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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1 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HTC One E8 手機保護
套及 HTC One M10 手機保護套，宣稱「台灣製造」
、
「0.3mm
」及「防水印紋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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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被檢舉 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2 月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
站銷售 HTC One E8 手機保護套（下稱 E8 保護套）及 HTC One M10
手機保護套（下稱 M10 保護套）
，廣告載有「台灣製造」
、
「0.3mm」
及「防水印紋路設計」，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一、查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以「小港數位 3C」名義
設立賣場，另經本會 106 年 6 月 19 日上網查詢，
「小港數
位 3C」賣場共銷售四千餘件商品，並有三千餘則由買家提
供之交易評價，是以被處分人經常性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
站從事商品交易，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
規範之「事業」
。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銷售 E8 保護套及 M10 保護
套，廣告刊載「台灣製造」
、
「0.3mm」及「防水印紋路設計
」等語，予人印象案關商品為我國製造，且厚度為 0.3mm
，並有防水印紋路設計。惟民眾購買後實際收受之商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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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品外包裝標示「委製造商：太森企業」及「產地：中
國」
，且厚度以尺量測非屬 0.3mm，亦無防水印紋路設計。
復據委製造商太森企業有限公司表示，本案商品為其生產
製造，民眾所購得之商品屬一般保護套產品，非 0.3mm 及
防水印紋路產品，且被處分人亦無法提供相關事證佐證廣
告宣稱有據，是以案關 E8 保護套及 M10 保護套廣告內容與
實際情形不符，係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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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至有關被處分人辯稱其並未銷售太森企業有限公司產品，
民眾所購商品非其所銷售乙節。查民眾提供之購買明細，
其賣家確為「小港數位 3C」，並有被處分人之姓名、訂單
編號、物流編號及取貨編號可稽，復經對照民眾超商取貨
之明細資料，其寄件人、取件人、消費金額及相關條碼資
訊皆與訂單相符，爰尚難認民眾所附資料有不符情事。另
經本會逕向被處分人「小港數位 3C」賣場購買案關商品，
M10 保護套與民眾收受之商品相符，為太森企業有限公司
委製，是被處分人稱民眾所附資料非其銷售云云，尚難認
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處分人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E8 保護套
及 M10 保護套，廣告載有「台灣製造」
、
「0.3mm」及「防水
印紋路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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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
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
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民眾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向「小港數位 3C」購買 E8 保
護套 M10 保護套之訂單資料及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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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 106 年 1 月 11 日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E8
保護套 M10 保護套商品廣告資料。
三、被處分人 106 年 2 月 23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3 月 31 日陳述
紀錄。
四、太森企業有限公司 106 年 4 月 19 日陳述書。
五、本會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向「小港數位 3C」購買 M10 保
護套之訂單資料。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一、公司。二、獨
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
人或團體。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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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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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2 號
被處分人：超吉優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673030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79 號 9 樓之 1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 美式加州
果昔」及「如，菓 FLAMBAGEL」二品牌加盟過程中，未於
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
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
用）」
、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POS 軟體租賃費、購買
商品、原物料之費用）」
、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
容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所有縣
(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
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
營關係之限制（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
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
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
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
、
「加盟契約
變更與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
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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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人 A 君來函略謂：
(一)104 年 6 月 14 日於「2015 年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大展-春
季展」與超吉優餐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洽
談，於現場繳付新臺幣(下同)10 萬元簽約金，並簽署加
盟權益簽約金憑證，但被處分人當日並未以書面、亦未
以光碟或其他電子媒體之形式提供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
費用(權利金計收方式，及經營指導、行銷推廣、購買商
品或原物料等費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
產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
件、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
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加盟契約變更與終止及解
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
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加盟
業主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理人之姓名及從事相關事業經
營之資歷等加盟重要資訊供審閱。
(二)104 年 6 月 23 日始收到被處分人郵寄之加盟合約，審閱
期間因故提出不加盟之要求，被處分人竟以其未履行加
盟合約為由，不退還 10 萬元簽約金。因被處分人未揭露
加盟資訊，以及簽約前即收取簽約金，爰提出檢舉。
二、 檢舉人 B 君來函略謂：
(一)其於104年6月13日台北加盟展遇被處分人招募Woogo
Juice 加州果昔（經查被處分人對此品牌名稱於加盟DM
稱WOOGO Juice、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
果 昔 ， 於 加 盟 權 益 簽 約 金 憑 證 稱 WOOGO CALIFORNIA
SMIOOTHIES 美 式 加 州 果 昔 ， 於 審 閱 同 意 書 稱 WOOGO
CALIFORNIA SMIOOTHIES，加盟合約封面所載品牌名稱為
WOOGO CALIFORNIA SMIOOTHIES、內文稱WOOGO，以下統
一稱為「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果昔」）
加盟，當下給付簽約金3萬元，後於6月20日簽訂審閱同
意書給付12萬8千元，6月30日正式簽訂加盟合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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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開始營運
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裝潢工
程等費用）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行銷企劃費用、
商品及原物料費用）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
及有效期限、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所有縣(市)同一
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
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
之限制（加盟店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
者定作，未揭露指定之規格；商品、原物料須向被處分
人進貨，未事先揭露品項名稱及數量規格限制資訊）等
重要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
其權益受損，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並對其他競爭同
業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三、調查經過
(一)經請檢舉人 A 君補充陳述：
１、加盟展現場被處分人有提供書面傳單（即加盟DM），
○○○君要求現場繳納加盟簽約金10萬元。
２、被處分人未說明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
之限制事項包括：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
定之人購買與須購買指定之品牌及規格、商品或原物
料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量、資本設備須向加盟
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與須購買指定之規格(僅列出
58萬元總費用)、裝潢工程之承攬施工者及規格(僅列
出30萬元總費用)。
３、104年6月23日始收到被處分人郵寄之加盟合約，合約
中始有部分應揭露之資訊，惟仍無「所有縣(市)同一
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與「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
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
證」等資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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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加盟合約第2頁所述，「乙方聲明甲方在其簽訂本合
約之前已清楚告知乙方且乙方充分了解『Woogo』加盟
體系之以下重要資訊：…」，被處分人大部分並未告
知，少部分說明也僅口頭告知。又加盟合約第17條第
10項約定，「乙方若有任何合約內規範項目之違約行
為，或任何非可歸責於甲方之原由而提前終止合約之
行為，乙方須以加盟金之三倍金額支付予甲方作為違
約賠償」，亦即倘不堪虧損決定歇業，須賠償90萬元，
此條文嚴重影響加盟意願，但未事前揭露。
(二)經請檢舉人 B 君提供書面說明、到會說明，以及檢舉人
B 君來函補充陳述：
１、有關被處分人洽談加盟過程加盟文件之提供情形：於
104年6月加盟展當下給付加盟簽約金3萬元，被處分人
僅提供加盟DM。加盟合約係於加盟展後以郵寄提供，
現場並未提供審閱，另五金用品估價清單明細、標準
設備採購清單直至審閱加盟合約時均未提供，而至開
店前始提供審閱。
２、被處分人未揭露之加盟重要資訊：
(1)開始營運前之資本設備費用及裝潢工程費用除原
告知之費用外，另有額外追加。
(2)加盟營運期間之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金額或預估
金額，係於簽約後開店第一天由所提供商品訂購單
得知。
(3)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
甲、商品、原物料之限制：所稱未揭露商品或原物料
品項名稱及數量規格限制資訊，係指商品、原物
料之費用金額於開始營業後始以訂單方式告知。
乙、裝潢工程之規格限制：所稱未揭露指定之規格，
係指因加盟店之面積近20坪，故需增加裝潢工程
致費用增加。
(三)經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
8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１、「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果昔」品牌
於104年2月開始招募加盟，當年度招募5家加盟店，截
至106年5月共有加盟店8家。
「如，菓FLAMBAGEL」品牌
於103年6月開始招募加盟，103年度招募4家加盟店，
104年度招募2家加盟店，103年及104年各有1家加盟店
提前解約，截至106年5月共有加盟店5家。
２、招募加盟之方式及流程：
(1) 被 處 分 人 表 示 ， 對 於 招 募 「 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果昔」品牌與「如，菓FLAMBAGEL」
品牌加盟的方式與流程大致相同，主要在加盟展設
攤位招募加盟，約占60%，其次為有意加盟者依店內
傳單或被處分人於1111加盟網刊登之加盟專線，撥
打電話洽詢，洽談後簽訂加盟合約，約占40%。二品
牌之招募加盟均採標準化流程：品牌說明、商品說
明、創業分析、資訊揭露、詢問開店時程、確認加
盟意願、付訂並簽署簽約金憑證及審閱同意書、付
訂者交付正式合約樣本供其攜回審閱及招募加盟時
依本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
點所示之資訊揭露規範，將招募資訊以紙本形式交
付預備加盟者攜回。不同品牌資訊提供方式並無不
同。
(2)洽談加盟過程會先提供加盟DM，並以書面加盟簡報
向有意加盟者說明，並提供標準設備採購清單、五
金用品估價清單明細、加盟合約、歡迎信(加盟說明
書)給有意加盟者現場審閱，如有意加盟者願意支付
簽約金，則請其填寫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保障加盟
者所選定之商圈以及展場優惠折扣)，同時提供加盟
合約及歡迎信給有意加盟者攜回。於加盟展現場備
置加盟合約樣本提供審閱，但有意加盟者支付簽約
金簽訂簽約金憑證及加盟審閱同意書後，始可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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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合約審閱期自審閱同意書簽訂日起算7日，審
閱期到期後完成正式加盟合約之簽署。
(3)因加盟展參展經費高、時間有限，為確認有意加盟
者之加盟意願，故向有意加盟者收取簽約金。簽約
金分為5,000元、3萬元及10萬元，用途為鎖定展場
優惠價格、開店地區、開店時間以及保障區域獨家
權益，並提供店面搜尋及店面評估服務。
(4)有關簽約金退還事宜：有意加盟者支付簽約金後，
若於簽訂加盟合約前欲終止雙方之合作關係，因已
派員進行設店商圈實地評估等工作而花費成本，故
僅能於扣除衍生之行政及相關事務費用後，將剩餘
款項退還予當事人。依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約定，
倘有意加盟者無正當理由不續行簽約，該公司有沒
收簽約金之權利。
(5)非於加盟展洽談者，不一定會先收取簽約金並簽訂
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而係與有意加盟者簽定品牌
加盟預約意向書，提供加盟合約審閱後正式簽約才
開始收取費用。
３、加盟重要資訊揭露情形：
(1)開始營運前各項費用：揭露於加盟簡報、歡迎信、
加盟合約。
(2)營運期間各項費用：權利金每季12,000元至15,000
元(104年9月前稱為行銷輔導費)，104年9月後變更
為一次性支付24,000元，資訊揭露於加盟簡報，但
有向加盟店發過公告通知自104年9月起不再收取該
費用。有關促銷用品，採使用者付費，並未強制收
取。另有收取POS軟體租賃費每月1,500元，資訊揭
露於加盟簡報。又有關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資
訊，為維持商品品質，部分商品、原物料須向該公
司購買，例如加盟店使用印有被處分人LOGO的消耗
品(如杯子)、雪貝、濃縮果汁、冷凍水果、貝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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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餅等，但未規定訂購量，加盟店可視營運狀況自
行決定。惟因訂購單載有各商品的規格及價格，涉
及商業機密，故洽談過程並沒有提供給有意加盟
者，但在加盟簡報上有提供食材成本占比，有意加
盟者得以依其營業額評估經營期間的原物料費用，
相關資訊揭露於加盟簡報、歡迎信、加盟合約。
(3)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
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授權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於加盟簡報註冊商標權益部分說明「夥
伴將擁有使用註冊商標之權益」
，有意加盟者如想進
一步瞭解，被處分人公司人員會至智慧財產局網站
檢索被處分人之註冊商標向其說明，相關資訊揭露
於歡迎信及加盟合約第4條。
(4)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揭露於加盟簡報、歡迎
信、加盟合約。
(5)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
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揭露於加盟簡報、歡迎信、
加盟合約。
(6)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揭
露於加盟簡報、歡迎信、加盟合約。
甲、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
須購買指定之品牌及規格，以及每次應訂購之項
目及最低數量：揭露於歡迎信及加盟合約第8條。
乙、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
買指定之規格：收取之加盟總費用，包含加盟門
市開業所須全部資本設備，揭露於加盟合約第6
條。加盟店要增加額外的資本設備，則不須向總
部購買，加盟店可自行對外採購。
丙、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
須定作指定之規格：加盟門市裝潢工程沒有強制
一定須由被處分人承作，如加盟店要自行找廠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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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則須依被處分人提供的平面圖施工，揭露
於加盟合約第6條。
(7)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揭
露於歡迎信及加盟合約第17條。
(8)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
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加盟簡報逐一羅
列相關項目。
(9)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載明各項資訊均已對有意加
盟者揭露，且經有意加盟者簽名確認各項加盟資訊
均已提供，為雙方簽認之合約，具法律效力，可證
明各項資訊均已揭露。
４、與檢舉人A君接洽加盟過程：
(1)被處分人104年6月12日至6月15日參加台北國際連
鎖加盟暨創業大展，同年月14日遇A君與友人至被處
分人攤位詢問，被處分人品牌經理向其進行品牌講
解約4小時，解說品牌業務手冊、設備清單、商圈評
估表、展場DM、加盟流程表、簽約金憑證、合約審
閱書、加盟合約，且清楚告知所收取簽約金和權益，
以及倘因故不能履行契約時，被處分人得將收受的
簽約金沒收。A君聽畢決定評估而離開攤位，與其友
再次回到攤位，決定用最高的簽約金鎖定區域、開
店時間，並鎖定為高雄第一家分店，被處分人也答
應該條件，因被處分人一個月只能開2家加盟店，故
限制時間及地點減少了被處分人整個月30%的營
收，被處分人即與A君簽訂簽約金憑證，惟因合約審
閱書與合約樣本已發完，故當時有告知A君將以郵寄
提供，被處分人於同年月15日當週即將合約審閱書
和合約樣本寄出。
(2)加盟展後與A君聯絡不上，後A君請C君代表溝通，A
君因繁忙104年6月25日始領取文件，當日C君電告收
迄，並要求給予5日審閱於同年6月29日簽約，同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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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月27日C君告知需延後簽約時間。於等待簽約期間，
被處分人派員協助尋找店面並進行商圈評估，共南
下高雄4次，並尋獲6個以上店面。同年7月4日C君電
告A君有醫療糾紛，簽約日再度延至同年7月12日，
最後於同年7月15日接獲C君告知A君放棄加盟。
(3)被處分人均依本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
處理原則規定進行招募，逐條講解簽約金憑證予有
意加盟者知悉，收取簽約金亦有依規定保留開店時
間、開店地點、開店商圈、折扣優惠…等。
５ 、 被 處 分 人 於 105 年 11 月 8 日 提 出 新 版 之 「 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果昔」及「如，菓
FLAMBAGEL 」 品 牌 之 歡 迎 信 及 「 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美式加州果昔」品牌加盟合約書。
(四)案據檢舉人等表示，加盟展現場被處分人僅提供加盟
DM，以及繳交簽約金時簽署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被處
分人則表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除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外，尚提供加盟簡報、歡迎信、
標準設備清單、五金用品估價清單明細、加盟權益簽約
金憑證及加盟合約等文件供審閱。鑒於被處分人於締結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之加盟資訊文件為何，對
於加盟重要資訊是否已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為
明確揭露，以及倘有未提供相關資訊之情形，對於交易
相對人之交易決定是否造成影響，有進一步查證之必
要，爰針對被處分人之「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
美式加州果昔」及「如，菓 FLAMBAGEL」品牌共計 16 家
加盟店進行問卷調查，共獲 4 家加盟店回復，又另訪談
3 家加盟店，回覆之問卷及訪談結果彙整如下：
１、加盟店支付簽約金(簽署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前，加
盟業主是否提供加盟資訊相關資料審閱：
(1)歡迎信(加盟說明書)：5 加盟店表示未提供，2 加盟
店表示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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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盟簡報：6 加盟店表示未提供，1 加盟店表示有提
供。
(3)加盟合約：5 加盟店表示未提供，2 加盟店表示有提
供。
(4)其他與加盟業務有關之文件：無加盟店表示有提供。
２、未提供前揭資訊，對加盟店做成交易決定之影響：
(1)以高營利、高利潤欺騙加盟，很多口頭承諾跳票，
亦未提供裝潢施工圖。
(2)就算有提供書面也不實。
(3)營運虧損，不到一年即結束營運。
(4)未揭露商品原物料價格無法評估營運期間之商品原
物料費用。
(5)未提供加盟資訊造成經營成本負擔過重。
(6)簽約營業 3 至 4 個月後，以 Line 傳加盟合約要求簽
署，合約內容對加盟店不平等，被處分人表示倘不
簽約則不供貨。
四、調查結果
(一) 被處分人應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
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１、 案據被處分人表示，其與有意加盟者洽談過程，於加盟
展期間，確認有意加盟者之加盟意願後，會向有意加盟
者收取簽約金並簽訂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又於非加盟
展洽談之有意加盟者，不一定會先收取簽約金並簽訂加
盟權益簽約金憑證，而係簽訂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於
提供加盟合約書審閱後，正式簽約才開始收取費用。
２、 經檢視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其上載有「乙方必須在本合
約簽定後三十日內必須補齊給甲方加盟優惠之費用總
金額的百分之十和簽定加盟與服務標章授權合約來保
留這份合約之優惠和授權，...。如無法在法定時間內
完成以上事項，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甲方得將已
收受上開簽約金沒收…。」
、
「乙方如因故致不能履行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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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時，甲方得解除本契約，解約時甲方得將已收受之簽
約金沒收。」等文字。次檢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第 2
點載有「乙方加盟甲方須向甲方支付預約加盟區域保留
保證金新台幣 萬 仟元整，至甲乙雙方完成簽訂正式
加盟合約前，甲方須為乙方保留欲開業之地區 市
區，如確認加盟，此保證金將轉為加盟開辦費。」
、第 4
點載有「乙方在本意向書簽署後 7 日內，若乙方因自身
原因取消加盟預約，則甲方得以將乙方已繳付之簽約金
保留作為商圈保障損害賠償用」。又查合約審閱同意書
記載，「預計於 年 月 日前，再與甲方簽立正式加盟
合約書，…逾時甲方可終止合作關係，…且不得退還已
收受之簽約金」等文字。
３、 雖被處分人表示，所收取簽約金，若有意加盟者欲終止
雙方合作關係，則於扣除相關行政事務費用後，將餘款
退還予當事人，然據被處分人所提供退款資料顯示，仍
有多數經收取簽約金之有意加盟者，於日後未履行簽訂
加盟合約時，該款項遭被處分人沒收之情形。故綜上，
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正式簽訂加盟合約前，無論收
取名稱為簽約金、預約加盟區域保留保證金之一定費
用，並簽訂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
之文件，因雙方已約定倘未履行後續簽訂加盟合約，則
該筆費用將由被處分人沒收或作為損害賠償之用，已產
生限制有意加盟者轉換加盟業主之效果，故被處分人應
於向交易相對人收取簽約金並簽訂加盟權益簽約金憑
證，或收取預約加盟區域保留保證金並簽訂品牌加盟預
約意向書亦即成立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加盟重要
資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二) 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係提供予有意加盟
者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
等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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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據被處分人表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
加盟重要資訊之書面說明資料為，加盟 DM、加盟權益簽
約金憑證、加盟簡報、歡迎信、標準設備採購清單、五
金用品估價清單明細及加盟合約。
２、 惟據檢舉人 A 君及 B 君之陳述，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
盟經營關係前，僅提供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
復據被處分人陳稱，招募「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
美式加州果昔」品牌與「如，菓 FLAMBAGEL」品牌加盟
的方式與流程大致相同，均採標準化流程。再據本會向
加盟店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之結果顯示，回復問卷及願
意受訪之 7 家加盟店中有 5 家(即有超過 70%)加盟店表
示，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除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外，並未提供其他文件審閱。
３、 綜上，被處分人前揭表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
會提供加盟簡報、歡迎信、標準設備採購清單、五金用
品估價清單明細及加盟合約予有意加盟者審閱之陳
述，難謂可採。另據被處分人陳述，其於非加盟展洽談
時，非簽訂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而係簽訂品牌加盟預
約意向書，故本案應認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
係前，提供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
預約意向書等書面資料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三)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
整揭露下列加盟重要資訊：「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
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
、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POS
軟體租賃費、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授權加盟店
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
、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址
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
「加盟契約
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
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資本設備
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裝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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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
之規格）」、「加盟契約變更與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
式」
。
理
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
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序、垂
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
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即有意
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故加盟
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
露有關「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
費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
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
「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
係之限制」、「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
式」等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
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
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
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
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
整提供下列加盟重要資訊，對交易相對人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分述如下：
(一)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
原物料費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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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被處分人表示，加盟店使用印有被處分人 LOGO 的消秏
品（如杯子）
、雪貝、濃縮果汁、冷凍水果、貝果、鬆餅
等，須向總部訂購。經查，被處分人加盟合約第 8 條約
定：
「確保乙方之服務與貨品品質，乙方應向甲方或甲方
指定之廠商採購各加盟店營業必須之商品、原物料等。」
而歡迎信中亦載有第一次進貨金額(「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 美式加州果昔」品牌約 30,000 元、「如，菓
FLAMBAGEL」品牌約 40,000 元）
。案經調查，被處分人於
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之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
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等文件，並未揭露開
始營運前之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金額，故有關開始營
運前之各項費用資訊揭露情形，尚難認已充分完整。
(二)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POS 軟體租
賃費、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資訊：
據被處分人表示，於加盟店營運期間有收取 POS 軟體租
賃費，又加盟店營運所需商品、原物料須向總部訂購，
商品訂購單上載有商品規格及價格，惟商品訂購單於洽
談過程並未提供予有意加盟者，僅提供食材成本占比載
於加盟簡報。案經調查，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
關係前，所提供之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
加盟預約意向書等文件，並未揭露加盟營運期間之 POS
軟體租賃費及購買商品、原物料等費用金額，故有關加
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揭露情形，尚難認已充分完
整。
(三)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
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資訊：
據被處分人表示，相關資訊揭露於歡迎信及加盟合約第 4
條，並於加盟簡報註冊商標權益部分說明「夥伴將擁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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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註冊商標之權益」，有意加盟者如想更進一步瞭解，
公司人員會直接至智慧財產局網站檢索註冊商標說明。
案經調查，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
供之加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
書等文件，並未揭露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
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資訊。至被
處分人表示，被處分人公司人員經於智慧財產局網站檢
索註冊商標向有意加盟者說明，惟以口頭方式而未以書
面說明部分加盟資訊，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相對人，實
難認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易資訊，故有關授權加盟店使
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資訊揭露情形，尚難認已充分完整。
(四)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
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
訊：
經查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之加
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等文
件，並未揭露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
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
(五)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
之限制（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
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
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
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資訊：
１、 據被處分人表示，有關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
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品牌及規格，以及每
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量等資訊，揭露於歡迎信及
加盟合約第 8 條；有關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
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資訊，收取的加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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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包含加盟門市開業所須全部資本設備，揭露於
加盟合約第 6 條。加盟店要增加額外的資本設備，可
自行對外採購；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
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資訊，加盟門市裝潢工
程沒有強制一定須由被處分人承作，如加盟店想要自
行找廠商施作，則須依照被處分人提供的平面圖施
工，揭露於加盟合約第 6 條。
２、 惟經查，依加盟合約第 8 條約定及歡迎信所載，商品、
原物料均須向被處分人或其指定之廠商進貨，惟未有
最低採購金額限制，亦未見有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
低數量限制。另商品訂購單載有各項商品、原物料之
規格，檢舉人稱開店時始獲悉，被處分人亦自承於洽
談過程並未提供予有意加盟者。又依加盟合約第 6 條
第 1 項約定，資本設備委由加盟業主全權決定、代辦、
購置、及處理，費用由加盟店負擔，加盟合約同條第 2
項第 1 款約定，加盟店開店所需基本生財設備、器具
之品項等詳如合約附件二，加盟合約同條第 2 項第 2
款約定加盟業主認有增加設備或器具之必要者，加盟
店應配合加盟業主指示採購，其費用由加盟店負擔；
依加盟合約第 6 條第 3 項約定，加盟店之內外裝潢與
陳設，悉依合約約定及加盟業主之統一化規範辦理，
其基本項目詳如合約附件二所示，加盟店同意委由加
盟業主配合廠商進行規劃、設計與施工，費用由加盟
店負擔。
３、 案經調查，相關資訊係記載於加盟合約，惟被處分人
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之加盟 DM 及加盟
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等文件，並未
揭露有關前揭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
限制資訊。故有關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
係之限制資訊揭露情形，尚難認已充分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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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充分且完整提供加盟契約變更與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
處理方式資訊：
經查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所提供之加
盟 DM 及加盟權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等文
件，並未揭露加盟契約變更與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
方式。
(七) 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
充分且完整提供前揭加盟重要資訊，因有意加盟者處於
加盟資訊弱勢之一方，實難獲悉完整之交易資訊，難據
以充分評估投入加盟資金多寡、被授權使用商標權等權
利是否存續、加盟品牌之成長性及穩定性，以及加盟經
營限制等。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作為資訊優勢之
一方，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揭露前開加盟重
要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乃屬
利用資訊不對稱爭取交易之行為，對交易相對人顯然有
失公平，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三、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自 104 年 2 月開始招募「WOOGO CALIFORNIA
SMOOTHIES 美式加州果昔」加盟，截至 106 年 5 月底共有
加盟店 8 家；自 103 年 6 月開始招募「如，菓 FLAMBAGEL」
加盟店，截至 106 年 5 月底共有加盟店 5 家，已加盟簽約
店數共 18 家，仍持續招募加盟。又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權
益簽約金憑證（或品牌加盟預約意向書）時，即向有意加
盟者先收取簽約金（或預約加盟區域保留保證金）
，簽訂加
盟契約後尚有裝潢及設備等費用，向每一加盟店收取之加
盟開辦費用約 128 萬元至 188 萬元不等，有意加盟者投資
金額並非少數。且招募加盟係屬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
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
易模式，被處分人利用其掌握重要交易資訊之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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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相稱之資訊揭露，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
判斷，已影響與其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包括後續正式簽
訂加盟契約)之多數交易相對人，除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
平，因該等投資費用一經投入，將成為沉沒成本，使其變
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降低，即有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
之虞，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被處分人在與眾多交易相
對人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情形下，確足以對交易秩序
造成一定影響，該等行為如不予以遏止，將持續影響其他
潛在交易相對人，對交易秩序造成更大損害，核屬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四、 據上論結，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未於締結預備加盟
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
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
」
、
「加盟營
運期間之各項費用（POS 軟體租賃費、購買商品、原物料
之費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
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所有縣(市)同一加
盟體系之數目與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與終止契約比率
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
制（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
買指定之規格；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
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
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
、
「加盟契約變更與終
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
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其違
法行為之持續期間(103 年 6 月迄今)、103 年至 105 年營業
額、收取之加盟開辦費用、已加盟簽約店數、配合調查態
度、係屬初犯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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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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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3 號

