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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我國不動產經紀業不公平競爭 
相關法律問題 

陳明燦* 

摘要 
按不動產交易所需要資金龐大，其資料繁雜且過程相當冗長，因此大部分消費

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我國於民國 88 年乃公布實施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資規範。該條例對於正確

訊息的提供、商業行為之約束等有具體之規定，此外，公平交易法對於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以及標示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亦有規範，其中尤其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與第

24條。 

基上所述，本文乃就具有參考價值之行政法院判決進行簡要評析與檢討，首先

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方面，經分析後本文發現主要爭議在於主管機關與不動

產經紀業者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之解讀與認知，並不一

致，例如：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之廣告；「住辦合一」之廣告以及成屋履約

保證等。 

另外，在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方面，例如「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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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未告知打算購屋之人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

約書」；以及「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等，可為適

例，本文認為主管機關似可就不動產資訊揭露與廣告行為之實際與真實性，進行更

具體與貼近事實之規範與檢討，並據以修改不動產經紀業條例與公平交易法相關條

文，以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 

 

關鍵詞：不動產經紀業、資訊揭露、不實廣告、不公平競爭、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公平交易法、行政法院判決、法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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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按不動產交易所需要資金龐大，其資料繁雜且過程相當冗長，因此大部分消費

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我國於民國 88 年乃公布實施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資規範，按該條例第 4 條

第 4 款之規定，所謂「經紀業」係指經營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此

亦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以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所分稱之「事業」與「企業

經營者」，復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7 款之規定，僅有「不動產經紀

人」始得執行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故不動產經營者（公司或商號）須具備（或

僱用）不動產經紀人員之資格，始得領取經紀業之證照。 

由於不動產價值高昂，且一人一生中從事不動產交易之次數有限，故無論是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平交易法或消費者保護法對經紀業業務責任、禁止與許

可、不公平競爭、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行政處罰之相關規定，皆與不動產經紀人員

所執行業務息息相關。雖是如此，近年來我國不動產交易糾紛案件卻有增無減，其

中，屬經紀業之範疇者不在少數。緣此，本文乃擬以「不動產經紀業」為例，分析

其管理相關法制問題，除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外，亦探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就其相關法律實務見解運用相關「法律解釋方法」（Die Auslegungsmethoden des 

Gesetzes）予以綜整分析1，就研究方法以論，係屬文獻回顧法之一種，當然，就購

屋者與仲介者而言，其立場相異，資訊獲取更處不對稱地位，於是，似可從不動產

交易之公平觀點切入分析，則「法律經濟分析」（Ökonomische Analyse des 

Rechts）2之方法亦可派上用場，此對於上開實務見解應可提供另一思考面向。綜

之，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首先論述不動產經紀業之基本概念，包括其定義、特性

                                                      
1 關於法律解釋方法，學者王澤鑑認為應包括：文義解釋、目的論解釋、目的論限縮解釋等方

法，詳王澤鑑，王澤鑑，憲法的解釋與適用，第 3 版，496-503，2004。 
2 事實上，法律經濟分析僅為法學分析方法之一而非全部，蓋有其限制之處，但卻可提供傳統

法學者另一種分析方法，以德國文獻為例可參 Schäfer/Ott, “Lehrbuch der ökonomischen Analyse des 
Zivilrechts,” 3. Auflage, 515-525, 2000。國內有關法律經濟分析文獻有日漸增多趨勢，在期刊論文

方面例如可參熊秉元，「司法案件、法律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經社法制論叢，第 30 期，121-
140，2001；在專書方面可參謝哲勝，法律經濟學，五南初版，茲不贅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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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作用；繼之則論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接著藉

由行政法院相關實務見解之分析，並提出本文見解， 後據以作為本文結論，期能

供作相關單位之施政參考。 

二、不動產經紀之基本概念 

(一) 不動產經紀之定義與特性 

1. 定義 

(1) 經紀與不動產意義 

按「經紀」（broker）一詞源自於“brocour”，原為「酒保」之義，此乃由於以

往酒舖是市中心的集會場所，客人可透過酒保可知道各種買賣商品的訊息，經由其

介紹以至於成交時，即給酒保一些賞金。所以「經紀」乃成為傳遞賣賣訊息之中間

人或代理人，而演變至今亦包括從事不動產協商和締約之獨立勞務給付人3。經紀人

雖係得到授權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但其並不受他人之指揮監督，蓋其所為之行為

是周旋、說合協助契約的作成4，有時並代理一方簽訂契約，包括依經紀契約之約

定，為協商和締約的一切必要行為，並不限於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5。  

(2)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之定義 

A.經紀業 

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由本條例第 5 條之規定可

知，經紀業之組織型態，以公司或商號為限。而且若係經營國外不動產經紀業務

者，僅得以公司之型態經營。此乃因為公司之組織較為嚴謹，當經紀業係經營國外

                                                      
3 經紀即「broker」，依據 Jack P. Friedman, Jack C. Harris, J. Bruce Lindeman 之說明，broker 是

指“A state-licensed AGENT who, for a fee, acts for property owners in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scope of state law”.，詳參三人合著，“Dictionary of Real Estate Terms”, 51，2000。 

4 詳林永汀，房地產法律談續（四）篇─仲介買賣，永然文化初版，15，1992；廖義男，不動

產交易法制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報告書，121，1992。 
5 詳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二），元照初版，7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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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時，交易風險自較於國內執行業務為高，故僅得以公司之

型態成立經紀業。  

B.仲介業務 

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C.代銷業務 

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  

為了決定怎樣的行為須受到本條例之規範，描述仲介業務及代銷業務之特徵是

有必要的。但是為因應企業之多角化經營之趨勢，部分大型仲介業者設立代銷部

門，藉以擴展其業務之服務內容。而代銷業亦因景氣下挫，餘屋量居高不下，法拍

屋如雨後春筍般增加，導致餘屋過多，供給大於需求。因此許多代銷業者，為求生

存，改弦易轍投入房屋仲介業務，故仲介業務和代銷業務之差異越趨難分。  

D.經紀人員 

指經紀人或經紀營業員，經紀人之職務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經紀營業員之

職務為協助經紀人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  

E.加盟經營者 

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使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

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  

通常被加盟者會提供專業能力支援、技術指導、不動產有關法律、稅費、建築

等客戶諮詢、企業診斷之顧問、不動產行銷網路系統、不動產市場資訊暨員工職

前、在職訓練等服務6。加盟體系之經營品質，若係在法令不備時，不易控制，企業

主若注重永續經營，則會設定較嚴格之加盟條件。  

2. 特性 

不動產經紀業有其獨有之產業特性，茲說明如下：  

(1) 以人為主要價值之產業 

不動產經紀業屬於以專業人力為主之行業，人事固定維持成本與教育訓練成本

                                                      
6 臺灣高等法院 86 年上字第 1440 號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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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成本極高之比例。因此，專業訓練以及專業知識成為該產業相當重要的價值。 

(2) 扮演交易過程中之中間者 

不動產經紀業在買賣雙方之間從中協調，因此需要以專業的角度為雙方求得

佳利益，而不應僅重視個人或是一方之利益。是以，其道德與商業倫理即相當重

要。 

(3) 與交易安全息息相關 

由於不動產的價值較其他商品為高，交易金額動輒數百萬元。多數消費者一生

中可能僅有一次或是二次的交易經驗，相當缺乏實務上之專業知識，復因不動產之

特性，並非標準化商品，並且無法試用，故交易風險較其他商品為高，所以經紀業

者對於交易安全有極大的影響。近年來，為了爭取消費者之信任，許多的業者提出

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之機制，如成屋履約保證、產權保證等。  

(4) 經營型態有加盟式與單店式 

國內不動產經紀業經營大致可分為兩種形式7。地方型經紀業多採單店式經營；

而全國性品牌之經紀業則採直營或加盟式連鎖經營。直營公司的經營理念較能確實

的落實，對於企業品牌形象的維持、人才培訓比較一致，目前採直營式的房屋仲介

公司有：太平洋房屋、信義房屋及永慶房屋，其中太平洋與永慶房屋除了直營店以

外也有加盟店，而信義房屋則僅有直營店；採加盟式的公司，目前採加盟的房屋仲

介公司有：住商不動產、21 世紀不動產、中信房屋、東森房屋等……8。 

(二) 不動產經紀業之經濟作用 

不動產交易所需要的資料繁雜、過程相當冗長，因此耗日費時，大部分民眾或

消費者之經驗不足，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故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

存在即有其必要性9。其經濟作用在於10：  

                                                      
7 對於經紀業經營型態之完整介紹，可參閱宋懋仁，購屋勝經，商智文化初版，31 以下，1998。  
8 詳參王琮珀，「房屋仲介業擴展模式之研究」，東海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4，2008。 
9 因之有關不動產經紀業相關法制問題即有探討之必要，得參桃園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桃園縣不動產經紀業論壇，2007。 
10 解時村，美國房地產買賣投資，北星圖書增訂 3版，12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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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工專業 

不動產交易涉及相當專業的產權、不動產現況、登記、貸款、過戶、點交等相

關過程，故交易過程較為複雜。若能藉由經紀人員的輔助，提供專業知識之服務，

則可省去較多的交易成本，並且簡省勞力、時間、費用的付出。  

2. 蒐集交易資訊與物件  

不動產之買賣雙方在找尋適當的標的物與交易相對人並無集中市場或交易介面

可以搜尋，故不動產經紀業可透過網路、人脈、社區網絡、各加盟店、報紙雜誌等

方式，匯集不動產之相關市場資訊，增加潛在買賣雙方之選擇機會，使不動產交易

市場的流通量增加，提升媒合機會。  

3. 高交易的效率 

透過不動產經紀業提供服務，可以加速交易處理時間，或者經過專業不動產交

流組織或其他刊物，將產品條件廣泛的傳遞予其他會員，加速其效率。另外，經紀

人員可以調和出售人與購買人之條件，開價若有相當大之差距時，不動產經紀人就

應該盡量的調節，促使交易成立，讓不動產之價格不至於產生太大之起伏。社會分

工的價值在於交易成本的降低與效率的提高，只要給付他人一定報酬，即可享受他

人勞務給付之結果。藉由該他人的勞務給付，可擴大個人之社會生活活動範圍，此

乃社會分工之結果。  

三、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與不公平競爭 

不動產交易糾紛往往由廣告、代銷或仲介行為引起，廣告部分已由公平交易法

及消費者保護法規範，而仲介代銷所產生之糾紛多在出賣人與買受人之間，而很多

糾紛是仲介、代銷行為過程中，若盡更多責任作更清楚的說明便可避免的。在法律

未明確規範不動產仲介業者之責任前，仲介業者將無法建立責任感。因此，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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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管理條例完成立法必然有助於不動產交易制度之健全11，證照制度的建立、

