成立為前提下，企業經營

者有依廣告內容履行的給付義務。即企業經營者若實際上不能按廣告內容為

契約上之給付，或不符合消費者從廣告獲得的認知，須負債務不履行（瑕疵

擔保）之責任。此外，公平交易法規定，消費者誤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63
 姜志俊等合著，消費者保護法解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編製，初版，

186-187（2009）。 
64
 楊宏暉，「契約準備階段的資訊揭露和廣告規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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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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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致其因信賴廣告而受之損害；公平法第 30-31 條損害賠償之規定（懲

罰性賠償），以此作為消費者主張侵權行為之請求權基礎。 

至於行政管制部分則以公平交易法規定為主。為維護市場機能，確保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我國公平交易法針對事業就交易相關資訊之揭露與否或其

揭露方式等相關行為，設有若干基本規範，包括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第 22 條（使用致與他人混淆誤認的表徵）、第 24

條（散布損害他人營業信譽的不實資訊）、第 25 條（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行為）。本研究報告以下先就相關規定的意旨及射程範圍加以闡述，而後聚

焦於涉及新形態廣告的新近處分案件，嘗試分析其行為態樣與所牽涉的法律

規範。 

一、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 

由於各類廣告的數量相當龐大，本條規定所涉及的不實廣告案件，在我

國競爭法實務上亦占相當比例。據統計，我國競爭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下簡稱為公平會）所經手的案件中，有近半數係依據本條規定處分者。65

由此亦可窺見本條規範在公平會實務上所具有的影響力。 

本條之規範功能主要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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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蓋因

事業為吸引招徠潛在顧客與其交易，可能利用廣告向消費者提供關於商品或

服務的資訊，而當此類資訊含有不實或誤導性內容時，由於資訊不對稱之故，

                                                 
65
 公平交易委員會自 1992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施行以來至 2019年 5月止，所作成處分件

數共計 4720 件，其中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者占 2200 件，約 46.6%的處分案

均 係 涉 及 廣 告 不 實 案 件 。 統 計 資 料 來 源 ： 公 平 會 網 站 ，

https://www.ftc.gov.tw/upload/09f2921e-8766-419d-9572-5cb82277c05a.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9/7/7。 
66
 石世豪，「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委託研究報告，27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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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可能基於此等誤導資訊而作出錯誤的交易決定，而直接受有損害；而

因為此類錯誤資訊而損失潛在交易機會的競爭者，亦因此間接蒙受損害。是

以，事業於廣告中所提供之資訊真偽，對於效能競爭之維護，誠為重要。 

於規範體系上，本條包含二項禁止規定，第 1 項規定係禁止事業為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基本規定；同條第 3 項則進一步擴及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之行為。此外，

同條第 4 項係對於事業之服務的準用規定。同條第 5 項則針對廣告代理業、

廣告媒體業、廣告薦證者，分別規定於一定要件下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

規定。如下茲就本條規定分析之： 

（一）立法目的 

同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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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條之立法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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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競爭手段。是以，只要其品質或內容確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屬違反本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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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232 號判決

參照）。 

（二）規範標的 

關於本項規範之標的，於 2015 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前原本規定為：「事業

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

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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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底線與粗體為筆者所加，以下同。）。」與「商品本身」直接相關的

內容，尚不及於廣告中涉及商品本身以外事項之其他內容。67依此實務見解，

若廣告中涉及與商品本身直接相關內容的事項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應

有舊法第 21 條規定之適用；惟若案件僅涉及商品本身以外事項的內容有虛偽

不實者，則不應適用舊法第 21 條，而須適用舊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如此形

式主義的區分，將導致同一則廣告可能僅因其所表示內容是否涉及商品本身，

而須割裂適用不同條文的結果，忽略了即便廣告所含資訊並未直接涉及商品

本身，仍可能對於消費者的最終交易決定具有實質影響，有所不當。68有鑑

於此，於 2015 年公平交易法大幅修正時，將第 21 條第 1 項文字修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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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項規

範之標的範圍，明確包含所有與商品（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 

伴隨上述修法而來的另一問題則是：何謂第 1 項所稱「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求受規範對象得以瞭解其規範內涵，2015 年公

平交易法修正時，於本條第 2 項亦增列例示性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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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700 號判決：「公表之標的物即所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目的物，必為商品本身，觀諸法文明定『對於商品之．．．為虛偽不實之表徵』之文

義，可以得知；且事業以使人誤信之方法推銷其產品（有形或無形），通常情形即針對產

品本身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公表，此本條項設為禁止之目的所在。是必與商品本身直

接相關之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公表，始構成本條項之違反。至若涉及商品本身

以外事項之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公表，如亦足致他人誤信而與之交易，是否應

予禁止，尚有同法第二十四條概括性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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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資補充規範，自非涵蓋於前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中。」 
68
 吳秀明、沈麗玉，「競爭法制革新之整體規劃與藍圖」，月旦法學雜誌，第 228 期，164

（2014）即指出此種區別不具有法理上之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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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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任何具有招徠效

果之相關事項，均可能該當第 1 項所指「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至於「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射程範

圍，依主管機關見解，係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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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事業之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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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然而，公平會上開解釋將「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限於其他「非

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似有不當限縮其適用範圍

之虞。申言之，若依公平會上開見解，同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適用之對象僅限

於兩類：一類為該項所明文列出、與商品直接相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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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則為與商品非直接相關之「非

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則與商品直接相關但未被

列明之事項，如商品的外觀等，以及依同條第 4 項準用於服務的情形下，事

業提供服務時的相關事宜等，由於同項規定未列明該等事項，此際若就條文

為文義解釋，本得為「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所涵括，但若依公平會

處理原則所示，「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限於「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

者，則該等未被列明事項似乎無從適用，反而形成規範漏洞。易言之，立法

者於 2015 年修法時調整法條文字，未窮盡列舉相關事項，而係採取例示規定

並要求該等事項須具備「招徠效果」，即有避免漏網之魚的意思；則若有同

條第 2 項未明文列出而係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的事項，仍

                                                 
69
 參見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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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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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同條第 1 項之適用，方屬的論。上開公平會處理原則的解釋，將「其他

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限於「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者，反而導致上述事

項恐有無從適用第1項規定之虞，似有重蹈修法前實務見解割裂適用之覆轍，

實有悖於本條立法旨趣。 

（三）媒介方式－「廣告」之定義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所規範者，係直接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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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依據主管機關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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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傳播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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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至於何謂廣告？公平交易法中並未明確加以定義。實務上，最高行政法

院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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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學說上，則有論者指出，考慮到廣告之特色在於事業

以各種「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提供其所銷售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解釋上

只要事業所為係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

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即落入公平法所規範之「廣告」範疇。72依據上述見解，

現在常見事業利用網路上部落格、論壇、臉書、推特等社群網站推文之方式

行銷其商品或服務，性質上亦屬一種「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而可被認定為

                                                 
70
 參見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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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09號行政判決。 

72
 吳秀明、沈麗玉，「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規範之最新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241 期，

26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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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廣告行為。73
 

另一方面，消費者保護的相關法令，對於消保法文脈下的「廣告」，設

有正面定義。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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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定曾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經修正，

原本規定為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但因企業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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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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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過往實務案例中，廣告之定義較少成為公平交易法訴訟中的爭點，75但

在新型態的廣告中，以特定人為對象的訊息傳播行為是否屬於廣告，則可能

產生爭議。舉例而言，目前店家宣傳手法常見利用臉書的私人訊息、或者在

Line 群組內部發送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此種資訊傳播行為是否屬於公平交

易法所規範之廣告？不無疑問。申言之，主要的問題在於，透過社群媒體的

私人訊息或封閉式的即時通訊群組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是否該當於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傳播

資訊之行為？ 

                                                 
73
 同前註。 

74
 參見 104年 12 月 31日行政院院臺消保字第 1040155767 號令發布修正理由。 

75
 於 UBER 案中，原告 UBER 雖曾抗辯其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有關 UberX 菁英

招募條件為『年滿 21 歲，持有普通駕照車輛符合菁英條件無犯罪或重大肇事紀錄』」之

內容（下稱系爭廣告），僅在客觀陳述 Uber 平台就駕駛成員設定之資格條件，並非為「招

徠交易」目的而就 Uber 平台提供之服務而為之陳述，系爭廣告並非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

規範客體。然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232 號行政判決並未採納原告之上

開抗辯，認為「原告透過 Uber APP 平台媒合乘客與駕駛之行為，其以廣告推廣行銷載客

服務，除致生不特定人誤認係合法提供外，更因其廣告招徠增加交易機會，對計程車客運

業難謂無影響，且對其他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亦有排擠交易機會之可能，使競爭同業蒙受

損害，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而認定原告之行為違法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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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公平交易法上對於廣告並無明文定義，而司法實務見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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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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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傳播行為。是以，若採取較嚴格的文義解釋，則

於以「特定多數人」為對象發送訊息之情形，即非屬廣告，亦非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傳播資訊之行為。至於若係以特定少數人為對象個別發送資訊之

情形，更是難謂其屬於廣告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76
 

然而，本研究認為，基於下述理由，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

告」，應無必要限於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訊息之情形。 

第一，近年來客製化廣告與精準行銷之需求日益高漲，利用網路技術提

供的各種新型態廣告，可藉由消費者所瀏覽網頁之內容一窺或推測消費屬性

或傾向，針對不同客群甚至個別消費者的特質與需求，對之發送類似商品或

服務內容之廣告，提供更契合其喜好的商品等交易資訊，以刺激消費意願並

招徠交易機會，因此就形式上而言，很可能係針對特定多數人（例如該企業

的會員，或某種特定客群）、或者特定少數人（例如個別的潛在消費者）77發

送商品等相關交易資訊，但實際上對於事業而言，仍係針對多數的潛在交易

對象發送宣傳與促銷的訊息，只是所發送的訊息內容可能是針對不同需求者

量身打造更客製化的宣傳內容。 

                                                 
76
 例如石世豪，「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法

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委託研究報告，285

（2004）即採此見解，認為在以一對一、個別交談形態傳播交易資訊之情形，與其他「直

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見共聞」情形差異較大，解釋上應不屬於「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 
77
 本研究認為，以維護競爭秩序為主要目的之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消費者概念，應以具有競

爭法上意義的一般消費者為對象，而非個別的消費者。是以，於僅以單一消費者為對象，

以一對一的方式傳遞商品或服務資訊者，若該資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者，

應回歸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規定處理即可，毋庸透過公平交易法予以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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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考慮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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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不論資訊提供之對象是否為不特定的多數人，只要從事業的角度係對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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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以影響效能競爭，應屬本條第

1 項應予規範之對象，較為合理。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若依據現行的實務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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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對象，則上述針對特定多數人或少數人提供商品資訊之行為顯然

將無法適用該項規定，將無法達成該項之規範目的，似屬不當。78
 

（四）違法性評價 

若事業於其商品、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始具有本條之違法

性。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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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而所謂「引人錯誤」，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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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雖然係將「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二者並

列為擇一的要件，但解釋上本條之宗旨在於確保交易相對人不致因資訊扭曲

而影響其交易決定，避免交易秩序因此遭破壞，是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均

                                                 
7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 596號判決中，對於原告大潤發透過電子郵件及 line 群

組發送衛生紙漲價訊息（下稱系爭新聞稿）予媒體業者，經公平會認為原告以系爭新聞稿

進行不實促銷，雖非以廣告為之，但仍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 
79
 參見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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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點。 

80
 參見公平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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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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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為其共通要素，並非單就表示或表徵與事

實間有任何出入，即足認構成本條第 1 項所禁止的行為。81是以，廣告內容

允許一定程度創意的發揮，82即使廣告內容與商品或服務之實際狀態有所出

入，亦不當然構成違法，於判斷時，應以該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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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決定為已足。83
 

此外，實務上常見的抗辯為，消費者於實際交易過程已經由銷售人員告

知而可得知完整資訊，故廣告資訊縱有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處，亦不致影響交

易秩序。然而，司法實務上並不採納此種抗辯，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

判字第 232 號判決即指出，「廣告內容之展現雖容許創意之發揮，惟若事業

於廣告所強調之效能或優惠，足以使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不僅有損消費者

權益，並對競爭同業構成不公平競爭，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即該當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範，縱使消費者嗣後經由銷售人員告知或實際交易過程，

得以了解完整資訊，仍無礙事業刊播不實廣告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事實之認定，

而阻卻其責任。」84
 

目前實務上對於是否存在資訊扭曲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81
 石世豪，「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委託研究報告，288

（2004）。此外，黃銘傑，「公平交易委員會廣告規制改革之試論—以自律規範之建構為

中心—」，收錄於氏著，公平交易法之理論與實際—不同意見書，新學林，599，註腳 1

（2002）亦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之核心，在於後者之「引人錯誤」廣告部分。 
82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1142 號行政判決指出：「廣告手法上固應容許創意之發

揮，然廣告之創意自不得逸脫為恣意，如廣告所強調者如有使消費者將之與可得評估之事

項產生印象上之誤認者，不僅有損消費者權益，對於競爭對手亦有失公平。」 
83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判字第 232 號行政判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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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點亦同意旨。 
84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409 號行政判決亦同此意旨：「倘事業於商品或廣告上，

對於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要

不因交易相對人在實際交易磋商過程中，得否自契約書內容、銷售人員口頭說明等，進一

步查證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及因而受欺騙，而阻卻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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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係由理性經濟分析出發，認為理性的消費者會基於所獲得的資訊作成

合理的消費決策。本研究認為，未來於分析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決策可能產

生的影響時，或可嘗試納入本研究前述的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以便作成更貼

近實際決策狀態的分析。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接收廣告者並非全然理性，

而是可能受到感情或情緒影響的有限理性者，因此廣告可能利用人們常存在

的損失趨避、稟賦效果、自我控制等傾向，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

本研究認為，此一觀點雖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但有助於

吾人更完整的理解各種可能影響消費者決策之因素，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化相

關研究。 

 

二、使用致與他人混淆誤認的表徵 

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表徵仿冒行為的規範，其目的在於防止消費者因

為事業使用他人的著名表徵而混淆該表徵所表彰的商品或服務，而與第 21

條所著重者有別。當事業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中，以相同或近似的方

式使用他人的著名表徵，而導致消費者混淆著名表徵所指示的商品服務與廣

告主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者，可能構成本條規定之違反。 

於本研究所探討的新型態廣告中，關鍵字廣告與本條關係較為密切。85廣

告主若於廣告文案中使用他人著名表徵，且廣告主所提供商品服務與該著名

表徵所有人所提供者相同或類似，而消費者於搜尋引擎檢索該著名表徵所使

用文字時，亦會看到廣告主所投放的廣告者，形式上有該當於本條「於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要件之可能性；然而，此際

是否滿足「致與他人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的要件，端視

                                                 
85
 本小節以下關於公平法第 22 條之論述，部分引用自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規範