被處分人：豐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687640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2 號 17 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主要營業所及銷售商品品
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係於104年5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商
品以營養食品為主。被處分人自104年9月至106年4月10日期
間，均無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之紀錄可稽。本會於106年4月初
因執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主要營業場所業已搬遷至「高
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17樓之2」，與報備資料所載（高雄市
鳳山區鳳仁路148號）不符。另檢視被處分人網站所載商品資
訊，查悉「24K金箔黃金面霜」、「豐潤舒顏禮盒」、「豐潤美
容液」、「舒顏按摩油」、「三合一調理」及「養氣人生」等6
項商品，亦為報備資料所無。被處分人嗣於106年4月11日始向
本會補正報備前開變更事項，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7條
第1項規定，爰主動立案調查。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4 年 5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
其報備之主要營業所地址位於「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148
號」
，被處分人自承該營業所嗣於 105 年 5 月 10 日搬遷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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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2 號 17 樓之 2」
，惟並未事先向本
會辦理變更報備，迄至 106 年 4 月 13 日本會派員赴豐聯公
司業務檢查前，被處分人始於 106 年 4 月 11 日向本會補行
辦理變更報備。據上，傳銷事業營業所資訊乃屬法定應報
備及變更報備事項，惟被處分人於 105 年 5 月變更其主要
營業所，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另查，迄至 106 年 4 月 10 日止，被處分人報備銷售商品僅
有「月安素」
、
「可凝美容粉」
、
「青檸酵素」及「神采飛揚」
等 4 項。106 年 4 月 11 日被處分人向本會變更報備，新增
「24K 金箔黃金面霜」
、
「豐潤舒顏禮盒」
、
「豐潤美容液」
、
「舒
顏按摩油」
、「三合一調理」及「養氣人生」等 6 項商品，
經核對本會業務檢查時被處分人所提供之 106 年 2 月及 3
月進、銷貨資料，顯示前開 6 項商品於 106 年 4 月 11 日前，
即有銷貨紀錄。就此，被處分人表示其商品均以多層次傳
銷方式銷售，僅被處分人之傳銷商方得購買其商品，且自
承前開 6 項商品早於 106 年 4 月 11 日變更報備前，均已開
始銷售。是以，傳銷事業銷售之商品品項既屬應報備及變
更報備事項，則被處分人未事先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即
逕新增銷售前開「24K 金箔黃金面霜」等 6 項商品，核亦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主要營業所及
銷售商品品項，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即逕予實施，俱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
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
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106年4月13日業務檢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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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106年5月12日到會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
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
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
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
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
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
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
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
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
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稱應於
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2 條第 2 項：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營業所，指主
要營業所及其他營業所所在地。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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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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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4 號

被處分人：華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98970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129 號 7 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愛山林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90686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4 段 166 號 11 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華峰上水」預售屋建案廣告上，刊載水
秀空中 Lounge Bar 及水美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華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80萬元罰鍰。
處愛山林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4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華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華峰公司)及被處分人愛山林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105年7月至106年1月為銷售新北市
三重區「華峰上水」預售屋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於案關
廣告DM、銷售海報圖冊及全區平面圖冊宣稱頂樓（R1F）設
有水秀空中Lounge Bar，頂樓（R2F）設有水美空中健身房，
惟經查詢案關建案建造執照(105重建字第00214號)，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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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層為梯間、機房，突出物2層為機房，與案關廣告宣稱
不符，涉有廣告不實。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華峰公司提出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
會陳述，略以：
１、 案關「華峰上水」建案係被處分人華峰公司投資興建，
105 年 6 月 2 日取得建造執照(105 重建字第 00214 號)，
預計興建期間為 106 年 2 月 28 日至 109 年 2 月 28 日，
完工交屋時點為 109 年 4 月 30 日，並委託被處分人愛
山林公司於 104 年 5 月 1 日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期間銷
售案關建案，嗣於 105 年 5 月 1 日另以協議延長銷售期
間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另於 106 年 2 月與被處分人
愛山林公司協議延長銷售期間至 106 年 2 月止，銷售中
心現場銷售期間為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15 日。
被處分人華峰公司於接到本會來函後已停止使用案關
廣告。
２、 被處分人華峰公司與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於 104 年 5 月
1 日簽訂「委託企劃銷售合約書」
，採「包銷制」之方式
委託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與
銷售業務；案關建案有廣告 DM 二式及圖冊二式計 4 份，
為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製作，經被處分人華峰公司審閱
及確認後，再由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處理後續之印製及
散發事宜；依銷售房屋承攬契約書第 5 條之約定，銷售
服務費以銷售房地總價之一定比例計酬；另依前揭契約
書第 6 條之約定，案關建案廣告預算編列由被處分人愛
山林公司支付。
３、 案關廣告 DM 及圖冊宣稱「R1F 10 水秀空中 Lounge
Bar」
、
「R2F 14 水美空中健身房」
、
「頂樓 水美空中健身
房......水秀空中 Lounge Bar」
，係表示於公共空間無
償設置出入口雨遮及家具、燈具等可移動式休憩家具及
健身器材等設施交付社區全體住戶無償使用。案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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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水秀空中 Lounge Bar」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
施工平面圖屋突 1 層所示「機房」
；「水美空中健身房」
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屋突 2 層所示「機
房」
；前揭公共設施位置於屋突 1 層及屋突 2 層原核准
施作機房，因器材可移動，尚與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
平面圖相符，亦符合建築相關法令。惟被處分人華峰公
司並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設計，且無就案關建案機
房空間予以變更作為公共設施使用，及變更使用執照之
規劃，且為符法令規定，亦將維持原機房空間，交付予
購屋者。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會陳
述，略以：
１、 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陳述案關廣告意涵，及其與被處分
人華峰公司合作方式、期間等內容，與上述被處分人華
峰公司陳述內容相同。
２、 案關建案廣告為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所印製散發，計有
廣告 DM 及圖冊共 4 份，分別為銷售海報圖冊 500 份，
全區平面圖冊 500 份及 2 式廣告 DM 計 100,000 份，散
發期間為 105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1 月 31 日止，散發
地點為銷售中心(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 10 號)、新北
市重新路及三和路等，散發對象為至銷售中心賞屋的消
費者及定點散發過路之車輛。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於收
到公平會來函後即停止散發案關廣告。
３、 案關廣告有關「水秀空中 Lounge Bar」設置於原核准之
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屋突 1 層所示「機房」
；
「水美空中
健身房」設置於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屋突 2 層
所示「機房」；前揭公共設施位置於屋突 1 層及屋突 2
層原核准施作機房，與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不
相符，亦不符合建築相關法令，且並未向新北市政府申
請變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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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於銷售案關建案時已據實告知消
費者案關建案之屋突用途，並檢附屋突用途之建造執照
圖於買賣合約中，實無令消費者陷於錯誤認知之意。
(三) 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以：
１、 案關建案領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 105 重建字第 214
號建築執照，並於 105 年 8 月 22 日申請第 1 次變更設
計，於 106 年 1 月 3 日核准在案。另卷查第 1 次變更設
計之申請書載示，突出物 1 層用途為梯間及機房、突出
物 2 層用途為機房，變更項目尚無針對本次調查之公共
設施申請變更。
２、 另如尚未領得使用執照，與原核定工程圖樣不符之處，
應按建築法第 39 條及第 87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處起造人、承造人或監造人新臺幣 9,000 元以下罰鍰，
並勒令補辦手續；必要時，並得勒令停工……一、違反
第 39 條規定，未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者。」
規定辦理。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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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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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
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
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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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
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
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
責任。
二、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華峰公司所投資興建之預售
屋建案，並簽訂「委託企劃銷售合約書」。足證被處分人
華峰公司除出資興建案關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
意思，委託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製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
品，且亦坦承案關建案相關廣告由被處分人華峰公司審核
及確認，故被處分人華峰公司自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次查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依前揭「委託企劃銷售合約
書」，係採「包銷制」之方式承攬案關建案之銷售業務及
廣告製作，且由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支付因銷售房屋而生
之業務、廣告及企劃費用，此亦有案關廣告製作發票影本
可稽。另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利用案關廣告達到其銷售之
目的，並依前揭合約書第5條約定，銷售服務費以銷售房
地總價之一定比例計酬，並就建案銷售價格高於合約書底
價之溢價，分別由被處分人華峰公司及被處分人愛山林公
司依一定比例分得酬金，亦即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就廣告
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且隨建案銷售所得獲有利
益，是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 案關廣告刊載頂樓（R1F）設有水秀空中 Lounge Bar，頂樓
（R2F）設有水美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按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
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之
規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得
而知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符，
卻違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二) 查案關廣告DM、銷售海報圖冊及全區平面圖冊宣稱頂樓
3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R1F）設有水秀空中Lounge Bar，頂樓（R2F）設有水美
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足使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共設施皆
可合法使用，並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惟查前揭公共設
施位置分別於建造執照突出物1層及突出物2層上登載用
途為「機房」，被處分人華峰公司將機房空間位置，規劃
作為水秀空中Lounge Bar及水美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
使用，據新北市政府提出意見表示，突出物1層用途為梯
間及機房、突出物2層用途為機房，與原核定工程圖樣不
符之處，應按建築法第39條及第87條規定辦理。
(三)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
購屋後得享有廣告所揭示之公共設施，而難以知悉廣告所
載之公共設施違反建築法規。本案被處分人華峰公司雖稱
案關廣告宣稱於頂樓（R1F）設有水秀空中Lounge Bar及
頂樓（R2F）設有水美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係表示於
公共空間無償設置出入口雨遮及家具、燈具等可移動式休
憩家具及健身器材等設施交付社區全體住戶無償使用，與
原核准之建造執照施工平面圖相符，亦符合建築相關法令
等語。惟前揭公共設施位置於屋突1層及屋突2層原核准施
作機房，前述廣告表示內容，顯與建物之核准用途不符，
此有新北市政府專業意見可稽；另被處分人華峰公司亦自
承案關廣告宣稱設置水秀空中Lounge Bar及水美空中健
身房等公共設施，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設計，且亦無
就案關公共設施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劃，另為符法令規定，
將維持原機房空間，交付予購屋者，則案關建案於日後交
屋時，消費者並未能獲得或合法享有廣告所示之公共設施
空間使用，故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四) 另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雖稱於銷售時已告知消費者案關
建案之屋突用途，及檢附屋突用途之建造執照圖於買賣合
約中等語。惟按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所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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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受到廣告吸引則該廣告即已具招徠效果，為避免消
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決定交易致權益受損，並使同業競
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會，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
徵當與事實相符，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行為之
責；而買賣契約僅係事業於特定人為交易決定後，用以載
明買賣雙方權利義務範圍，其於不動產買賣流程中使用之
先後時機、對象及影響層面等，與廣告皆有差異，爰被處
分人愛山林公司主張契約附圖及銷售人員於銷售時已告
知案關建案之屋突用途等節，尚不足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
實廣告之責任。
四、 綜上，被處分人華峰公司及被處分人愛山林公司於銷售「玄
泰文華」預售屋建案廣告上，刊載水秀空中 Lounge Bar 及
水美空中健身房等公共設施，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核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
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
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
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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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5 號