公會組織、懲戒制度及 30 小時之專業訓練等規定，皆有助於專業能力的養成及維

持，可避免因代銷、仲介人員本身專業能力不足所產生之糾紛，有助於交易秩序之

健全。因此，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總統公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以之規範。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於第 1 條即明白表示制定本條例之目的在於管理不動產經紀

業，建立不動產交易秩序，保障交易者權益，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而上

揭 4 大立法目的應視社會環境之變遷，適度調整立法目的之解釋，只有如此解釋，

才能在解釋本條例之相關規定時，不是僅考慮經紀業者之管理制度，甚至必須將不

動產交易秩序之建立、促進交易熱絡化及消費者之權益放於同等地位上，加以重

視，如此才能正確解釋法律與適用法律。 

(一)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相關規範 

1. 正確訊息的提供 

(1) 揭示義務 

A.仲介、代銷或加盟證照之揭示 

按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4 條之規定，經紀業指依本條例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

公司或商號12。仲介業務指從事不動產買、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代銷業

務係指受起造人或建築業之委託，負責企劃並代理銷售不動產之業務；加盟經營者

係指經紀業之一方以契約約定用他方所發展之服務、營運方式、商標或服務標章

等，並受其規範或監督。而該條例第 18 條規定，經紀業應將其仲介或代銷相關證

照及許可文件連同經紀人證書揭示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其為加盟經營者，應併標

明之。行政院公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90 年 5 月 22 日公壹字第 01524 號令發布公平交

                                                      
11 有關不動產經紀業之責任，亦可參徐士堯等，不動產經紀業法規-理論與實務，一品文化出版

社初版，261-265，2005。 
12 依此規定文義觀之，自建自銷之建設公司似乎不受本條例之拘束，即無營業保證基金可代償

受害者的損失。參閱閆俊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的施行對代銷經紀業行銷之影響，私立朝陽

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24-6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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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規定：倘房屋仲介加盟店未於廣告、市招及名片上明

顯加註「加盟店」字樣，明確表示或表徵其經營之主體，而縱使施以普通注意力之

消費者，仍無法分辨提供仲介服務之主體，究係該加盟體系之直營店，抑或是加盟

店，並引起相當數量之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而與其簽訂委託買賣不

動產者，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虞，故房屋仲介業者宜於廣告、市招及名

片等明顯處加註「加盟店」字樣，使消費者能清楚分辨提供仲介服務之行為主體，

至於標示之方式，原則上由仲介業者自行斟酌採行。 

B.報酬標準之揭示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20 條規定，經營仲介業者應揭示報酬標準及收取方

式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而依內政部頒布不動產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如下：(一)不

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二)前述報酬標準

為收費之 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規定之固定收費比率，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仍應本

於自由市場公平競爭原則個別訂定明確之收費標準，且不得有聯合壟斷、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行為。(三)本項報酬標準應提供仲介服務之項目，不得少於內政部頒「不

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所訂定之範圍，不包括「租賃」案件。(四)經紀業或經紀

人員應將所欲收取報酬標準及買賣或租賃一方或雙方之比率，記載於房地產委託銷

售契約書、要約書、或租賃委託契約書、要約書、俾使買賣或租賃雙方事先充分了

解。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21 條並規定，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

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不應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

準計收，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應於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支

付人。 

(2) 廣告真實之義務 

廣告為企業行銷商品之重要手法，其功用在於傳遞商品之資訊，促使商品得以

順利賣出。然而部分不法業者在法治不全時，常藉著不實廣告，不當的激起消費者

之消費行為，致使消費者之權益受損，因此先後有公平交易法以及消費者保護法規

範虛偽不實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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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不動產經紀業為順利銷售其物件當然不例外須利用廣告，甚至可以將

廣告視為不動產經紀業營業活動之開始。藉由廣告將物件資訊傳遞給消費者，促使

物件能順利成交，然而亦有不肖經紀業者玩弄廣告手法，以誇大不實之廣告，使消

費者產生誤信，導致消費者之權益受到侵害。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為避免經紀業以誇大不實廣告欺瞞消費者，於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紀業之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並且於同

條第 3 項規定其違反之法律效果，要求經紀業之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不符時，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此處牽涉對於「吹噓廣告」是否容許之問題，雖然依學者之見，

只要廣告內容係不引人錯誤，公平交易法對於吹噓廣告應容許其存在之空間，而不

具非難性13。然而本文以為，基於下述理由，不動產經紀業應無吹噓廣告之空間：  

由於消費者保護法以及不動產經紀業條例之立法通過時間皆晚於公平交易法，

因此基於後法優於前法之法理，不動產經紀業條例以及消費者保護法既已要求廣告

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並且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當然

不得再允許經紀業者於進行經紀活動時，以吹噓廣告之方式吸引消費者。  

相對於消費者而言，經紀業佔有不動產市場上資訊之優勢，此乃因為擁有之市

場資訊越多，對市場越瞭解者，越容易形成資訊不對稱之情況，使經紀人員從事不

符合職業倫理行為之誘因也就更多14，因此雙方地位並不對等，消費者之權益更應

加以保護。  

(3) 簽章義務 

經紀人之簽章，乃是要求經紀人為不動產經紀之交易安全把關，雖然此一義務

會加重經紀人之責任，但亦會提升經紀人之公信力。因此本條例要求對於不動產之

交易，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之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A.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  

B.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  

C.定金收據。  

D.不動產廣告稿。  

                                                      
13 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初版，374，2000。 
14 李春長、白金安，不動產產業倫理，文笙書局初版，3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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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不動產說明書。  

F.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  

上開 A 款之規定，並未包括互易之情形，實乃法條缺漏，而在建設公司委託代

銷業銷售其推案之情形下，由於建設公司與代銷業者均屬於企業經營者，協商契約

之地位平等，無須加以保護建設公司。因此經營代銷業務者對於第一款之文件不須

指派經紀人簽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第一款之文件不須簽章的情形，僅指委

託代銷業銷售物件之委託人為建設公司而言，若代銷業兼營仲介業務，其委託銷售

之人若為一般消費者時，代銷業對於該文件仍應指派經紀人簽章，不得僅因其為代

銷業者即使經紀人對於該文件不負有簽章義務。上開 B 款之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

書，主要是指仲介業一般所使用之要約書，因此性質上本不適用於經紀業。同樣

的，若代銷業兼營仲介業務，其於處理仲介業務時，對於不動產承租、承購之要約

書仍有指派經紀人簽章之義務。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22 條於民國 88 年之原條文為：「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

派經紀人簽章……」，民國 90 年修正為：「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

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下列文件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由

於不動產交易必須是經由經紀業仲介或代銷者，始須有本條規定之適用，若非利用

經紀業仲介或代銷其不動產者，本不須由經紀人簽章，故本條之修正原無可厚非。

但修正之條文於修正時加上「代理銷售」，其理由為何則令人費解。按若為一般消

費者欲出賣其不動產，除了自行出賣以外，不外乎委託他人出賣或交由仲介業處

理，自行出賣與委託非以仲介為業之人出賣，並非本條之規範範圍，而委託仲介業

出賣，本可包含於前述之不動產買賣之文義中；若其所指的是建設公司之情況時，

同樣的，建設公司自行出賣15，亦非本條例之規範對象。建設公司若委託非經紀業

之人代理銷售時，依條文之文義，似乎即可不須經由經紀人簽章。然而相對於建設

公司若請經紀業之人員代理銷售時，由於亦可包含於前述之不動產買賣之文義中，

故亦須經由經紀人簽章，建設公司若請非經紀業之人代理銷售時，即可不須經由經

紀人簽章，此為不公平之處，而且無法導正代銷業正常之發展。其乃因為通常能為

建設公司代理銷售其物件者，實質上無論在組織或型態上皆應歸為本條例所欲規範

                                                      
15 詳參沈石羽，台灣未來熱門行業─房屋仲介業，永汀文化初版，192，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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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代銷業，但往往代銷業卻以廣告公司之名義代理銷售建設公司之推案，希冀能規

避法律所加之義務。因此，為避免文義解釋之僵化所導致之上述弊端，「代理銷

售」之部分宜加以刪除。  

此外，民法第 16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

變更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本文以為，經紀人之簽章在一定範

圍內，應可取代公證之要求。其優點在於可使委託經紀業銷售其不動產之消費者能

直接利用本條例之簽章制度，省下額外之公證費，鼓勵消費者使用經紀業銷售其不

動產。並且使經紀人負有更大之業務責任以及能有更大之揮灑空間，提升經紀人專

業之角色以及社會地位，藉以鼓勵優秀人才進入此一行業。而且公證之目的是為確

保交易之安全，既然經紀人對於不動產之相關契約書以及文件負有簽章之義務，當

然亦能達到公證之目的，不須因為會阻礙公證人之財路，而不如此做，因為公證人

尚有更多之揮灑空間。因此若委託經紀業銷售物件，而其不動產交易契約書已經經

紀人簽章者，應不須再踐行民法第 166 條之 1 的公證要求。本條例於民國 90 年修

正草案中，第 22 條第 3 項原欲增訂：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其契約金額在新

台幣 1,000 萬元以下者經不動產經紀人簽章後，推定簽訂人之身分為真正，並得免

依民法第 16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辦理公證，其立法原意頗為良善，但不知為何，竟

然無疾而終。  

對於不動產經紀業條例所列之文件，經紀人若未簽章時，效果為何？本文以為

為保護交易安全，不能因為經紀人之故意或過失不簽章而讓當事人之契約無效，且

交易者亦應有負有注意經紀人是否已行簽章之注意義務，當事人不得事後反悔，以

未簽章為藉口，而主張該契約無效。而且簽章是管理經紀人之行政手段，應不使其

成為契約之特別生效要件。因此，簽章之義務僅為規範經紀業及經紀人，並非法律

行為之要式。若未簽章，契約仍有效，但仍應賦予其一定之法律效果，避免該義務

成為具文，所以經紀業若未指派經紀人簽章，依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29 條及第 31