下的關鍵字廣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 期，

93-96（2019），並酌予增補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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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混淆」如何解釋而定。 

再者，2015 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後，於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新增「於同一

或類似之商品（服務）」要件，並於同條第 2 項明定：「前項姓名、商號或

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

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者，不適用之。」明文排除註冊商標適用同條第 1 項對

於著名表徵的保護，限縮了第 22 條之適用範圍。86然而，於此情形下，不該

當於第 22 條規範之行為，是否仍有第 25 條概括條款之適用，即成問題。 

申言之，公平法中概括條款的適用，本應受到補充原則之拘束（參見「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4 點），因此原則

上應先行檢討涉案行為是否以及為何無從適用第 22 條規定，進而視該相關條

文是否已充分評價該行為的不法性或已窮盡規範該行為的不法內涵，而決定

有否第 25 條概括條款的適用。現行實務對於 22 條的保護範圍，係以未註冊

著名表徵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致生混淆誤認為其主軸，以維護著

名表徵之表彰來源功能不受仿冒表徵行為侵害，依此，在保護法益相同而其

不法性已窮盡時，即不應再行適用第 25 條概括條款。惟另一方面，攀附他人

長久經營所累積的著名表徵商譽，並因之享有不公平利益結果的搭便車行為，

所保護法益與前揭第 22 條不盡相同，故應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規範之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的行為類型。 

其次，關於商標法與公平法中不公平競爭相關規範間的關係，雖然均以

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為其立法目的之一環。然而，二者各自有不同的規範

                                                 
86
 比較現行法第 22條與舊法第 20 條的規範要件與救濟途徑．現行規定不僅限縮「商標」一

詞的射程範圍至未註冊著名商標，並且要求消費者對於表徵的認知程度，亦從「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提高至「著名」，且於侵權的行為態樣上，亦從舊法下的「為相同

或類似之使用」限縮至「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服務），為相同或近似之使用」，而排除

著名表徵被使用於非「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類別而致生混淆的情形。此外，於修法後

公平會已不具行政介入的權限，表徵所有人僅得依公平法第 5章規定，向法院提出民事訴

訟，以資救濟。則本條對於表徵所有人賦予的保護，與舊法相比，顯然較為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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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商標法第 68 條與第 70 條所保護者，為註冊商標免於與他人產生混淆

誤認而有損於其表彰來源功能，以及著名註冊商標本身因長期使用而生之財

產價值不受他人稀釋的法益。其中關於保護註冊商標表彰來源功能免於與他

人產生混淆誤認之部分，在 2015 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後，已註冊商標固已不再

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商標法第 22 條第 2 項參照）；然而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所著眼者，為行為人以攀附他人商譽之手段，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而獲取不公平利益之行為對於交易秩序之影響，與上述商標法所保護之法益

不盡相同，應無重疊保護之問題。是以，無論系爭廣告所攀附者是否為他人

之註冊商標，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應可獨立作為禁止搭便車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之法源，檢討有無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三、散布損害他人營業信譽的不實資訊 

按公平交易法第 4 條定義之競爭，係「二以上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

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解釋上，事

業透過長年的社會經濟活動，建立起值得信賴的營業信譽，藉此爭取交易機

會，亦屬同法所鼓勵之效能競爭之一種（即以較有利之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

會）。87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本條之規範目的係著眼於事業若散布足以

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破壞其競爭者長年努力經營所獲致之營業信

譽，將影響競爭者藉其營業信譽爭取交易機會、從事效能競爭之營業自由，

                                                 
87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七版，28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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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之定為不公平競爭行為。88
 

在新型態廣告之情形，較可能產生爭議者，應在「為競爭之目的」之要

件上。特別是在經營電子商務平台或者廣告平台之業者在廣告中陳述或散布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但電子商務平台業者與該他人並無直接

競爭關係時，是否仍構成「為競爭之目的」？不無疑問。 

 

四、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除前揭個別規定外，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另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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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為補遺性質之概括性規定，

即使不該當於既有的違法行為類型，仍可適用本條補充規定。但應注意本條

適用之「補充原則」，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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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評價該違法行為後仍具剩餘的不法內

涵，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89」從而，即使事業之行為不該當於

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行為，仍可能適用第 25 條規定。 

關於第 21 條與第 25 條之適用關係，早期的學說與實務見解多採較為形

式上的區分，認為第 21 條係規範積極地以虛偽不實或資訊不完整的表示使人

陷於錯誤之情形；而若係單純消極「隱匿重要交易資訊」，則應屬第 25 條之

                                                 
88
 石世豪，「第二十二條營業誹謗」，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年委託研究報告，333（2004）。 
89
 參見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最

高行政法院亦向來支持上開見解，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8 號行政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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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90然而，近來公平會已逐漸認為於廣告上消極

「隱匿」或「未揭露」與商品服務相關之資訊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者，亦屬

於 21 條之範疇。91但由於第 21 條仍要求必須有「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表示之要件，因此若未涉及廣告而消極未揭露資訊，仍不成立第 21

條，而應檢視有無構成第 25 條概括規定之情形。92
 

此外，目前在部分涉及廣告行為，但卻不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要

件之情形，實務上仍有認為此時其不法內涵尚未窮盡，而得適用第 25 條予以

補充規範者，例如在新型態廣告下的秘密行銷，即屬一例，詳見後述案例分

析。 

第三節  我國新型態廣告之實務案例分析 

 

本研究以下針對數種我國實務上已經出現的新型態廣告案例類型，剖析

其於公平交易法上所涉問題。 

 

一、秘密行銷廣告 

我國雖已於 2010 年公平交易法修正時增訂第 21 條第 5 項增訂薦證廣告

者應連帶負責之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並制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

告之規範說明」予以說明。 

                                                 
90
 石世豪，「第二十一條引人錯誤之廣告或商品表示」，收錄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法之註

釋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委託研究報告，289

（2004）。 
91
 吳秀明、沈麗玉，「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規範之最新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241 期，

262（2015）。 
92
 同前註。實務上較常見的案例，例如利用雙方資訊不對稱，而未於加盟招募期間完整揭露

加盟重要資訊（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90 號行政判決）、或預售集合式住宅房屋

之事業，未主動揭露房屋共用部分是否包含分攤地下各樓層車道等足以影響購買人交易決

定之重要資訊（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判字第 171 號行政判決），均被認定為屬違反概括

規定之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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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薦證廣告，係指「廣告薦證者，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

或對外發表之表示。93」此類廣告之特色在於經由知名人物或專業人士或消

費者等第三人以自身意見或親身體驗之結果推薦或認證，往往有強化該廣告

內容之客觀可信度的效果。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5 項規定，薦證廣告此

種廣告類型本身並無可非難性，但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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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公

平會亦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中，就薦證廣告的真

實原則予以闡述，並就其對於薦證廣告是否違法的考量因素予以說明。 

另一方面，秘密行銷廣告的違法性則非著眼於廣告內容本身是否有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而係該則廣告沒有揭露或刻意隱瞞其本身為一種廣告，而

非單純的客觀資訊，此時即非公平法第 21 條所能處理之問題，94實務上認為

可能涉及違反第 25 條規定。然而，適用概括條款的問題在於，其構成要件具

有高度不確定性，不利於事業的法律風險管理。具體而言，此時所處罰之對

象係廣告主、刊登廣告的媒體業、抑或實際執行廣告的廣告代理業？再者，

應揭露到何種程度，方屬合法？觀諸於比較法上例如美國的競爭法主管機關

FTC 明確宣示違法的行為態樣類型，我國法對此規範似略嫌不明，有待進一

步檢討釐清。 

目前我國已有兩件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其一即為三星公司隱匿事業身分，

佯裝一般大眾行銷自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網路

行銷案例。另一則為維娜斯公司雇用寫手散佈競爭事業不實評論之案例。以

下分述之。 

                                                 
93
 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2點(一)。 

94
 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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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星案 

本案係三星公司與鵬泰公司簽訂俗稱「病毒行銷（viral marketing）」之

網路行銷服務契約，而委託鵬泰公司聘用工讀生於 Mobile 01 網站等討論平

台為隱匿事業身分進行議題操作，散布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意見，

並依約支付服務報酬費用。具體的行銷手法包括大量聘請寫手（身分包括學

生、記者、員工、專案合作、部落客等）及指定公司員工以個人申請帳號或

公司提供公用帳號，於網路上以一般人身分發言，發言方向可歸納為：(1)以

詢問文假裝徵詢網友意見，再於文章或回應裡帶出三星產品、(2)對競品進行

比較及反推薦、負面行銷、(3)指示負面議題操作方向等方式。 

案經公平會調查後於其處分理由95中指出：「事業與寫手間之利益關係，

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對相關意見之信賴度，依一般交易習慣，難謂非屬重要

交易資訊，是以倘寫手未揭露其與事業間之利益關係，容有構成隱匿重要交

易資訊之欺罔行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事業身分行銷自

身商品，及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或評論，致交易相對人無從

判斷或合理預期該等資訊係因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第三人之意見，

據納為交易決定之參考，而有增益交易相對人與該事業交易，或降低與其競

爭者交易可能者，屬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申言之，廣告「閱覽者依個人購物參考網路資訊之使用習慣，有可能基

於信任多數親身體驗消費者之使用經驗，列入購買特定商品參考，是發言回

文者是否受廠商雇用或與其有利益關係，自然會影響閱讀者對於其推薦內容

或競品比較之信任程度，進而影響是否購買該特定商品之決定」。因此，口

碑行銷倘係以匿名發言之外觀呈現及行銷手法，對消費者而言，會降低對事

業行銷的認知，並無法知悉係事業所為，而提升該等寫手目的性發言內容之

                                                 
9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2184號處分書（三星寫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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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度。 

另一方面，對於競爭同業而言，「隱藏身分發言之工讀生所發言內容，

使競爭同業亦無法知悉究是競爭對手所為，抑或是消費者之言論，基於尊重

消費者言論自由，及凜於得罪消費者之現代商務常態，競爭對手對此種被蓋

布袋挨打局面易怯於反駁，且競爭對手亦因無法辨識係對手所為，而無法同

普通商業競爭手段爭議般，採取行政或司法救濟。」 

基於上述理由，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隱匿事業身分，佯裝一般大眾博

取信賴，以行銷自身商品，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比較和評論之方式，

直接或間接干預潛在多數消費者在被處分人與競爭同業商品間之交易抉擇，

進而不當影響同業競爭，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 

本案中廣告主雖以現行法令無規範須揭露利益關係、實務上其他事業進

行口碑行銷未揭露利益關係及不知悉廣告公司實際執行網路行銷之細節等理

由，主張尚無不法，但公平會認為並無理由。因系爭行為具有影響交易秩序

之商業競爭非難性，自得以論處，尚無渠等所稱法無明文規定之情事，且廣

告主不得以該業務委託他人為之而排除其行政責任。 

（二）維娜斯案 

本案被告維娜斯公司為販售量身訂製女性塑身衣之事業，與博思公司簽

訂網路口碑優化服務合約書，為維娜斯公司在網路討論區就有關塑身衣品牌

之討論串中，對其競爭事業瑪麗蓮公司之品牌置入負面評價共 60 筆。博思公

司雇用之寫手於寶貝家庭網站討論區各討論串中發表文章，就其所涉不實情

事，均係以第一人稱之角度，在網路中對不特定閱覽人散布、指摘其親身購

買、穿著告訴人品牌產品後，所遭受服務缺失及使用後所產生生理不適病症

反應。此外，根據法院調查證據所認定之事實，被告公司負責人明知各該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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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撰寫之負評，僅係依其所提供之文字檔案所改寫之虛構狀況，並未要求各

該寫手及博思公司人員須經實際體驗，且業已明確知悉各該寫手上網留言散

布之文章，均非撰寫者之親身經驗而屬不實情事。 

對此，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96理由略以：(1)被告公司利用網路匿名之

特性，使寫手在網路上杜撰不實體驗，藉以打擊、破壞競爭事業品牌之信譽

及名聲，非為正當之經營手法，並造成消費者益加無從分辨及信任網路上評

價之真偽。(2)被告維娜斯公司與告訴人（即瑪麗蓮公司）同為販售販售女性

塑身衣產品之事業，在市場上確具競爭關係，其由負責人代表與博思公司簽

訂網路口碑行銷之合約書，並由員工具體執行合約內容，散布、指摘足以損

害告訴人營業信譽及名譽之不實情事，堪認被告等確係為維娜斯公司與告訴

人競爭之目的所為。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定被告等之行為違反行為時刑法

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及公平法第 22 條（即現行公平法第 24 條）之

規定，而依公平法第 37 條規定處以刑責與罰金。本案判決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上易字第 1350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三）小結 

前揭維娜斯案與三星案之差異在於，維娜斯案中固然亦有聘用寫手偽裝

成一般使用者撰寫不實的使用體驗與競爭對手的負評，惟該案因屬刑事案件，

故法院僅檢討有無違反相當於現行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之問題（違者依同法第

37 條規定負有刑事責任），而未檢討第 21 條或第 25 條之問題（違者依同法

第 42 條規定僅負有行政罰責任，而無刑事責任規定）。 

此外，由於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僅規定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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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從而，若薦證者所張貼廣告內容本身並無引人錯誤之虞，僅薦證者單純

                                                 
96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2年易字第 501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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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未揭露或刻意隱瞞其與廣告主間的利益關係，此際薦證者是否仍有某種

程度的責任？ 

依據公平會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五點，

「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

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

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實際上前揭三星案之處分亦係認定三星公

司違反相當於現行公平法第 25 條之概括規定。再者，就前揭三星案之處分書

理由觀之，公平會似乎認為事業與寫手間之利益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

對相關意見之信賴度，依一般交易習慣，係屬重要交易資訊，是以倘寫手未

揭露其與事業間之利益關係，即已構成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欺罔行為，且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而屬違反第 25 條之行為。 

最後，若就處罰之對象觀之，包括出資委託從事系爭廣告之三星公司、

受委託實際進行操作之廣告代理業均遭處以罰鍰。至於刊登廣告的媒體業，

由於上開三星案所涉及的秘密行銷廣告性質上係由寫手於網路上以一般人身

分發言，故該案並未檢討相關討論平台（例如上開三星案中的 Mobile01 網站

等）作為媒體業的責任。但此並未排除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與媒體業於其他

事件中共同參與秘密行銷廣告之可能性。 

然而，上開實務案例與主管機關的規範說明，均未說明究竟應揭露到何

種程度，方屬合法？本研究認為，或可參考本研究前揭所介紹的美國 FTC 所

頒布之相關指針，以明確化事業所應負之責任。 

末查，前揭兩件案例均包含操作負面行銷的手法，亦即以偽裝成一般消

費者陳述使用經驗之手法，對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負面推薦。對於此類負面

行銷之廣告手法，其內容並未提及自身的產品，而以打擊對手之商業信譽為

主要目的，是否仍屬於薦證廣告之範疇？不無疑義。關於薦證廣告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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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指出，薦證廣告之主要特徵在於其商業（廣告）動機，因此若廣告主