被處分人：精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152203
址

設：臺中市北區太原北路 130 號 10 樓之 3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北區「品科博」建案，於「A 戶標準
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將裝飾柱及陽台空間以虛線標示
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北區「品科博」建
案，104 年 11 月至 106 年 2 月期間於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
案關建案廣告，並於「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
將裝飾柱及陽台空間以虛線標示為室內空間使用，與臺中
市政府網際網路執照存根查詢系統所載建造執照樓層內容
未符，疑將陽台規劃作為室內空間使用，而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與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
就「品科博」建案之合作關係為興建信託管理關係，為
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故依雙方合約之規範進行
起造人變更。

3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二） 「品科博」建案係被處分人於 104 年 8 月 11 日起造興
建，預計於 106 年 12 月底竣工，並採自建自銷，並未委
託其他事業代為銷售。
（三） 「品科博」建案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設計、製作及刊登使
用，刊登期間係 104 年 11 月 1 日至 106 年 5 月 31 日；
並已於 106 年 2 月 15 日將案關廣告「A 戶標準樓層‧傢
俱配置參考圖」圖檔移除。
（四） 案關建案廣告「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虛線
空間原核准用途係「裝飾柱與窗戶」及「陽台」
。因疏忽
誤將不屬於室內空間部分，以臥室空間規劃表示。
（五） 「品科博」建案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限，故
應無合法將前開「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虛
線空間變更作為室內空間使用之可能。
三、 經函請臺中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品科博」建案起造人為被處分人，並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變更起造人為合眾公司。
（二） 案關建案廣告虛線空間部分範圍為裝飾柱及陽台。
（三） 「品科博」建案倘竣工領得使用執照，將「A 戶標準樓
層‧傢俱配置參考圖」虛線空間之「裝飾柱」、
「陽台」
規劃作室內空間使用，涉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擅
自變更使用及違章建築，依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
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
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
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
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
除。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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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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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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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
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
之提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監督能力者、廣
告之出資者等，並依締結交易名義人、銷售及廣告活動
實際實施者及實施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因
廣告銷售所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
（二） 查「品科博」建案係被處分人於臺中市北區投資興建，
並自行銷售，且建案廣告刊載「建設公司：精匠建設」。
又案關「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係被處分人
自行設計、製作，並上傳至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使用，
且經檢視「品科博」建案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賣方
為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核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 「品科博」建案起造人雖於 104 年 10 月 30 日變更為合
眾公司，惟合眾公司於本案僅為興建信託管理關係，並
未涉及該建案之買賣及廣告製作，是尚難認合眾公司為
本案廣告主。
三、 被處分人於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品科博」建案廣告，於
「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將裝飾柱及陽台規劃
作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一）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
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交易相對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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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
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倘交易相對人
獲悉廣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罰鍰、勒
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
交易相對人是否購買建案房屋之決定。
（二） 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北區「品科博」建案，於台中房地
王網站刊登銷售廣告，並於「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
參考圖」將裝飾柱及陽台規劃作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
示，其整體內容綜合觀之，予人印象為購買案關「品科
博」建案 A 戶後，得據以比照廣告所呈現之規劃為室內
空間配置並合法使用。據被處分人表示，係因渠之疏忽
誤將該裝飾柱、陽台等不屬於室內空間部分以臥室空間
規劃表示。次據臺中市政府表示，案關建案倘竣工領得
使用執照，將案關廣告之裝飾柱及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
空間使用，涉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擅自變更使用及
違章建築，依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
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
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三） 承此，案關廣告將裝飾柱及陽台等空間以虛線標示為室
內空間配置之使用表示，因「品科博」建案之設計建蔽
率與設計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限，應無可將該等空間合
法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之可能性，是「品科博」建案於
興建完成交屋後，消費者並無合法權源得依案關廣告所
規劃將該等空間配置為室內空間使用，倘擅自變更使
用，則有違反建築法規而遭查報、拆除之風險。據此，
案關廣告之表示與事實不符，其差異已逾越一般大眾所
能接受之程度，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使競爭同業
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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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北區「品科博」建案，於
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A 戶標準樓層‧傢俱配置參考圖」，
將裝飾柱及陽台等空間以虛線標示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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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6 號

被處分人：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1080913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號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
約，並交付契約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
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內，與傳銷
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且將處理情形
送本會備查。
四、 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1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報
備入會費為新臺幣(下同)1,000 元，傳銷商品為蘋果風味
蛋白粉狀營養食品等。惟本會於 106 年 3 月 16 日派員赴被
處分人主要營業所實施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至 106
年 4 月 15 日重消配套優惠」
之公告顯示會員費調漲為 1,000
元，經瞭解被處分人之會員費實施初期竟為 500 元，卻未
向本會變更報備；又 106 年 3 月 10 日至 16 日實施「4 盒
肽配套 168PV 台幣 8,820，4 盒蘋果配套 168PV 台幣
8,820」，惟未變更報備即施行；另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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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7 條及第 13 條規定。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補充書面陳述，略以：
（一） 被處分人自完成報備後開始招募傳銷商，與傳銷商締結契
約書之方式為以電腦線上作業，由欲入會之傳銷商進入被
處分人會員線上系統，進入入會申請區填寫相關身分資料
並上傳其身分證影本，取得被處分人核發之會員編號後，
即可正式成為會員。目前正要求以線上系統加入之傳銷商
重新填寫書面參加契約，因資料數量龐大，仍持續收件
中，故暫無法統計具體數量。另後續招募之傳銷商已簽訂
書面參加契約。
（二）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1 月間報備時即報備入會費為 1,000
元，然於 105 年 12 月 5 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0 日試營運期
間，為鼓勵傳銷商加入遂調降入會費為 500 元，因此對傳
銷商並無不利益之處，故未特別報備。
（三） 被處分人係於 106 年 3 月 10 日起實施 4 盒蘋果配套
168PV、8820 元，4 盒肽配套 168PV、8820 元，被處分人
事前不知套組亦需報備，直到業務檢查時才知悉，另獲悉
套組需報備後，被處分人旋即暫停此商品販售且隨即於
106 年 3 月 20 日變更報備，並於 3 月 23 日完成變更報備。
然 3 月 10 日至 3 月 16 日間 4 盒蘋果配套及 4 盒肽配套並
未有銷售紀錄。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及銷售商
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
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二、傳銷制度及傳銷
商參加條件。……四、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下略）
」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
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
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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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報備（下略）
」
。爰傳銷事業倘變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未依法向本會報備，即違
反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1 月間向本會報備入會
費為 1,000 元後未曾向本會變更報備入會費，然被處分人
表示於 105 年 12 月 5 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0 日試營運期間，
為鼓勵傳銷商加入遂將入會費調降為 500 元，由被處分人
事後調漲之公告可稽，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本會 106 年 3 月 16 日業務檢查查獲被處分人公告
106 年 3 月 10 日起實施「4 盒蘋果配套 168PV、8820 元」
，
「4 盒肽配套 168PV、8820 元」
，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據被處分人表示事前不知套組亦需要報備，惟查前揭商品
套組之價格、積分與個別報備商品 4 盒加總之價格、積分
有異，亦影響獎金發放數額，爰應屬不同品項商品，是被
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被處分人雖稱並未有銷
售紀錄，惟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
於實施前向本會變更報備，不因實際銷售多寡與否有別。
二、 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
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
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
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前項之書面，不得以電子文件
為之。」
（二） 本會於 106 年 3 月 16 日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未與傳銷
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被處分人亦自承自 105 年 11 月完
成報備後開始招募傳銷商，與傳銷商締結契約書之方式為
以電腦線上作業，由欲入會之傳銷商透過公司會員線上系
統，由入會申請區填寫相關身分資料並上傳其身分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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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取得公司核發之會員編號後，即可正式成為會員。是
被處分人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
本，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3 條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
件及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
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3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
得利益；違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並就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違反同法第 13 條規定部分，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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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7 號
被處分人：雅威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37755
址