條，經紀業和經紀人應受處罰。  

(4) 使用不動產說明書解說及交付之義務 

相較於日本「宅地建物取引業法」16，要求經紀人員須就一切與委託之物件有

                                                      
16 所謂「宅地建物取引業法」，依陳立夫學者見解，係於 1952 年制定公布，其立法目的在於



 論我國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相關法律問題 151 

直接密切關係之事項負有說明義務，則不動產經紀業條例之使用不動產說明書解說

及交付之義務略顯保守，按其第 23 條之規定，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

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並且依同法第 24 條之規定，在雙方

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

對人，此即為經紀人之使用不動產說明書解說及交付之義務。此立法目的在於消費

者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係處於資訊上的弱勢，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使不動產之資

訊公開並且書面化，可以避免日後之糾紛。  

由於對於不動產之狀況自以委託人 為熟悉，應使其對於不動產之現狀及相關

資訊之真實做背書，故本條第 2 項要求，在不動產說明書提供解說前，應經委託人

簽章。若委託人不同意在不動產說明書上簽章，為求不動產交易安全之保護以及訟

爭預防之考量，雖有妨礙契約締結自由之疑，經紀業仍應不得接受其委託。而依第

24 條之規定，在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交易之相對人亦有在不動產

說明書上簽章之義務。若相對人並未簽章，但又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仍應認

為相對人已承認不動產說明書之內容，不得以其片面之拒絕簽章而認定交易無效，

否則無異賦予相對人有片面決定契約是否繼續有效之毀約權。但其前提應是經紀人

員已履行將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及交付之義務。若經紀人員

從未將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及交付，何能強求相對人應默許

不動產之現況。  

使用不動產說明書之 主要目的，乃在於將不動產之現況做規格化之書面公

開，除了藉以避免經紀人員之信口開河以及日後舉證之困難外，更可達到預防訴訟

之效果。所以不動產說明書不可僅僅將之視為參考資料，應賦予其一定之法律地

位，以發揮上述之功能。故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24 條將不動產說明書視為租賃或

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實屬必要。對於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本條

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在決定不動產說明書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時，應考量其所要求記載之事項是否能有效發揮不動產說明

                                                        
藉由政府對宅地建物交易業經營者之實施許可制及對其事業之必要管制，以確保其業務之適正營

運及宅地建物之公平交易，同時得以促進宅地建物交易業之健全發展，並得以保護購買者等之權

益。詳參氏著，「從日本法觀點檢討我國不動產說明書與解說之問題─以不動產仲介業務為中

心」，2006 海峽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2006。又，有關不動產經紀人對說明書解說及
交付之義務，得參同文，1-17，茲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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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功用17。  

2. 商業行為之約束 

(1) 僱用受限之義務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11 條以及第 17 條之規定可知，經紀業僅得僱用具備

經紀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且其各營業處所至少應置經紀人 1 人。而要

求經紀業之各營業處所必須要有經紀人坐鎮的理由乃在於不動產交易過程中，牽涉

到許多專門知識，不動產經紀之業務不再只是單純撮和交易雙方即可，而更須將不

動產交易的專業知識及一切資訊提供給交易當事人，藉此消弭雙方對交易過程產生

的疑慮。由於經紀人經由國家考試之認定以及實務之歷練，而經紀人之職務為執行

仲介或代銷業務，所以經紀人是經紀活動之主體，各營業處所當然必須要有經紀人

負責指揮、監督經紀營業員。因此經紀人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11 條但書規定：非常態營業處所，其所銷售總金額達新

臺幣 6 億元以上，該處所至少應置專業經紀人 1 人。此一但書之規定，主要應係規

範代銷業之接待中心或接待會館而言。故只要代銷經紀業銷售在該非常態營業處所

所銷售之總金額達新臺幣 6 億元以上，該處所亦應設置經紀人至少 1 人。然而，姑

且不論國內建商所推出之建設規模，銷售總金額超過新台幣 6 億元之案件有多少；

相較於仲介經紀業，由於大多都是常態營業處所，只要有 1 營業處所，即須至少配

置 1 名經紀人，此為不公平之處。更何況銷售總金額究竟多少，根本難以認定，而

且難以受時間變遷之考驗。所以本文認為，既然本條例已確定經紀人之簽章以及證

照制度，所以只要有不動產經紀行為，無論營業處所之銷售金額多寡，都應設置經

紀人，藉以保障消費者之交易安全。因此同法第 11 條之但書應加以刪除，本文建

議應修正為：經紀業設立之營業處所至少應置經紀人 1 人。營業處所經紀營業員數

每逾 20 名時，應增設經紀人 1 人。  

                                                      
17 則進一步言之，關涉不動產說明書功用之因素，其內容可為：一、不動產說明書「應載事

項」與糾紛「類型」之關聯性；二、善用不動產糾紛「預先防免」之相關法令規範；以及善用不

動產糾紛「預先防免」之相關法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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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賺取差價之義務 

追求利潤，是任何一行企業天經地義的一致目標，此種利潤的產生，也就是投

資的報酬，是決定於供需雙方所提供的服務與滿足程度而定，也就是供給者對於社

會方面所做貢獻而索取的正當合理代價。雖然有論者以為在交易時，不論在哪個行

業，原本就經常會有賺差價的情形產生。為何要禁止經紀業賺取差價之行為18？甚

至基於契約自由之理論，只要當委託銷售之賣方同意，則經紀業或經紀人員並無不

可賺取差價之理。但是本文以為從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 條的立法意旨可知，

維持不動產的交易秩序即不動產交易價格的穩定是經紀業的功能之一，而賺取差價

對於交易雙方、經紀業、經紀人員以及整體不動產市場有下列不良影響。 

而內政部亦基於同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

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發布了不動產仲 介業報酬計收標

準19。對於仲介業之報酬標準，其規定，不動產經紀業或經紀人員經營仲介業務

者，其向買賣或租賃之一方或雙方收取報酬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不動產實際成交

價金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而此報酬標準為收費之 高上限，並非主管機關

規定之固定收費比率。目前實務上，對於不動產銷售之報酬收取標準係向買方收取

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分之一或二的報酬，而賣方支付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百

分之四或五的報酬。  

然而，值得省思的是，經紀業之報酬由主管機關訂定一定之比例是否合理？肯

定者認為訂定仲介收費標準以固定費率為準，可舒緩地價哄抬之行為。否定者則認

為會違反競爭、不符市場經濟，價格應由供需決定之原則，且仲介的收費標準，應

針對服務成本斟酌考量。折衷說認為：費率不必定為單一，應有若干伸縮彈性，如

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至於實際收費標準，則由消費者與經紀業雙方在該範圍內自

行協議訂之。  

                                                      
18 由於不動產之交易資訊並未普及，此乃眾所皆知，故應禁止資訊優勢者藉此賺差價，但是可

能發生易『逆向選擇』的情形，反而阻礙交易行為之產生。所以政府須強化市場資訊公開機制，

降低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及交易成本。詳參曾志超，論消費資訊公開制度，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

經（析）092010號，2003。網站：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2/TE-B-092-010.htm，
查訪時間：97年 10月 27日。 

19 按收取報酬之方式，詳參林旺根，不動產經紀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初版，21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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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報酬之比例限制應該只是暫時要導正經紀業之措施，若日後經紀業回歸

正軌，經紀業之報酬應完全由市場供需機制決定。將比例的限制除去，讓業者自由

競爭，以便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是否欲取得更好的服務。因為，假設賣方之不動產實

際成交價金為新台幣 500 萬元，則經紀業通常向買賣雙方收取總共 30 萬元之報

酬，所以經紀業所花費之經紀成本絕對不會超出 30 萬元，對消費者不見得有利。

而且只要訂有比例的上限，經紀業其實都會用上限來定其收取報酬之比例，與主管

機關決定經紀業能拿多少報酬無異，嚴重違反自由市場競爭之機制，形同主管機關

間接的決定報酬之多寡。因此，現行之過渡措施，應可增設對於經紀業之獎勵方

法，於經紀業符合特定之要件時，經紀業之報酬可以不受到該不動產實際成交價金

百分之六或一個半月之租金之限制，而由市場供需之法則解決。 

(3) 專任義務及競業禁止義務 

按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16 條規定：經紀人員應專任一經紀業，並不得為自己

或他經紀業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但經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業務者，不

在此限。依此規定，經紀人員負有如下之義務：  

A.專任義務  

經紀人員須專任於一經紀業的理由在於：不動產經紀服務不但具有專業性質，

更因經紀人員之經紀行為而與消費者產生信賴關係。若經紀人員得遊走於各經紀業

之間，消費者不但難以辨識其所代表之經紀業為何，甚至在現行經紀業之營業保證

金制度係採各自繳存之原則下，若消費者因經紀人員之經紀行為發生損害賠償責任

時，應由何經紀業所繳存之營業保證基金負代償之責，亦不免產生爭執。所以為避

免上述之質疑，以及經紀人員專任於一經紀業，可有利於經紀業及經紀人員之管

理，經紀人員應專任於一經紀業。附帶一提的是，本條但書之涵攝內容應僅指本條

本文之後段，即：並不得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而言，此乃文義解

釋之結果20。而且由於此一義務，除了保護經紀業之利益外，更與消費者之利益息

息相關，當然不得因所屬經紀業同意，即可免除經紀人員之專任義務。  

B.競業禁止義務21  

                                                      
20 其但書規定：其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業務者，不在此限。 
21 以下所述僅為法定之競業禁止義務，若係約定競業禁止義務之判斷標準，可參考台灣高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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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之營業秘密以及物件資訊為經紀業之 大資產22，基於考量經紀人員為