對於特定的發文（廣告內容）具主導權，則其商業動機十分明顯；若否，則

應進一步就發表人與廣告主間是否有足以影響證言評價之利益關係，以及發

表人對作品內容是否具有獨立性等因素綜合判斷商業動機之有無；若根本沒

有商業動機，則不應以廣告視之。97若依此見解，則在純粹從事負面行銷的

秘密行銷廣告的情形，其並無意宣傳自身的商品或服務，似乎欠缺廣告的動

機，即不適用於薦證廣告之規定，而屬於公平交易法第24條營業誹謗之問題。

換言之，若某一秘密行銷廣告之內容係以損害競爭對手之營業信譽為主要目

的，而未涉及自身的商品或服務之宣傳推銷，則宜依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處理，更為妥適。 

 

二、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廣告的呈現，原則上係以廣告主所參與競價的關鍵字為中心，搭

配廣告主所設定的廣告標題、內容說明以及超連結網址等文字組合而成。98此

處的關鍵字，係為廣告主所事先指定的字詞或詞組，而於搜尋引擎使用者鍵

入字詞進行搜尋時，系統將比對廣告主所指定關鍵字與使用者所鍵入字詞的

相關程度，以決定是否觸發廣告主所設定的廣告內容。由於關鍵字廣告在頁

面上的顯示位置係固定且空間有限，其廣告內容的表現手法亦限於搜尋引擎

平台業者所提供的方式（在搜尋結果的排序頁面上所呈現者，通常限於純文

字，而不及於圖像影音；但於其他類型的廣告平台上，關鍵字所觸發的廣告

                                                 
97
 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第 28卷第 4期， 151-152、

158（2017）。 
98
 Google Ads 說明網站，https://support.google.com/google-ads/answer/1704389，最後瀏覽日

期：2019/2/20。本小節關於關鍵字廣告之分析，主要引用自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平

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

第 3期，89（2019），並酌予增補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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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包含圖像與影音等形式），廣告主在關鍵字廣告的文案中所能呈現內

容，與其他類型的廣告相比，實為有限。因此，對於廣告主而言，購買關鍵

字廣告的主要目的，在於增加其所指定網站的曝光率與流量，而非藉由廣告

提升形象或是加深消費者印象。故如何利用關鍵字廣告所提供的有限資訊，

吸引瀏覽搜尋結果的搜尋引擎使用者的注意，並將其導向廣告所連結的商品

或服務相關網站，即為關鍵字廣告成功與否的關鍵。 

實務上常可見到廣告主為了吸引消費者注意，而使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

徵作為觸發廣告的關鍵字，或於設計關鍵字廣告的內容時使用他人商標或著

名表徵者，商標或著名表徵所表彰的商譽可能因此被攀附，從而涉及不公平

競爭。關於此種問題，目前實務上已有不少案例，以下分別就購買關鍵字廣

告的廣告主、以及販售關鍵字廣告之廣告平台事業的角度探討其法律責任。 

（一）廣告主之責任 

整理我國公平會的相關行政處分，絕大多數係著重在購買關鍵字廣告的

廣告主方，以其購買競爭對手之事業名稱或商標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藉此

導引競爭對手的潛在客戶點擊連結後進入自身網站之行為，足以使競爭對手

喪失交易機會，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為由，而以購買關鍵字廣告之廣告主為

對象，作成裁罰處分。99
 

例如，在維娜斯與瑪麗蓮案中，維娜斯公司以瑪麗蓮公司之註冊商標「瑪

                                                 
99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 098133 號處分書（季儀生化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133號處分書
（東森得易購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154號（大買家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1050號
處分書（華碩翻譯社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4079 號處分書（世界健身案）、公平會公
處字第 105064號處分書（台灣之星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71號處分書（維娜斯案）、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98號處分書（酷玩線上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99號處分書（優
勢領航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中華電信案）等。實務上廣告主雖然往
往試圖提出下列抗辯：(1)對於關鍵字廣告之機制並不知情、(2)關鍵字廣告點擊數少，不
致影響交易秩序、(3)消費者不致無法辨認被處分人與競爭事業網頁等，但上開抗辯均不
為公平會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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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蓮」作為關鍵字字串，使一般民眾在 Google 網站搜尋「瑪麗蓮」時，會出

現「維娜斯瑪麗蓮讓老公更愛妳」、「助妳完美瑪麗蓮」等文字，附加維娜

斯網站連結，增加消費者瀏覽維娜斯網站之機會。案經公平會調查，維娜斯

公司提出以下抗辯：(1)其全權委託艾得基思公司負責處理關鍵字串，艾得基

思公司依 Google 關鍵字建議工具，購買並誤植了包含「瑪麗蓮」在內之關鍵

字。(2)艾得基思公司應提供但未提供關鍵字字串文稿交由維娜斯公司審閱。

嗣經公平會於 105 年 6 月 27 日作成公處字第 105071 號處分書，理由略以：

(1)維娜斯公司與瑪麗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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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處分人以競爭對手營業表徵製刊不當關鍵字字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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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之行為，已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2)維娜斯公司係自行

申請 Google 帳戶委託艾得基思公司代為操作，不僅身為系爭關鍵字字串之出

資與使用者，具有審核決定權，更為該關鍵字字串成果所衍生利益之最終歸

屬者，負有監督內容之義務，當不得以艾得基思公司之疏忽或未寄送文案供

其審閱為由而據以主張免責。基於上述理由，公平會認定維娜斯公司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而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處以罰鍰。 

我國法院對於公平會上開見解亦表支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略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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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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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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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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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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

果。(3)本案屬攀附他人商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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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與原告使用該關鍵字實際產生之經濟效益、

影響或瀏覽人數，尚屬無涉，自無檢驗其效果數量之必要。原告使用「瑪麗

蓮」關鍵字，更並列「維娜斯」、「瑪麗蓮」之搜尋結果，應會使消費者產

生混淆，誤以為兩者屬關係企業。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定原處分並無違誤，

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100
 

惟相關案例並未論及製作或刊載廣告的廣告媒體業或廣告代理業之責任。

究其原因，或因我國公平法下對於此類向不公平競爭行為提供助力的行為事

業並未設有一般性規範，僅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現行法第 21 條第 5

項）之情形，特別規定於廣告代理業或廣告媒體業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形下，

例外使其與直接行為人（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惟於關鍵字廣告之

情形，或因關鍵字廣告的文案內容有其侷限，實務上關鍵字廣告構成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表示者極為有限。101公平會多止步於認定廣告主購買關鍵字廣

告的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顯失公平，論以違反概括條款之責，而未續行

追究此際廣告媒體業或廣告代理業之責任。 

（二）販賣關鍵字廣告之平台業者責任 

相較於前述數宗判決皆止於究責廣告主，「幸福空間與 Google」一案，

係我國首件由不公平競爭的觀點，分析販賣關鍵字廣告的搜尋引擎平台業者

                                                 
100
 本案判決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簡上字第 41 號行政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此

外，諸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376 號行政判決（大買家案第一審判決）、105

年度訴字第 1240號行政判決（台灣之星案第一審判決）等，均同此意旨。 
101
 公平會公處字 108026 號（舒適睡眠案）則是少見以關鍵字廣告呈現之文字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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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係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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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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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營關鍵字廣告事業時所涉及不公平競爭責任問題的指標性案例。 

原告為「幸福空間」商標（下稱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該商標仍

在商標權期間內。原告主張被告 Google 公司透過廣告轉售商販賣「幸福空間」

關鍵字廣告予訴外人甲公司等，收取廣告費，使一般消費者於 Google 搜尋網

頁鍵入「幸福空間」中文字檢索後，於檢索網頁之最上方、下方或右方即出

現廣告主甲公司等之網址廣告文案，並以小字註明「幸福空間相關廣告」或

「廣告」。 

原告認為 Google 公司之上開行為已侵害其商標權，並且構成舊公平法第

24 條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訴訟。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上字第 8 號民事判決認為，系爭關鍵字廣告

雖然不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但與商標權人間有競爭關係的廣告主事業，購買

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引導消費者造訪其網頁，係攀附商標權人努力經

營系爭商標之知名度，榨取商標權人長期以來努力之成果，而不利於商標權

人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舊公平法第 24 條。而 Google 公司幫助與幸福公司

處於競爭關係之各事業廣告主進行舊公平法第 24 條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依民

法第 185 條第 2 項規定，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其理由略以：「被上訴人（按：

即 Google 公司）無經營室內設計相關業務，雖非與上訴人處於競爭之事業，

然其將系爭商標列入關鍵字建議書建議廣告主購買該關鍵字廣告在先，於經

由轉售廣告商每月之回報應知悉上揭廣告主進行『幸福空間』關鍵字廣告，

於上訴人二度以存證信函告知移除，其業已知悉系爭關鍵字廣告可能構成不

公平競爭侵害上訴人之權益之情況下，竟未移除系爭關鍵字廣告，僅函覆上

訴人自行填寫英文申訴表格向美國 Google 總公司申訴云云，惟被上訴人係在

臺灣地區以中文販售系爭商標『幸福空間』為關鍵字廣告，賺取廣告費牟利，

卻不停止其自身共同參與之侵害上訴人權益之行為，而要上訴人自行填寫英

文申訴表格向美國 Google 總公司申訴，實非合理之措置，復於原審及本審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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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仍繼續販售進行系爭關鍵字廣告，明顯幫助各廣告主事業進行（舊）公

平法第 24 條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依民法第 185 條第 2 項規定應視為共同侵權

行為人。」 

（三）使用他人商標或表徵的關鍵字廣告是否等同於不公平競爭？ 

如同前揭 Google 與幸福空間案二審判決所示，法院一方面否認成立商標

權侵害，另方面卻仍以構成公平法第 25 條概括條款規定為由，認定廣告主的

行為成立不公平競爭行為。然而，若廣告主既無使用他人之商標或表徵，亦

無導致與他人之商標或表徵混淆誤認之虞，則廣告主雖然有「搭便車」利用

消費者對於他人商標的認識，而提升自身在搜尋引擎結果頁面上的曝光率，

但是否即可因此導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的結論，實有待商榷。

其理由在於，關鍵字廣告不應逕與不公平競爭畫上等號。從提供需求者商品

或服務的替代選項之觀點，若允許商標權人禁止他人為關鍵字廣告，可能反

而會增加商品或服務需求者的搜尋成本（search cost），並且妨礙資訊的自由

流通。102
 

是以從競爭政策的觀點，允許於將他人商標包含於關鍵字廣告中，於一

定的前提下，係有助於需求者於搜尋引擎上以商標文字作為關鍵字進行檢索

時，除商標權人所提供的商品服務外，亦有助於得到其競爭事業者之產品相

                                                 
102

 Stacy L. Dogan & Mark A. Lemley, “Trademarks and Consumer Search Costs on the Internet,” 

41 Houston Law Review, 777, 782 (2004).事實上，公平會於近日作成的處分書（例如公平會

公處字第 105098號處分書（酷玩線上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99號處分書（優勢領航

案）、公處字第 107066 號處分書（中華電信案）等）中，亦開始意識到此一面向：「搜

尋引擎之功能，本為提供網路使用者與鍵入關鍵字『相關』（而非『相同』）之搜尋結果

而設計，當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輸入特定表徵作為搜尋之關鍵字，其內心所欲搜尋目標

未必僅限於該表徵所代表事業，尚可能包含與該表徵有類似特徵之所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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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點選連結、瀏覽網站

或作成交易決定之憑藉，而有助於降低消費者之搜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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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如此一來，有助於促進商標權人與處於競爭關係之事業間的競爭。103

再者，即使形式上存在利用他人商標的搭便車行為，但若該行為內容尚難謂

已損及該商標表彰商品來源的功能者，於此情況下，是否應以「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相繩之，於競爭政策上非無斟酌餘地。104例

如若廣告主係於其關鍵字廣告中提供與商標商品相容的零組件或耗材者、或

者係提供原商品之其他替代選項的資訊，從競爭政策之角度，並非毫無正當

化之空間。相形之下，只要廣告主的廣告文案內容或所連結之廣告主網站內

容，並無導致消費者與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混淆誤認之虞，則縱令搜尋引

擎使用者不慎點擊關鍵字廣告連結而進入廣告主的網站，其只須退回原檢索

頁面續為搜尋即可，對於消費者或商標權人而言，所造成的實質損害（搜尋

成本）甚微，輔以考量上述關鍵字廣告所具備的促進競爭效果，似難認為已

影響公平競爭秩序。 

基於上述說明，本研究認為，於利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為關鍵字廣告

之情形，並不當然構成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因為此種關鍵字

                                                 
103
 伊藤隆史，「商標権の権利行使と独占禁止法：メタタグ・スポンサーリンクへの商標

の使用と競争政策」，立教法学，第 85 号，446-447（2012）。 
104
 例如，Jessica Litman, “Breakfast with Batma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Advertising Age,” 

108(7) Yale Law Journal, 1717, 1728-1735 (1999). 指出，並非任何有價值的客體均應該予以

法律上保護，吾人需要更多的正當化基礎來確立保護的必要性。Litman 教授指出，商標之

財產價值創造並非純粹源自於企業的努力，而係經企業與消費者的共同投資而來，因此其

對於將商標的保護，擴張及於沒有導致混淆誤認之虞（例如著名商標的淡化）之情形，抱

持質疑的態度。另參見田村善之，「インターネットと商標法」，收錄於：氏著，ライブ

講義 知的財産法，初版，弘文堂，196（2012）；平澤卓人，平澤卓人，「インターネ

ット上での標章の使用と商標法・不正競争防止法」，Law and Technology 別冊 知的財

産紛争の最前線 No.2，初版，民事法研究会，96（2016）等文獻亦均指出，並非任何對

於他人的商標價值搭便車之行為均應立刻予以禁止，究竟因此種搭便車的行為產生何種弊

害，必須明確化，其禁止規範始具正當性。此外，沈宗倫，「商標侵害法理在數位時代的

質變？—以『商標使用』與『初始興趣混淆』為基點的反省與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123期，395（2011）亦指出「不公平競爭相關規範對『商譽非法剝奪』的認定必須嚴格，

以免過度空泛的解釋將會架空商標法的規範意旨，使得『不公平競爭』相關規範成為商標

權人於商標法外另外主張『商譽』保護的『安全地區』，無異擴大了商標權人於商標法『不

公平競爭』法理下應有保護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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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可能為搜尋引擎使用者帶來更為多元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並具

有促進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與廣告主間的競爭之積極效果。是以，於關鍵

字廣告與不公平競爭規範之認定上，執法機關應適度審酌上述效果，視個案

中所涉關鍵字廣告的類型而異其評價，不宜過度擴張公平法概括條款的適用

範圍，以免過度擴張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之排他保護範疇，反有害於競爭

之開展。 

 