設：臺中市神岡區文昌街 369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雅豐藝墅 2 期建案，於 Knowhouse 樂好市網
站刊登廣告所載之「二樓平面配置圖」、「三樓平面配置圖
」將陽台位置以虛線表示，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大雅區雅豐藝墅 2 期
建案，於 103 年 7 月提供資料予樂好市行銷有限公司(下稱樂好
市公司)，使案關廣告之「二樓平面配置圖」
、
「三樓平面配置圖
」刊登於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廣告刊登期間迄 106 年 3 月
。前揭平面配置圖將陽台位置以虛線表示，標示作為室內空間
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雅豐藝墅 2 期建案為被處分人出資興建並為出賣人，又
被處分人自承案關平面配置圖係其委託廣告公司製作，並
提供資料來源予樂好市公司，使其將該平面配置圖刊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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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是被處分人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
體。
二、 查雅豐藝墅 2 期建案於案關廣告之「二樓平面配置圖」
、
「三
樓平面配置圖」以虛線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廣告
整體內容綜觀之，予一般消費大眾之印象係該廣告之虛線
部分可供室內空間用途使用。惟被處分人自承前揭平面配
置圖虛線部分原屬空間依竣工圖所示為前陽台空間。復據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案關建案使
用執照之竣工圖地上 2、3 層，與案關廣告之「二樓平面配
置圖」
、
「三樓平面配置圖」所標示室內空間使用尚有不符，
且本案陽台疑涉增建情形，現況倘涉違章建築部分，應依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依規查報；若涉及與核定不同之變
更，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案關建案已領得使用
執照，後續涉及與核定不同之變更，應委託開業建築師依
規提出增建或變更使用執照申請事宜，惟被處分人迄今尚
無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變更使用之紀錄。是以，案關
建案之建物實際上並無法依案關廣告之平面配置圖所標示
使用空間，交付予買受人合法使用。案關平面配置圖內容
除與原核准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不符，足使消費者誤認可比
照規劃使用，其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已難為一般消費大
眾所能接受之程度，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
公平競爭之效果，核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有關被處分人辯稱不知悉前揭平面配置圖已被樂好市公司
下 載 並 刊 登 於 Knowhouse 樂 好 市 網 站 ， 且 沒 有 因 為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的刊登而有銷售成交；案關陽台外推
原則不影響房屋安全結構及公共安全，且於銷售期間有向
消費者明確告知並說明室內格局及相關建築法令，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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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事項都有載明相關格局，消費者並有簽章確認等語。
查案關廣告之平面配置圖係被處分人委託製作，本應對所
有廣告刊載時間、地點、內容等相關事宜負有監督職責，
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曾於 103 年 7 月提供刊有案關平面配置
圖之網站來源，請樂好市公司下載刊登於 Knowhouse 樂好
市網站，尚不得因辯稱不知悉前揭平面配置圖已被樂好市
公司下載並刊登於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即得脫免廣告
不實之責任。另查本案廣告期間 103 年 7 月至 106 年 3 月，
該期間被處分人就本建案確有銷售紀錄；又按房屋銷售廣
告所描述之建築用途情況，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及交易
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
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不符，
恐有遭行政懲處之風險，故案關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
顯已難為一般消費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另按廣告係事業
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發生招徠效果，消費者受到廣告吸引
則該廣告即已發揮功能，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
決定交易致權益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
會，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使用
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行為之責；而買賣契約僅係事
業於特定人為交易決定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權利義務範
圍，其於不動產買賣流程中使用之先後時機、對象及影響
層面等，與廣告皆有差異，爰被處分人前揭辯詞，尚不足
據以豁免不實廣告之責任。
四、 綜上，被處分人銷售雅豐藝墅 2 期建案，於 Knowhouse 樂
好市網站刊登案關廣告之平面配置圖將陽台空間位置標示
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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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
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之雅豐藝墅 2 期建
案廣告。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 年 2 月 17 日、106
年 3 月 1 日)陳述書、106 年 4 月 27 日陳述紀錄及陳述書。
三、 樂好市公司 106 年 2 月 21 日、106 年 3 月 9 日、106 年 4
月 6 日書函。
四、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 年 3 月 3 日中市都管字第
1060028935 號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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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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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8 號
被處分人：捷順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9076675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121 號 8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全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52783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 段 230 號 4 樓之 7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安家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009622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108、110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捷順建設有限公司與被處分人全悅廣告股份有限
公司於「安家 MOrE+」預售屋建案廣告，刊載「B1 空間…
…是社區多功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門廳」
，及樣品屋為夾
層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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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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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安家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前項被處分人於「
安家 MOrE+」預售屋建案廣告故意共同使用「安家國際」
為投資興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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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處捷順建設有限公司新臺幣 180 萬元罰鍰。
處全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90 萬元罰鍰。
處安家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捷順建設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及
被處分人全悅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全悅公司）
被檢舉銷售臺北市萬華區「安家 MOrE+」建案，103 年 5
月 10 日至同年 8 月 20 日期間，於接待中心陳列甲、乙本
平面圖冊廣告，刊載「投資興建│安家國際」
、甲本另載有
「B1 空間如同一樓迎賓廳融入倫敦 BVLGARI 飯店以金屬、
玻璃呈現的現代時尚感，是社區多功能空間，也是座車第
二門廳。」等文字，另樣品屋廁所上層及臥房窗簾處透過
玻璃窗所示空間之展示，疑似施作夾層。惟查案關建案實
際為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投資興建，且建造執照就地下 1 樓
核准用途為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並載有建築物樓層不
得設置夾層之文字，是案關甲、乙本平面圖冊廣告及樣品
屋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人安家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被處分人安家公司）股東有部分重疊，人員有
互相支援情形，因被處分人安家公司於市場上較為知
名，且「安家」名稱較富有涵意，故案關建案名稱沿用
「安家」
，惟非屬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建案，另因被處分人
捷順公司未架設網站，相關建案資料均架設於被處分人
安家公司網頁下，故被處分人安家公司亦知悉案關建案
沿用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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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甲本平面圖冊廣告所載「B1 空間如同一樓迎賓廳融
入 BVLGARI 飯店以金屬、玻璃呈現的現代時尚感，是社
區多功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門廳。」因案關建案係以
「BVLGARI 飯店」為訴求，以寶石、玻璃打造精品住宅
商品，故一樓大廳牆面以玻璃、菱形圖案設計呈現時尚
感，而 B1 機車停車空間亦以玻璃之鏡面菱形設計，與一
樓大廳般相互輝映，呈現一體性，是為第二門廳，且廣
告圖示以一格一格顏色相間，突顯機車停車空間，供停
車用途，故無違反建管法令，至於廣告所稱社區多功能
空間，係提供未來社區管委會得自行利用該空間。
（三）案關建案樣品屋係委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興建，樣品屋
於臥房窗簾處透過玻璃窗所示沙發、小茶几及書櫃等空
間係供被處分人雙方主管會談使用。另為盡量利用坪
效，於樣品屋廁所上方設有平臺空間，擺設衣物及箱子
等物品，並於牆壁上設有壁櫥，可作儲藏空間使用，因
非屬起居空間，且亦未設有樓梯，故非屬夾層。又案關
建案於 106 年 1 月 13 日取得臺北市政府 106 使字第 0015
號使用執照，未來並無規劃辦理增建、二次施工或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另依建造執照該廁所位置不得設有夾
層，故完工時並未如樣品屋般於廁所上設有平臺空間。
三、經函請被處分人全悅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案關建案係受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委託負責廣告製作及業
務銷售，銷售期間為 103 年 5 月 10 日至同年 8 月 31 日，
所有廣告內容皆遵循被處分人捷順公司之監督與審核，
始對外刊登。案關平面圖冊共有 2 種，其一為周圍環境
及公設空間說明圖冊(即甲本平面圖冊)，其一為載有各
樓層之傢俱裝潢配置圖之平面圖集（乙本平面圖冊）
，各
印製 150 本，共 300 本，印製時間約 103 年 4 月 1 日至
同年 4 月 15 日，該等圖冊皆放置於接待中心銷售現場，
供客戶翻閱，並由銷售人員作說明，倘消費者下訂後再
贈送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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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人安家公司為關係企業，
又安家品牌在市場上時間比較久，故建案名稱使用「安
家」比較知名，至於甲、乙本平面圖冊廣告末頁載有「投
資興建│安家國際」
，係經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同意。
（三）有關甲本平面圖冊廣告所載「B1 空間如同一樓迎賓廳融
入 BVLGARI 飯店以金屬、玻璃呈現的現代時尚感，是社
區多功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門廳」
，因案關建案係經與
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共同討論、發想後，交由建築師設計，
主打如同 BVLGARI 飯店般之精品產品，於一樓車道入口
處，有兩道閘門供汽機車機械升降使用，並有水簾設計，
是為第一門廳，而 B1 機車停車空間亦以玻璃、鏡面裝潢
設計打造第二門廳，圖片所示之一格一格顏色相間空
間，即為機車停車格，並無違反建管法令，至於廣告所
稱社區多功能室，端賴管委會成立後，決議實際作何種
用途。
（四）案關建案接待中心係委由「雅屋空間設計工作室」
（下稱
雅屋工作室）設計，所有規劃內容皆須向被處分人捷順
公司提報，經雙方確認無誤後，再由被處分人捷順公司
向建管單位申請搭建接待中心，取得臺北市都市發展局
102 年 9 月 10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268443500 號備查函
後，再委由雅屋工作室施工，並於 103 年 3 月完工，103
年 9 月 5 日則委由他事業負責拆除。樣品屋臥房窗簾處
透過玻璃窗所示沙發、小茶几及書櫃等空間，係供貴賓
會客室使用，倘客戶有議價需求，可於該層較具私密性
之空間洽談。另因樣品屋廁所位置處於挑高空間，為盡
量利用坪效，故在廁所上另規劃儲藏空間，陳列行李箱
及掛置衣物以維美觀，因非屬起居空間，故非屬夾層。
四、經函請雅屋工作室提出書面陳述，略以：
（一）案關建案接待中心係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委託設計並施
工，並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監督、審核及驗收，於 102
年 8 月施工，103 年 3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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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原始設計平面圖，案關接待中心一樓為入口接待櫃台
區、模型多媒體區，二樓部分為接待吧台區、洽談區、
男女廁所、辦公室，並有 4/6/8 樓 C 戶之樣品屋，樣品
屋內之廁所高度為 210 公分，廁所上方之平臺空間高度
為 170 公分。
五、經函請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到會陳述，略以：
（一）「安家企業機構」集團（下稱安家集團）下共有被處分
人安家公司、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捷順國際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捷順開發公司）及王工南營造有限公司（下
稱王工南公司）
。
（二）案關「安家 MOrE+」建案為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自地主購
得土地後興建，非屬被處分人安家公司投資興建，僅營
造廠為被處分人安家公司百分之百轉投資之王工南公司
承攬，至案關平面圖冊廣告文案應為被處分人全悅公司
製作，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審閱，惟誤將廣告文案「安家
機構」刊載為「安家國際」
。另案關建案甲本廣告圖冊刊
載「安家國際近期作品」共 13 項建案，其中「安家敦北‧
圓頂」及「信義 ID」為捷順開發公司建案，
「安家築尚」
為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建案，其餘 10 件為被處分人安家公
司建案。
（三）安家集團內各公司所推出建案之客服業務係由被處分人
安家公司客服部負責，故案關「安家 MOrE+」建案預售
屋銷售期間，客戶簽約時被處分人捷順公司之用印及收
費等作業，係由被處分人安家公司之客服部人員負責。
又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就本案前幾次到會說明時所委任之
人員即為被處分人安家公司之客服部協理。
（四）另因安家集團下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捷順開發公司並未
架設網站，故安家集團下各公司所推建案，亦由被處分
人安家公司客服部人員就相關建案資訊委外登載於被處
分人安家公司網站。被處分人安家公司約於 103 年 5 月
後於網站刊登案關建案資訊，且載有「安家國際看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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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心稀有特質，繼安家 2MOrE 秒速完銷之後，掌握小
坪數、挑高產品購屋熱潮，再度推出安家 MOrE+」等文
字。
六、經函請臺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案關建案地下一層核准用途為「機房、受電室、發電機
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
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應依
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申請辦理。另依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
構造及設備安全。」未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則依同法
第 91 條規定，得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
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
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
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
或強制拆除。按停車空間尚無不得室內裝修之規定，惟
仍應依原核准用途使用，倘將原核准之防空避難室兼停
車空間變更為「大廳」或「多功能室」
，如變更後無法以
免計容積檢討，則涉及容積樓地板面積增加，本案已無
多餘可建容積樓地板面積，應另循申請容積移轉方式辦
理變更登記。
（二）案關建築物前於 98 年 8 月 10 日取得 98 建字第 0317 號
建造執照，經臺北市政府 102 年 9 月 10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268443500 號函同意備查設置樣品屋，惟上開建造執
照經 103 年 4 月 7 日核發之 103 建字第 0065 號建造執照
注意事項第 9 條註記併案作廢，依「臺北市建築工程搭
蓋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告管制措施」第 2 條規定，應由
新核發建造執照之起造人、設計人辦理備查設置樣品
屋，本案樣品屋未按上開程序辦理應以違章建築論處。
（三）另查本案核備圖說內容並未繪製或標示廁所上方設有平
臺空間，依「臺北市建築工程搭蓋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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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管制措施」第 7 條規定：
「未依本管制措施規定所搭建
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以違章建築論處。」是該樣品屋應
以違章建築論處。
（四）案關建案倘增建夾層，係增加樓地板面積，自應依建築
法第 39 條規定依法申請辦理變更設計。經查案關建案建
造執照與使用執照竣工圖說廁所上方無設立平臺空間，
領得使用執照後如有擅自增設夾層涉及違建情事均依法
查報，除應無條件接受拆除，並須負擔拆除費用。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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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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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
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
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故事業倘以廣告或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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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違反前揭規定。復按公
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
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
二、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及被處分人全悅公司均為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出資興建，並由被處
分人捷順公司具名與消費者簽訂房屋土地預定買賣契約
書，另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於 102 年 8 月 1 日與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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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悅公司簽訂廣告業務企劃合約書，由被處分人全悅公
司負責案關建案之廣告製作及業務銷售，是被處分人捷
順公司除出資興建本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為其製作廣告及銷售，故被
處分人捷順公司核為本案廣告主。
（二）依被處分人全悅公司與被處分人捷順公司簽訂之合作契
約第 9 條規定，相關報紙、海報及相關媒體圖文廣告由
被處分人全悅公司負責規劃及安排，經被處分人捷順公
司簽認後，發稿發包及製作。另被處分人全悅公司亦負
責案關建案之現場銷售業務，依合作契約第 11 條規定，
被處分人全悅公司按實際銷售價格之一定比率收取廣告
業務企劃報酬。是以被處分人全悅公司實際參與案關廣
告文案之規畫及製作，並進而利用廣告銷售，且隨銷售
戶數之增加獲利益增，足堪認定為本案廣告主。
（三）另本案雅屋工作室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委託，擔任案關
建案接待中心之室內設計及監造裝潢施工，屬代銷公司
為完成案關建案銷售企劃，就樣品屋搭建工程再委託他
事業建造之第三人，雅屋工作室並未涉入房屋買賣交
易，且就該樣品屋之設計須受被處分人全悅公司之監
督、審核及驗收，故雅屋工作室尚難認屬本案廣告主。
（四）至案關平面圖冊廣告雖載有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名稱，惟
查案關建案之建造執照起造人、與消費者訂約之對象、
與代銷公司被處分人全悅公司簽訂合作契約之對象及被
處分人全悅公司收取廣告銷售服務費之發票開立對象均
為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有關案關建案之廣告製作及銷售
均與被處分人安家公司無涉，是被處分人安家公司非為
案關建案之出資者、發票開立者，且未因案關建案廣告
獲有利潤，故尚難認被處分人安家公司為本案廣告主。
三、 有關案關甲、乙本平面圖冊廣告刊載「投資興建│安家國
際」乙節，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查案關建案名稱冠以「安家」2 字，且 2 本平面圖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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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投資興建│安家國際」
，其中甲本平面圖冊更載有
「安家國際，創意建築家」之標題文字及「安家國際創
立於 1988 年，24 年來，走過景氣高峰低谷……」、
「期
許每一座安家建築，都是當代值得被記憶的美好建築」
等語，並列舉 2004 年以來「安家國際近期作品」
，惟查
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捷順公司投資興建，非屬被處分
人安家公司建案，且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設立於 2009 年，
設立於 1988 年者為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另所列「安家國
際近期作品」共 13 項建案，僅「安家築尚」為被處分人
捷順公司建案， 另有 2 件為捷順開發公司建案，其餘
10 件均屬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建案，就該平面圖冊廣告整
體觀之，已予一般消費者案關建案由被處分人安家公司
興建之印象，是前揭廣告之宣稱與事實未符甚明。按建
案之建造事業，會因其存續期間、過去曾推出之建案成
品、資金、技術、履約能力、企業形象等之差異，予消
費者不同之信賴程度，自會影響消費者之交易決定。因
被處分人安家公司成立時間較被處分人捷順公司久遠，
且業於市場推出諸多冠以「安家」2 字之建案名稱，而
足以對一般消費者產生信賴之招徠效果，故案關甲、乙
本平面圖冊廣告刊載建設公司名稱與事實未符之情，核
屬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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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有關被處分人安家公司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就廣告刊載
「投資興建│安家國際」內容為不實陳述，亦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1、按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
處罰之。」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情形，因身分或
其他特定關係成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其無此
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罰之。」所稱「故意共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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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件之事實或結果
係由 2 以上行為人故意共同完成者而言，故主觀上以
行為人出於故意為必要，即主觀上有互相利用他方行
為作為己用之意；客觀上須有共同實施之行為，即義
務主體與義務主體以外之第三人外部之共同完成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質言之，是否該當「故意共同
實施」
，須審酌各行為人是否符合：1、各行為人彼此
具有共同行為之意思連絡及決意；2、各行為人主觀
上對於該當構成要件之行為均有認識及實現之「故
意」
；3、各行為人客觀上有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等要件。
2、有關各行為人間是否具有共同行為之意思連絡及決
意之部分，查案關建案為捷順公司建案，卻於建案名
稱冠以「安家」2 字，且綜觀案關甲、乙本平面圖冊
廣告，除直接登載投資興建為「安家國際」外，尚登
載被處分人安家公司之設立期間及「安家國際近期作
品」，消費者自案關平面圖冊廣告外觀觀之，尚無從
知悉案關建案實際為捷順公司投資興建，僅獲悉案關
建案為被處分人安家公司投資興建。另查被處分人安
家公司網頁亦載有案關建案介紹，並載有「安家國際
看準國家都心稀有特質，繼安家 2MOrE 秒速完銷之
後……再度推出安家 MOrE+」等文字，是以被處分人
安家公司明知案關建案非屬其建案，卻對外宣稱案關
建案為其「安家 2MOrE」建案後，另外推出之建案，
且建案名稱雷同，是可認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就案關建
案使用其事業名稱之事實有所認識。又被處分人安家
公司自承其有參與案關建案之銷售過程，於案關建案
銷售現場由被處分人安家公司人員負責用印及簽約
事宜，且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到會說明時亦自承因被處
分人安家公司於市場上較為知名，故使用「安家」名
稱。是以被處分人安家公司與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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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共同行為之意思聯絡及決意，且被處分人安家公
司主觀上具有與被處分人捷順公司共同刊載廣告之
認知及實現之故意。
3、再者，就各行為人客觀上是否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而論，經查本案廣告主透過被處分人安家
公司，就廣告刊載「投資興建│安家國際」之內容已
達成共識，在此等共同決意下，由較具知名度之被處
分人安家公司擔任案關建案之顯名，使案關建案與被
處分人安家公司之形象產生連結，並於廣告中列舉
2004 年以來「安家國際近期作品」之方式，藉由被處
分人安家公司之知名度及不實之事業名稱內容，增強
消費者對於案關建案之信賴感，對於該不實廣告結果
之發生具有重要影響。準此，被處分人安家公司對於
系爭不實廣告行為之實現，顯然具有不可或缺之功能
性支配，足堪認定符合與廣告主共同實施不實廣告行
為之客觀構成要件。
（三）綜上，被處分人安家公司與廣告主，達成共同使用「安
家國際」作為投資興建事業之共識，且彼此對於其廣告
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有所認識，並於客觀上
共同參與促使不實廣告行為之實現，合致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2 項規定之要件，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洵堪認定。
四、 案關甲本平面圖冊廣告「座車第二門廳 3D 透視參考示意
圖」刊載「B1 空間……是社區多功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
門廳。」等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按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
用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
之規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
得而知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
符，卻違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涉有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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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情狀，為影響消費
者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交易相對人據廣
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
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倘交易相對人獲
悉廣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限期改善、
連續處罰、限期停止其使用、停止供水供電或遭查報拆
除等處分之風險，自會影響交易相對人是否購買建案房
屋之決定。
（三）查案關廣告載有「B1 空間……是社區多功能空間，也是
座車第二門廳。」等語，予人印象案關建案地下 1 樓得
作為「多功能空間」使用，並得作為既有大廳外之「第
二門廳」使用。本案雖據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人
全悅公司表示該空間可由管委會自由運用，惟據臺北市
政府表示，案關建案原核准圖說地下 1 樓核准用途為「機
房、受電室、發電機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倘完
工後將原核准之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作為「大廳」或
「多功能室」等公共設施，未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違
反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可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人 6 萬元至 30 萬元罰
鍰、命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是案關甲本平面圖冊廣告就地下 1 層所為之公共設施表
示，使人誤認可作為「多功能空間」及「門廳」使用，
顯與事實不符，且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
有引起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
失原有之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五、 案關建案樣品屋廁所上層及臥房窗簾處透過玻璃窗所示空
間之展示有引起合法夾層使用之錯誤認知，核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查案關建案接待中心樣品屋係供不特定交易相對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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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參觀，以瞭解將來建造完成後之商品細節，屬性上
本即為該建案之廣告物。本案該樣品屋於廁所處採上下
層空間配置，並於上層吊掛衣物並擺設箱子等物品，牆
壁一側設有壁櫥，一側則為全鏡面裝潢，該空間內又配
置有人在其內活動所需之適當照明，且於臥房窗簾處透
過玻璃窗所示沙發、小茶几及書櫃等空間，予人印象案
關建案將來完工後可如樣品屋般施作上下層空間配置之
「夾層」設計，增加室內居住使用面積，並有據此認知
作成交易決定之虞。惟查案關建案建造執照注意事項第
45 點載有「建築物樓層內任意加設夾層係屬違建」、第
53 點「建築物樓層高度採複層式樓板設計不得任意設置
夾層」等語，另據臺北市政府表示，案關建案倘增建夾
層增加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依法申請辦
理變更設計，又案關建案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竣工圖說
於廁所上方並無設立平臺空間，領得使用執照後如有擅
自增設夾層涉及違建情事均依法查報，除應無條件接受
拆除，須負擔拆除費用。是案關樣品屋之表示使人誤認
可合法施作「夾層」使用，顯與事實不符，其差距已逾
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且足令一般大眾對案關建
案內容與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
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
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又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人全悅公司辯稱案關樣品
屋因廁所位處挑高空間，為有效利用坪效，故設計上下
層空間設置，於上層作為儲藏空間，未有違反建管法令，
另於臥房窗簾處透過玻璃窗所示空間，係作為辦公室使
用，非屬樣品屋空間等云云。按預售屋買賣交易時，因
尚無成屋，消費者端賴預售屋廣告所示內容據以作為交
易決定之參考，又樣品屋展示所售房屋內部使用情狀，
即傳達將來得提供該使用空間之商品予交易相對人，購
屋者得以相同之規劃及裝潢方式合法擴大室內使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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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惟據臺北市政府表示案關樣品屋核備圖說內容並未
繪製或標示廁所上方設有平臺空間，依「臺北市建築工
程搭蓋樣品屋及設置臨時廣告管制措施」第 7 條規定，
該樣品屋應以違章建築論處。另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自承
案關建案目前業完工，為符建造執照規定，並未如樣品
屋般於廁所上方施作夾層，是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自始即
知悉案關建案將來完工後，不得施作夾層，卻仍於預售
屋銷售階段與被處分人全悅公司共同於樣品屋廁所處施
作屬違章建築之夾層空間，且於臥房窗簾處透過玻璃窗
所示沙發、小茶几及書櫃等展示空間，此情足令一般購
屋者誤認該夾層屬合法建物，尚難以知悉倘依樣品屋所
示施作夾層，有違反建管法規，而遭罰鍰、限期拆除等
處分之風險，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是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
人全悅公司尚不得據以主張豁免案關不實廣告之責。
六、 綜上，被處分人捷順公司與被處分人全悅公司於「安家
MOrE+」預售屋建案廣告，刊載「B1 空間……是社區多功
能空間，也是座車第二門廳」
，及樣品屋為夾層設計，並與
被處分人安家公司故意共同使用「安家國際」為投資興建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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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
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
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6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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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59 號
被處分人：出去走走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871897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 17 號 3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以比較廣告方式於「露營樂 露營區．夥伴合作計
畫」文宣就「創辦人分析」、「經營團隊分析」等項目之
刊載內容與事實不符，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檢舉人檢舉，略以：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2 月間寄送「露營
樂 露營區．夥伴合作計畫」，文宣內容就三大業者比較分析，
其中「愛○○」之「創辦人分析」、「經營團隊分析」、「訂
位付款後確認」、「使用者易用性」、「雙方合作簽約」、「
區域性整體行銷」等項目刊載內容與事實不符，涉有廣告不實
之情事。
理
由
一、 查有關「露營樂 露營區．夥伴合作計畫」文宣為被處分人
製作審核且寄送，是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有關被處分人刊載「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背景篇」之「創
辦人分析」項目「露營樂」登載為「18 年網路行銷、148
個購物網站建置 數 10 家電商顧問、超過百場社群行銷演
講與課程」，而「愛○○」被登載為「工程師」，予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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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被處分人創辦人具 18 年網路行銷、148 個購物網站建
置、數 10 家電商顧問、超過百場社群行銷演講與課程之經
驗，而檢舉人創辦人背景為工程師。雖被處分人提供其創
辦人前揭所述資歷相關資料佐證，然就檢舉人比較欄位，
被處分人表示係透過同業得知其為工程師背景，並無貶抑
檢舉人創辦人之意圖云云，惟依檢舉人提供之資料其創辦
人於加拿大主修休閒遊憩管理學系畢業，另依所臚列歷年
任職之公司及所擔任之職務，雖曾在科技公司上班，但非
工程師，爰被處分人宣稱難謂有據，是被處分人就「創辦
人分析」項目「愛○○」刊載為「工程師」與事實不符，
且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三、 有關被處分人刊載「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背景篇」之「經
營團隊分析」項目「露營樂」登載為「專業分工組織完整，
以長期經營規劃 卓大叔 露營區規劃(1)、分區開發人員
(2)、空拍攝影組(2) 會計部(2)、 系統工程部(2)、使用
者研究中心(1) 企劃設計部(3)、客服部(3)」，而「愛○
○」被登載為「夫妻檔 後勤團隊不詳」，予人印象為被處
分人具專業分工組織完整，而檢舉人為夫妻檔後勤團隊不
詳。雖被處分人提供該公司人員名單佐證其分工情形，然
就檢舉人比較欄位，被處分人表示僅知悉其由創辦人夫妻
經營無從知悉檢舉人經營團隊之規模，乃於文中以「後勤
團隊不詳」之方式表示。惟依檢舉人提供資料顯示檢舉人
團隊亦有客服後勤人員 3 名、會計人員 1 名、系統工程部
門人員 3 名等，是被處分人就「經營團隊分析」項目「愛
○○」刊載為「夫妻檔 後勤團隊不詳」未經查證，且以「不
詳」用語描述，易使人致生檢舉人之後勤團隊是否有建置，
產生存疑之負面觀感，其逕以主觀陳述為比較，足以引起
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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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四、 有關被處分人刊載「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露友篇」之「訂
位付款後確認」項目「露營樂」登載為「自動核帳，簡訊
通知」，而「愛○○」被登載為「人工核帳」，予人印象
為被處分人採自動核帳，並以簡訊通知訂位者，而檢舉人
為人工核帳。雖被處分人提供其付款系統採「自動核帳」，
於收取款項即以簡訊自動回復消費者收款訊息之相關事
證，然就檢舉人比較欄位，被處分人表示檢舉人網站付款
流程尚須請消費者輸入轉帳帳號末 4 碼，因此推定檢舉人
係以人工核帳。惟依檢舉人提供資料顯示其應為自動核帳
及人工雙重確認，並以 APP 訊息通知，並提供相關資料佐
證。是被處分人就「訂位付款後確認」項目「愛○○」刊
載為「人工核帳」未經證實或查證以懷疑、臆測為比較，
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五、 「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露友篇」之「使用者易用性」項目
「露營樂」登載為「專業開發團隊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持
續性更新改版」，而「愛○○」被登載為「少部份調整」，
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就提供消費者之訂位系統持續性更新
改版，且係由專業團隊開發，而檢舉人系統僅少部分調整。
雖被處分人表示其為提供消費者更方便訂位平台，著手使
用者介面修改調整，如網站(主題露營、找營區、住過露友
評價、訂食材、分享樂)等持續性更新改版，使用者無論使
用手機或電腦於瀏覽網頁後即可透過手機或電腦網頁進行
訂購消費，因此登載「專業開發團隊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持
續性更新改版」
，另觀察檢舉人網站，經實際操作後發現該
網站如使用電腦進行瀏覽，則無法瀏覽後逕於該網站進行
商品訂購(尚須於手機下載 APP 後再行訂購)，且該網站僅
提供更新營地介紹(分享給朋友、外部連結)功能，因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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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登載為「少部份調整」云云。惟依檢舉人表示其係屬成
熟且功能完整之訂位系統，且提供營地詳細圖述、營地介
紹、區域圖介紹、氣候、交通等資訊。另提供訂位諮詢電
話、營主聯繫電話、完整營區介紹，包含：營業時間、收
費、注意事項、營地規定等，使消費者清楚閱讀並提供完
整資訊，讓消費者即露友能輕鬆、快速的選擇適合自己的
營地，並可將喜愛的營地放入我的最愛，更快速的搜尋，
更可透過 APP，直接修改預訂、取消預訂、即時發布影像訊
息、延期或取消訊息等，皆可直接選擇操作延期或取消。
過去 1 年就系統大小改版，皆是為了完善強化以上功能，
讓使用者能夠更輕鬆便利順暢的訂位。是被處分人就「使
用者易用性」項目「愛○○」刊載為「少部份調整」未以
客觀性或公認之比較基準，即依其內部人員自行瀏覽檢舉
人網站情形而論斷，為就比較項目為不妥適之詮釋，足以
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六、 「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營主篇」之「雙方合作簽約」項目
「露營樂」登載為「簽訂正式合約保障雙方權益 也保障露
友的權益」，而「愛○○」被登載為「無正式合約」，予
人印象為被處分人與營主訂有正式合約，且合約可保障雙
方及露友之權益，而檢舉人與營主未簽訂正式合約。雖被
處分人提供其與營主簽訂之正式合約佐證，然就檢舉人比
較欄位，被處分人表示係業務拜訪數名營主後，獲悉檢舉
人僅使用營地「報價單」
，未就權利義務關係進行規範，爰
逕認檢舉人並無正式合約。惟依檢舉人提供資料顯示檢舉
人與各合作營主訂有正式合約。是被處分人就「雙方合作
簽約」項目「愛○○」刊載為「無正式合約」未經證實或
查證以懷疑、臆測為比較，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