不動產經紀活動之主要角色，對於該營業秘密以及物件資訊必定熟稔，若許其在所

屬經紀業之外，為自己或其他經紀業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有可能無法避免經紀人

員利用其所知之機密，為自己或其他經紀業牟利，以致於損害所屬經紀業之利益。

故為避免利益衝突，應禁止經紀人員為自己或他經紀業執行經紀業務。但由於經紀

活動中常有互相支援經紀人員之可能，為便利同業間合縱連橫之企業經營策略，若

所屬經紀業同意經紀人員為其他經紀業執行經紀業務時，由於僅為臨時性之調度，

依本條但書之規定，應例外予以許可。值得注意的是，本條但書並未將經紀人員為

自己執行經紀業務做例外規定。因此經紀人員仍不可因所屬經紀業之同意而解除其

禁止為自己競業之義務。  

在我國現行法律中，要求特定人必須負有競業禁止之義務時，通常亦會賦予違

反競業禁止之法律效果，此即為歸入權23。所謂歸入權係指：當特定人違反競業禁

止的義務而為自己或他人進行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內的行為時，該公司得要求該特

定人將該行為之所得收入視為公司所得。而本條例亦要求經紀人員負有競業禁止之

義務，卻無相關歸入權制度之設，似有不妥。因此本文建議增修第 16 條第 2 項24以

及第 3 項25。 本條但書規定，若經紀人員經所屬經紀業同意為他經紀業執行經紀業

務時，可解除其競業禁止義務。所謂經所屬經紀業之同意，係指若該經紀業係屬於

獨資商號經營時，應得到該獨資商號負責人同意；若該經紀業係屬於合夥商號經營

時，應得到全體合夥人之同意26；若該經紀業係以公司之型態經營時，則應以其為

                                                        
院 86年度勞上字第 39號有關太平洋房屋競業限制約定之民事判決。 

22 台灣新竹地方法院 92 年訴字第 202 號則以：房屋仲介業仲介房屋買賣，將房屋所在及委託
銷售底價公開甚為常見，此為公知之事實，業者並多以資訊之透明化自詡，故有意購買房屋者，

可輕易至地政機關查知不動產之所有人，因之委託銷售者之資訊並非重要，進而認為客戶資訊不

具備營業秘密之特質。然而，此一論點似乎昧於事實。因為委託銷售之物件之所在及底價，經紀

業並不會完整公開。而且只要掌握客戶資料，即可知賣方之出售意願和基本條件，可輕而易舉連

絡賣方取得委託銷售；或向需求適合的買方連絡，推銷其所經紀的物件，其經濟利益甚鉅。 
23 民法第 562條與第 563條；公司法第 32條、第 54條與第 209條參照。 
24 經紀人員有違反前項規定之行為時，其經紀業得請求因其行為所得之利益，作為損害賠償。 
25 前項請求權，自經紀業知有違反行為時起，經過兩個月或自行為時起，經過 1 年不行使而消

滅。 
26 民法第 670 條規定：合夥之決議，應以合夥人全體之同意為之。前項決議，合夥契約約定得

由合夥人全體或一部之過半數決定者，從其約定。但關於合夥契約或其事業種類之變更，非經合

夥人全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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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種類之公司，決定如何得到公司之同意27。  

(二) 不動產經紀業與不公平競爭 

1. 概說 

針對「房屋仲介業」，亦即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者，其中主要是對於聯合行為以及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與第 24 條之內容進行規範說

明28，例如： 

(1) 聯合行為 

房屋仲介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之態樣為共同決定價格。另外，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實施聯賣制度亦有相當之規範說明。惟聯合行為並非不正

競爭之範疇，故本文不擬深究。 

(2)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行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之規範 

而房屋仲介業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態樣有：加盟店標

示、看板廣告之面積標示等。 

(3)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 

房屋仲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未告知斡旋金與

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賺取差價、不當收取多次服務費等。 

2. 法律規範 

(1) 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

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

                                                      
27 可參公司法第 46條。 
28 可參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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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前 2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設若廣告代理業在明

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申言之，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

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蓋不論廣告人有無可歸

責事由，如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等情事，對於消費者而言都是無法承受的

負擔，於是，若廣告人所主張的事實並非事實，就牴觸了本條的規定，縱然廣告人

對廣告的不正確並不知悉，仍然違法29。 

A.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依據公平會於 96 年 11 月 30 日公參字第 0960010188 號令發布的「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不實廣告有數點判斷

方式30。而關於廣告認定的問題，公平會在該原則第 3 點提出了說明：「本法第 21

條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係指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

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市招、名片、產品（服務）說明會、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

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具相當數量之事業得以共見共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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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謂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換言之，只

                                                      
29 關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構成要件，學者劉孔中認應包括：1.以標示或廣告的相

對人有受到錯誤之虞為已足；2.標示或廣告須足以誤導相當數量的行為相對人；以及 3.標示或廣
告有使行為相對人在重要事項上受到誤導之虞，可資參照，詳氏著，公平交易法，台北：元照初

版，231-234，2003。 
30 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1)本法第 21 條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者。(2)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
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3)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判斷原則如下：A.
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B.表
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倘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相關交易相

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者，即屬引人錯誤。C.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
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故其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得

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D.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
中一義為真者，即無不實。但其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4)前點各款判斷原則適用時
應考量下列因素：A.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B.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
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C.對處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
經濟利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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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即屬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而可以認定為廣告行為。 

B.處理建築投資業者於不動產銷售廣告中，擅自變更停車位大小、位置、設施 

公平會受理多件有關建商之地下室停車位廣告案件，其內容多為廣告所示停車

位與核准施工圖不符，如施工圖為平面車位、廣告為機械式車位；或廣告停車位數

較施工圖核准數為多；或施工圖為車道、廣告及實際為平面式或機械式停車位。類

此廣告所示停車位與核准施工圖（數量、位置、設施）不符情事似屬建商之普遍現

象，爰有加以研析其原因及法規適用之必要。所謂廣告上之停車位與核准之施工圖

不符，可歸納為 4 種情形：將施工圖上之停車空間重新規畫，變更尺寸、增加數

量；於非核准之停車空間規畫停車位；施工圖為平面車位、廣告為機械式車位；將

施工圖上之車道變更為停車位，或增設停車位數量涉及車道之增設等。廣告與施

（竣）工圖不符者，請檢舉人先向營建主管機關反映；廣告所表示之停車位經營建

主管機關認定為違法者，該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縱實際交付之停車

位與廣告相符，並不受其影響。 

C.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31 

本處理原則所稱之不動產廣告，係指事業為從事土地、土地定著物（預售屋及

成屋等）及其可移轉權利之銷售業務，以及為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租賃之仲介

（居間、委任或代理）業務等所為之廣告。 

不動產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之表示或表徵：工業住宅、國

民住宅、建築物座落地點、不動產面積、建築物外觀、設計、格局配置（區分所有

權建築物之共同使用部分、建材設備、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建築物之外在環

境、視野與景觀、夾層屋、停車位、建造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納骨

塔廣告使人誤認業經核准啟用開發等、廣告表示建築物之用途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

照所載不符、廣告上標示之獲獎情形與實際不符、廣告上標示之優惠內容與實際不

符、比較廣告、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 

(2)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揭示事業必須在廣告上對於商品有關之重要資訊不得為不

                                                      
31 民國 96年 12月 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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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揭露。至於對於商品以外之重要資訊，雖該條無明文之規定，惟依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仍可發揮其補充功能32。依據國際商會國際廣告實務規範第 2 條規定：「廣

告不應濫用消費者之信賴，或利用消費者對經驗或知識之欠缺。」。 

鑒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其適用具體化明確化，特訂定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 2 點

認為，為確定本條之適用範圍，應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為前提，先檢視

「限制競爭」之規範，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規範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之不法內

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地33。而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則應檢視系爭事

業是否係以其相對優勢地位，利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銷售手段，使消費者

權益遭受損害，而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以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

斷準據。至於判斷基礎如下： 

A.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應考量事項 

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

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

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B.判斷欺罔應考量事項：如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 

C.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其

常見之具體內涵主要可分為 3 種類型：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34；以

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

為。 

                                                      
32 陳峰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對於建築業之規範」，月旦法學雜誌，第 63 期，104，

2000。 
33 是以本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只有「補充原則」關係之適用。 
34 如：1.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攀附他人商譽、高度抄襲、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

之行為。2.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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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規範說明 

A.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35 

目前國內房屋價格資訊並不充分，且估價制度尚未建立，而不動產經紀業者因

一方面接受屋主委託銷售房屋，另一方面又代表買主向屋主要約或議價之特有的交

易制度關係，於成屋買賣過程中，為唯一全盤掌握買賣標的物狀況、買方可選擇的

要約方式、買賣雙方的出價及可能成交的價格等交易資訊者，相較買方或賣方而

言，明顯居於資訊優勢之地位，致不動產經紀服務市場之交易相對人具有資訊不對

稱之特性。 

除了不動產經紀業可能涉及聯合行為以及不當限制加盟店收取服務報酬為條

件，而與加盟店交易之行為說明外，該說明主要針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規範者

即為建立「市場競爭之秩序」，而對一些「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或

「顯失公平行為」加以管制。例如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

替代關係。 

B.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36 

本規範說明所謂「預售屋」，係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完成之

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建築開發業者銷售預售屋過程中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至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

約、隱瞞重要交易資訊、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未於買賣契

約書中載明共用部分所含項目及分攤之計算方式按預售屋共用部分之分配涉及房地

交易標的面積之計算、建築開發業者指定貸款銀行、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設

計，增加戶數銷售、建築開發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 

3. 公平交易法與消費者保護法 

雖然消費利益非公平交易法所要直接保護的對象，但消費者除間接因為公平交

易法之施行而獲得利益外（亦即市場競爭機能在公平交易法運作下，使得市場內商

                                                      
35 民國 97年 1月 10日修正。 
36 民國 97年 1月 10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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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之價格、品質或服務等因競爭而趨於合理，消費者即得以合理價格享有更

好的服務），在不公平競爭領域中更有以交易相對人保護為出發點之條文（例如誹

謗他事業營業信譽之禁止）。因此，公平交易法所洞見者，乃消費者之長期而非短

期利益，依循的標準非單以個別消費者利益之保障，尚須以對整體經濟利益之促進

並符合競爭之本旨為考量37，故逕將消費者排除於公平交易法所要保護之主體範圍

並不恰當；不過消費者的保護要如何透過公平交易法加以實現，應視何種情形下受

保護之主體得享有公平交易法上之請求權，此時須針對個別規定之保護目的加以判

斷38。以下舉例說明公平交易法與消保法之重要關聯。 

(1) 廣告不實 

為避免企業經營者以不實廣告39侵害消費者權益，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規定：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