三、一頁式廣告 

所謂的一頁式廣告，係指在 Facebook 或類似的社群媒體網站上刊登廣告

吸引消費者前往銷售網頁，但該銷售網頁所提供關於商品的內容相當有限，

且通常僅銷售單一產品，而非綜合性的電子商務平台。此種廣告之特徵在於，

網頁用途單一，因為僅有單一產品，也只有一個頁面，搭配低廉的價格，消

費者不會被龐雜的其他資訊牽絆，容易吸引消費者購買。但也因為缺乏足夠

的相關佐證資訊，產品資訊通常並未充分揭露，且商家的信譽亦無從確認，

有爭議的一頁式廣告由於只放入精簡的資訊，所以容易產生資訊未充分揭露

的爭議情形。 

關於一頁式廣告的不公平競爭案件，公平會曾為處分一件，105即針對被

處分人於其自行開設之網路商城以及臉書粉絲專頁所連結一頁式廣告銷售

「手機高倍率光學變焦望遠鏡」，刊載影展示拍攝時調節遠近之畫面及「可

自由調節遠近」文字，惟未揭露使用之配備等相關資訊。經公平會調查後發

現，影片畫面實際係他款手機望遠鏡頭之介紹影片，案關商品須搭配拍照鏡

頭具光學變焦功能之手機始得如影片所示改變放大倍率。是被處分人於案關

商品之廣告刊載上開影片，未揭露使用之配備等相關資訊，足以引起一般大

                                                 
10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108號（小老闆手機望遠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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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案關商品之內容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比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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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事業從事比較廣告，倘資訊正確無誤，

有提供消費者在複數同類型商品或服務間選擇比較之機會，有促進事業間就

價格、品質、服務等面向從事效能競爭之效果，原則上並無違法之虞。然而，

由於被比較對象之事業就廣告內容的呈現並無支配權限，故事業倘於廣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自身或他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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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能不當影響消費者作成合理的交

易決定，肇生不公平競爭。 

就比較廣告的案例，早期公平會見解基於嚴格文義解釋，認為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規定僅限於廣告主就自身提供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表示之情形有其適用，而就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時，則應適用第 25 條概括條款規定，惟此見解似已變更，107公

                                                 
106
 參見公平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107
 如公平會早期所發布「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2010 年 12 月 10 日廢止），

以及為代替該一覽表所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中，原

則上皆區分就自身抑或被比較對象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表示之情形，而異

其適用規定。但公平會於 2016 年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公競字第 10514613351 號令）時，似改採不再區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的對象係

為自身或被比較對象商品或服務之見解（參見該處理原則第 5 點「五、事業於比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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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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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 7 點第 1 項「事業

違反第五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同年公平會亦修正「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刪除其中關於不當比較廣告部

分之相關說明），而一律適用公平法第 21條。另公平會，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第十七

版，269-270（2017）亦表明因 2015年修正後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適用對象已不以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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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亦於 2016 年遠百愛買案中，就廣告主於關鍵字廣告內容中為引人錯誤的

比較廣告一事，適用第 21 條第 1 項予以處罰。108有鑑於區分不實廣告客體為

何而異其適用法條的見解似嫌僵化而難謂無疑，且概括條款之適用應受補充

原則之拘束，不應過度擴大適用範圍，故變更後的見解，本研究認為應值贊

同。 

（一）基本違法態樣 

按公平會發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5、

6 點，比較廣告的違法態樣可大別為在比較時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方法

誤導消費者，與散布不實情事貶損他事業信譽等兩種類型，分別可能構成公

平法第 21 條與第 24 條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引人錯誤的類型在實務上常見的案例包括，忽略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

印象上對競爭者商品品質為不公平之比較結果的形式，109與引用自行測試資

料或臆測為據而未能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提供之數據佐證的形式，110以下

將分別簡述之。 

1. 選擇性地忽略他事業商品較優項目 

事業常在廣告中選擇性地忽略他事業商品較優項目以為比較，業有使交

易相對人誤認其商品較他事業優越而與其交易，並使競爭者因而喪失交易機

會之虞，亦屬違反商業正當交易秩序及市場效能競爭，核該表示構成足以影

                                                                                                                                      
自身之商品或服務為限，故無論比較廣告係於自身商品或他事業商品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均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108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25號（遠百愛買案）。 

109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3013號（華碩電腦案）。 

11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12 號（台灣之星案）。嗣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544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8年度判字第 303 號判決肯認原處分並無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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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111
 

例如，於志佳洗衣粉案中，化工公司於電視購物台撥放洗衣粉廣告，系

爭廣告於防染實驗宣稱他牌洗衣粉易染色，案關商品不染色，但該項實驗中

所用之藍色染劑是該公司自國外進口，可溶解於案關商品，他牌商品就該項

染劑則未能達到相同效果。該廣告以特定挑選過之染劑作實驗比較，所採之

比較基準並不相同，卻逕自宣稱他牌商品易染色，案關商品不易染色，係屬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的表示。112
 

此外，於東元冷氣案中，空調品牌在網頁就其販售之特定系列家用空調

商品宣稱「省電 NO.1：超越日系品牌 EER 值最高」，但其實僅與大金品牌

同價位區間商品之比較，而一般大眾所認知之「日系品牌」尚包括日立、國

際等市售空調品牌，見諸案關網頁尚無法產生案關網頁所稱「日系品牌」係

單指大金之聯想，更遑論案關網頁所據僅就特定系列之空調商品做比較，核

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113
 

於城邦文化設計家案中，事業於電子文宣就其節目與其他競爭同業節目

做收視率比較，其逕擇競爭對手收視率較低者為比較對象，不僅無助交易相

對人為正確之交易決定，反易引人錯誤，並對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比較而致

其有蒙受損失之虞。114
 

於全國數位有線電視案中，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在其廣告中宣稱，

被比較之他事業無多頻裝置與電視互動，但被比較對象實際上僅部分功能無

                                                 
111
 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 100040 號（樂金電器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3013 號（華碩電腦

案）。前揭處分案於處分時對於選擇性地忽略他事業商品較優項目之行為均係適用行為

時公平法第 24 條概括規定，但若依照現行公平會見解，應同屬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

之問題。 
112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92號（志佳洗衣粉案）。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年度訴字第 1675

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肯認原處分並無違法。 
113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21號（東元冷氣案）。 

114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52號（城邦文化設計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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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透過行動裝置與電視同步互動，事業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

比較，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之比較結果，亦屬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

內容與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115
 

2. 未能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提供之數據佐證 

另一種常見引人錯誤的比較廣告形式，是事業未提供比較的依據和證明，

或引用自行測試資料為據，未能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提供之數據佐證。 

例如，於宏泩除濕機案，事業銷售水玻璃除濕機，以比較廣告方式指稱

市售除濕盒會產生有毒的氯氣及有毒的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

險，但並未提出相關主管機關或客觀公正機構所發布之官方文件或研究、檢

測報告以為佐證，僅依片面主張形成市售除濕盒產品有中毒危險之印象，核

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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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其他案例中，有線電視公司推廣銷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以廣告就

自己及他事業經營品項為比較，宣稱被比較對象機上盒有無危險性不敢保證，

但未能提供足以證明之具體事證，逕卻以主觀臆測用語，引致消費者對被比

較者機上盒有無危險性產生懷疑，而肇致不公平的比較結果，同樣屬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117
 

於全統隔熱紙案中，隔熱紙公司於報紙廣告宣稱其販售商品「隔熱效果

可擔保為目前全球最高隔熱產品」，及網頁宣稱「隔熱效果世界第一」，但

檢測結果未顯示其產品隔熱效果較佳，亦無法提供銷售數字或意見調查或可

                                                 
115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6017號（全國數位有線電視案）。 

116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139號（宏泩除濕機案）。惟本案經被處分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雖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106 年度簡字第 60 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但嗣經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107年度簡上字第 39號判決以系爭影音廣告所比較之一般市售除溼盒是否會產生對

人體健康有害之化學液體或氯氣此一爭點，尚有對被處分人有利之證據調查事項未加以

調查為由，廢棄原判決，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更審中。 
117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6017號（全國數位有線電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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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證之檢測報告等客觀數據佐證，是該廣告宣稱顯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

之程度，而有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而為合理判斷並作成交易決定之虞，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118
 

（二）與其他新型態廣告結合的比較廣告案例 

1. 與關鍵字廣告結合 

於遠百愛買案中，遠百事業於 Google 行動版網站刊載關鍵字廣告，消費

者倘於搜尋關鍵字「大買家」，搜尋結果會顯示「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

划算」，點擊連結進去，則進入愛買線上購物網站。系爭廣告「愛買線上購

物─比大買家划算」之宣稱，並未具體指明其比較基準，亦未載明其所稱「划

算」之前提。在未明確載明「划算」之條件下，逕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

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就商品之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案關關鍵字廣

告故意未具體陳明比較項目，以「划算」誤導消費者，不僅不實且顯然陷消

費者於錯誤及偏頗之認知，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119
 

2. 與秘密行銷廣告結合 

秘密（口碑）行銷廣告，係以親身經歷的消費者的角度推薦產品，達到

推廣產品的目的。若是付費報酬委託撰寫口碑，而沒有適當的揭露付費委託

撰寫的事實，足以影響消費者對其推薦內容之客觀中立與可信賴度，可能構

成不公平競爭的行為，已如前述。 

實務上曾有案例係於尿布比較廣告中，以不妥適之詮釋呈現較對手商品

之吸尿量及乾爽程度，案關廣告實驗主要在測試紙尿褲之最大吸尿量，藉由

邀請消費者親自參與實驗，實際觀察了解紙尿褲吸尿量之差異，宣稱實驗結

                                                 
118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80號（全統隔熱紙案）。 

119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5025號（遠百愛買案）。本件處分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

字第 790 號行政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判字第 299號行政判決肯認原處分並無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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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超過 9 成媽媽願意改用其販售之商品，但系爭廣告邀請之消費者其中 8 名

係拍攝前徵求，渠等事先獲悉有車馬費及試用包，觀者實難僅由廣告內容知

悉參與拍攝之消費者非現場隨機受訪，爰前揭宣稱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對被比較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案關宣稱除無客觀數

據為基礎外，亦無公正客觀之調查報告資料，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易相對

人所能接受程度，核屬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120
 

是以，上開廣告實驗的呈現方式是邀請消費者親自參與，但其中一部份

消費者與廣告主間實際上有一定的利益關係（有車馬費與試用包），亦可能

有本研究前述的秘密行銷廣告問題，惟於本案中，公平會並未針對此一部分

另行認定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 

3. 小結 

比較廣告雖然並非一種嶄新的廣告類型，但在各式社群媒體與網路平台

興起之背景下，出現許多供一般使用者利用該平台撰寫消費經驗或評語、提

供商品資訊等的比價網站，於撰寫過程中，難免會與他事業之商品服務作比

較。若撰寫人本身為一般消費者，並無為特定事業行銷廣告之目的，則其身

分非屬公平交易法所管制之事業，其發表之言論內容亦非廣告，自無競爭法

上的問題。然而，實務上常可見到撰寫人與廣告主間有一定的利益關係卻未

主動揭露或甚至消極隱瞞，此時即可能衍生秘密行銷之問題。 

此外，本研究認為，關於比較廣告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上，除既有的分析

方法外，尚宜將行為經濟學的觀點納入考慮。例如若比較廣告的呈現方式有

可能影響消費者非理性的消費決策，但在資訊提供的事實面向並無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公平交易法上是否應予以規範，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120
 公平會公處字第 106025號（金百利尿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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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廣告平台業者的責任 

 

經本研究第二章所介紹可知，在新型態廣告產業的供應鏈中，刊登廣告

的平台業者扮演著相關重要而關鍵的角色。本節以下擬以關鍵字廣告為例，

探討於新型態廣告興起的時代，競爭法上應如何認定廣告平台業者的行為責

任及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程度與範圍、以及應否考慮到廣告平台業者的特性而

建立一定的免責機制等問題。 

（一）關鍵字廣告與平台業者之責任 

本研究前揭關鍵字廣告的 Google 案判決，突顯出如何認定廣告平台業者

的行為責任及其應盡的注意義務程度與範圍、以及應否考慮到廣告平台業者

的特性而建立一定的免責機制等問題，在新型態廣告時代下的重要性。121就

前揭判決觀之，法院似乎是將 Google 公司上述一連串的積極作為（將系爭商

標列入關鍵字建議書建議廣告主購買該關鍵字廣告）以及消極的不作為（於

知悉系爭關鍵字廣告可能構成不公平競爭之情況下，仍未移除系爭關鍵字廣

告），綜合視為一個整體，認定足以構成「幫助」廣告主為不公平競爭的共

同侵權行為。 

然而，要成立民法上的侵權行為，原則上應以有一侵害他人的「行為」

存在為前提，而行為可分為「作為」與「不作為」。122以作為加損害於他人

時，因加害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有直接關聯性，得以此連結侵權責任；但在

消極不作為之情形，為避免過度擴張侵權責任，則應以有作為義務的存在為

                                                 
121
 以下關於販賣關鍵字廣告的平台業者責任之論述，主要引用自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
平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期，132（2019），並酌予增補改寫。 

122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4版，自版，115-11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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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123換言之，若法院認為行為人單純消極的不作為即構成幫助，似應先

論述行為人是否基於何種特別關係而負擔何種作為義務，方屬合理。然而，

觀諸上述 Google 案法院判決之見解，法院究竟是認為 Google 公司已經先創

造某種危險情形（將系爭商標列入關鍵字建議書建議廣告主購買該關鍵字廣

告），而負有一定的作為義務，卻又未以適當方法避免可預見的危險（於接

獲通知後仍未移除系爭關鍵字廣告），因此其消極的不作為單獨成立侵權的

幫助行為？抑或是認為，考慮到系爭關鍵字廣告對於商標權人可能造成之損

害，而 Google 公司於知悉後得輕易採取行動避免他人遭受危險（移除系爭關

鍵字廣告），因而負有積極作為義務，卻捨此不為，因而成立侵權的幫助行

為？甚或是認為，Google 一開始將系爭商標列入關鍵字建議書，並且實際刊

登該關鍵字廣告，即已屬於積極幫助廣告主侵權的「作為」，而接獲商標權

人通知後仍不移除，僅係繼續維持其侵權行為的狀態，因此毋庸討論作為義

務？吾人實無從由前揭判決理由中得知。 

在關鍵字廣告議題上，廣告平台業者究竟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是否應對

透過其平台而實現的不公平競爭行為負責？固然從執法效率的觀點，課予平

台業者負責管控相關違法行為之審查義務，較諸全面委由執法機關逐一審查

於平台上所發生之違法行為，前者顯然較有效率；但廣告平台業者係建立一

平台供各方使用者匯聚一處，降低媒合的交易成本並促進資訊流通，對於促

進市場競爭具有正面貢獻；況查，使用他人的商標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一事

是否侵害商標權或成立不公平競爭行為，仍不乏爭議，既如前述。因此，本

研究認為，考量平台業者所經營之平台性質與其營業規模，無論就言論自由

                                                 
123
 王怡蘋，「過失造意與不作為侵權─評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790 號判決」，月旦
法學雜誌，第 282期，174（2018）；王澤鑑，同上註 108，121；陳聰富，「加害行為與
侵權責任之成立─最高法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2248 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
第 50 期，6-7（2016）。另參見最高法院 58 年度台上字第 106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1682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248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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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點、抑或著眼於實際可行性，均不宜逕行課予其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