67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
用第 1 項規定。
七、 「三大業者比較分析表-營主篇」之「區域性整體行銷」項
目「露營樂」登載為「2017 重點經營方向」，而「愛○○」
被登載為「無」，予人印象為區域性整體行銷為被處分人
西元 2017 年重點經營方向，而檢舉人無區域性整體行銷。
雖被處分人表示其所稱區域性整體行銷係指就各區以縣市
或鄉鎮為單位做行銷，例如就在地食材做行銷、辦理尖石
大團露等活動，因此刊載「2017 重點經營方向」，然就檢
舉人比較欄位，被處分人表示無從得知檢舉人經營情形因
此刊載為「無」。惟依檢舉人提供資料顯示其 105 至 106
年間於臺灣整體行銷投入有廣告費用。是被處分人就「區
域性整體行銷」項目「愛○○」刊載為「無」，其未經證
實或查證以懷疑、臆測為比較，足以引起交易相對人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八、 綜上，被處分人以比較廣告方式於「露營樂 露營區．夥伴
合作計畫」文宣就「創辦人分析」、「經營團隊分析」、
「訂位付款後確認」、「使用者易用性」、「雙方合作簽
約」、「區域性整體行銷」等項目之刊載內容與事實不符，
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
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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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處分人 105 年 12 月中旬至 106 年 1 月中旬寄發之「露營
樂 露營區．夥伴合作計畫」文宣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3 月 21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6 月 6 日陳述紀
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21 條第 4 項：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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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 2之2號12樓
承辦人：○○○
電話：02-23517588
傳真：02-2397465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4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612607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貴公司申請誠翔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本會104年6月
25日公聯字第104004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東港－小琉
球航線交通客船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及同一票證等聯
合行為案，准予備查，許可內容、許可理由及許可負擔比
照前開許可決定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貴公司106年7月10日眾字第10600701號函及106年7月
18日眾字第10600702號函辦理。

正本：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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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0 號

被處分人：佳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602899
址
設：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 1 段 2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富利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567049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 1 段 122 號 6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躍淡水」建案，於網頁廣告刊載施作夾層
圖片為室內空間表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佳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0萬元罰鍰。
處新富利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為銷售新北市淡水區「躍淡水」建
案(下稱案關建案)，105年12月13日至106年2月15日於591房屋
交易網站刊登案關建案廣告，於網頁廣告「樣品屋/實品屋」項
下，刊載施作夾層圖片可做室內空間使用；另經查詢案關建案
使用執照(104淡使字第00181號)，地上2層至地上15層為H2集合
住宅，尚無夾層設計，與案關廣告宣稱不符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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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佳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佳鋐公司)所投資興建之建案，並簽訂「躍淡水委託銷售契
約書」
。足證被處分人佳鋐公司除出資興建案關建案外，並
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被處分人新富利廣告有限
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製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
品，故被處分人佳鋐公司自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次查被
處分人新富利公司依前揭「躍淡水委託銷售契約書」
，係採
「包銷制」之方式承攬案關建案之銷售業務及廣告製作，
且由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支付因銷售房屋而產生之業務、
廣告及企劃費用，亦即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就廣告內容具
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且隨建案銷售所得獲有利益，是
新富利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查案關建案廣告係由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自行填寫廣告資
料及上傳圖片刊載於 591 房屋交易網，於網頁廣告「樣品
屋/實品屋」項下，刊載施作夾層圖片可做室內空間使用，
整體觀之，足使消費者認知於購屋後，於案關建案可合法
施作與使用夾層空間。然據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所述，案
關建案地上 2 層至地上 15 層之室內高度為 3.2 公尺，並無
空間施作夾層，實際上亦未施作，案關 4 張施作夾層圖片
係屬誤植，並非案關建案房屋實品屋之圖片；另據新北市
政府表示，案關建案依使用執照竣工圖說所示，尚無夾層
設計，倘於室內施作夾層屬違章建築，由違章建築拆除大
隊依規定辦理。是以，消費者購屋後並無法依廣告所規劃
施作與使用夾層空間，倘擅自建造即屬違建，有遭違反建
築法規查報、拆除之風險，廣告圖片之內容表示與事實不
符，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且足以引起
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其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
事，洵堪認定。
三、 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雖稱因人員疏失未查有 4 張圖片有施
作夾層圖片，並非案關建案地上 2 層至 15 層房屋實品屋之
圖片，此純屬圖片誤植而非廣告不實等語，惟按廣告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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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廣告主於廣告前後應克盡充分準
備及詳加查證之義務，倘廣告主未就廣告訴求是否得履行
為充分準備或詳加查證而逕予使用，致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情事者，即當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廣告主自不得
據其主張免責；另被處分人佳鋐公司則辯稱案關廣告內容
之製作及審閱均由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為之等語，惟被處
分人佳鋐公司既就「躍淡水」建案銷售及廣告製刊等業務
全權委託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處理，並藉由被處分人新富
利公司所製作、提供使用之廣告及銷售行為直接獲有銷售
利潤，自應就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製作及使用之廣告善盡
監督、管理及約制之責，尚難僅以案關廣告未經其審閱或
不知情而予以卸責。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為銷售案關建案，於網頁廣告刊載施
作夾層圖片為室內空間，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591房屋交易網站之案關建案廣告。
二、 被處分人佳鋐公司106年2月18日陳述書、106年3月15日、
106年6月5日、106年7月17日補充陳述書及106年7月12日陳
述紀錄。
三、 被處分人新富利公司106年3月3日陳述書、106年3月17日、
106年6月5日、106年7月13日補充陳述書及106年7月12日陳
述紀錄
四、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年1月23日新北工使字第1060040552
號 函 及 新 北 市 政 府 106 年 3 月 1 日 新 北 府 工 使 字 第
106028230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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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7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1 號

被處分人：富霖開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449918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402 號 10 樓之 6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沙鹿區「富霖 B＆W」建案廣告，於剖
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
之陽台以及頂樓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
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據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沙鹿區「富霖 B＆W」
建案，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15 日期間於台中房地
王網站刊登案關建案廣告，並於「剖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突
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惟查臺中市政
府網際網路執照存根查詢系統，該建案地下 1 層使用類組
未包含室內空間、地上 1 層包含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包
含陽台面積、突出物 1 層為樓梯間，與經核定之樓層空間
使用用途不符，疑將停車空間、陽台、樓梯間等規劃為室
內空間使用，而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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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富霖 B＆W」建案為被處分人於 103 年 7 月 9 日起造興
建，並於 105 年 1 月 13 日竣工。
（二） 「富霖 B＆W」建案剖面透視圖係由被處分人設計、製
作，並交付房地王有限公司刊登於網站上進行廣告銷售。
（三） 案關建案廣告剖面透視圖地下 1 層及地上 1 層部分空間
於建造執照核准用途為「停車空間」
，地上 2、3 層部分
空間於建造執照核准用途為「陽台」
，頂樓突出物空間於
建造執照核准用途為「樓梯間」
。而將前開空間規劃為室
內空間之用意，係為了給消費者購屋後之空間規劃參考。
（四） 「富霖 B＆W」建案之建蔽率與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限，
故該建案應無合法將前開「停車空間」、「陽台」、「樓梯
間」等空間變更作為室內空間使用之可能。
三、 經函請臺中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富霖 B＆W」
建案倘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
陽台空間及頂樓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涉
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擅自變更使用及違章建築，依建
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
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
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
狀或強制拆除。案關建案並未申請變更設計。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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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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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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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
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
之事業，得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以下罰鍰。」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
之提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監督能力者、廣
告之出資者等，並依締結交易名義人、銷售及廣告活動
實際實施者及實施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因
廣告銷售所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
（二） 查「富霖 B＆W」建案係被處分人於臺中市沙鹿區投資興
建，且建案廣告刊載「建設公司：富霖開發建設」；嗣
經檢視「富霖 B＆W」建案之房屋預定買賣合約書，該建
案之賣方為被處分人，是被處分人核為本案之廣告主。
三、 被處分人於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銷售「富霖 B＆W」建案，
於剖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
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
用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
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交易相對人據
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
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倘交易相對人
獲悉廣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罰鍰、勒
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
交易相對人是否購買建案房屋之決定。
（二）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沙鹿區「富霖 B＆W」建案，於台中
房地王網站刊登銷售廣告，並於剖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
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其整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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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綜合觀之，予人印象為購買「富霖 B＆W」建案後，得
據以比照廣告所呈現之規劃為室內空間配置並合法使
用。次據臺中市政府表示，
「富霖 B＆W」建案倘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
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使用，涉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擅自變更使用及違章建築，依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
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
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
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
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三）承此，案關建案廣告於剖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突出物之
樓梯間等空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因「富霖
B＆W」建案之設計建蔽率與設計容積率均已達法定上
限，應無將該等空間合法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之可能
性，是「富霖 B＆W」建案於興建完成交屋後，消費者並
無合法權源得依案關建案廣告所規劃將該等空間配置為
室內空間使用，倘擅自變更使用，則有違反建築法規而
遭查報、拆除之風險。據此，案關廣告之表示與事實不
符，其差異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足以引起
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
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屬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臺中市沙鹿區「富霖 B＆W」建案，
於台中房地王網站刊登剖面透視圖，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及頂樓突出物之樓梯
間規劃為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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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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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2 號
被處分人：○○○即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統一編號：○○○○○○○○○ 26730397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 37 號 2 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散發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佩戴使人
誤認之工作證，使民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
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安全檢查行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
實，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接獲民眾通報被處分人假藉檢
查瓦斯設備名義行銷售之實乙案，移請本會處理。
二、調查經過：
(一)經向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查證，獲知被處分人已多次
申請變更名稱，且其前身「欣欣天然瓦斯企業社」、
「新
海天然瓦斯設備行」及「欣湖天然瓦斯企業社」
，曾經本
會 102 年 1 月 30 日第 1108 次、102 年 5 月 22 日第 1124
次及 103 年 7 月 2 日第 1182 次委員會議決議，分別以違
反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43 條及第 24 條分處 5 萬元、10
萬元及 20 萬元罰鍰在案；又本案調查期間，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再次變更其營業登記地址至「新北市新
莊區中和街 37 號 2 樓」
。
(二)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被處分人安檢服務電話
02-22801922 為○○○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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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視檢舉人提供被處分人散發之瓦斯服務通知單內容，
說明如次：
１、通知單正面之標題以偏大字體顯示「大台北區瓦斯服
務通知」字樣，另該通知單正面其他記載事項為：
「敬啟者：補檢
服務員編號：11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毒
事件頻傳，現為 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年○月○日上午 11:00～下午 18:30 派員趨
府實施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工作，希屆時賜予
合作。雨天順延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通知
本公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片
及編號」
。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損
失。
貴用戶(蓋上不易辦識之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篆
體印鑑)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現場維
修更換器具，一律現場收費辦理，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並祝閤家平安。
安檢服務專線：(02)22801922(11：00～18：30)
※本公司為提升安全品質、已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斯
爐前及熱水器下方開關 當瓦斯橡皮管脫落或著火
時、燒毀即自動切斷瓦斯(超流量自動遮斷器)及抗
氧 化 PVC 鋼絲管。
貴用戶 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請來
電向本公司申請換裝以保安全。(瓦斯本無害，不慎變
成災)。」
２、背面記載事項：
「
注
意
事
項
一、本公司為加強軟管線維護，確保 貴用戶使用安
全，定於封面所列時間內派員趨府實施瓦斯設備
定期服務，謹先函達，尚請賜予合作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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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敬請注意確認服務人員身份，以防受騙。
三、貴府瓦斯爐、熱水器所使用之橡皮管易變質老化，
為避免漏氣事故，本公司工作人員將為貴府換裝
服務。
四、為加強使用安全，可加裝超流量自動遮斷器，設
備開關確保使用安全，本公司一律採現場收費方
式辦理，並開立保證書及收據，貴府可直接要求
現場服務員換裝。
五、本公司非天然氣導管單位，純為推廣瓦斯器具及
安全設備，同時協助住戶瓦斯使用安全之維護。
此致
貴用戶

統一編號：26730397
大台北樂樂瓦斯企業社」
(四)另檢視被處分人所佩戴之瓦斯安檢服務工作證內容，正
面係以偏大字體顯示「大台北區瓦斯企業社」以及「工
作證」等字樣，而反面始有「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之事業完整名稱。
(五)民眾甲君陳述紀錄如下：
１、於 104 年 3 月間，收到被處分人之瓦斯安檢服務通知
單。
２、幾天後下午，有名男子掛有工作證且註明大台北瓦斯，
要求進入甲君家中進行瓦斯安檢，甲君以為大台北區
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人員進行瓦斯安檢。
３、對方拿出打火機測試後，宣稱瓦斯漏氣，造成甲君心
理上的壓力，而後要求甲君須安裝 1 組全自動保險開
關共 2,900 元。甲君認為瓦斯漏氣危險，而不得不購
買瓦斯開關。
４、甲君在這名男子離開後，覺得價錢太貴，便撥打服務
通知單聯絡電話，無人接聽，遂直接前往里長辦公室
詢問，才發覺對方不是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人
員。
(六)民眾乙君陳述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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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104 年 3 月間，有名男子身著便服掛著工作證，其中
「大台北區」4 字較為顯眼，自稱大台北區公司，要
求進入乙君家中進行瓦斯安檢。
２、對方進入後檢查熱水器、瓦斯爐以及瓦斯表後，宣稱
熱水器管線壞掉須更換，共 2,900 元。
３、乙君表示，若事先知道對方非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人員，就不會讓對方進門。
(七)民眾丙君陳述紀錄如下：被處分人目前都在臺北市從事
相關銷售行為，如松山區、中山區、大安區等，銷售手
法就如同本會之前所處分的案件一樣，假藉當地導管瓦
斯公司名義檢查後進行銷售行為。爰檢附被處分人服務
單及工作證等事證檢舉。
(八)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提供相關資料，相關情形如次：
１、本會於 104 年 5 月 27 日以公製字第 1041360332 號書
函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該調查函已
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未依指定日期到會說明。
２、嗣後本會以電話通知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受話者表示
負責處理人員為○先生。經再致電○先生，確認該名
人員即為安檢服務電話之申辦人○○○，並告知再拒
不到會說明，本會將依現有事證審理。○○○表示，
請本會發函至其所在地址「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 62-5
號 3 樓」
，收到後將轉告事業負責人○○○。
３、本會再次以 104 年 6 月 10 日公製字第 1041360360 號
書函雙掛號郵寄至○○○之所在地址、負責人○○○
之戶籍地址，同時亦再次寄送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
址，函文內容已明確告知被處分人若不於期間內到會
說明，本會將依現有事證審議。上開本會調查函均已
合法送達，惟約談當日被處分人仍未到會說明。
（九）因本案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適用，本會
前於 105 年 4 月 13 日第 1275 次委員會議決議，將被
處分人之事業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嗣獲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復函（106 年 2
月 15 日北檢泰結 105 他 4275 字第 11671 號函）
，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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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檢署調查結果，尚難逕認○君有詐欺犯行，予以
簽結。
（十）為保障被處分人權益，本會再函請被處分人針對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5028 號處分書之事實及理
由到會說明，相關情形如次：
１、本會於 106 年 5 月 10 日以公製字第 1061360315 號書
函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及負責人戶籍
地址，該調查函均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並未於 106
年 5 月 18 日指定日期到會說明。
２、本會再次以 106 年 5 月 23 日公製字第 1061360341 號
書函雙掛號郵寄負責人○○○之戶籍地址，函文內容
已明確告知被處分人若不於期間內到會說明，本會將
依現有事證審議。上開本會調查函均已合法送達。惟
約談當日被處分人仍未到會說明。
理