容。」按廣告在締約上之意義，乃是一種「要約之引誘」，而非要約，因此，廣告

中之表示對於廣告主本無拘束力，而基於消保法第 22 條之規定，使得「廣告之內

容」在契約成立時，成為消費者利益受保護的下限。此規定乃係利用課以「約定之

給付」的方式，解決締約上過失之賠償責任方法，其作用在於利用「弄假成真」，

以嚇阻事業在廣告中為不實之表示。此項義務內容與公平交易法所規定者不同，公

平交易法第 30 條至第 33 條之規定，係從「損害賠償」出發，而消保法前述規定則

從「約定之義務」出發。 

其次，消保法第 23 條40亦規定媒體經營者之刊登或報導不實廣告之責任，依此

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所負之義務，僅為「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

                                                      
37 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保護之法益─第一條之詮釋─」，公平交易季刊創刊

號，台北，公平會，5-7，1992。 
38 蕭文生，「公平交易法爭議與行政爭訟程序」，收於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公平會，544，2002。 
39 消費者保護法雖未就廣告之定義為一明確規定，然其施行細則第 23 條就廣告之型式規定

為：「本法第 22 條及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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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

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40 該條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就消費

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

或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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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而非代為清償「約定之給付」的義務。

並且明定此項義務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其用意乃欲藉此損害賠償責任之不能

預先限制或免除，而使廣告媒體業對於其所刊登或報導之廣告，是否涉及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應發揮其審查及自律功能，以防止不實廣告之充斥。再者，消保法施

行細則第 24 條41並明訂有關廣告內容真實性之舉證責任，企業經營者違反上述規定

者，依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

害額 3 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 1 倍以下之懲

罰性賠償金。」，以上為有關民事責任之規定。 

(2) 契約審閱期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之 1 條第 1 項之規定42，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

化契約前，應給予一定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倘若未給予審閱

時間者或給予不合理的時間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如果消費者認為不影響

自身的權益，亦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43。依該條第 3 項的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參酌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重要性、涉及事項之多寡及複雜程

度等事項，公告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依該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定

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然非

必為 30 日。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須視買賣契約之標的物內容而定44，可參考消保

會網站登載審查通過之各種定型化契約範本。 

公平交易法乃規範競爭秩序之法律，對於事業破壞扭曲市場機能之行為加以明

文禁止，其立法目的除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外，亦有保障一般「消費者」利益之意

涵，故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自亦具有保護個人法益之性格，此無疑義45。倘企業經

營者未給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期間或要求定金才願出示契約，則企業經營者即可能

                                                      
41 「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引人錯誤，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

時，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42 「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 30 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

條款內容。」。 
43 消費者保護法第 11之 1條第 2項參照。 
4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函 2004年 3月 1日消保法字第 0930000500號參照。 
45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 91 年訴字第 1296 號判決參照，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

（2003年版），全一冊，36-5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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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公平會可依該法第 41 條之規定46進行處罰。 

四、不動產經紀業不公平競爭之分析與檢討 

茲為便於說明不動產經紀業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本文以下就行政法院對於不

動產經紀業所涉不公平競爭之相關判決進行分析，進言之，本文乃以前揭公平交易

法第 21 與第 24 條所關涉者為中心，以行政法院相關判決為對象進行評析47，亦即

先簡述爭點所在，繼之則為行政法院判決之簡列， 後乃酌以援引前揭「法律經濟

分析」為參輔以強化其法律爭論之分析，進而提出本文見解。茲其相關案件為48：

高行政法院判決 87 年度判字第 255 號、行政法院判決 88 年度判字第 94 號、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3284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55 號判決、 高行政法院判決 91 年度判字第 1453 號、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 96 年度訴字第 01348 號，茲分述如下： 

(一) 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之禁止 

1.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1) 爭點所在 

A. 廣告主（亦即原告）得否為行政處罰之對象 

B. 夾層屋合法性之申請時點與判定基準為何 

(2) 法院見解─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87 年度判字第 255 號（原告之訴駁回） 

                                                      
46 「公平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

得處新台幣 5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 
47 又，有關公平會 89 年至 97 年 10 月對不動產交易案例之處分與見解，其中主要為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虛偽不實廣告）與第 24 條（顯失公平而影響交易秩序），前者包括「工業住宅」等
17 種類型；後者則包括「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等 11 種類型，亦值研析，是本文乃予以彙
集整理（詳附錄）。 

48 茲礙於篇幅限制，僅分析 6 項判決，其中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者為 3 項，涉及同法第 24
條者為 3項，核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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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件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原告（亦即○○實業公司）同意委託

代銷公司（亦即○○○公司）印製、散發其「紐約第五街」之銷售廣告，

其既明知本案建造執照未申請興建夾層之許可，又隱匿該訊息，乃依前揭

規定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於建物銷售廣告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B. 系爭廣告係經原告同意後始印製，且原告為建築業者，為參與市場競爭，

從事交易之事業，自負有維護公平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利益之義務，建

設公司於委託他公司代為行銷廣告時，自應對其代為設計、製作之各類廣

告及印刷品，負有管理及監督責任，以免造成消費大眾之錯誤及期待，不

得以該業務委託他人為之而排除其行政責任。 

C. 按預售屋之交易特性，消費者與建商進行交易時，尚無成屋可供實地參

觀，消費者幾乎完全依憑廣告來認識其所購建物之環境、外觀、坪數、隔

局、配置、建材設備等，建商所為之預售屋廣告若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情事，將導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影響消費者權益。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對商品廣告之規範，係為避免因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

告，造成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識與決策，不因交易相對人得於承購前親赴

現場洽詢或得以查證廣告內容而有不同。 

(3) 本文見解49 

A.與購屋者相較，售屋者之資訊蒐集成本明顯偏低，應予以提高 

本文此處謹以前揭「法律經濟分析」方法（詳圖 1）予以論述如下：如圖 1 所

示，其分析對象為本件預售屋之「購買人」與「出售人」兩權利人，為簡化起見不

考慮其相關「社會成本」，亦即採「個體」之分析觀點，其中，縱軸代表現行預售

屋交易制度下「購屋人」與「售屋人」之「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簡稱 MR 與

MC），而橫軸則代表該兩權利人之權利保護程度（以%表示），兩者關係呈現「互

斥」狀態（亦即購屋人之 MR 即為售屋人之 MC）。依據「邊際均等原則」（亦即

MC＝MR），則 P0 即為兩曲線之交點，代表「購屋人」之保護程度，此點亦代表保

                                                      
49 相關見解可參陳忠五，「不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上）

（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期，66-87；第 3期，70-9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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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 適程度」，茲因於現行制度設計下，「購屋人」之資訊取得成本，其相較

於「售屋人」而言，係處於不對稱（不利益）之地位，為符公平正義原則，簡言

之，應讓「售屋人」支付較高成本，於是，其邊際成本曲線（亦即 MC 曲線）將會

向左上方移動而為 MC′曲線，茲進一步假設雙方之邊際效益（亦即 MR 曲線）維持

不變情形，則「售屋人」之「權利保護 適程度」（亦即 P0）將減為 P0′，此意味

著其保護程度將為下降，其反面解釋則應「提高」「購屋人」之權利保護程度，蓋

兩者觀關係如前所述，係屬「互斥」關係，則經由修改相關法律，應可實現提高

「購屋人」權利保護密度之旨意。 

基上所述，為確保「購屋人」之權益，本件廣告主（亦即原告）應不得以該廣

告業務委託已委託代銷公司為之而排除其行政責任。 

B.夾層屋非屬合法性建物，其購買人之違規風險負擔顯高於出售者 

按夾層係指夾於樓地板與天花板間之樓層，依建築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30 條

及第 39 條規定，建築物如須興建夾層，亦即所興建夾層屋若欲為合法建物者，則

須於申請建造執照時即提出申請，並經審查許可，故其申請「時機」甚為重要，再

由建築法相關規定以為准駁之基準。或者欲於「日後」申請者，則應於先前所和定

之法定容積率內依法辦理變更設計，而不得增加其「容積率」。至交屋後承購人所

取得使用執照之房屋，係屬「已竣工」之建築物，若欲興建夾層進行二次施工，即

屬於原建築物增加面積之增建行為（亦即增加「容積率」），依法請應領建造執

照，原則上，鑑於建物安全以及住戶生活環境品質維護，均不會獲准。於是，倘承

購人未依法請領建造執照，即行二次施工興建夾層，則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規定，

依同法第 86 條規定，將遭受罰鍰及勒令停止或強制拆除之處分。從而，本件此一

違規處罰風險顯由「購屋人」負擔，相對地，售屋人只要能夠完成交易相關手續，

根本毋須負擔之，顯有悖前文「公平正義」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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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預售屋交易制度下「購屋人」與「售屋人」之權利變動與保障密度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2. 「住辦合一」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 爭點所在 

A. 「住辦合一」是否屬廣告內容之一部 

B. 「不實廣告」之構成要件為何 

(2) 法院見解-行政法院判決 88 年度判字第 94 號（原告之訴駁回） 

A. 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原告（亦即○○實業公司）於廣告上稱

「住辦合一」、「附贈居家小家電：配備整體檯面式歐化廚具……」，並

於所附平面配置參考圖規劃臥室、餐廳、廚房等設計，足使人誤認系爭建

物具有合法之住家性質，顯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情形，有違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稱其於銷售現場強調系爭建物係一般事務所性，消費

者購買之始即知其用途云云，並不足否定系爭廣告有前述不實之情事，乃

命其立即停止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B. 原告與○○○公司間之合約，原告應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廣告內容，依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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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預售屋廣告內容多由建商提供，系爭建物可否供住辦合用，如非興建

該屋之原告所提供，製作廣告之○○○公司如何得悉該項資料，參以原告

經理所稱本案須強調住辦合用等功能，益見原告知悉廣告內容，當屬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範對象。 

C. 該條項所稱事業之廣告，不論該廣告係該事業自行製作，或委託他人製

作，該事業均應就該廣告負其責任，此觀同條項第 3 項另規定：廣告代理

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

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自明。系爭廣告雖係原告委託○○○公司製作，然廣

告內容係原告之產品（其所興建之建物），廣告上亦標明為原告投資興

建，即屬原告之廣告，原告自應對廣告內容負其責任，該廣告如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情形，原告縱無故意，亦難謂無過失，仍應認其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D. 原告委託○○○公司廣告之契約中有否要求該公司之廣告內容不得有違背