載內容是否涉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因此，即使廣告平台業者因其

經營模式（販售關鍵字廣告）而可能有引發潛在侵權的危險存在，亦不當然

成立侵權行為或幫助侵權的共同侵權行為。 

其次，販售關鍵字廣告的廣告平台業者是否於接獲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

人的侵權通知後，即因此必須負有侵權責任或幫助侵權的共同侵權責任，不

無疑問。本研究認為，制度設計上的問責與否，應取決於廣告平台業者於知

悉有侵權嫌疑之情事後，是否採取了合理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

擴大。若平台業者已經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放任侵害結果，似應認為廣告平台

業者已經採取了合理措施，從而並未違反其作為義務而無須負責。124例如，

日本實務上有判決125具體指出，當商標權人通知廣告平台業者，主張平台上

內容（不限於廣告）已侵害其商標權時，平台業者應即聽取加盟店家之意見，

儘速調查是否確有侵害情事存在，若廣告平台業者已踐行前揭措施，即無須

負商標權侵害之排除侵害或損害賠償責任。相形之下，我國前揭 Google 案第

二審判決援用屬於概括條款的公平法第 25 條作為認定行為人從事不公平競

爭行為（侵權行為）的依據，卻未具體指陳廣告平台業者應採行何種措施，

方得避免被認定為幫助侵權行為，如此寬鬆而不明確的解釋，對於搜尋引擎

平台業者的主要財源收入之一關鍵字廣告業務的合法性，增添了高度的不確

定性。平台業者為規避觸法風險，或可能回復僅有商標權人或著名表徵所有

人得使用自身商標或著名表徵作為其關鍵字廣告之關鍵字，從而須負擔高額

                                                 
124
 此際，著作權法上對於網路服務提供者所課予的「通知—移除（notice and take down）」
義務與民事免責事由的相關規範（參照著作權法第 90條之 4 至第 90 條之 12），似乎可
供參酌。 

125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平成 24 年（2012）2 月 14 日判時 2161 号 86 頁（平成 22 年（ネ）第
10076 号）判決（Chupa Chups 案）。關於本案之詳細分析，參見陳皓芸，「商標法與不
公平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
27 卷第 3 期，122（2019），註腳 82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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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前審查成本，甚或導致乾脆放棄於我國市場從事關鍵字廣告業務的寒蟬

效應，實非吾人所樂見。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實務宜參酌日本實務作法，

對於平台業者所負之義務提出較為明確的行為標準，以利其遵循。 

（二）其他新型態廣告與平台業者之責任 

上述關於關鍵字廣告文脈下廣告平台業者所負法律責任之論述，亦可應

用於其他類型之新型態廣告。舉例而言，平台業者所刊載的廣告若涉及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或者構成不當的比較廣告等，平台業者是否應就該

廣告負責？ 

分析時首先應確認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為何者？我國實務往往會考

慮該平台業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的控制管理程度，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是否

認知平台業者為直接交易對象、因系爭廣告之銷售所直接獲得之利益是否歸

屬平台業者等因素，對於高度控管所刊載商品廣告資訊的購物平台業者，實

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有不少直接認定該平台業者為廣告主的案例126。 

相對之下，於類似前揭 Google 販售關鍵字廣告之情形，若平台業者對於

廣告內容的實質控管程度較低，且因銷售系爭廣告商品服務而直接獲得利益

者，為向平台業者購買系爭廣告的事業，並非刊載系爭廣告之平台業者本身，

則此時仍應認定購買廣告之事業方為廣告主，但須進一步論述平台業者對於

所刊載的廣告內容應盡的注意義務程度與範圍，應如何認定？是否應考慮到

平台業者的特性而建立一定的免責機制？對此問題，本研究認為，與上述關

                                                 
126
 於該等案例中，主管機關往往基於以下理由而認定網路購物平台業者為廣告主：「就案
關商品整體交易流程觀之，網路購物平台顯示平台業者之事業名稱，交易完成後由其開
立銷售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對消費者之換貨、退貨等事宜，故消費者於訂購時應可認
知交易對象為平台業者。復就交易消費端觀察，平台業者係案關商品最末端之銷售者，
並藉商品銷售價格與銷售成本之價差賺取利潤，其因使用案關廣告、銷售案關廣告商品
而直接獲得利益」。例如公平會公處字第 107044 號（PChome 立扇案）、公平會公處字
第 107095號（Yahoo 爆汗腰帶案）、公平會公處字第 106008號（momo 行動冰箱案）等，
均為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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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字廣告之情形相同，不宜課予其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不

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但當平台業者於知悉有侵權嫌疑之情事後，即應

採取合理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建議我國實務參酌日本實

務作法，對於平台業者所負之義務提出較為明確的行為標準，以利其遵循。 

 

第五節  新型態廣告之跨境執法實務與困境探討 

 

除上述之各種新型態廣告類型外，近年來由於各式網路平台與社群媒體

的崛起，主管機關往往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 

申言之，就實務上跨境執法時的困境，或得區分為(1)權利人（包括事業

與消費者）欲跨國主張權益受損時所面臨的高昂程序成本，以及（2）競爭主

管機關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所為查處時遭遇的困難。前者並非競爭法私人訴

訟所獨有，為具有涉外因素的訴訟類型所共通，本研究不予深入探討。而於

後者之情形，尚得區分為（a）「認事」：證據蒐集上的困難（如刊載數位廣

告的平台伺服器係為外國事業所有，或位於境外之情形。），以及（b）「用

法」：依我國公平交易法進行查處時法律理論如何開展之問題。 

就（a）蒐集證據不易之點，依據我國公平會頒布「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第八點，得依下列途徑蒐集域外資料及證據：「（一）

首須考量國內是否已有提供消息之來源，並尋求相關廠商協助取得可公開之

資訊。（二）函請相關外國事業自願性提供本會所需資料。（三）詳列欲獲

得之外國資料證據，函請外交部或經濟部駐外單位協助蒐集。（四）依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進行調查。惟應先就外國之主權作用、國際間之平等

互惠原則、以及本會強制外國事業配合所採之行政手段可否達到調查目的等

等，做衡平考量。（五）透過民間組織、同業公會等其他途徑蒐集資料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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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既有的蒐集證據方式外，似得藉由擴大與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協

力合作（例如與他國主管機關簽署備忘錄等），而緩解執法上的諸項程序障

礙。然而，他國競爭主管機關所轄事項並非必然包括不公平競爭行為（主管

機關可能為該國消保機關或其他事業主管機關，亦或委由司法機關處理），

此際，我國公平會仍可能受限於證據資料不足而無從查處。 

而就（b）對於外國事業查處所依據的法律理論，在具體個案中若有涉外

因素（例如刊載系爭廣告之平台伺服器係為外國事業所有，或位於境外之情

形），尚須檢討我國競爭法對之有無管轄權，亦即競爭法之域外效力

（extraterritorial effects）問題。127
 

關於競爭法之域外效力，國內外實務與學說理論主要係由「屬地主義」、

「效果理論（effects doctrine）」等理論檢討；128而我國實務上公平會主要係

依據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

者，適用本法。」、第 3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處理。129依

                                                 
127
 此處所討論者，為實體競爭法對於涉外因素事件（特別是發生於國外之違法事件）有無
管轄權的實體法之地域效力問題，與程序法上檢討涉外案件能否在我國法院進行司法審
判或採取行政措施之管轄權問題，有所不同，合先敘明。參見王立達，「國際卡特爾、
競爭法跨國管轄與足以影響市場功能--光碟機圍標案行政法院判決評析」，月旦法學雜
誌，第 255期，194（2016）。 

128
 關於美國、歐盟競爭法的域外效力之相關案例檢討，參見陳榮傳，「涉外反競爭行為的
管轄權與準據法」，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97-120（2014）、王立達，同前註，
195-196。 

129
 例如，公平會曾就全球四家居於領導地位之光碟機製造商涉嫌圍標光碟機採購案作成裁
罰處分（公處字第 101132號、第 101127 號、101130號、101131 號處分書），其中公處
字第 101132 號處分雖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062 號判決撤銷原處分、並
經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212 號判決維持，惟就公平會就該案有無管轄權一事，
法院認為被處分人等四家事業從事圍標行為而出售的光碟機，「有相當數量銷售至我國，
對我國市場產生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期影響之結果，應認其等係在我國領域內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4條第 1項前段規定，得由被告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處罰；亦即，
被告乃以原告違反前揭公平交易法所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其結
果發生在我國領域內，為其對原告上述違法行為有管轄權之論據，核其主張，與前引行
政罰法第 6條第 1、3項規定，尚無不符。」而肯定公平會就本案應有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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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開規定，原則上採屬地主義，我國公平會得適用公平交易法與行政罰法

予以處罰之違法行為應以域內行為為限，僅於行為或結果地位於我國時，例

外產生域外效力。 

而關於行為地位於國外之違反競爭法行為，其結果地是否在我國境內應

如何認定？我國法院曾在涉及域外聯合行為之案例中指出，應以其違反競爭

法行為將對我國市場產生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期影響之結果，作為認定之

標準。130此一見解與美國與歐盟競爭法實務上近年所採取的效果理論見解相

近，131要求在境外所為的違法行為須對國內市場有一定規模的影響效果，方

可對該境外行為行使競爭法之管轄權，藉此限縮競爭法之域外效力適用範疇。

另一方面，我國公平會對於發生於域外的結合案件的管轄權，則於「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三點明定，採取綜合性的管轄權

原則，將國際禮讓、管轄權合理原則及其他相關因素均納入考量，藉此對我

國之管轄權予以適度限制。132由上可知，至少在限制競爭行為管制之文脈下，

國內外實務普遍認為，應透過屬地主義、效果理論等理論適當限制對境外行

為行使競爭法之管轄權，避免過度延伸一國之競爭法域外效力。 

惟上開國內外關於競爭法域外效力的討論，多半係集中於限制競爭之案

例，特別是跨國聯合行為或域外結合案件之情形。133在本研究主題的新型態

廣告所涉不公平競爭行為案件之情形，上開理論是否可當然適用？不無疑問。

                                                 
1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062號判決參照。 

131
 美國對外貿易反托拉斯改進法（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ATAIA）關於效
果理論之規定，係以在美國境外之行為足以在美國境內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合
理預見之效果（a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作為條件之一。而
我國上開判決似乎是將「substantial」翻譯成實質。惟本研究認為，在效果理論中，
「substantial」應解釋為相當規模之意，較為精確。 

132
 陳榮傳，「涉外反競爭行為的管轄權與準據法」，公平交易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127
（2014）。 

133
 除前揭註 129 所提及的光碟機圍標採購案（公處字第 101132 號、第 101127 號、101130
號、101131 號處分書）外，尚有公處字第 104137號處分書，也是涉及跨國聯合行為之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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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在涉及不公平競爭之案例中，似應續行檢討「屬地主義」、「效

果理論」等向來適用於限制競爭案件之域外效力相關理論，宜否以及如何適

用於不公平競爭的案件上，以及上開法律理論的解釋，與我國行政罰法的規

定是否契合等諸問題。 

我國行政法上對於刊載於境外的網站廣告之管制，可見部分案例以該廣

告可經由網路由我國人民獲悉，則其結果地發生於我國領域內，依據行政罰

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為在我國境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等為由，而分別依菸

酒管理法、134或藥事法135相關規定處以裁罰。但似未見公平會針對境外不實

廣告予以裁處之案例。觀諸上開違反個別行政法規中針對特定產業之廣告規

範行為的裁罰案例，可發現實務上並未檢討具體個案中該違反行政法規之廣

告行為對於我國之影響效果，往往以刊載於架設於境外網站上之廣告亦可透

過網際網路而為我國民眾獲悉或接觸為由，逕認其行為結果地發生在我國境

內而可依據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處分。然而，於違反公平交易法

關於不公平競爭規定之情形，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所稱的「結果」究竟為

何？本研究認為，鑑於競爭主管機關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規定以有「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作為主管機關裁量是否發動公權力介入

管制之門檻的立法意旨，應認為並非只要我國任何個別消費者有可能受到系

                                                 
134
 於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裁字第 2285 號裁定中，對於行為人架設於境外之網站上刊載之
酒類廣告，因違反我國菸酒管理法相關規定而遭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之事件，最高行政法
院略以：「本件上訴人所設網站刊載之酒類廣告，既得由不特定之我國境內人民獲悉，
並其為我國境內之公司，網頁亦載明其公司名稱，故該酒類廣告行為之效果自已發生於
我國境內，依上開所述，其酒類廣告行為自應受我國菸酒管理法之規範甚明。」而裁定
駁回被處分人之上訴。 

135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31 號判決：「原告官網 https://www.nanooneshop.com

之 IP 位址登記在馬來西亞，惟上述網站確為原告之官網，已如前述，依行政罰法第 6條
第 3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則系爭廣告既可經由網路在我國境內宣傳，自仍屬違反藥
事法第 69條規定，而應受罰」。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簡字第 112號判決：「縱認
原告所稱係於美國刊登該廣告一事屬實，惟因網際網路之特性使然，其「結果地」既係
在我國領域內，則其即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適用我國行政罰法
之規定，是原告此部分所為主張，亦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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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廣告之影響，即應由行政機關介入管制，而似宜參考限制競爭案件，要求

於境外所為之違法行為足以對我國之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

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效果，方始對該境外行為行使競爭法之管轄權。就本研究

的文脈而言，例如以網站上涉及廣告虛偽不實的案件為例，或可考慮由該廣

告所使用之語言、所登載網站的造訪人數中源自我國的次數與比例、所行銷

之商品服務的提供地理範圍等因素綜合判斷該廣告本身所瞄準之主要目標客

群是否包含我國消費者，從而可合理預見系爭廣告足以直接對於相當數量之

我國消費者造成不當影響，而足以影響我國市場之競爭秩序並危害公共利益，

作為競爭主管機關發動公權力加以管制之門檻，以免過度擴張我國競爭法關

於不公平競爭管制之域外效力，或導致我國競爭主管機關有限的執法資源過

度分散，反而不利於我國競爭秩序之維護。 

至於受到系爭廣告損害利益之個別消費者，若擬循民事私權救濟途徑對

該廣告主或廣告商求償，則屬一般民事涉外事件訴訟管轄，以及公平交易法

第 29 條、第 30 條解釋適用之問題。關於一般民事涉外事件的管轄權爭議，

因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無明文規定，故我國實務目前往往係類推適用民事

訴訟法關於內國管轄權之規定136。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致生損害於他人之情形，