由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
意。」第 39 條規定：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
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
效果。」第 102 條規定：
「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
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
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03 條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
明白足以確認者。……」
二、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39 條規定，於 104 年 5
月 27 日、104 年 6 月 10 日、106 年 5 月 10 日、106 年 5 月
23 日多次以雙掛號方式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並於函中
告知拒不到會說明及提供案情相關資料之法律效果，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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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仍拒不到會說明。為落實公權力之執行，本會得依
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依現有事證逕予認
定本案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又被處分人拒
不到會說明本會逕依現有事證審議已有前例可循，合先敘
明。
三、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同法第 42 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
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
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四、本案被處分人於瓦斯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工作證上刻意
使用「大台北區瓦斯」為事業表徵，並假藉瓦斯管線安全
檢查之名行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之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理由如下：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
原則」規定，所稱「欺罔」意指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
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
交易之行為。常見行為類型如：1、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
之主體；2、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3、隱匿重要
交易資訊。而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慮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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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
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
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
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
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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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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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
原則」第 4 點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
從事推廣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二）藉實施瓦斯安全檢查，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
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三）藉瓦斯安全
服務通知單、工作識別證、工作制服等，冒充或攀附有
信賴力之他事業、團體或機關，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
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同處理
原則第 5 點規定：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
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
反。」按一般民眾普遍對導管瓦斯公司具有較高之專業
信任，基此，倘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在銷售其產品時，利
用民眾對導管瓦斯公司之信賴感，假藉其名義，僅告稱
瓦斯安全檢查或免費更換瓦斯管線，未表示目的係推銷
瓦斯安全器材且非屬導管瓦斯公司之重要交易資訊，民
眾在不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更
進而表示現有設備不安全，而推銷產品，就其整個行銷
過程，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交易，影響民眾自由決定
之權利，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三)查本案檢舉人甲君、乙君均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係屬
當地供應天然氣之導管瓦斯公司-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
限公司之營業區域。而被處分人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
業，與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分屬不同業務種類之
事業，然被處分人為便於在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之營業區域內從事銷售，刻意於安檢服務通知單及工作
證上選用「大台北區瓦斯」為其事業表徵，顯有利用大
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之名，達到冒充或依附有信賴
力之主體意圖。復據民眾乙君表示倘知該事業非當地導
管瓦斯公司，而是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即不會使其
進入屋內換裝瓦斯安全器材，顯示該事業確實對消費者
隱匿足以影響其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核屬為使消
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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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檢視被處分人所製發之服務通知單及安檢人員工作證
正面，其「大台北區瓦斯」之文字均以放大字體方式呈
現，在視覺作用上極易與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產
生聯想。而一般用戶在初步判斷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
後，對何時到府實施安檢或會加以注意，其他部分則多
數不再詳查。因此，即使該通知及工作證反面曾出現「大
台北樂樂瓦斯企業社」及「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字樣，但由於其記載位置，或記載於背面角落，或於正
面以不易辨識之篆體印章標示，致用戶可辨識程度僅止
於聯想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爰此，該服務通知單及「工
作證」文字之列印、編排及遮蔽性手法，核屬前開處理
原則第 4 點第 3 款之類型，自得論其為使消費者誤認之
欺罔行為。
(五)復查被處分人所發放之服務通知單正、反面載有「本公
司為加強軟管線維護，確保貴用戶使用安全」、「派員趨
府實施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等文字內容意圖讓
用戶誤以為是導管瓦斯公司定期安檢服務之作法甚為明
顯，並隱匿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商業性。背面第 5 點雖
表明「非天然氣導管單位」
，但通知單之整體表示仍足以
讓民眾產生誤認。
(六)更甚者，被處分人為增加用戶之混淆程度，於服務通知
單加印字體放大之「補檢」字樣，企圖使民眾誤以為上
一次並未接受當地導管瓦斯公司之定期安全檢查，而基
於安全考量有必要配合本次補檢，增加被處分人得以進
入用戶家中之機率。故被處分人之銷售模式應與本會先
前處分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行銷手法均為類
似。
(七)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係指事
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於過去、現在及未來對於整體
交易秩序之影響，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提，只要行為實
施後，客觀上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為已足，此有最高行
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543 號判決可供參照。是以，公平
交易法第 25 條之保障並不限於過去、現在之損害，尚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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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包括未來、潛在交易相對人，故縱既存受害人少，
倘對於交易秩序有潛在影響可能性者，即合致本條之違
法構成要件。本案據部分民眾表示，倘知道被處分人並
非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而是瓦斯安全器材銷售
業者，便不會使其進入屋內換裝瓦斯安全器材，即被處
分人已利用上開欺罔的手段達成其銷售目的，且由於當
地多數里民均有向里長表示收到此服務通知單，倘未予
以遏止，勢將持續影響廣大潛在消費者之權益，爰應認
已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五、復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
「一行為同時
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
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
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
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
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本案被處分人因上揭不當
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
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5028 號處分書予以處分，
惟因被處分人之負責人疑涉犯刑事詐欺罪嫌，爰本會於 105
年 4 月 25 日將被處分人之事業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對於被處分人違法行為先令其停止違法行為但不處以罰
鍰，俟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倘前項行為經不起
訴處分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
本會得再另處罰鍰。嗣經臺北地檢署調查，因查無刑事詐
欺罪之具體犯罪事證予以簽結。是以，本案即因刑事處罰
不可能而重行獲得裁處權限，爰本案就被處分人不當銷售
瓦斯安全器材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得依公
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另處罰鍰。
六、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雖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故意
使用與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相類似之名稱，印製及
發送極易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以及佩戴極易使人誤認
之工作證，使民眾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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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瓦斯安全檢查之名行銷售之實，
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其銷售
模式與本會先前處分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之行銷手
法均為類似，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
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
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
日被處
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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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3 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於106年1月檢舉及本會於同年2月上網查詢，查悉被處
分人自105年9月起陸續於我國臺北市及臺中市以舉辦說明會等
方式推廣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美商嶄新有限公司（下稱美商嶄
新公司）之傳銷制度並介紹他人加入該外國公司之多層次傳銷
計畫或組織，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6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美商嶄新公司為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商品或服務之外
國多層次傳銷事業，而被處分人自 105 年 9 月起宣稱及於
網站刊載美商嶄新公司之獎金制度，包括推薦獎金、對碰
獎金、輔導獎金與生活津貼，以及民眾購買幸福茶商品新
臺幣（下同）19,200 元（美金 519 元+行政費用新臺幣 2,500
元）加入，推薦 1 人可獲得 400CV（1CV=美金 1 元，CV：佣
金值，下同）
，推薦獎金為 CV 的 50%，對碰獎金係小邊對碰
後乘上所屬聘階之 CV 比例（10-25%）
，輔導獎金依其代數
取得 10-50%之 CV，達一定聘階另可獲得生活津貼等，是美
商嶄新公司傳銷商透過購買幸福茶等商品加入該外國公司
之傳銷計畫或組織，並可據此透過介紹他人加入形成多層
級組織，且依渠之聘階就介紹其他傳銷商加入而獲得對碰
獎金、輔導獎金及生活津貼，上述獎金具有「多層級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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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之特徵，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3 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
二、 被處分人係 105 年 9 月間透過網路成為外國多層次傳銷事
業美商嶄新公司之傳銷商，嗣於我國借（租）臺北市長春
路與臺中市西屯路等處以及臺中全國大飯店舉辦說明會，
招攬他人加入美商嶄新公司之傳銷計畫或組織，此為被處
分人所坦承，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被
處分人可視為同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惟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同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106年1月20日「TotleLifeChang美商嶄新」部落格及106
年2月9日「TLC嶄新夢想家」臉書資料。
二、 被處分人106年5月24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
前條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
第 4 條第 2 項：外國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
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
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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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
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
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
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
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
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
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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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4 號
被處分人：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3810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2 段 78 號 10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契約書
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
款，且於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惠協議書約定社區經
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本會陳報
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及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條款之
契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本會另案調查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聯公
司)是否以契約限制公寓大廈公共區域纜線管理權等涉有
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過程中，新進業者全國數位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公司)提供資料顯示，同經
營區之既有業者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曾與新北市三重區部分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
委會)簽訂契約，要求管委會不得另與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下稱有線電視業者)協議提供相關服務，涉及以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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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而有限制競爭之可
能，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赴新北市三重區阿利阿多大廈實地勘查並訪談該社區
管委會主任委員，略以：
1. 社區有線電視服務原係由被處分人提供，於 102 年 10
月間與被處分人簽訂「天外天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契
約書」。該契約書係由前任管委會主委與被處分人簽
訂，非本屆委員簽訂，不清楚前任主委為何與被處分
人簽訂該合約。除該契約書外，未簽訂其他書面契
約。該契約並無提及有線電視服務之費用優惠，相關
收費仍為被處分人每月向住戶收取新臺幣（下同）500
元有線電視服務費用。惟被處分人與其締約時提供 2
戶公關戶之優惠，另於如母親節等部分期間推廣活
動，提供預繳 1 年贈送 2 個月及相關贈品，但若提前
解約，會有解約賠償之費用產生。
2. 社區管線空間約可提供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及其他網路
設備裝設，倘有新進業者欲進入裝設相關設備，須經
管委會同意。雖該契約書有第 2 條「…乙方（即管委
會）保證期間內由甲方（即被處分人）獨家經營，不
得轉接其他有線電視或讓其他系統進入本社區。…」
之限制條款，但經管委會洽詢全國數位公司認係違法
後便不予理會。惟嗣後接獲被處分人 2 次發函告知管
委會已違反前揭條款，並要求管委會應遵守契約之規
定及回復原狀，不得讓其他業者進入社區。
3. 約 104 年 5 月起，全國數位公司向管委會接洽提供有
線電視服務事宜，經比較後認為全國數位公司提供之
優惠內容較優惠，且可讓住戶有其他選擇，故管委會
曾開會討論決定讓該公司鋪設管線。被處分人獲知其
他有線電視業者向管委會接觸，曾主動向管委會說明
倘社區之全國數位公司用戶，改為全部使用被處分人
之有線電視服務，則可另外提供更優惠之回饋，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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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認此方式限制住戶選擇不同有線電視服務之權
利，並不妥適，故未接受。
(二) 赴新北市三重區全國數位公司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之數
社區實地勘查有線電視管道空間及設備、纜線，情形略
以：
1. 有線電視管線大多由道路拉至社區地下室，於經過社
區內強波器（或稱放大器）設備後，再分別拉至不同
棟別，後經樓梯間暗管空間拉設垂直管線到各樓層，
其中由道路至各樓層之有線電視管線均為各有線電
視業者自行建置，惟須事先取得所有權人或社區管委
會同意始得施工。
2. 有線電視管線垂直拉至各層樓後，只須將社區建置之
住戶水平管線接上有線電視業者拉設至各層樓管道
間之垂直管線即可收視，故對於有線電視用戶而言，
住戶端水平管線不因轉換不同有線電視業者而須更
換，於轉換有線電視業者時，只須接上不同有線電視
業者建置之垂直管線。因有線電視業者管線均係各自
建置，業者不可能破壞到其他業者管線，施工時也會
避免毀損其他業者之設備，以免造成糾紛及產生賠償
責任。此外，實務上不同業者間有線電視管線亦無訊
號干擾情形。
3. 實地勘查過程中，全國數位公司另提供被處分人發函
予國泰一品、中興大廈、首都巨星及華硯大樓管委會
之函文，內容表示因社區已簽訂合約，保證由被處分
人經營，不得有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入社區架設設
備，請社區依約履行，撤除其他業者之設備。因社區
管委會不願滋生事端，故均受系爭契約限制，全國數
位公司認被處分人此舉已影響市場競爭狀況，社區用
戶將無法選擇不同有線電視業者。
(三) 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事證、陳述書並到會說明，略以：
1. 公司設立之初起，約 1、20 年前即與社區簽訂有集體
戶收視契約書，合約期間配合社區主委任期，多為 1
年，惟部份社區因委員任期，亦有可能為 2 年。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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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委會簽訂該等合約內容多先由業務人員與社區
磋商，後送資料處理部門依公司合約制式範本調整，
最後送社區簽訂，此可由合約社區名稱及基本戶數資
料為預先以電腦打字得知。惟倘社區欲修正被處分人
擬訂之合約範本，經磋商後，業務會將該合約拿回公
司用印修正再送回社區簽訂；如社區仍對合約條款有
疑義不願簽訂，被處分人亦同意，並非與所有社區均
簽約。
2. 被處分人營業區域之三重區、蘆洲區及八里區之有線
電視業者，一直以來處於競爭狀態，被處分人非營業
區域內唯一且市占率最高之業者，亦即被處分人並非
處於無競爭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之
業者，各簽約社區係經由評比區域內各家有線電視業
者，認為被處分人為最優且最適合該社區的有線電視
業者，始簽約收視，收視期滿可自由決定是否續約。
3. 早期簽立之收視契約，因社區管委會下列所述需求及
考慮，故雙方收視契約內載有「乙方（社區管委會）
保證期間內由甲方（被處分人）獨家經營，不得轉接
其他有線電視或讓其它系統進入本社區」文字，但其
後被處分人基於市場環境變化、社區管委會組織變動
及管委會需求變動等因素考量，目前被處分人新版收
視契約已調整不作該項約定。與社區簽訂不得與其他
系統業者協議提供服務之獨家經營合約之考量因素
如下：營業區域內之社區大廈弱電箱空間多較小，如
設置 2 家以上有線電視業者設備，勢將造成有線電視
器材及線材外露現象，影響社區美觀並可能衍生安全
問題；社區管委會考量如同時簽約並允許多家有線電
視業者在同一管道內建置有線電視器材設備，業者於
建置或維護過程中，動輒發生他事業之設備或器材遭
蓄意或過失之破壞情事，導致收視訊號不佳、寬頻訊
號回傳不良，社區收視住戶申訴不斷；多家業者之工
務人員經常同時、先後或穿插進出社區，進行建置或
維護工作，亦可能損及社區本身之監視系統設備，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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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保全又無法明確知悉係何業者，可能發生責任難
以確認釐清情事而生糾紛，造成管委會困擾，影響社
區管理、住戶居家安全及安寧。
4. 社區考量管理問題，故會找既有有線電視業者洽談，
被處分人為爭取顧客，也會主動找願收看有線電視之
社區簽訂合約。另因新進業者加入競爭，被處分人已
於 105 年 5 至 6 月間修正合約範本刪除獨家交易條
款。此外被處分人仍有與部份社區簽訂數位加值服務
契約。
5. 於舊版收視契約階段，雖社區管委會有與其他有線電
視業者洽談進線事宜，但社區部分住戶或有不同意
見，認為仍應按原約履行，而向被處分人反映或質
疑，被處分人為回應該部分住戶之不同意見，乃發函
提醒管委會契約內容，但實際上亦僅止於此，並未曾
對任何社區管委會採取法律措施或提出任何要求。被
處分人發函社區，主要希望社區尊重合約精神，於合
約期間依照合約內容行事，避免有破壞被處分人線路
之情形。惟被處分人為求永續經營，爭取社區用戶收
看有線電視，基本上多由業務處理與社區之糾紛，且
被處分人並未如同函文內容向社區要求賠償，惟仍需
向社區表達被處分人立場。
理
由
一、 本案相關市場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一)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
(1) 被處分人及競爭同業全聯公司、全國數位公司及新
北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北市公司）均
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通傳會）申請取得經營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主要業務為以設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播送
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眾收視、聽或接取之服務。
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
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廣播電視外，尚包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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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網路視聽平臺及
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如中華電信 MOD）
，均能承
載語音、視訊、寬頻上網等服務，惟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
媒體服務平台替代性意見調查」內容顯示，民眾以
有線電視為主要收視管道占 70.7%、無線數位電視
占 12.7%、MOD 占 10.9%、免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5.0%及付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0.7%。主要使用有線
電視收看電視節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多元
性、頻道節目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方
式、頻道位置等），最近 1 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
比例僅 1.7%。另據通傳會公布之「有線電視（播
送）系統全國總訂戶數統計表」及「中華電信 MOD
累計用戶數」資料觀之，前者訂戶數由 101 年第 1
季 504 萬 1,259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522 萬 4,462
戶，後者用戶數亦由 101 年第 1 季 110 萬 6,070 戶
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133 萬 8,071 戶，有線電視之
訂戶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增加而有用戶數衰
退之情事，亦可證二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
認二者未有顯著替代性。從前述消費者於有線電視
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間轉換情形與用戶使用行
為發現，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等服務
互不為替代。
(2) 另衡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以
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
務之營運模式係以固網加值服務方式提供電信傳
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劃頻
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自主
權不同，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道
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費
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用，並
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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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異，顯示二者於法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密
替代性。
(3) 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網路視聽平臺服
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服務
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頻道數
量、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
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2. 地理市場：查被處分人及全聯公司向通傳會申請之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新北市三重區」
，涵蓋範圍包
括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及八里區，而全國數位公司
係 104 年 5 月於新北市三重區、新莊區及板橋區開播，
並於 105 年 6 月 13 日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
營許可執照（第 2 期）
，可經營區域除前揭 3 行政區外，
尚涵蓋土城區、中和區、樹林區、三峽區、鶯歌區、
蘆洲區、五股區、汐止區及泰山區；新北市公司係於
新北市三重區、新莊區、蘆洲區、淡水區、五股區及
泰山區開播，由於前等事業重疊且相互競爭之區域或
範圍為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縱全國數位公司尚未
正式於蘆洲區開播，惟全國數位公司業取得該行政區
之經營許可執照，故無礙於該業者得隨時於蘆洲區提
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而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
之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
其所在區域提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之事業，故應
以「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二) 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市
場為「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
市場。經查被處分人於通傳會原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內
（即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及八里區）競爭者僅全聯公
司，全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公司則分別於 104 年 5 月、
104 年 10 月 31 日開播。依據案關業者提供截至 105 年 8
月各行政區訂戶數資料計算，被處分人、全聯公司、全
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公司於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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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分別約為 41.9％、50.3％、7.8％及 0.01％，是得
認被處分人於「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服務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二、 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雖約為 41.9％，惟未達
二分之一，倘併計全聯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則該二事業於
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二，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將該二事業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惟考量全聯公
司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約 5 成，且被處分人及全聯公
司之市場占有率亦因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公
司之參進而逐月略減，另尚無具體事證顯示全聯公司亦有
實施系爭違法行為，則就本案相關市場競爭動態及該二事
業於所屬市場全體之對外關係觀之，尚難合致公平交易法
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
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二以上事業，
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
規定之情形」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爰就被處分人案
關行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予以
論處，合先敘明。
三、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
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三、以低價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
、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
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不以與
例示之「低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為限，凡事業「以不正
當方法」從事「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
造成市場上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可非難性。至不正當
方法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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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又「有限制競爭之虞」並不
以實際已生限制競爭結果為限，而以客觀上有限制競爭之
危險可能性為已足。
四、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 101 年起於有線電視集體戶收
視契約書第 2 條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此版本契約下稱舊
版收視契約），且於 104 年 7 月起於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
契約書（此版本契約下稱新版收視契約）第 5 條約定社區
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以及 104 年 5 月起於數位
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第 1 項約定社區經
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第 3 款所稱「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
行為」：
(一) 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
基本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僅
須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象著
眼點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有線電視業者
無論係與個別用戶或管委會簽訂相關服務契約，即取得
單獨供應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惟倘具一定市場力
量之有線電視業者無正當理由於前等契約內搭配具獨
家經營權性質之條款，並輔以具懲罰效果之違約條款約
束締約對象，即等同剝奪競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
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機會，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二) 查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部
分，經檢視系爭舊版收視契約第 2 條約定「…乙方（即
管委會，下同）保證期間內由甲方（即被處分人，下同）
獨家經營，不得轉接其他有線電視或讓其他系統進入本
社區。…」
、第 10 條約定「甲乙雙方秉誠信原則訂定本
約，違約者應按本約期間內簽約總金額 5 倍賠償對方。」
次查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社區經營權與暗
管使用權條款部分，經檢視系爭新版收視契約第 5 條約
定「因甲方以優惠價格提供乙方有線電視相關服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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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雙方議定有效合約期內，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及維
護訊號傳輸品質，乙方應保障甲方在乙方社區之經營權
與暗管使用權。乙方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另
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乙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
務，否則視同違約；甲方有權取消雙方協議之相關費用
優惠，乙方需補回每月每戶優惠期間之優惠金額。」第
12 條約定「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任一條款或於契約期間
內任意終止契約者，乙方需將甲方附件所示之優惠條件
以等值之金額返還甲方。」另查系爭數位有線電視暨加
值服務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第 1 項同作類似約定「因甲方
以優惠價格提供乙方有線電視相關服務，於甲乙雙方議
定有效合約期內，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及維護訊號傳輸
品質，乙方應保障甲方在乙方社區之經營權與暗管使用
權。乙方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另與其他系統
業者協議於乙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務，否則視同
違反協議；甲方有權取消雙方協議之相關費用優惠，並
自乙方違反協議時起每戶需補回每月優惠期間之金
額。」
(三) 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公寓大廈
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
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易言之，因
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設備均須使用公寓大廈
之管道間及弱電箱等共用部分，且依前揭條例應經管委
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倘公寓大廈管委會先與被處分人簽
訂系爭具獨家經營權條款、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
障條款之契約或協議書，則可預期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事
實上已無法進線至該締約管委會所在公寓大廈，即難向
該公寓大廈之住戶爭取交易機會，則該締約管委會所在
公寓大廈之住戶業喪失於系爭契約期間內享有選擇收
看別家有線電視業者之機會。又締約管委會因與被處分
人簽訂系爭收視契約或協議書，締約管委會及其所在公
寓大廈之住戶雖享有被處分人一定收視費用優惠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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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戶免費收視，惟除經被處分人事先同意（僅系爭新版
收視契約有此事先同意約定），締約管委會負有不得另
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協議於其所在公寓大廈提供有線
電視相關服務之義務，不論該公寓大廈鋪設有線電視纜
線及相關器材設備空間是否足夠，一律喪失於契約期間
內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協議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務之
權利。另倘締約管委會執意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線締
約管委會所在公寓大廈提供服務，被處分人除可據前揭
契約條款主張該締約管委會違約及有權取消收視費用
優惠外，並得向締約管委會收取簽約總金額 5 倍（舊版
收視契約）或要求締約管委會返還優惠條件等值之金額
（新版收視契約）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則該限制條款已
得產生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效果。
(四)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社區
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條款之意圖及目的，乃在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1. 按據被處分人提供 101 年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所簽訂
系爭舊版收視契約內，業載有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及
其懲罰性違約金條款，值此之際，於本案相關市場競
爭者僅全聯公司，被處分人面臨案關管委會可能自行
接洽全聯公司裝設有線電視服務之競爭風險，顯示其
為避免或阻礙其競爭者全聯公司與其競爭，意圖以與
案關管委會締結具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約，並輔以懲
罰性違約金條款，以鎖住其收視戶，限制締約管委會
及其所在公寓大廈之住戶轉換交易相對人，足證被處
分人已有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意圖。
2. 復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 104 年 5 月、新北市公司 104
年 10 月底於本案相關市場開播及推廣其有線電視服
務之際，被處分人即自 104 年 7 月改以系爭新版收視
契約與案關管委會締約，雖契約文字與系爭舊版收視
契約有異，惟仍約定有具獨家經營性質之社區經營權
與暗管使用權條款及懲罰性違約金條款，又自 104 年
6 月起始向重陽帝王公寓大廈、首都巨星大廈、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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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大廈、國泰一品、中興大廈、華硯大樓及龍門吉
祥大廈等管委會寄發警示函表示「…貴社區顯已違反
貴我雙方收視契約，竟同意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入貴
社區架設設備…為免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為惡性競爭致
服務變質，敬請貴社區遵守契約約定，並為回復原狀，
要求該業者撤除其所架設設備…」、
「今據聞，已有其
他有線電視業者，進入貴社區架設設備，貴委員會顯
有違反雙方契約情事…請貴委員會依約履行，拒絕其
他業者進入社區（另有一版本為：撤除其他有線電視
業者架設於貴社區之設備）…」
、「…現查，有其他有
線電視（全國數位有線電視公司）已進入貴社區進行
設備之牽線，貴委員會顯已違反契約。敬請貴委員會
速為回復現狀後告知，並禁止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
入。」顯示被處分人 104 年 7 月起與案關管委會締約
系爭新版收視契約及發函警示締約管委會等舉，係針
對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參進市場之對應行為，意在
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案關市場之競爭。
(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1. 被處分人所提供 101 年起與其簽約之管委會，多數於
契約期滿即與被處分人續約（其間最多續約 4 次、契
約期間最長至 106 年 5 月 31 日）
，顯示被處分人系爭
行為業阻礙全聯公司及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等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2. 復查全國數位公司提供其於業務拓展過程中遭大樓
管委會表明因被處分人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之約定，
而未敢與全國數位公司交易之大樓名單，經比對其中
案關管委會確已與被處分人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可
證被處分人系爭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行為，就市場
競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效果而言，締約管委會確已
因該獨家經營權條款心生畏懼而具嚇阻與其他競爭者
交易效果。
(六)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非有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10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 與案關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弱電箱
空間較小、設置 2 家以上業者設備，勢將造成器材及
線材外露現象，影響社區美觀並可能衍生安全問題」，
以及載於系爭新版收視契約內「顧及管線間之通暢」
之理由：
(1)各社區管道間或弱電箱大小不一，不必然空間不
足。本會實地勘查發現，即便係較為老舊建築，仍
有容納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安裝相關設備於弱電
箱，或將管線由外線拉至頂樓架設相關設備後，再
由上往下拉設管線至各住戶樓層之實例。
(2)另社區管道間、弱電箱內本存有其他管線，縱被處
分人以獨家經營權條款約束社區管委會，由於弱電
箱內通常除設有線電視纜線外，另設有電信、社區
共同天線、監視系統等線路，亦無造成器材及線材
外露現象而有影響社區美 觀並可能衍生安全問
題。綜上，可認被處分人本節所持理由及系爭新版
收視契約所載「顧及管線間之通暢」之理由顯不具
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2. 與案關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如允許
多家業者在同一管道內建置器材設備，於建置或維護
過程中，動輒發生他事業設備或器材遭蓄意或過失破
壞情事，致訊號不佳、社區收視住戶申訴」
，以及載於
系爭新版收視契約內「維護訊號傳輸品質」之理由：
(1)鑒於有線電視訊號穩定度對於傳輸品質之重要
性，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授權訂定之「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第 33 條之 1、第
38 條規定有訂戶引進線載波入侵雜訊比之查驗，
並要求有線電視業者每年應自行查驗 其系統 1
次，填具自行查驗報告表及查驗紀錄表並保存 1
年，供通傳會派員查核之用。倘因訊號不佳致消費
者權益受影響，通傳會尚得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規定令系統業者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措
施，故各業者本應自行查驗，確保訊號無品質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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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況本會就此節函請其他既有業者提供意見亦
表示，若二業者同時於一公寓大廈公共區域管道間
各自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設備，依正常施
工規範，不致發生影響其他業者訊號，或受其他業
者訊號干擾，或相互干擾之情況，除非有纜線破損
或接頭鬆脫之情況。
(2)另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亦表示，因有線電視業者
管線均係各自建置，業者不可能破壞到其他業者之
管線，施工時也會避免毀損其他業者之設備，以免
造成糾紛及產生賠償責任。又設備或器材遭破壞或
致訊號不佳與他有線電視業者是否進線至社區無
必然關聯，同前所述大樓管道間、弱電箱內通常存
有電信、社區共同天線、監視系統及有線電視纜線
等眾多線路，則涉嫌蓄意或過失破壞設備或器材
者，亦不僅限於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且即便僅單一
有線電視業者進線，亦無法保證在風吹日曬或經久
未維護情況下，無訊號不佳情形，故難認被處分人
於系爭收視契約中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手段，與
所欲達成維護訊號品質目的間具有必要合理之關
聯。況縱發生訊號不佳或設備、器材遭破壞之情
況，亦係由主管機關令相關業者改善，或向檢警單
位舉報，而非由業者以單方預擬之定型化契約條款
排除其他業者進線，故可認被處分人本節所持理由
及系爭新版收視契約所載「維護訊號傳輸品質」之
理由亦不具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3. 與案關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多家業
者工務人員經常同時、先後或穿插進出管道、社區，
進行建置或維護，亦可能損及社區本身之監視系統設
備，社區保全又無法明確知悉係何業者，此時可能發
生責任難以確認釐清而生糾紛，造成管委會困擾，影
響社區管理、住戶居家安全及安寧」之理由：案關管
委會所在社區之監視系統設備或被處分人所架設之有
線電視纜線設備健全與否，固有可能因多家業者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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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出管道、社區建置或維護而受損，惟可能程度
為何尚屬未定，況尚有其他人為、非人為、故意或過
失等眾多因素皆有可能損及前等設備，並涉及該社區
對於出入人員管制之嚴謹度而定，另即便簽訂系爭獨
家經營權條款，前等設備亦仍面臨其他電信業者、水
電、瓦斯等多家業者工務人員進出管道、社區建置或
維護而有受損之虞，且就損害責任釐清部分，社區保
全或管委會就前等業者施工事宜通常除事前公告外，
於施工時亦派員在場監督，倘嗣有疏失或損害亦可比
對施工時點、施工位置及施工人員進出社區之紀錄予
以追究，則前等設備之健全及其損害責任釐清之難
易，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是否進線至社區亦無必然關
聯。
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理由如下：
(一) 對競爭事業之影響：
1. 系爭契約附隨之違約金條款對欲爭取締約管委會之
競爭者而言，締約管委會如欲轉換有線電視業者收
視，除考量競爭者之價格等交易條件是否較為優惠
外，因有違約金條款，該等違約金額勢必成為締約管
委會要求競爭者須予以承擔之支出，而競爭者所須負
擔締約管委會之轉換成本，除提供比被處分人更為低
廉之收視費用優惠外，尚須代償前揭條款所稱之懲罰
性違約金或遷移費用，始能成功爭取案關締約管委
會，是該違約條款無疑形同墊高競爭者（尤為新進業
者）經營成本，同時亦降低其價格競爭之能力。
2. 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
有率約為 41.9％，具有相當市場力量，被處分人系爭
行為業對「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服務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尤其在新進業者甫
參進市場，客源不外乎開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視新客
戶及爭取既有業者之收視舊客戶，被處分人系爭行為
難謂對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無相當影響。況新北市
三重區及蘆洲區屬人口稠密之都會區，且多為公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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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等集合式住宅及社區，並按被處分人截至 105 年 8
月於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之社區型訂戶數，占被處
分人該行政區總用戶數之比例高達約 44%，被處分人
與單一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條款之契約，即可拘
束社區所有住戶轉換其他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自
由及排除其他競爭同業之競爭，倘該行為不加以遏
止，被處分人將透過與更多公寓大廈管委會締結系爭
條款之契約，限制更多住戶轉換交易相對人，則競爭
對手遭致之排擠效果將更趨嚴重。
(二) 對案關締約管委會及消費者之影響：
1. 通傳會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
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收視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業者終止契約，復
第 16 條不得記載事項明定業者不得約定沒收乙方（即
訂戶）所繳付之收視費或違反本契約之違約金。易言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就個別訂戶與業者間之
締約，已揭櫫不可有綁約及違約金條款之約定，被處
分人與管委會締結之獨家經營權條款及附隨之懲罰性
違約金條款，所綁約對象除締約管委會外，亦拘束管
委會所代表之全體住戶，形同對全體住戶有綁約及違
約金條款之約定，同損及部分不欲與被處分人交易或
有意轉換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住戶即消費者利
益。
2. 復就消費者利益評估，案關消費者原可自新進業者參
進市場初期與既有業者競爭之際取得若干利益，如低
廉收視費用、較高收視品質等，然被處分人卻以系爭
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進，倘未及時遏止系爭違法
行為，恐終致競爭者（尤為新進業者）退出相關市場，
而減損整體消費者之利益，既有業者恢復原收視費
用、縮減或取消社區回饋金等明顯且立即之消費者福
利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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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上，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顯有負面
影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六、 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特
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所持理由不具營運上之必要
性及合理正當性、墊高競爭者經營成本及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 101 年起於有線電視集體
戶收視契約書（包含新版及舊版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權
條款、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且 104 年 5 月起於
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第 1 項約定經
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或排
除其他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且以其在本案相關
市場占有率近半以觀，藉該等獨家經營權條款安排，已可
封鎖或排除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在締約管委會社區與之競
爭之機會，亦導致競爭者銷售困難及成本抬高，系爭行為
無疑具極高限制競爭非難性，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七、 綜上，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 101 年起於有線電視集
體戶收視契約書（包含新版及舊版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
權條款、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且 104 年 5
月起於數位有線電視暨加值服務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第 1 項
約定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係以不正當方
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
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除應立即停止
該違法行為外，另因前揭獨家經營權條款、社區經營權與
暗管使用權保障具有限制競爭之性質，爰有令改正之必
要，復考量案關已締約契約之修正尚需經締約雙方協議，
故令被處分人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本會
陳報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及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
保障條款之契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例如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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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函通知已締約之管委會停止適用系爭違法條款、於已締
約契約另訂排除適用系爭違法條款之條款、另簽訂無系爭
違法條款之服務契約或其他形式）。至罰鍰部分，依據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競爭之意圖、目的、有線電視集體戶收視契約
書獨家經營權條款及社區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保障條款
之行為不法性及持續期間、營業額、訂戶數、受影響之簽
約戶數、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般等
因素，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8