法令之行為？該公司所為廣告是否違反契約？係原告與甲山林公司內部問

題。系爭建物係由原告自銷或委由○○○公司代銷？製作廣告之○○○公

司有否受罰，均與原告應對系爭廣告負責無關。 

E. 本案 83 建 481 號建照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3～10 層用途為一般事務

所則不得兼作住宅使用。」原告卻於預售屋廣告上稱「上班族輕鬆小居

家」、「住辦合一」、「不僅是住家，也可當成辦公室；在寸土寸金的市

中心裡，難得找到住家與商辦機能齊備的使用空間，一屋兩用，效率加

倍」、「附贈居家小家電：配備整體檯面式歐化廚具……」等，並於所附

平面配置參考圖中規劃臥室、餐廳、廚房等設計，有廣告影本附原處分卷

可證，足使購屋者產生系爭建物可作合法住家使用之誤認，其廣告顯有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情事。 

(3) 本文見解 

A.「住辦合一」應屬系爭廣告內容之一部 

按系爭廣告上固未明載系爭建物核准「合法用途」為住宅，但衡諸常情，廣告

上所表示之用途，應係合法用途，再者，該廣告所附贈品雖可供辦公室使用，但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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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指明為居家用，配置圖雖亦僅供參考，與附贈品縱非將來客戶購買系爭建物之

契約內容，但上開廣告內容，顯示原告就系爭建物有供住宅使用之規劃，自足使人

誤認該建物可合法供住宅使用，再者，本件購屋者屬一般消費者，依社會通念，其

並非精通建築法令者，亦非均熟知依現行建築法令不可能同時核准「住宅」、「辦

公室」2 種用途，是不應予以苛責，則「住辦合一」屬系爭廣告之「內容」而為其

一部，應無疑義。 

B.本件廣告內容已符「不實廣告」之構成要件 

按原告聲稱於銷售現場已提供建造執照，其消費者（購屋者）已可知其核准用

途為一般事務所性質，並非可供作住宅使用，亦即系爭廣告並不符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等情事。惟依前所述，所謂廣告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

者，其構成要件包括下述 3 項，只要符合之即該當：1.以標示或廣告的相對人有受

到錯誤之虞為已足；2.標示或廣告須足以誤導相當數量的行為相對人；以及 3.標示

或廣告有使行為相對人在重要事項上受到誤導之虞。按現今廣告之「影響力」可謂

「無遠弗屆」，質言之，其受影響者當不在少數而達「相當數量」，兼以不動產價

值高昂，且一人一生中從事不動產交易之次數有限，是購屋應屬「重要事項」無

疑，且只要購屋者有受到廣告內容影響「之虞」者，即已符合上開要件。於是，原

告於為「住辦合一」等廣告，難謂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其廣告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原告縱無故意，亦當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是本文肯認行政法院之見解。 

3. 成屋履約保證與廣告不實 

(1) 爭點所在 

A. 鑑於不動產交易特性，原告（亦即其仲介公司）對廣告內容是否應採無過

失責任主義 

B. 「零風險」之成屋履約保證是否屬其事業之「服務」 

(2) 法院見解─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 96 年度訴字第 03284 號（原告之訴駁回） 

A. 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主張

其已就「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及所保障之風險範圍於廣告中清楚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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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說明，不實廣告之情事，亦未達「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之大眾之

認知標準，也無任何致消費者誤會而有不公平交易之疑慮云云。惟查本案

檢舉人執以向被告檢舉之網站及報紙廣告並未載有原告嗣所稱之「專責保

管、降低風險」、「價金專戶控管、更有保障」、「一手交錢、一手交

屋」及「違約價金處理、公平公正」等文字與相關說明，可見原告所稱之

相關廣告文宣並非前開檢舉人執以向被告檢舉之網站及報紙廣告，其內容

既不相同，原告主張其已就「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及所保障之風險範圍

於廣告中清楚、具體、無可質疑、不容誤解地表示、說明等情，顯與事實

不符。復依第 21 條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及第 6 點規定，「虛偽不實」係指

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

與事實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

本案系爭廣告宣稱「履約保證」，並佐以「銀行出面保證」、「負責應有

的賠償」及「風險歸零」等文字說明，足令一般交易相對人對之產生錯誤

之認知與期待，此由本案檢舉人之陳述亦足以證明。本案檢舉人之一為房

屋仲介業者，向被告陳明於執行仲介業務過程中，其客戶均相信原告之廣

告具有保證效果，該房屋仲介業者不願因原告之誇大誤導而使己方處於競

爭劣勢，爰向被告檢舉原告之不實廣告與不公平競爭行為。是系爭廣告足

以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之程度，並非如原告所稱僅限少數個案，其影響所

及，非但損害因相信系爭廣告而產生錯誤認知與期待之一般消費者權益，

對於相關不動產仲介市場之守法同業及交易秩序，亦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實已嚴重損及公共利益。 

B. 原告以提供房屋買賣仲介為主要服務，然系爭廣告之訴求，為整體服務之

部分，自不能因該附帶服務違法，而排除於原告提供之服務範圍外。因

此，原告於系爭廣告宣稱「付款安全保障─成屋履約保證」、「由銀行出

面保證買賣雙方產權／付款安全，並由○○建築經理公司，以公正第三人

角色處理所有事項，如果交易過程中任何一方有違約的情事發生，經查證

屬實，則銀行將出面，負責應有的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零」，核屬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第 1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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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 本文見解50 

A.原告（亦即其仲介公司）對廣告內容應採無過失責任主義 

原告認為其所印製之「成屋履約保證」、「客戶須知」文宣資料，均提供交易

雙方，各分店亦備有「○○成屋履約保證流程圖」等圖說資料，報章媒體更有大篇

幅報導，對於一般大眾對於「成屋履約保證」已有所認識。實則，該等文宣資料與

流程圖，甚至是媒體報導僅就成屋履約保證之標題或流程提出說明，對於成屋履約

保證之實質內容以及範圍仍無明確說明，一般潛在消費者無法直接而具體地確認成

屋履約保證的真實意義，故原告應積極主動的明確說明或澄清成屋履約保證之內

容，並於消費者委託仲介時，以專人進行成屋履約機制的說明，始足當之。 

於本件中，所稱「履約保證」之說明，在交易上屬於已確定或可得確定，客觀

上可向仲介業者查證以確定其真偽，則該廣告之內容即成為契內容之一部分，然

而，對於「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的陳述，是否可以解為「交易上可容許之吹

噓、噱頭或誇張」51，而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本文認為應有討論之餘地。蓋

不動產買賣依據一般社會通念皆可認識其將發生風險之機會相當高，且不動產交易

價值相當高，當事人似乎應具備更高的注意義務，雖說「購屋者」是否真會受到該

文字之說明而真正認知該仲介業的履約保證將達「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進一

步直接影響其進行交易之決定（意願），仍有待釐清。然而，鑑於不動產交易特性

（資訊不透明以及金額龐大等），兼以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具「零風險」成屋履約保

證此一新制度普遍不清楚，是其所承擔「不確定」之風險自顯高於不動產仲介公

司，為符合風險均攤原則，課予「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注意義務較

高之責任，應無疑義，是本文認為本件對於原告之於「成屋履約保證」採取無過失

                                                      
50 相關見解詳參何彥陞、陳明燦，「論我國成屋履約保證與不實廣告-兼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公處字第 096075號處分書」，公平會，公平交易季刊，第 17卷第 1期，175-219，2009。 
51 學者陳忠五認為，我國傳統商業習慣上普遍存有「無商不欺」而將其商業廣告內容視為商業

交易上可堪容許忍之吹噓、噱頭或誇張，但此不合於「提供充分正確消費資訊」，可資贊同，詳

參陳忠五，「不實廣告與夾層屋買賣契約─實務上相關判決之綜合評釋（下）」，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91，1999。又，關於商業廣告內容可為「例外」視為商業交易上可堪容許忍之吹噓、噱頭
或誇張者，學者劉孔中認為係指：1.善意使用字己姓名作為標示或廣告；2.具有準財產價值的標示
或廣告；3.業界使用標示或廣告的正當利益；以及 4.商標的使用，詳劉孔中，前揭書，見註 29，
241-244，2003。 



 論我國不動產經紀業不公平競爭相關法律問題 171 

責任主義之論點，應可資贊同。 

B.「零風險」之成屋履約保證應屬廣告契約之內容而為其事業之「服務」 

本件對於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而言，我國成屋履約保證未如美國

制度有產權保險機制的配套，因此對於物之瑕疵、產權保障無法完全兼顧。此等重

要的差異涉及不動產交易重大事項，原告自應於網站上予以說明，而非消極的說明

「付款安全保障–成屋履約保證」，即認其已說明成屋履約保證為「付款」保障而

已。另外，檢舉人所指「銀行將出面負責應有之賠償，真正將所有的風險歸零」等

文字未完全揭露銀行保證之條件或限制一事，原告確實須負有資訊未揭露的責任，

由於網站上之資訊僅有正面意義之內容與成屋履約保證之效果，並未說明成屋履約

保證的重要保障範圍，該等範圍的界定涉及整個成屋履約保證機制的核心價值，因

此，原告應於網站上進行說明，以減少資訊不對稱之情形。 

於本件中，原告在網站中強調成屋履約保證之功能與效用，對於成屋履約保證

之完整內容應有告知情報之義務，但似乎必無明顯揭露該等重要資訊，而原告又為

資訊之優勢者或專業者，購屋者無法獲知相關知識，故廣告內容應視為契約內容以

衡平雙方之地位落差，亦即原告不得以其僅係廣告並非契約之一部分歸避責任，復

依據上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之意旨，系爭「零風險」成屋履約保證應屬原

告事業之「服務」範疇。 

(二) 不公平競爭行為之禁止 

1. 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金始提供契約書供購屋人審閱 

(1) 爭點所在 

A. 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行政介入須否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前提 

(2) 法院見解─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91 年度訴字第 155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A. 本件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原告（亦即○○建設公司）之接待

中心現場並無公告、展示空白契約書樣本供購屋人審閱或自由取閱，及至

被告調查人員一再要求審閱契約書，始另行取出契約書樣本供現場審閱，

若要攜回則須給付對價，原告並強調向被告人員收取保留金係屬個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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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該公司均會要求購屋人須給付定金始能審閱契約。又系爭契約書