應可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 15 條，認定侵權行為地（包括實施行為地及

結果發生地）之法院有管轄權。於此種情況下，侵權行為結果發生地應如何

認定？本研究認為，由於此時已無行政罰法第 6 條或上開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

之適用問題，亦無分散我國競爭主管機關有限執法資源之疑慮，由消費者保

護之觀點，只要消費者可舉證證明其權益確因系爭廣告而受侵害，似可考慮

從寬認定。 

                                                 
136
 參見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抗字第 1004 號民事裁定、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抗字第 185 號裁
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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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關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廣告之定義與適用 

本研究發現，部分新型態廣告可能衝擊傳統上對於廣告的定義，例如透

過社群媒體的私人訊息或封閉式的即時通訊群組傳遞商品或服務相關資訊，

是否該當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傳播資訊之行為？本研究認為，考慮到本條之立法目的，以及新型

態廣告客製化與精準行銷的趨勢，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之「廣告」，

似無必要限於對「不特定多數人」傳達商品訊息之情形（惟若僅以一對一的

方式傳遞商品服務資訊，而該資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者，應

回歸消費者保護法或民法規定處理即可，毋庸透過公平交易法予以管制）。 

其次，現行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 項採例示規定，「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均屬同條第 1 項所稱之「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惟「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卻將「其他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限於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似有不當限縮其適用範圍之虞，導致「與商品

直接相關但未被列明之事項」無從適用同條第 1 項規定，似有悖於 2015 年修

法之原意。 

 

二、秘密行銷廣告與薦證廣告之管制 

經參酌我國實務案例與美國法之比較研究，本研究認為，秘密行銷廣告

在競爭法上的主要問題點在於，該則廣告沒有揭露或刻意隱瞞其本身為一種



 

110 

 

廣告，至於廣告內容本身是否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則非管制的重點。 

由於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僅規定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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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從而，若薦證者所張貼廣告內容本身並無引人錯誤之虞，僅薦證者單純消極

未揭露或刻意隱瞞其與廣告主間的利益關係，此際薦證者是否仍有某種程度

的責任？ 

由於消費者往往非完全理性，即使是同樣內容的資訊，對於網路上的意

見領袖或知名人士乃至所謂的網紅所為之推薦，通常會予以較高的信賴；而

在社群媒體興起之背景下，消費者於作成消費決策前往往會參考他人之消費

經驗，對於消極未揭露或刻意隱瞞其與廣告主間的利益關係之秘密行銷廣告，

應屬足以干預潛在多數消費者之交易抉擇，進而不當影響同業競爭，影響交

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5 條規定。從而，本研究肯定目前實

務上主管機關運用第 25 條處理此類案件之見解。 

此外，現行法雖然沒有針對所謂的原生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加以明文規

範，但本研究認為在不公平競爭管制上，此類廣告之規範重點應與秘密行銷

廣告相同，在於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避免消費者誤以為廣告之內容為一

般的資訊提供，影響其交易決策之作成。故若廣告主投放之廣告使一般消費

者難以辨識究竟為一般網頁或者廣告，則同樣可能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問題。 

 

三、關鍵字廣告 

本研究認為，於利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為關鍵字廣告之情形，並不當

然構成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因為此種關鍵字廣告可能為搜尋

引擎使用者帶來更為多元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並具有促進商標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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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表徵所有人與廣告主間的競爭之積極效果。是以，於關鍵字廣告與不公平

競爭規範之認定上，執法機關應適度審酌上述效果，視個案中所涉關鍵字廣

告的類型而異其評價，不宜過度擴張公平法概括條款的適用範圍，以免過度

擴張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之排他保護範疇，反有害於競爭之開展。 

 

四、比較廣告 

事業於從事比較廣告時若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方法誤導消費者，或

散布不實情事貶損他事業信譽等，除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4 條所

規範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外，目前實務上常見與關鍵字廣告、秘密行銷廣告等

新型態廣告相結合之案例，但於部分案例中，主管機關可能僅注意到比較廣

告之問題，而忽略同時包含其他新型態廣告之問題。 

本研究認為，關於比較廣告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上，除既有的分析方法外，

尚宜將行為經濟學的觀點納入考慮。例如若比較廣告的呈現方式有可能影響

消費者非理性的消費決策，但在資訊提供的事實面向並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公平交易法上是否應予以規範，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五、廣告平台業者 

廣告平台業者作為廣告主與受眾間的仲介，則當廣告涉及不公平競爭時，

提供刊載空間的廣告平台業者是否負有一定的行為責任、其應盡的注意義務

程度與範圍、以及應否考慮到事業特性而於制度上建立免責機制等議題，在

網路時代下實有必要再行思考。 

本研究以關鍵字廣告為例，從執法整體效率的觀點，向於網際網路上經

營廣告平台的平台業者課予其實質審查廣告關鍵字內容的行為義務，顯然較

權利人發覺侵權時方才訴諸法院較有效率；但平台業者既對促進市場競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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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貢獻，若僅因執法效率而一味課予其成本高昂的行為義務，難謂事理之平。

本研究認為，有鑑於網際網路上廣告平台事業所經營之平台性質與其營業規

模，無論就言論自由之觀點、抑或著眼於實際可行性，實不宜逕行課予其事

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亦即，廣

告平台縱使因其經營模式而有引發潛在侵權的危險，惟其既不負事前的行為

義務，其侵權行為亦非當然成立。 

其次，當廣告平台業者事後接獲商標權人等的通知時，應否逕為認定其

負有一定程度的侵權責任，亦非無疑。本研究認為，制度設計上，應視平台

業者於知悉侵權情事後，有否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而定。

當平台業者已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放任侵害結果，有鑑於制度上不宜直接或間

接課予平台業者過於高額的行為義務而扼殺平台業者的經營意願，此際應認

為廣告平台業者已採取合理措施，無須負有侵權之責。至於此處所稱的適當

措施所指為何，則有待實務案例的累積以為類型化。 

 

六、跨境執法之困境 

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以網路使用者為受眾的廣告，其影響力已不再侷

限於國境之內，而當廣告的內容或是手法涉及減損競爭秩序時，競爭主管機

關亦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其論點主要有二：證據蒐集上的困難（「認事」）、

以及依我國公平交易法進行查處時如何適用法律（「用法」）。 

就事實認定的面向上，除依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

案件要點」處理外，擴大與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合作，擬訂事證的共享機制，

亦有助於消除部分窒礙。然而，於其他法域中，競爭主管機關並非皆享有對

於涉及不公平競爭廣告的行政管轄權；並且就廣告涉及產業規制的情形下，

亦可能如同我國之情形，由特定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接管制該類廣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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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主管機關如何於此類情形下蒐集必要證據以為查處，有待觀察。 

另就如何「用法」的面向上，必須檢討者為公平交易法的域外效力於不

公平競爭有否以及如何適用。我國實務上，公平會主要係依據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規定，於處理涉外限制競爭案件（如聯合行為、事業結合）

時，公平會若認定事業的行為或結果地位於我國境內時，例外產生域外效力。

然而，上述論理於不公平競爭類型的案件（於本研究的文脈下，新型態廣告

而涉及不公平競爭者）有否適用餘地，並非自明。 

本研究認為，鑑於公平會的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危

害公共利益之情事」的立法意旨，在依循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審查不公平

競爭行為的「結果」有無及於我國領域內時，至少宜參酌限制競爭案件，實

質認定系爭行為是否足以對我國之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

合理預見之影響效果，而非僅為形式認定，以免過度擴張行政管轄權。 

就本研究的文脈而言，譬如涉及虛偽不實的網站廣告，或可考慮由該廣

告所使用之語言、所登載網站的造訪人數中源自我國的次數與比例、所行銷

之商品服務的提供地理範圍等因素，綜合判斷該廣告本身所瞄準之主要目標

客群是否包含我國消費者，從而可合理預見系爭廣告是否足以直接對於相當

數量之我國消費者造成不當影響，而足以影響我國市場之競爭秩序並危害公

共利益，作為競爭主管機關發動公權力加以管制之門檻，以免過度擴張我國

競爭法關於不公平競爭管制之域外效力，或導致我國競爭主管機關有限的執

法資源過度分散，反而不利於我國競爭秩序之維護。 

 

 

第二節  建議 

 

透過分析法律體系競合下的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以及比較法的觀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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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歸納出下列數點建議，供委託單位參酌。 

一、消保法與公平法就廣告問題司法權之競合 

在消費者私權之保護上，消保法第 22條係從契約責任的角度對消費者進

行保護；因此消費者如與刊登廣告之企業經營者進而成立契約關係，廣告內

容就成為契約內容一部份，如廣告不實，企業經營者為消費者負債務不履行

或瑕疵擔保責任。但如果消費者並未跟廣告主有契約關係，但因廣告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導致消費者去購買該商品或享受服務，得依公平法第 30條請求

企業經營者對消費者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故消保法第 22條及公平法

第 30 條賦予個別受害消費者分別在契約領域及侵權領域給予私法權利之保

障，對消費者而言算是十分完整之民事責任上的保障。惟消費者主張相關民

事法上權利時，需透過民事程序進行個案處理，除非是多數受害者得依消保

法的團體訴訟（消 50條）獲得救濟；此際與行政權並無關係。 

 

二、公平法與消保法對廣告管制的適用界線之建議 

1.消保法中消費者之圖像與經濟學中消費者之圖像是否有差別？ 

消保法基於對「弱勢消費者」之保護。特別是資訊弱勢的消費者為消保

法所要保障的對象。而經濟學上的消費者是「理性、會分析而進行最佳決策」

的消費者。因此消保法中針對各類型的消費者，在各地方或中央有消保官，

其實就是為處理個案而設；而經濟學上消費者必須是在市場資訊規制失靈時

受害時才對之加以保護，引此涉及公共經濟利益（競爭秩序之維護）時，才

由公平法介入。 

公平法是基於維護企業間之公平競爭為其意旨，對象是以企業間的競爭

行為其對象。雖然其第 1 條立法目的中表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惟主要係在企業間自由與公平競爭的情況下，間接反映在保護一般消費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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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上。所以公平法第 21 條關於廣告之規範，就如同日本表示法中具有同樣的

目的。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表示法之主管機關屬於消費者廳；如果在不修法

情況下，目前廣告問題五花八門，加上新型態廣告叢生，在廣告的判斷上是

否涉及公平法不公平競爭問題就已經讓公平會焦頭爛額了！如何避免所有消

費者廣告之問題蜂擁至公平會，致使公平會耗費太多之人力在處理因廣告引

發之消費者個案問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資源浪費為當務之急。 

2 本研究之建議 

廣告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各行各業，各行業又各有主管機關。如果不能整

合不僅不能有效率統一解決紛爭，消費者也可能到處申訴，造成行政資源的

浪費。如以日本設置統一窗口的情形，透過地方到中央、中央與中央間的協

力關係，就不會發生主管機關間意見不同，或者消費者到處去申訴等現象。 

個別的消費紛爭，應教育消費者先向地方縣市政府的消保官申訴，依消保法

規定尋求解決。只有在重大、多發性的消費紛爭（如食安事件），中央主管

機關統籌檢討或決定是否有立法或修法之必要。 

首先對廣告管制之行政權限上，為了避免消費者搞不清楚由誰主管而疲

於奔命，再者避免行政權之重複行使，日本統一由消費者廳作為廣告之主管

機關，象徵其在廣告問題上是行政窗口具有司令塔之功能，再由其透過內部

行政分工去執行。對此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就毋庸對個案處理。因此我國如

要避免公平會對廣告引發消費紛爭作個案處理，不受理個別民眾對廣告不實

之申訴的話，應落實在各種廣告由各領域之主管機關負責消費者廣告案之申

訴，公平會是在廣告只有涉及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行為時才需

處理。因消費紛爭五花八門，消費者濫權之情況亦時有所聞，為落實公平會

為企業間競爭法上之主管機關，使其能專注於競爭法上之業務，減少對於消

費者的個案處理所耗費之行政成本，因此似可採以下作法： 

1. 由下面圖表可知日本行政機關內部分工應明確，有關違反景品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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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表示法）時，由消費者廳主導與其他行政機關彼此間的合作關係

137。 

 

 

2.教育宣導消費者公平會不受理個案 

3. 新型態廣告有時無法立即找出何者為主管機關時，或者該廣告涉及多數主

管機關權限時，應由行政院消保處出面協調.。 

總之本研究認為，以消費者之角度出發，針對廣告之引發消費問題應有

統一之行政窗口，依一般消費者之認知，行政院消保處應統籌廣告之消費紛

爭，例如以行政院消保處作為統一受理窗口（或者先由各地方的消保官初步

受理，再由消保處統籌），再透過行政機關內部職權之分工進行處理（依相

關業法進行判斷）。除非廣告涉及企業間之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問題，

                                                 
137

 參考消費者厅網站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violation/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representation/fair_labeling/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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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才需介入出面處理；否則只是一般不實廣告所涉及個別消費者紛爭，

由消保行政主管機關處理即可。 

 

三、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 

關於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可參考日本景品表示法（第 5 條第 1 款），

主管機關消費者庁長官在判斷是否該當於優良誤認表示之際，係以業者是否

能在指定期間內提出合理的依據資料；如果無法提出或不被認為有合理之依

據時，其所為之當該表示被視為「不當表示」（第 7 條第 2 項）甚至被科以

課徵金之行政處罰（第 8 條）。 

所以由業者證明其非「不實證廣告」，並由業者提出客觀的實證資料且

其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要能證明該內容是正確無誤的方可免責。也就是如果

業者被檢舉有不實廣告之情形，由業者證明其廣告是與事實相符。因此在適

用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時，應由業者舉證其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 

 

四、秘密行銷廣告等之規範 

本研究建議，秘密行銷廣告、原生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廣告類型之規範

重點宜放在如何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我國主管機關或可參考美國 FTC 所

制定之「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等，明定於

何種情形下應揭露其屬於廣告之性質及其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以保障消

費者權益並提升事業法律遵循之明確性。 

 

五、廣告平台業者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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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我國實務宜對於平台業者所負之義務提出較為明確的行為

標準，以利其遵循。例如，主管機關或可考慮針對廣告平台業者制定規範說

明，具體方向有三。 

第一，於規範說明中應確認如何認定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之判斷標

準？於判斷時應考慮該平台業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的控制管理程度，以及因

系爭廣告之銷售所直接獲得之利益是否歸屬平台業者等因素判斷之。 

第二，不宜課予廣告平台業者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不

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 

第三，當廣告平台業者於知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嫌疑之情事後，即應採

取合理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關於合理應對措施的認定，

或可參酌日本實務見解，視平台業者是否於收到通知後的一定合理期間內，

採取內部調查或者將涉案廣告撤下等應對措施而定。 

 

六、跨境執法之管轄權問題 

鑑於公平會的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危害公共利益之

情事」的立法意旨，建議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件要點」，

明定在依循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審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結果」有無及於