月

1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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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5 號
被處分人：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72470
址

設：臺北市文山區萬芳路 3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簽
訂獨家經營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本會陳報
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
為。
三、 處新臺幣 9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都公司)業經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於 104 年 4 月決議通過取
得臺北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分期營運許可，於 104 年 11 月
起於臺北市大安區等地正式開播，惟查上開有線廣播電視
經營區域已存既有業者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為瞭解被處分人於推展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服務是否有限制公寓大廈公共區域纜線管理權等不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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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致阻礙新進業者參與競爭，而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定，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經函請北都公司提出說明略以：北都公司於臺北市推廣有
線電視業務時，受既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下稱有線電視
業者)利用集團名義百般阻撓，惟未說明及提供被處分人採
取之影響競爭等不正當方式事實佐證。
三、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資料並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共與 5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簽訂
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其中愛貴園、怡和大廈、信義星
座和台大新象等 4 社區之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雖訂有
「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甲方於
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障乙方在本社區之單一經營權，並
有社區暗管獨家使用權，甲方不得另與其他系統業者協
議於甲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務；否則視同違約，
乙方有權取消其依本合約提供予甲方社區之相關費用優
惠，並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甲方社區收取未到期期間
之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被處分人係與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簽訂系爭契約，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非從
事營業活動之事業單位，故無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2、4 及 5 款之可能。
(二) 一般社區大樓之管線空間有限，同時提供包含社區監視
器線路、共同天線、網路業者及有線電視業者之線路使
用，故有線電視業者於牽線進入社區時，需綜合評估管
線之狀況，而採取特定之施工方式，並將相關線路配置
至社區各用戶得穩定收視頻道訊號之情況。故被處分人
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條款，係為確保合約有效期
間內管線間通暢，降低因其他業者進線所可能造成前開
陳述人訊號品質、控制維修成本暨保障收視戶權益。有
線廣播電視服務訂戶重視訊號穩定與畫質清晰，因此前
開獨家交易條款不僅得保障末端訊號品質、使系統業者
提供營運更有效率、從而有節省成本的效果，對社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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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與訂戶而言更可降低報修機率及等待維修期間無法收
視之不利益。
(三) 被處分人從未依該條款對社區為一定之主張，因社區有
其他業者進線之情事，其所提供之價格通常較優惠，在
市場競爭上，此時被處分人絕無可能提高價格，概此舉
僅會造成用戶之大量流失，完全無助於市場之競爭。同
理，社區亦不可能因回復原價，而影響其決定與其他有
線電視業者另行締約之意願，前開所述履行情形亦表示
對於市場競爭並無妨礙或限制效果。惟經被處分人瞭
解，目前簽訂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之 5 社區，目前尚無
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線。
(四) 被處分人訂立暗管獨家使用權之動機與目的係為降低交
易成本並提供穩定頻道訊號服務予客戶，以維消費者權
益：一般社區大樓如嗣後有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駐，勢
必需進行架設纜線工程方得以提供服務，而因管線空間
有限，於施工上難免碰觸被處分人已安裝完成之纜線，
而有線電視之訊號之穩定度，又繫於接頭是否確實接
合，如稍有未鎖緊之情況，極易導致收視之用戶畫面出
現雜訊，而產生用戶客訴及須再行維修之情事。如其他
業者進入架設纜線之時，因管道空間有限，工程人員為
求進線，以破壞被處分人線路之方式處理，並可能導致
因管線空間已有他業者使用，後續重新拉線僅能改以外
牆附掛明線之方式架設，而此種方式一般較難確保訊號
品質，且維修成本會大幅提高，外觀上亦不美觀，更容
易產生安全之問題。為此於契約第陸條第 10 項約定即可
於契約之期間確保管線間之通暢，而得以避免前開因其
他業者進線，所可能造成前開陳述人權益受損之問題。
(五) 另契約之有效期間僅有約 1 年之期間，如被處分人締約
之目的，係為排除其他業者之競爭，應係以大量之回饋
金配合長年之契約並約定高額之違約金，而非短期契
約，遑論管委會縱然與其他業者訂有契約後，僅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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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回歸一般收費標準作為懲罰，對社區而言等同於僅
是回歸未簽有優惠之狀態，對其權益並未有進一步之影
響。且契約所占之用戶僅占被處分人全體用戶之 0.47
％，如被處分人有意透過系爭契約達到限制競爭之效
果，顯不會僅有此等比例之社區與陳述人簽有系爭契
約，此等比例之用戶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微乎其微，被
處分人實無透過此條款影響市場之競爭秩序之意圖，並
不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情事。
(六) 被處分人認本案產品市場不宜限於「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
，應擴及在價格及功能方面可互相替代之服務，包括
MOD、 IPTV、OTT 等視訊服務。而目前 OTT 平台（Over The
Top 指單純透過網際網路傳播視訊服務之平台）業者、
中華電信 MOD 視訊服務與有線電視業者在爭取我國視訊
市場上競爭極為激烈，紛紛提出相關促銷優惠，而非無
競爭狀態，且目前已有 10 家有線電視業者與被處分人位
於同一經營區（臺北市全區）
，加計中華電信 MOD 視訊服
務與有線電視用戶數推估，被處分人占臺北市全區之市
場占有率僅約 8.989%，未達公平交易法第 8 條所規定二
分之一比例，不具有所謂壓倒性地位，而有可排除競爭
之能力，自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獨占事業之認定範
圍。另被處分人 104 年度之總銷售金額僅為 5 億 7,619
萬餘元，顯不列入本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公
告金額 20 億元之獨占事業認定範圍。而就 OTT 平台，我
國法令目前尚乏有法規對此部分之服務予以一定規範，
由目前眾多不限國內外之業者提供此種影音平台，即可
明證顯不存在有所謂因法令、技術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
影響市場供需，導致被處分人具得以排除競爭之能力而
有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3 項之情事。
四、 函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及工務局提供纜線鋪設等相關
法令與說明，情形略以：目前經通傳會核准跨區經營之有
線電視業者僅新進業者北都公司，於 104 年 11 月 1 日開
11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播，開播區域為臺北市中山、松山、中正、信義及大安等
5 區 200 里中之 142 里。有關業者網路之鋪設或附掛，僅
於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18、19 條規範，公寓大廈鋪設有線電
視纜線，係由業者依規定逕向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住戶
接洽，惟須事先向當區里長報告預定施工進度，以免衍生
不必要之民怨。
五、 臺北市大安及文山區實地勘查社區公寓大廈有線電視管道
空間及設備纜線，瞭解情形略以：
(一) 通傳會禁止有線電視業者發生訊號干擾的情形，且有線
電視業者每年須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
法第 12 條第 4 款規定，填報自主檢查電波訊號洩漏情
況並提報通傳會。只要纜線接頭不被破壞或鬆脫，訊號
的干擾是可以被排除。實務上為避免纜線內的訊號受到
空中無線訊號、微波爐、手機等訊號干擾，纜線會包上
一層銅鍍鋅或銀鍍鋅材質隔離網，隔離纜線外 80％至
90％的訊號干擾。
(二) 競爭同業萬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象公司)
表示，倘有 2 至 3 家有線電視業者共同進線之社區多自
建築物上方以明線方式進線至社區，強波器則多安裝於
頂樓平台或外牆處；新大樓多經由建築物附近下水道進
線至大樓地下室，強波器則安裝於大樓地下室，後經樓
梯間暗管空間拉設垂直線至各樓層，至於有線電視管線
垂直拉至各層樓後，只須將建商建置之住戶水平管線接
上有線電視業者拉設至各層樓管道間之垂直管線即可
收視。另因社區之弱電箱箱體容量有限，以暗管方式進
線的社區大樓較少，但部分社區仍容納 2 家有線電視業
者安裝相關設備，且倘有無法將設備裝設於弱電箱之情
事，亦有將相關設備外掛於牆面或架設於天花板內的輕
鋼架上。
理