記載「本契約於簽訂前業經甲方攜回審閱 5 天以上（少於 5 天者自認無異

議）」等語，乃原告事先單方擬定之定型化約定事項，購屋人須於給付定

金或簽約前始得知悉，然當時購屋人業已處於弱勢之不利地位，倘對契約

內容有所異議，而原告未能接受或甚至堅持依既定內容簽約，則購屋人將

有被沒收定金之虞，致購屋人無法依其意願修訂契約內容，是原告要求購

屋人須給付定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之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經被告衡酌原告違法行

為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危害交易秩序持續期間、經營狀況、市場

地位及配合該會調查態度等事項，乃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命原告自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並處罰鍰 20 萬元。 

B. 原告不服原處分，訴稱系爭房屋已興建完成，有特定實體可供購屋人依實

際建材、空間面積、施工品質、公共設施及隔間等條件實地瞭解，進而決

定是否購買，此與預售屋之買賣型態有別。且原告所擬就之房屋買賣契約

書，前文即以粗體字載明「本契約於簽訂前業經甲方（即購屋人）攜回審

閱 5 天（少於 5 天自認無異議）」，且此項記載位置與首頁購屋人之簽名

處密接，足證其已明確告知購屋人契約審閱權限，至其收取定金係因購屋

人有意承買房屋而為限制其就購屋人指定之特定房屋不得再由其他客戶銷

售，且其在收取購屋人定金後，仍遵守合約有關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是

其於爭取交易機會之過程中，並無使用欺罔或顯失公平之不正當手段，更

無濫用市場地位使交易相對人接受其不公平合理之交易條件。 

(3) 本文見解 

A.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行政介入，不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前提 

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所規定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應斟酌公平交易法為「經濟法」之特性，並須考量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52，

                                                      
52 按公平交易法第 1 條之立法意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以及促進

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等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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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肩負維護良善之「經濟交易秩序」應其主要立法意旨。就本件以論，若其

手段已屬之不法，申言之，其藉由議約地位之「優勢性」，此從整體經濟發展及公

共利益而言，已違背公序良俗之本質，更嚴重者，亦已妨礙同業競爭者之公平競爭

或使其交易相對人不能為正確選擇，而合致於前揭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規定。再

者，就市場地位以論，應非僅從交易數量、金額多寡或市場占有率作為市場力量之

判斷基準，而應就個別具體事件，考量雙方在交易條件上是否對等，是以，交易行

為不論在事業與事業間之競爭關係應受規範，即在事業與消費者間交易關係亦應同

受規範，故禁止契約當事人利用地位之不對等，事實上與市場優勢地位之濫用禁止

殊途同歸，皆在維護整體交易秩序，應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用。 

再就本件而言，原告（亦即○○建設公司）雖於買賣契約書之前文即以粗體字

載明「本契約於簽訂前經甲方（即購屋人）攜回審閱 5 天以上（少於 5 天自認無異

議）」，且此項記載位置與首頁購屋人之簽名處密接，惟上開契約之記載事項為原

告單方事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購屋人給付定金後，如不簽約購買，即不易取回定

金，因之斯時再審視該定型化約款，已處於弱勢之不利地位。又，購屋人於簽訂買

賣訂購單並給付定金後，原告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攜回審閱。按書面契約之條

款，除價金及坪數確定外，購屋人對其他交易事項均無所知，相對於購屋人而言，

原告擁有資訊遠多於購屋人，契約當事人地位顯不對等，原告利用購屋人不續簽正

式契約，定金可能遭沒收之虞，使購屋人作成交易決定，顯係違反上開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規定意旨。又，本案處分之意旨係在於原告利用其與購屋人不對等之契約

地位，要求購屋人給付定金方可攜回契約審閱，並非因原告不允檢舉人因私人事由

解除契約，而予處罰，實與公平交易法介入民事契約無涉。 

2. 未告知打算購屋者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 

(1) 爭點所在 

A. 不動產仲介公司未主動告知交易相對人可選擇內政部頒訂之要約書，是否

屬欺罔行為 

(2) 法院見解─最高行政法院判決 91 年度判字第 1453 號（原告之訴駁回） 

本件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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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相關會議決議與行業導正內容，卻不於交易相對人簽訂「委託議價契約書」時主

動以口頭告知或提供要約書予交易相對人使其有選擇機會，而直接以其自備之「委

託議價契約書」與交易相對人簽約，並僅於備註欄中以較小之字體簡要記載「本公

司備有內政部頒訂之要約書可供台端選擇」，亦未就「要約書」之具體內容加以說

明，遑論有以另份書面文件供消費者簽署，使消費者得以充分了解「斡旋金」與

「內政部版要約書」間之差異及替代關係。核就交易資訊原即處於明顯不對稱地位

之買方而言，本無從藉由上訴人於「委託議價契約書」備註欄簡單、抽象式之記

載，而得悉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差異及替代關係，自無從行使其選擇權，檢

舉人○○○雖有於「委託議價契約書」備註欄以外的地方簽名或捺指印，但備註欄

內未見有○○○所留任何之筆跡或署押，自無從證明其已知悉該備註事項，足見上

訴人於向消費者提出斡旋金要求時，未同時明確告知或提示消費者得採用內政部所

訂定之「要約書」及其具體內容。 

(3) 本文見解 

A.不動產仲介公司未主動告知交易相對人可選擇內政部頒訂之要約書，應屬欺罔

行為 

經查原告委任之代理人○○○於到被告機關（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陳述時曾

表示，檢舉人自始至終均未要求上訴人提供內政部版要約書，因此上訴人尚無機會

告知該要約書之具體內容，惟上訴人於委託議價契約書之備註一載明「本公司備有

內政部頒訂之要約書可供台端選擇」，並由檢舉人簽名確認，倘檢舉人主動要求進

一步審視內政部版要約書，上訴人當樂意提供，並加以解說云云。上訴人實際上並

未提供要約書予檢舉人○○○閱覽及選擇，其原因為檢舉人並未要求，故上訴人所

稱確實依法提供要約書供○○○選擇之詞，與事實不符。 

又，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行為難謂已善盡仲介業者之告知義務，

已構成隱瞞重大交易資訊，蓋其不「主動」於交易相對人簽訂「委託議價契約書」

時告知或提供要約書使其有選擇機會，而以其自備之「委託議價契約書」與交易相

對人簽約，並僅於備註欄中以較小之字體簡要記載「本公司備有內政部頒訂之要約

書可供台端選擇」，足見已屬對交易相對人之欺罔行為，並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程度，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應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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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金收據並支付斡旋金之資訊 

(1) 爭點所在 

A. 不動產仲介公司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是

否屬欺罔行為 

(2) 法院見解─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 96 年度訴字第 01348 號（原告之訴駁回） 

A. 本件被告（亦即公平交易委員會）曾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於第 5 點規定：「本條所稱交易秩序

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

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序。

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

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

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

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

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

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第 6 點規定：「本條所稱欺罔係對

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

從事交易之行為。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

要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

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可能）為判斷標準，同時衡量

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之注意程

度為判斷標準），此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自

亦得援為本案判斷之參考。 

B. 本件被告以原告（亦即○○不動產仲介公司）於 93 年 11 月 29 日與檢舉人

簽署房地產委任代理銷售契約書，檢舉人將臺中縣大甲鎮○○段 481、482-

1 號土地及 482 號土地，委請原告代理銷售；同年 12 月 9 日買方○○○欲

以每坪 8 萬 5 千元購買臺中縣大甲鎮○○段 481 及 482-1 號 2 筆土地，並

與原告簽署斡旋金收據及繳交斡旋金 30 萬元，委託原告代為向檢舉人議

價；原告知悉買賣雙方當事人出價，且○○○出價高出檢舉人委託銷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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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達 540 萬元等資訊，卻未本於仲介業者應信實服務居間協調買賣雙方完

成交易，反與檢舉人於 94 年 1 月 2 日另外簽訂 481、482 及 482-1 號等 3

筆土地，委任銷售總價為 2,760 萬元之房地產委任代理銷售契約書（原處

分卷第 241 頁），居間洽得 2 位買方，相鄰土地之價格差距近 3 倍，均與

賣方利益相牴觸，原告主張其未隱匿任何交易資訊，而係賣方自願同意云

云，有違一般經驗法；則原告於從事仲介交易過程，利用其業務上享有之

資訊優勢地位，以欺罔手段隱瞞檢舉人有關已有買方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

付斡旋金之資訊，與房屋仲介業者首重資訊透明、信實服務的行業規範背

道而馳，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核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而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3) 本文見解 

A.不動產仲介公司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應屬欺

罔行為 

按房屋仲介交易過程中，房屋仲介從業人員因業務關係，自買、賣雙方獲得價

格資訊，為 明瞭買賣標的物價格資訊者，倘利用交易資訊上之優勢，隱瞞重要交

易資訊，並輔以欺罔手段詐騙當事人，此與房屋仲介業者首重資訊透明、信實服務

之行業規範乃屬背道而馳，將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之虞。於本件中，原

告利用其業務上享有之資訊優勢地位，以欺罔手段隱瞞賣方（即檢舉人）有關已有

買方○○○願以更高價格購買 481、482-1 號 2 筆土地之交易資訊，已形成資訊不對

稱之情形，更何況原告係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易獲不動產買、賣雙方之資訊（尤

指不動產之特性與價格等），而買、賣雙方所獲資訊皆由其提供，雙方甚且不認

識，更無資訊傳遞可言，此時，若不動產仲介者運用其業務之優勢而從中牟利，並

不困難，而買、賣雙方卻無可得而知，甚為不公平，是應屬欺罔行為，本文贊同行

政法院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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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不動產經紀業依不動產經紀業條例第 4 條第 4 款之規定，係指經營不動產仲介

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商號，此亦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以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所分稱之「事業」與「企業經營者」。由於不動產經紀業有其獨有之產業特性，

不動產的價值較其他商品為高，交易金額動輒數百萬元。多數消費者一生中可能僅

有一次或是二次的交易經驗，相當缺乏實務上之專業知識。此外，不動產交易所需

要的資料繁雜、過程相當冗長，因此耗日費時，大部分民眾或消費者之經驗不足，

故對於不動產交易的資訊不易掌握，而專業不動產經紀業者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按不動產經紀業條例之目的在於管理不動產經紀業，建立不動產交易秩序，保