我國領域內時，至少宜參酌限制競爭案件，實質認定系爭行為是否足以對我

國之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效果，而非僅

為形式認定，以免過度擴張行政管轄權。 

 

七、適度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 

現行執法實務上於探討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決策的影響時，原則上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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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經濟分析出發。舉例而言，於分析是否有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規範

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時，對於個案中是否存在資訊扭曲而「足以引

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原則上係由理性經濟分析出發，認為理性的消費者

會基於所獲得的資訊作成合理的消費決策。本研究建議，未來於分析特定廣

告對於消費者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有無引人錯誤）時，或可嘗試適度

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接收廣告者並非全然理性，

而是可能受到感情或情緒影響的有限理性者，因此廣告可能利用人們常存在

的損失趨避、稟賦效果、自我控制等傾向，影響人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

此一觀點雖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但有助於吾人更完整的

理解各種可能影響消費者決策之因素，未來值得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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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業者訪談摘要紀錄（一） 

 

時間：2019/06/12 14:00-16:00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3F 

受訪者背景：網紅、Show Girl、Dancing Girl、運動啦啦隊、個人粉專經營

約五年 

 

網路代言模式 

網紅代言之商品會隨個人特質不同而不同，以受訪者為例，本身會代言

較多以年輕女性為主要顧客之女性用品，例如洗髮精、沐浴乳、貝殼機、彩

妝品……等商品。亦有代言餐廳美食、美髮髮廊等經驗。 

而受訪者對於所代言之商品，會以親身體驗過為原則，但是也有許多網紅，

實際上並未使用過其所代言之商品。通常網路影響力越大之網紅，挑選所代

言之商品越謹慎小心。因為當網紅代言到不佳之商品，亦會反過來折損網紅

之聲譽。 

以前的廠商與網紅之代言關係，還可能存在以免費商品交換代言之互惠模式，

但現在則以付費代言模式為主。代言費用通常與追蹤人數有關。 

網紅代言的存在某方面可以讓新進廠商、或新進產品在市場上沒有知名

度的情形下。透過短期間找大量網紅代言的方式，建立知名度。但要長期經

營，仍須回到產品品質本身。 

直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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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直播拍賣是近幾年才發展出來的型態，以藝品拍賣為例，在拍賣過

程中，網路上其實會存在樁腳帳號協助抬價，希望能把成交價格拉高。而現

在也有許多針對知名品牌包包的直播拍賣，但消費者實在難以分辨貨品來源，

乃至於貨品真偽。 

17、浪、愛情公寓等直播平台則主要以社交功能為主。許多觀眾因為寂

寞上網與直播主進行互動，並可以透過花費購買禮物贈送直播主。女性直播

主進行直播時，會有較多的觀眾觀看。以台灣生態而言，17 直播觀看人數應

該最多，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觀眾亦會透過 17 直播進行觀賞。 

直播主的待遇通常以底薪加禮物拆分模式。不過近年來有底薪的平台越

來越少，禮物拆分還按照不同規模給予不同比例。總額越高直播主才能分拆

較多的比例。而好的直播主，也會受到不同直播平台的挖腳。認真經營的主

播，除了要線上跟他們聊天，線下也要持續與觀眾經營互動， 

直播主在直播時也可能進行外在廠商的代言置入，女直播主之觀眾以男

性居多，代言商品以不破壞直播氛圍且以男性為目標客群之商品為主。比如

說針對杯子的使用經驗進行直播等。 

與平台互動之經驗 

以前 FB 的粉專數觸擊率非常高，很快就可以破萬，現在粉專數只要過

了一萬，觸及率就會很低，在沒對 FB 下廣告的情形下，點讚數會從原本的

一千變成兩三百。所以目前 FB 的粉專人數其實參考價值並不大。 

目前常有針對 IG 限時動態的委託，因為限時動態只有 15 秒，主要就是

都是在限時動態時放照片然後 tag 某人或某單位，或是給予連結，然後由觀

眾去進一步尋找資訊。 

特別產業代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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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過有人邀請網紅代言，於個人頁面上放入網路連結，文案上寫的

字句如「一個星期可以賺入數萬元」、「你還在死打工嗎?」、「趕快加 LINE

帶你賺錢等?」等。而進入網站後看到的是百家樂等賭博商品。希望用戶先儲

值後再進行賭博。代言者可以收到代言收入。 

某些直播平台可能會牽涉到賭博議題，比如說直播主開出輪盤遊戲與觀

眾玩。但此功能是由平台針對特定直播主開放，所以相關責任值得探討釐清。 

亦有網紅從事博亦平台之主播，主播在旁邊說恭喜你、歡迎你等祝賀歡

迎語，並不會在旁邊叫顧客進行賭博。而上網之賭客都是大陸人，並不會有

台灣人。 

網紅在幫助醫美代言時，以對診所為推薦對像，而不特別針對任一療程

處置進行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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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業者訪談摘要紀錄（二） 

 

時間：2019-07-13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3F 

受訪者背景：粉絲頁經營 4 年新創電商公司網路行銷工作 2 年 

 

網路廣告操作 

一般公司在進行網路廣告操作時，可以透過自行操作，也就是自行決定

在哪些網站平台，針對那些族群，進行哪一種廣告方式。也可以透過代理商

代為操作的方式，由代理商進行大部分的決策。近來常見的網路廣告包括了

在 FB、LINE、IG、YouTube、Google 等平台投放廣告。 

FB 廣告 

FB 廣告主要讓使用者，看到廣告文章，有時會給予網頁連結。而廣告位

置通常會由廣告代理商依據他們的演算法，建議廠商投放廣告的版位位置。

而 FB 廣告挑選的受眾，可以依據使用者公布的個人資料，如性別、年齡等

資料，以及曾經瀏覽過的文章軌跡，按讚紀錄來進行廣告投放目標的挑選。

這就使得廣告主可以針對曾經對競爭對手品牌按讚的民眾，進行廣告推播。

而由於 FB 的商業平台比較成熟，廠商可以獲得多少人看過，多少人點過，

連用戶的 profile 和過去資料都可以知道。 

IG 廣告  

雖然目前年輕人大量由 FB 轉為 IG 使用者，由於 IG 跟 FB 都隸屬於 FB

的廣告範圍，所以在投放 FB 廣告時也可以選擇 IG 的版位，兩邊一起跑同樣

內容的廣告，或是給限時動態文章，並從限時動態文章給予網頁連結。而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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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給予廠商的回饋資料並沒有辦法像 FB 完整。 

YouTube 

拍攝廣告影片，在 YouTube 上播放。對於廠商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知

道成效。 

LINE 

LINE 的廣告可以放在動態牆中，好友、聊天主畫面的上方欄位。目前

LINE 的廣告機制還不穩定，在 LINE 的成效目前並沒有很好，而在聊天主畫

面的上方欄位成效會比投放在動態牆好。LINE 的 LINE@功能由於改成以流

量計費，所以對商家而言如何做好分眾，分別發送不同訊息變得相對重要。 

Google 

廣告主常透過關鍵字廣告的方式，希望讓使用者在 Google 搜尋時，其企

業的網頁能優先被使用者看到。這也使得熱門關鍵字的價碼變得很貴，由各

企業依據預算像 GOOGLE 購買關鍵字，出價較高者會優先呈現。各企業通

常會下不只一個關鍵字廣告，GOOGLE 與廣告代理商每日會依據顧客之預算、

之前的成效給予顧客不同關鍵字組合之建議。 

網紅（Key Opinion Leader, KOL） 

網紅於粉專代言，在個人帳號或粉專發表分享文。與廠商的合作方式可

能是互惠（不收費但免費提供商品或服務）、固定費用（一篇文章固定費用，

通常是網紅粉絲數而定），或是給與折扣碼連結，廠商再按購買連結數量給

予費用。 

 

可能之法律議題： 

訂價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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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如 FB）對於廣告主之收費常以閱讀文章之人次、或是導流為依據，

但是相關資訊未有第三方驗證。常出現平台與廣告主本身數據或是第三方驗

證單位所出具之數據有差異之現象，但是廣告主通常無法爭論。相同的廣告

主委請網紅發分享文，給予折扣碼連結，網紅也只能被動接受廣告主之績效

數據，而拿相對酬勞。 

資料保存 

IG 的限時動態，過了 24 小時就會刪除。FB 的粉絲頁直播，粉絲頁刪除

後資料也不存在。有爭議性的資訊很難在事後再被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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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題綱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提供本次訪談機會，協助本研究團隊進行「公平交易

法對新型態廣告之適用與因應」之專案研究。由於網路科技、行動通訊科技

的不斷更新進步，使得各種新型態的網路廣告不斷的推陳出新。廣告重心亦

逐漸從傳統的電視（無線與有線）、報紙、雜誌、廣播等媒體，到現今盛行

的網路媒體。廣告手法種類繁多，諸如 FaceBook 一頁式廣告、YouTube 廣

告、Line 廣告、線上直播廣告等等。而新型態廣告態樣，也可能會對傳統的

廣告管理架構產生衝擊。 

比如說直播內銷售產品，本身也是一個廣告。宣傳台詞均屬於廣告要約，但

直播者若無此廣告要約的意識，以模糊不清的文字或誇大的陳述來介紹產品，

就產生了是否有法律規範的議題。又或是秘密行銷廣告，係指使顧客沒有認

識到其為廣告，而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廣告主的宣傳行為的一種行銷策略。包

括了付費委託撰寫口碑（或直播分享），以親身經歷的消費者的角度，推薦

產品，達到推廣產品的目的。如果沒有適當的揭露付費委託撰寫的事實，有

誤導消費者的疑慮，也產生法律規範的討論議題。限時動態或是微短片（如

抖音）上的廣告分享，若有內容上的疑慮，不但有法律規範議題，也有難以

舉證的問題。 

為了協助研究團隊瞭解新型態廣告在不同刊載平台或社群媒體之運作實務，

想請教您下列問題。（您可以就方便回答的部分進行回答即可，毋須全部回

答） 

1. 您曾經在社群媒體代言或操作過哪些類型的商品（或服務）廣告？廣告

形態大致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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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是否曾經有過違法疑慮而拒絕過代言或操作廣告之情形？大致屬於哪

種型態？ 

3. 請您分享你感受到近年來網路與社群媒體代言型態的變化。 

4. 一頁式廣告網頁的運作方式有何特性?是否有可能 

5. 請問您覺得現在透過網紅或社群等新型態廣告工具的環境中，廠商有無

可能利用這些新型態工具，產生妨礙公平競爭的行為？對於主管機關有

無建議?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研究團隊 

計畫主持人：台北大學法律系 杜怡靜教授 

協同主持人：台北大學法律系 王震宇教授 

協同主持人：銘傳大學企管系 汪志勇副教授 

協同主持人：台北大學法律系 陳皓芸助理教授 

協同主持人：致理科技大學商管系 楊燕枝助理教授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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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家座談會會議記錄 

 

座談會 

一、時間：108 年 09 月 06 日（星期五）10 時～12 時 

二、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J318 教室（台北市基河路 130 號 3 樓） 

三、討論題綱： 

隨著網路環境普及，產生許多新型態廣告，如 Facebook 一頁式廣告、

YouTube 廣告、Line 廣告、線上直播、社群操作等都呈現與傳統廣告的不同

態樣。新型態廣告在不同產業的應用、不同平台的操作方式，乃至於產生的

消費者保護問題，及可能的競爭法上課題是值得討論與注意的。以下為本座

談會所擬之討論議題（但不限於此），請各位專家就自身所熟悉之部分提供

寶貴意見。 

新型態廣告的行銷策略： 

1. 近年來事業之廣告重心已逐漸由廣播電視、報章雜誌等傳統媒體，轉移

到網路媒體上，各種應用網路或數位科技的廣告推陳出新。 

1-1 目前業界實務上常被使用的是哪幾種新型態廣告？為何常被使用？後

述問題 4 到 7 所列的廣告類型實務上是否常見？ 

1-2 廣告主通常基於什麼理由選擇需要的廣告類型？ 

1-3 新型態廣告比傳統廣告更具優勢的部分是什麼？ 

2. 廣告行銷策略如何對不同受眾做區分？ 

2-1 會考量那些因素調整不同社群平台、不同媒體的行銷策略？ 

2-2 新型態廣告相較於傳統廣告是否能更精細地對不同受眾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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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行為經濟學的觀點，消費者作成消費決策時往往會受到一些不全然理

性的因素影響（例如會受到情緒、環境、經驗、選項的呈現方式影響）。

廣告行銷策略上，在設計廣告行銷手法與內容時，是否會考慮上述因素，

並於具體廣告中應用這些因素？ 

新型態廣告的各種類型： 

4. Free Premium 是指，業者提供的服務基本上免費，但附加服務收費，藉

此獲取商業上之利益。例如手機應用程式的遊戲、相機軟體或是新聞網

等等，在使用初期或使用基本功能時無須任何費用，嗣後可能需要付費

獲得進階功能，甚至是不付費就完全無法使用。 

4-1 此種營運方式是屬於業者的行銷手法還是商業模式？ 

4-2 對消費者權益是否有所損害？ 

4-3 競爭法上是否需要規範？ 

5. 秘密行銷廣告，是使顧客沒有認識到其為廣告，而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廣

告主的宣傳行為的一種行銷策略。 

5-1 此種行為有無規範必要？ 

5-2 若有必要，競爭法上應如何因應？ 

6. 薦證廣告是指，廣告薦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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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類型。 

6-1 薦證廣告是否一定是正面推薦廣告主之商品或服務的形式？以負面方

式打擊競爭對手是否也是薦證廣告的一種？ 

6-2 薦證廣告與秘密行銷廣告是否有差異？ 

6-3 如果兩者有差異，競爭法上應如何差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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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法院曾多次於個案中認為，購買他人商標作為關

鍵字廣告以引導消費者造訪其網頁，為攀附他人商譽、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5 條。 

7-1 這種購買他人商標關鍵字之行為，有可能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的機會，

確保各種供給替代可能性，是否有助於市場競爭？ 

7-2 購買他人商標關鍵字之行為對競爭秩序造成什麼影響？ 

7-3 競爭法上如何評價這種行為？ 

7-4 如果沒有商標混淆誤認之虞，競爭法上需要管制嗎？ 

8. 若購買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競爭，對於販賣關鍵字廣告之

平台業者法律是否應加以規範？ 

8-1 販賣關鍵字廣告的平台業者的責任為何？ 

8-2 平台業者是否負事前審查的義務？ 

8-3 平台業者是否事後採取合理措施就可以免責？是什麼樣的合理措施？ 

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9. 公平交易法及消費者保護法均有保護消費者的目的，目前也各自有廣告

不實的相關規定。關於新型態廣告， 

9-1 於廣告的管制上各自應如何規範？ 

9-2 主管機關的權責分配應如何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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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貴賓 

姓名 單位 

專家學者（依筆畫順序） 

包國祥律師 安中法律事務所 

林芳婧 「Lemon 搞怪女孩-林檸檬」」FB 粉絲團、

「funkygirls_lemon」IG 粉絲頁經營者、棒球啦啦隊 

林嘉宏執行長 鼎盛全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嘉宏 Win」FB、IG 粉絲頁經營者 

莊弘鈺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高宏銘律師

  

大壯法律地政聯合事務所、「法操」FB 粉絲團經營者 

徐則鈺律師 徐則鈺律師事務所 

研究團隊 

杜怡靜教授 台北大學法律系（主持人） 

王震宇教授 台北大學法律系（協同主持人） 

汪志勇教授 銘傳大學企管系（協同主持人） 

陳皓芸教授 台北大學法律系（協同主持人） 

楊燕枝教授 致理科大商管系（協同主持人） 

委託單位 

蕭安汝 公平交易委員會 

 

座談重點紀錄 

 網路發展 

 目前實務操作上未有明確規範，所以業者普遍先進行各種方式運作，

待主管機關、律師或平台業者提出意見後再進行修正。而常常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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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競爭對手提出檢舉才會有類似法律建議提醒。 

 目前新型態廣告在廣告不實部分，很難有明確定義。而網路發展也

可能會產生限制通路與限制行為的議題產生。 

 有時透過直播介紹減肥藥、商品可以算是廣告嗎？如果只是心得分

享的話是否該視為廣告? 

 平台 

 FB、IG 平台常常也會自行進行審查，將相關類似廣告之影片、行為

採取禁止或下架的行為。但是有時會讓使用者無法理解平台之相關

政策，比如對於裸露的定義，也常不確定平台之標準。 

 對網路平台的管制採取事前不管事後管的態度，若有人反映侵權才

要處理 

 與其他法律議題 

 當特別法已經有規範的部分，如藥品等，公平法不管。 

 NCC 對於網路秩序的管制，消保法對於消費者保護優先處理，公平

法對於市場秩序的維持放在最後面 

 常見賭博下注廣告，透過限時動態導入儲值頁面。 

 薦證式廣告與秘密行銷 

 公平會有規範薦證廣告應揭露，需要影響交易秩序才需要揭露。 

 秘密行銷與薦證廣告間有無差異？薦證廣告感覺是由社會公正人士

推薦，這感覺與置入性行銷或秘密行銷有差別。 

 依公平法第 21 條處罰秘密行銷，會讓人感覺沒有明確的依據，所以

我會覺得這兩者還是有一些差別，此時可能用第 25 條作規範，秘密

行銷或置入性行銷要件應該更為嚴格。 

 秘密行銷似乎無規範。以隱名薦證或間接薦證的定義，薦證廣告需

有代價性，秘密行銷與個人感受難以區分，若有取得代價可以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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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證廣告，以隱名薦證或類似方式，可以簡化一點。 

 目前 NCC 管理置入性行銷並未規範到數位匯流，是否由公平會來管？

這部分應該由 NCC 管就好，公平會執法成本有限，應該重點在大案

子。 

 一頁式廣告 

 一頁式廣告產生很大的爭議，採貨到付款的方式作詐騙。消費者金

錢付了之後才發現，該如何找到業者? 有時可以從物流公司將錢追

回。許多詐騙的業者都是在大陸，難以抓到人。 

 曾有行銷業者為公司作一頁式廣告，並幫學員錄薦證廣告，吸引其

他人投資，最後為詐騙案。但是學員在看到一頁式廣告時加入是有

獲利的。 

 關鍵字廣告 

 有關關鍵字廣告，主管機關與司法機關多以第 25 條作處罰，依據在

於買關鍵字本身就是搭便車。雖然可以促進競爭，但對於被搭便車

者會認為被占便宜，除了商標法之外，也與名譽有關。例如買包國

祥律師為關鍵字，對於包律師而言像是被搭便車，被搭便車者會感

到不適，而處罰。 

 關鍵字廣告是現有規範較不足的部分。應可以用特別的規範作處

理。 

 平台對於購買他人關鍵字的行為會作審查排除，但是被買對象不是

那麼知名就無法由平台排除 

 有一個案例是，消費者欲買演唱會門票，輸入關鍵字後，先出現的

是黃牛票網站，消費者以昂貴價錢買票，之後再投訴。這些關鍵字

都被黃牛買走了。這些案例到法院也難以勝訴。 

 被買關鍵字者可以提起民事訴訟，或向主管機關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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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 Premium 

 常見的誘餌式商業模式方式 

 外國影音平台時會標示免費使用一、三個月會特別標示，國內如閱

讀報章程式會免費試用半年等也會特別標示。在試用期間養成消費

者該平台使用習慣，使用模式也被儲存，這對消費者要轉換平台而

言有一定的成本。 

 可能與公平法第 9條有關，利用掠奪性定價、欺騙方式或誘拐方式，

讓人陷入其中難以移轉，而取得市場上力量，目前公平會以 10-15%

為標準就有市場上力量，因為這樣而有地位使得消費者或他人難以

批敵的時候就有第 9條的問題。 

 公平法與公平會 

 公平法第 25條的使用要很謹慎。 

 對於不實廣告也可以鼓勵消費者以團體訴訟方式處理，而不見得要

以公平法處理。 

 公平會應該以平台業者為規範對象，處理規模較大的平台，其他由

消保會處理。 

 公平會對代理商、整合性平台的處理方式可以比照通路商規範。另

一個是聯合行為的規範，好處在於平台會提供資料可以讓公平會管

制。 

 公平會在論是否為廣告不實，需要先確定是否廣告。廣告代理部分

若分潤機制是賣出一件商品就有分潤，就可能被視為廣告；但若是

承包廣告作一次性的收費就可能可以規避，所以廣告主的部分就需

要再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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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頻寬的加大、連線方式的普及、連線成本的降低，都使得網路成為

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潮之處，就有廣告刊登的可能，因此，

網路廣告已成為主要的廣告方式。根據 2018 年台北市廣告公會的調查，網路

廣告的產值，不但是所有廣告類型中最多的，而且已經幾乎等同於所有其他

廣告的總和。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不實廣告處分的件數比率，也逐漸

增高，屬於網路不實廣告的比率，從 2008 年的 25.53%占比，到 2017 年時占

比已增加至 65.22%，顯見新型態廣告衍生的公平交易問題日益嚴重。基於公

平交易法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本研究乃以競爭法之觀點分析新形態廣告產業現況，以

了解其市場發展趨勢，其次從實務運作的角度出發，分別就新型態廣告之參

與者、廣告類型、投放方式、精準投放情形與內容類型分別探討，以了解新

型態廣告的實務運作狀況與市場競爭態樣。並加入行為經濟學之觀點使我們

在針對新型態廣告對消費者所造成的影響，有更貼近實際狀況的分析。 

基於公平交易法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之重點包括：（一）秘密行

銷廣告；（二）利用他人著名商標或表徵進行關鍵字廣告；（三）比較廣告；

（四）廣告平台業者；（五）跨境執法之困境。本研究之成果與發現，摘要

如下： 

（一）秘密行銷廣告在競爭法上的主要問題點在於，該則廣告沒有揭露

或刻意隱瞞其本身為一種廣告，至於廣告內容本身是否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則非管制的重點。此外，現行法雖然沒有針對所謂的原生廣告或置入性

行銷等加以明文規範，但本研究認為在不公平競爭管制上，此類廣告之規範

重點應與秘密行銷廣告相同，在於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避免消費者誤以

為廣告之內容為一般的資訊提供，影響其交易決策之作成。故若廣告主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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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廣告使一般消費者難以辨識究竟為一般網頁或者廣告，則同樣可能有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問題。 

（二）於利用他人商標或著名表徵為關鍵字廣告之情形，並不當然構成

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因為此種關鍵字廣告可能為搜尋引擎使

用者帶來更為多元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並具有促進商標權人或表徵

所有人與廣告主間的競爭之積極效果。是以，於關鍵字廣告與不公平競爭規

範之認定上，執法機關應適度審酌上述效果，視個案中所涉關鍵字廣告的類

型而異其評價，不宜過度擴張公平法概括條款的適用範圍，以免過度擴張商

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之排他保護範疇，反有害於競爭之開展。 

（三）事業於從事比較廣告時若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方法誤導消費

者，或散布不實情事貶損他事業信譽等，除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24 條所規範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外，目前實務上常見與關鍵字廣告、秘密行銷

廣告等新型態廣告相結合之案例，但於部分案例中，主管機關可能僅注意到

比較廣告之問題，而忽略同時包含其他新型態廣告之問題。本研究認為，關

於比較廣告在競爭法上的評價上，除既有的分析方法外，尚宜將行為經濟學

的觀點納入考慮。例如若比較廣告的呈現方式有可能影響消費者非理性的消

費決策，但在資訊提供的事實面向並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公平交易法上

是否應予以規範，有待進一步研究釐清。 

（四）廣告平台業者作為廣告主與受眾間的仲介，則當廣告涉及不公平

競爭時，提供刊載空間的廣告平台業者是否負有一定的行為責任、其應盡的

注意義務程度與範圍、以及應否考慮到事業特性而於制度上建立免責機制等

議題，在網路時代下實有必要再行思考。本研究認為，有鑑於網際網路上廣

告平台事業所經營之平台性質與其營業規模，無論就言論自由之觀點、抑或

著眼於實際可行性，實不宜逕行課予其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

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亦即，廣告平台縱使因其經營模式而有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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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侵權的危險，惟其既不負事前的行為義務，其侵權行為亦非當然成立。 

其次，當廣告平台業者事後接獲商標權人等的通知時，應否逕為認定其

負有一定程度的侵權責任，亦非無疑。本研究認為，制度設計上，應視平台

業者於知悉侵權情事後，有否採取合理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而定。

當平台業者已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放任侵害結果，有鑑於制度上不宜直接或間

接課予平台業者過於高額的行為義務而扼殺平台業者的經營意願，此際應認

為廣告平台業者已採取合理措施，無須負有侵權之責。至於此處所稱的適當

措施所指為何，則有待實務案例的累積以為類型化。 

（五）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以網路使用者為受眾的廣告，其影響力已

不再侷限於國境之內，而當廣告的內容或是手法涉及減損競爭秩序時，競爭

主管機關亦會面臨跨境執法的難題，其論點主要有二：證據蒐集上的困難（「認

事」）、以及依我國公平交易法進行查處時如何適用法律（「用法」）。 

就事實認定的面向上，除依照現行「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

案件要點」處理外，擴大與各國競爭主管機關的合作，擬訂事證的共享機制，

亦有助於消除部分窒礙。另就如何「用法」的面向上，必須檢討者為公平交

易法的域外效力於不公平競爭有否以及如何適用。我國實務上，公平會主要

係依據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規定，於處理涉外限制競爭案件（如

聯合行為、事業結合）時，公平會若認定事業的行為或結果地位於我國境內

時，例外產生域外效力。然而，上述論理於不公平競爭類型的案件（於本研

究的文脈下，新型態廣告而涉及不公平競爭者）有否適用餘地，並非自明。 

透過分析法律體系競合下的競爭法與消費者保護以及比較法的觀點，本

研究歸納出下列數點建議，以供參酌： 

（一）主管機關執法時關於不實廣告之舉證問題，可參考日本景品表示

法（第 5 條第 1 款）之規範意旨，由業者證明其非「不實證廣告」，並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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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客觀的實證資料且其所宣稱的效果或功能要能證明該內容是正確無誤

的方可免責。也就是如果業者被檢舉有不實廣告之情形，由業者證明其廣告

是與事實相符。因此在適用我國公平法第 21 條時，應由業者舉證其無「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秘密行銷廣告、原生廣告或置入性行銷等廣告類型之規範重點宜

放在如何提升透明性與利益揭露，我國主管機關或可參考美國 FTC 所制定之

「廣告使用推薦與見證指南」、「原生廣告之商業指引」等，明定於何種情

形下應揭露其屬於廣告之性質及其與廣告主間之利益關係，以保障消費者權

益並提升事業法律遵循之明確性。 

（三）主管機關可考慮針對廣告平台業者制定規範說明，具體方向有三： 

第一，於規範說明中應確認如何認定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之判斷標

準？於判斷時應考慮該平台業者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的控制管理程度，以及因

系爭廣告之銷售所直接獲得之利益是否歸屬平台業者等因素判斷之。 

第二，不宜課予廣告平台業者事前主動審查平台上所載內容是否涉有不

公平競爭行為之作為義務。 

第三，當廣告平台業者於知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嫌疑之情事後，即應採

取合理的應對措施以避免侵害繼續發生或擴大。關於合理應對措施的認定，

或可參酌日本實務見解，視平台業者是否於收到通知後的一定合理期間內，

採取內部調查或者將涉案廣告撤下等應對措施而定。 

（四）鑑於公平會的執法資源有限，以及公平交易法第 26 條「危害公共

利益之情事」的立法意旨，建議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及外國事業案

件要點」，明定在依循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3 項審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結果」

有無及於我國領域內時，至少宜參酌限制競爭案件，實質認定系爭行為是否

足以對我國之市場競爭秩序造成直接、具相當規模並可合理預見之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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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僅為形式認定，以免過度擴張行政管轄權。 

（五）於分析特定廣告對於消費者決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例如有無引人

錯誤）時，或可嘗試適度導入行為經濟學的觀點。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接

收廣告者並非全然理性，而是可能受到感情或情緒影響的有限理性者，因此

廣告可能利用人們常存在的損失趨避、稟賦效果、自我控制等傾向，影響人

們的認知以及消費決策。此一觀點雖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理性經濟分析模式，

但有助於吾人更完整的理解各種可能影響消費者決策之因素，未來值得進一

步深化相關研究。 

關鍵詞：新型態廣告、不公平競爭、消費者保護、虛偽不實、網路平台、關

鍵字、秘密行銷、比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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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change of new-type advertising patterns and 

operation methods, it is urgent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Fair Trade Law to 

these new patterns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competition law caused by new-type advertising and 

consumption Influen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mpetition law issues that may arise from new forms of advertising,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foreign law enforcement trends and real legal enforcement cases. 

There should be a unified administrative window for the consumption problems 

caused by advertis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erception of ordinary consumers,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epartm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should co-ordinate 

disputes over the consumption of advertisements. The consumer insurance officer 

accepts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and then coordinates by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epartment), and then handles it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power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business law). Unless the 

advertisement involves unfair competition or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e fair will only need to step in to deal with it; otherwise, it is only 

the disputes of individual consumers involved in general false advertising that can 

be handled by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When analyzing 

the possible impact of specific advertisements on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such as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ompelling errors), you may try to introduce a 

modest 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For example, behavioral economics points 

out that the recipient of the advertisement is not completely rational, but a limited 

rational who may be affected by feelings or emotions. Therefore, advertising may 

use people's tendencies such as loss avoidance, endowment effects, and 

self-control to affect people's cogni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lthough this 

view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more fully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It is worth further deepening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New types of advertising, unfair competi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hypocrisy, online platforms, keywords, secret market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