障交易者權益，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該條例對於正確訊息的提供、商業

行為之約束等有具體之規定，此外，公平交易法對於「房屋仲介業」亦有適用之情

形，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標示行為之

規範；或是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房屋仲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態樣，有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

替代關係、未主動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以及賺取差價等，其中均涉及了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與第 24 條之立法意旨。 

本文就具有參考價值之判決進行簡要評析與檢討，其中包含： 高行政法院判

決 87 年度判字第 255 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3284 號、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15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1348 號、 高行政法院判決 91 年度判字第 1453 號、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

度訴字第 155 號判決。本文發現主要的爭議在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商品廣告

之禁止」，其中含有：建物銷售廣告上對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表徵；「住辦合一」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以及成屋履約保證與廣告不實

等態樣。 

另外，在不公平競爭行為禁止之情形，例如「銷售房屋時，要求購屋人須給付

定金始提供契約書供購屋人審閱」；「未告知打算購屋之人得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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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書」；以及「隱瞞有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斡旋金之資訊」三種態

樣，對此，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可就不動產資訊揭露與廣告行為的真實性規範進行更

具體與細緻之規劃與檢討，並據以修改不動產經紀業條例與公平交易法相關條文，

以提升不動產交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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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公平交易委員會 89 年至 97 年 10 月不動產交易案例 
彙集整理 

第一種類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處分案 

壹、工業住宅53；貳、國民住宅；參、建築物座落地點；肆、不動產面積54；

伍、建築物外觀、設計、格局配置55 14 件；陸、建材設備；柒、公有公共設施或交

通道路56 27 件；捌、外在環境、視野與景觀57 5 件；玖、夾層屋58 10 件；拾、停

                                                      
53 憲朋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憲宏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雙橡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案、三

傑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巨將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於銷售屬科技工業區之「藏金閣」案、德耀建設企

業有限公司於「文化舞集」案、居意建設事業有限公司於「台北 BINGO」案、瓏山林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於銷售「四季紐約」案。 

54 正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TIME時代會館」建築物廣告不實案。 
55 住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園舞曲」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正第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大

安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太平洋商務中心」建築物廣告不實

案、宏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美麗河畔」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長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

「新億城植物園別墅」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永富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松江路永富邑」建築物

廣告不實案、嘉泰開發建設有限公司銷售「又見春天」建築物廣告不實案、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銷售「麗晶世紀總裁」建築物廣告不實案。精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美麗新世界」、宏普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環宇富達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北光點」、住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銷售

「西班牙水花園」、瑋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與晨佳實業有限公司於「微風 Villa」預售屋、興富
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齊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海天 2 部曲」、真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第
來亨 NO.78晴光 Diamond」預售屋。 

56 裕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薄荷社區」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帝士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摩
天鎮」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雍德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銷售「紅樹林」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長億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銷售「綠葉山莊」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歡喜城」建築物廣

告不實案、旭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一九九四年生活態度青年獨麗國」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玉

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中泰博市」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尚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中正公

園館」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全盈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白雲山莊」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友友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五甲天廈」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有鴻建設有限公司銷售「領袖城堡社區」建

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雲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東帝士山海觀」建築物廣告不實，暨對預售屋未售出部

分逕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京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河堤公園大廈」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日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大將軍山莊」建築物廣告

不實案、翁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尊爵─永安尊邸第二期」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宜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銷售「東家創世紀」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富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凱悅」建築物

廣告不實案、皇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皇翔維也納」建築物廣告不實案、佳瑞建設股份有限公

銷售「台北雪梨新菁英海景渡假行館」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成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極上の

湯」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太廣股份有限公司「綠景莊園 濱湖．溫泉．雙併大別墅」、群家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湯宸」帝王溫泉渡假湯屋建物廣告、亞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亞昕 101」建案、甲士林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摩納哥」建案、亞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亞昕水花園」、興富發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春天戀人」建案、寶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花都」建物廣告。 
57 兆雄建設有限公司銷售「東方伯爵」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雲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台中京華

大鎮」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博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和廣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副都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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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59 3 件；拾壹、建造執照尚未核發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拾貳、納骨塔廣告使

人業經核准啟用、開發等；拾參、廣告表示建築物之用途與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不

符60 5 件；拾肆、廣告上標示之獲獎情形與實際不符61 2 件；拾伍、廣告上標示之

優惠內容與實際不符62 3 件；拾陸、房屋仲介廣告63 11 件；拾柒、其他64。 

                                                        
廣告不實案。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甲山林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於

「信義香榭 Gallery」建案廣告、竹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理想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竹城京都」
建案。 

58 富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海悅假期」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康福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銷
售「康福潭天天廈」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康和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紅樹林」建築物廣告

不實案、佛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當代五合院」建築物廣告不實案、總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文心高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展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第來亨 No.65 晶鑽新第」
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元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京王」建築物廣告不實，暨不當限制購屋人審

閱契約，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居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第來亨 NO.69
吉鑽新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暨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

為案、寶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寶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住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敦南水都

湯泉」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居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新第來亨建築 No.61 寶鑽新第」建築物
廣告不實，暨於購屋人簽約後未及時交付契約書予購屋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案。 
59 聚合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帝景莊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案、弘家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銷售

「弘家藝術」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振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振堡懷石」建案。 
60 恒拓建設開發有限公司銷售「台灣新故鄉」建築物廣告不實案、興三聚開發建設有限公司銷

售「御品 Villa透天莊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東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東陞米蘭楓上」建築
物廣告不實案、宏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濱湖高第」建築物廣告不實案、一翔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銷售「嘉興公園」建築物廣告不實，暨未於契約書揭露公共設施所含項目、持分面積或分攤

之計算方式等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61 日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日紡麗景」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漢神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銷

售「傳家堡」建築物廣告不實案。 
62 環泥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精華 DC」建築物廣告不實案、鑲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銷

售「龍門經典」建築物廣告不實案、永信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文化典藏」建築物廣告不

實案。 
63 興宸房屋仲介有限公司「35 坪贈車庫」廣告用語不實，及於從事房屋仲介交易，提出斡旋金

要求時，未告知消費者得選擇採用內政部所訂定之「要約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案、房地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稱「同時發佈 200,000 筆出售、出租物件為全省之冠」不實，
暨榨取他事業網站所登載之不動產租售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資料，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案、城居有限公司未於店招及廣告看板上明顯處標示「加盟店」字樣，就其提供服務之主

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富業房屋仲介有限公司未於店招及廣告看板上明顯處標示

「加盟店」字樣，就其提供服務之主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

公司宣稱不實之房屋成交紀錄，就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太平洋房屋仲介股

份有限公司就加入所謂聯賣仲介服務之家數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葉俞麟君 即誠信房
屋仲介行就其所提供仲介服務之建物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

限公司宣稱「成屋履約保證」、「風險歸零」，就其服務之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宣稱「天下雜誌 500大服務業調查．信義房屋連續 11年獲得
經紀類第一名」等語，就其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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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類型：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處分案 

壹、不當限制購屋人審閱契約65 7 件；貳、隱瞞重要交易資訊；參、未於買賣

契約書中載明土地移轉年度或日期；肆、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公共設施所含項目

及分攤之計算方式；伍、建築投資業者指定貸款銀行；陸、對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

自變更設計，增加戶數銷售；柒、建築投資業者要求購屋人繳回契約書66；捌、房

屋仲介業者未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67 21 件；玖、

房屋仲介業者賺取差價68 5 件；拾、房屋仲介業者不當收取多次服務費；拾壹、其

                                                        
公司宣稱「房屋網站流量最大」，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信義房屋仲

介股份有限公司於其所散發之海報上宣稱「各項調查都是房仲業第一」、「擁有全國最大房屋成

交資料庫」、「（信義房屋是）買方買屋的首選，是第二名的 5倍」。 
64 東雲股份有限公司、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85 國際廣場」廣告宣稱「2 年包租，回報率高

達 16% 保證」不實，暨未於買賣契約書中載明公共設施所含項目及分攤之計算方式，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南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上就其建設出售之「福爾摩沙」建

築物之整體居住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台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台基富貴專

案—專案權益規章」列載異業結盟飯店，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於廣告上就其建造出售之「空中別墅」建築物宣稱承購戶之職業社經背景與事實不符，就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案。力漢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廣告摺頁刊載「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字樣、標章與網址。 
65 合基建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展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案、達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樺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欽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案、萬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66 豐豪建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 
67 工信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碩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友義房屋企劃事業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言信房屋仲

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宏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行為案、蝸牛族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巨鼎綜合開發有限

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名佳利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凱

育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聯心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金日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周顥

宗君即雙贏企業社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滿天廈廣告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東方房屋仲介有

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富鼎泰開發事業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

行為案、光大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僑茂房屋仲介股

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極上不動產行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林致嘉君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愛河不動產有限公司於從事

房屋仲介交易。 
68 浤緯國際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泉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行為案、龜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郭禮財君即天下房屋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寶富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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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69 2 件。 

                                                        
案。 

69 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鴻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之「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中對於
「委託期間」之記載，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案、寶田好房屋仲介有限公司隱瞞有

一買方已簽署「斡旋金收據」並支付 30萬元斡旋金之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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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stitution Analysis of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Management Act” and 

Related Issues of Unfair Competition in Taiwan 

Chen, Ming-Tsann * 

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ing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and rights 
of real estate have also become more intricate. Moreover, under the situation where there 
is a shortage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of data is lacking, it is easy for 
information to be asymmetrica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n focusing on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business mainly discuss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unfair competition by consider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egal 
analysi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ler and buyer by engaging in 
transactions of real estate, this research first analyzes the regulations in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Management Act” and the “Fair Trade Act” (especially § 21 and 24). The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ated judicatures of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ve Court” and the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s as a case study. After performing the analysis, due to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ced by buyers engaged in transactions of real estate as 
mentioned abov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o 
clearly define the meaning of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as well a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he authority 
to establish a related mechanism that can prohibit unfair competition among brokerages 
transacting real estate in Taiwan. 

Key words: Real Estate Brokerag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Unfair Competition, Real Estate Brokerage Management Act, Fair Trade Act, 
Judicature of Administrative Court, Legal Institu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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