由

一、 本案相關市場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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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關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率：
１、 產品市場：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
格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
務所構成之範圍。
(1) 被處分人、競爭同業萬象公司及北都公司均係依
有線廣播電視法向通傳會申請取得經營許可之
有線電視業者，主要業務為以設置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眾收視、聽
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影像、
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廣播
電視外，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
視、網路視聽平台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如中
華電信 MOD)，均能承載語音、視訊、寬頻上網
等服務，惟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
之「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服務平台替代性
意見調查」內容顯示，民眾以有線電視為主要收
視管道占 70.7%、無線數位電視 12.7%、MOD 占
10.9%、免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5.0%及付費網路視
聽平台占 0.7%。主要使用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
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多元性、頻道節目
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方式、頻道位置
等)，最近 1 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僅 1.7%。另
據通傳會公布之「全國有線電視用戶數」及「中
華電信 MOD 用戶數」資料觀之，前者用戶數由
101 年第 1 季 504 萬 1,259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522 萬 4,462 戶，後者用戶數亦由 101 年第 1
季 110 萬 6,070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133 萬
8,071 戶，有線電視之用戶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之增加而有用戶數衰退之情事，亦可證二者
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認二者未有顯著替代
性。從前述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
平台間之轉換情形及用戶使用行為發現，有線電
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服務互不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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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衡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
以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務之營運模式係以固網加值服務方式提供電
信傳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
劃頻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
當自主權不同，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
及頻道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
項服務費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
務費用，並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
費率管制密度迥異，顯示二者於法令管制與供給
面應尚不具緊密替代性。
(3) 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網路視聽平臺
服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
服務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
頻道數量、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
係等因素，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
案應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２、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
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
對象之區域範圍。查被處分人向通傳會申請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臺北市大安區」
，涵蓋範圍包
括臺北市大安區及文山區，而北都公司係於臺北市
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中山區及信義區開播，
由於前等事業重疊之經營範圍為臺北市大安區，而
臺北市大安區之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
能選擇訂閱收視其所在區域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
之事業，故應以「臺北市大安區」構成本案地理市
場。
(二) 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
市場為「臺北市大安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
經查被處分人於通傳會原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內（即
臺北市大安區及文山區）競爭者僅萬象公司。依通傳
會公布之「106 年第 1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依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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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統計資料及請各業者提供截至 106 年 2 月各經營
區訂戶數資料，被處分人、萬象公司及北都公司於臺
北市大安區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 51.11％、40.73％及
8.16％，是得認被處分人於「臺北市大安區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服務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三) 至於被處分人辯稱應將中華電信 MOD 視訊服務、OTT
平台列入相關市場，並以通傳會公布 105 年第 2 季有
線電視訂戶數統計資料、臺北市 MOD 推估用戶數為由，
辯稱其市場占有率為 8.989％，顯見其市場壟斷力量甚
低等語，惟查：由前揭本會委外辦理之調查報告有關
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 MOD、OTT 間轉換情形與用戶使用
行為、頻道數量及內容之差異、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相關法令管制措施可知，有線電視與 MOD、OTT 等服
務互不為替代，故被處分人上開辯稱顯與實情不符，
其主張爰難參採。
二、 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約為 51.11％，雖達二
分之一，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
圍，惟考量萬象公司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仍有
40.73%，得與被處分人競爭，且新進業者北都公司於 104
年 11 月參進市場，被處分人及萬象公司市場占有率略減，
就本案相關市場競爭情形觀之，尚難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
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
爰就被處分人案關行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第 3 款規定予以論處，合先敘明。
三、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三、以低價利誘
或其 他 不 正當 方法 ， 阻 礙競 爭者 參 與 或從 事競 爭 之行
為。」
、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
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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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
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
不以與例示之「低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為限，凡事業「以
不正當方法」從事「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而造成市場上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可非難性。至不正
當方法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又「有限制競爭之虞」並不
以實際已生限制競爭結果為限，而以客觀上有限制競爭之
危險可能性為已足。
四、 被處分人 103 年 11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署有線電視收
視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獨家經營權條款，已構成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
：
(一) 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
基本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
僅須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
象著眼點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有線電
視業者無論係與個別用戶或管委會簽訂相關服務契
約，即取得單獨供應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惟倘
具一定市場力量之有線電視業者無正當理由於前等契
約內搭配獨家經營權性質之條款，並輔以違約之效果
約束締約對象，即等同剝奪競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
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機會，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
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二) 經檢視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
「於本合
約有效期間內，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甲方(管委會)
於契約有效期間內，保障乙方(被處分人)在本社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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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經營權，並有社區暗管獨家使用權，甲方不得另
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甲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
務；否則視同違約，乙方有權取消其依本合約提供予
甲方社區之相關費用優惠，並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
甲方社區收取未到期期間之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簡言之，倘公寓大廈管委會先與被處分人簽署有線電
視收視合約，該公寓大廈住戶雖可享有以較低廉收視
價格收看被處分人節目頻道之權利，惟同時亦喪失於
一年內享有選擇收看別家有線電視業者(即提供與被
處分人同樣之有線電視收視服務)之機會。倘公寓大廈
管委會執意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提供服務，被處分人
除可據前揭契約條款主張該公寓大廈管委會違約及有
權取消優惠外，並得向公寓大廈管委會收取未到期之
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
(三) 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公寓大廈
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同條例第 6 條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
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易言
之，因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設備均須使用公
寓大廈之管道間及弱電箱等共用部分，且依前揭條例
應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倘公寓大廈管委會先與
被處分人簽訂系爭具獨家經營權及暗管獨家使用權條
款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則可預期其他有線電視業
者事實上已無法進線至該締約管委會所在公寓大廈，
即難向該公寓大廈之住戶爭取交易機會，則該締約管
委會所在公寓大廈之住戶業喪失於系爭契約期間內享
有選擇收看別家有線電視業者之機會。又締約管委會
因與被處分人簽訂系爭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締約管
委會及其所在公寓大廈之住戶雖享有被處分人一定收
視費用優惠，締約管委會負有不得另與其他有線電視
系統業者協議於其所在公寓大廈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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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義務，不論該公寓大廈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
器材設備空間是否足夠，一律喪失於契約期間內與其
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協議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務之權
利，該限制條款已得產生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之效果。
(四)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意
圖及目的，乃在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北都
公司於 104 年 5 月取得臺北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分期
營運許可，104 年 11 月起正式開播營運，北都公司之
經營區域於開播前即與被處分人擁有潛在競爭關係，
而被處分人於 103 年 11 月始與台大新象社區簽訂 1 年
期之「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
，復於北都公司開播後之
104 年 11 月起再次與該社區簽訂系爭契約，並陸續與
經營區內之愛貴園、怡和大廈及信義星座等 3 社區簽
有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約。且通傳會 102 年公告開放
新進業者進入市場前，經本會函詢被處分人 101 年起
簽訂相關合約之情形，被處分人無法提出與公寓大廈
管委會簽訂前開獨家經營權條款之相關事證，顯見被
處分人於同經營區內僅有同業萬象公司與其競爭之情
形下，並未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足證此次與公寓大
廈管委會簽屬獨家經營權條款乃專為針對新進業者北
都公司進入市場之對應行為。
(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被
處分人表示，與之簽訂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之 4 公寓
大廈管委會，目前均無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同時進線提
供服務，可證案關管委會業因簽訂相關契約而已致其
他有線電視業者無法提供服務之情形，一旦其他有線
電視業者無法進線該社區，更遑論與住戶有接洽締約
提供服務之機會。故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已拘束公寓
大廈管委會及其住戶，並阻礙新進業者爭取交易相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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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非有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一) 確保管道通暢部分：經赴被處分人經營區域之社區實
地勘察，並非所有社區皆屬管道空間狹小，而 2 家業
者以上共同進線之社區，多以明線方式鋪設管線，且
仍有將相關設備外掛於牆面或架設於天花板內的輕鋼
架上之實例。復因社區管道空間大小不一，縱被處分
人利用獨家經營權條款，由於管道空間仍有電信、社
區監視器等線路，仍無法達到其所欲管道間通暢之目
的，且即便社區暗管空間狹小或不足者，被處分人及
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管線亦有採取明線方式鋪設，可
共同提供服務，故處分人以簽訂「有線電視收視合約
書」獨家經營權條款，應非該公司所稱之維修成本及
安全問題，實難認處分人訂立該條款之目的與所欲達
成管道間通暢間有必要合理之關聯。
(二) 確保訊號品質部分：雖被處分人表示因明線難確保有
線電視訊號品質，且維修成本會大幅提高，外觀上亦
不美觀，更容易產生安全問題，而簽有系爭合約書條
款。惟訊號品質及維修成本係處分人本應負擔，通傳
會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要求有
線電視業者每年自行辦理 2 次巡查，並將資料送通傳
會備查。倘因訊號洩漏而導致消費者權益受影響，自
可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命業者限期改正
或其他必要措施。經本會實際勘察發現，有線電視管
線垂直拉至各層樓後，只須將建商建置之住戶水平管
線接上有線電視業者拉設至各層樓管道間之垂直管線
即可收視，換言之，住戶並無線路共用而生訊號干擾
情事。競爭同業萬象公司亦表示，只要纜線的接頭不
要被破壞跟鬆脫，訊號的干擾是可以被排除的，實務
上纜線會隔離外部 80％至 90％的訊號干擾。且纜線是
否洩漏及接頭是否被破壞，與是否有其他業者進線無
必然關聯，即使只有單一業者獨家進線提供服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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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保證纜線不被破壞或接頭鬆脫，故難認處分人以
維護訊號品質為由，簽訂暗管獨家使用權及單一經營
權有其合理關聯性。
六、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理由如下：
(一) 對競爭事業之影響：
１、 系爭契約附隨之違約金條款對欲爭取締約管委會之
競爭者而言，締約管委會如欲轉換有線電視業者收
視，除考量競爭者之價格等交易條件是否較為優惠
外，因有違約金條款，該等違約金額勢必成為締約管
委會要求競爭者須予以承擔之支出，而競爭者所須負
擔締約管委會之轉換成本，除提供比被處分人更為低
廉之收視費用優惠外，尚須代償前揭條款所稱之懲罰
性違約金或遷移費用，始能成功爭取案關締約管委
會，是該違約條款無疑形同墊高競爭者（尤為新進業
者）經營成本，同時亦降低其價格競爭之能力。
２、 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
有率已達 51.11％，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而新進業
者參進市場，客源不外乎開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視新
客戶及爭取既有業者之收視舊客戶，被處分人系爭行
為難謂對新進業者北都公司無相當影響。況臺北市大
安區屬人口稠密之都會區，且多為集合式社區及公寓
大廈，被處分人與單一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條款
之契約，即可拘束社區所有住戶轉換其他有線電視服
務交易對象之自由及排除其競爭同業之競爭，倘該行
為不加以遏止，則被處分人將透過與更多公寓大廈管
委會締結系爭條款之契約，限制更多住戶轉換交易相
對人，則競爭對手遭致之排擠效果將愈趨嚴重。
(二) 對案關締約管委會及消費者之影響：
１、 通傳會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
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收視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業者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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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第 16 條不得記載事項明定業者不得約定沒收乙方
（即訂戶）所繳付之收視費或違反本契約之違約金。
易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就個別訂戶與業者
間之締約，已揭櫫不可有綁約及違約金條款之約定，
被處分人與管委會締結之獨家經營權條款及附隨之
懲罰性違約金條款，所綁約對象除締約管委會外，亦
拘束管委會所代表之全體住戶，形同對全體住戶有綁
約及違約金條款之約定，同損及部分不欲與被處分人
交易或有意轉換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住戶即消
費者利益。
２、 復就消費者利益評估，案關消費者原可自新進業者參
進市場初期與既有業者競爭之際取得若干利益，如低
廉收視費用、較高收視品質等，然被處分人卻以系爭
不正當方法阻礙新進業者參進，倘未及時遏止系爭違
法行為，恐終致新進業者遭逐出相關市場，而減損整
體消費者之利益，既有業者恢復原收視費用、縮減或
取消社區回饋金等明顯且立即之消費者福利損失。
(三) 綜上，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臺北市大安區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市場之正常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顯有負面影
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七、 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特
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所持之理由不具營運上之必
要性及合理正當性、墊高競爭者經營成本及對市場競爭之
影響，被處分人 103 年 11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署有線
電視收視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係排
擠其他競爭對手，損害市場競爭秩序，核屬以不正當方法
阻礙或排除其他競爭同業(尤針對新進業者北都公司)參與
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且以其在本案相關市場占有率過半以
觀，藉該獨家經營權條款安排，已可封鎖或排除其他有線
電視業者(尤為新進業者)在簽約社區與之競爭之機會，亦
導致競爭同業銷售困難及成本抬高，系爭行為無疑具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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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競爭非難性，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八、 被處分人就本案所提抗辯事由，尚無可採，理由如下：
(一) 辯稱系爭契約僅存其與管委會間，且契約有效期間僅
有 1 年，無法排除其他業者與住戶接洽締約之機會、
社區不願約定此類條款，亦同意刪除等語，惟查，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寓大廈應成
立管委會。設置管線倘必須使用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
時，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應經管委會之
同意後為之，可認對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管線設置
具有決定權限者為管委會而非個別住戶，故實務上亦
有個別住戶欲使用特定有線電視業者之收視服務，但
因與管委會同意進線之有線電視業者不同之情形存
在。於此情形，倘有線電視業者與管委會間簽署僅能
由該業者獨家經營之合約，則可預期其他有線電視業
者事實上已無法進線至該簽約社區，一旦其他有線電
視業者無法進線該社區，更遑論與住戶有接洽締約之
機會。另縱該契約多為一年約，惟簽約時點恰係新進
業者北都公司開播之際，顯屬既有業者以人為方式阻
礙新進業者北都公司參進市場，新進業者參進市場本
屬不易，倘營運初期因既有業者透過人為綁約方式限
制競爭，使新進業者即便透過較有利之價格、品質，
仍無法爭取交易對象，致市場無法發揮自由競爭機
制，不當限制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從而損害消費者福
利，損及相對人或相關第三人之合法利益，故被處分
人辯稱該契約並未排除其他系統業者與住戶接洽締約
之機會，並不可採。況契約縱有期限，亦非不能透過
續約之方式延續此等阻礙競爭之效果。
(二) 辯稱實務上社區縱有違反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僅取
消社區之原有優惠，而回復一般戶收費標準收費等
語，惟查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違反之效力均為「…乙
方(即被處分人)有權取消其依本合約提供予甲方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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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費用優惠，並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甲方社區
收取未到期期間之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依文義
解釋無法得出如被處分人所辯稱僅係回復一般戶之收
費，且因被處分人與管委會簽訂前開獨家經營權條
款，倘管委會違反前開規定使其他業者進線時，被處
分人確實得對管委會主張違約並依約取消優惠及請求
懲罰性違約金，管委會一旦允許其他競爭同業提供服
務，即生違約效果，端視被處分人是否據以主張之。
換言之，一旦約定前開條款即已剝奪管委會選擇收視
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自由，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
與競爭，無待被處分人實際對管委會為懲罰性違約金
之請求。就市場競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預期或已生
效果而言，簽約之管委會確已因該獨家經營權條款心
生畏懼而具嚇阻與其他競爭者交易效果，符合被處分
人對於阻礙他事業參與市場競爭之預期。
(三) 辯稱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簽約戶數僅占被處分人截至
105 年第 2 季內部統計整體收視戶數比例甚低，並不影
響市場競爭等語。惟參前揭所述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
競爭事業之影響，倘僅以簽約戶數較少作為合理抗辯
事由，無異給予被處分人法所未有之限制競爭行為容
許配額。
九、 綜上，被處分人 103 年 11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有線
電視收視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獨家經營權條款，係以不正
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
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除應立即停
止該違法行為外，另因前揭獨家經營權條款具有限制競爭
之性質，爰有令改正之必要，復考量案關已締約契約之修
正尚需經締約雙方協議，故令被處分人於本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 2 個月內，向本會陳報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條款
之契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例如於已締約契約另訂
排除適用系爭違法條款之條款、另簽訂無系爭違法條款之
服務契約或其他形式）
。至罰鍰部分，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阻礙新進業者參與競爭
之意圖、目的、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獨家經營權條款之行
為不法性及持續期間、營業額、訂戶數、受影響之簽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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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般
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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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6 號
被處分人：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1298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260 號 8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簽
訂獨家經營權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本會陳報
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
為。
三、 處新臺幣 1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都公司）業經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104 年 4 月 22 日第 640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分期營運許
可，同年 11 月於臺北市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中山區
及信義區開播，是北都公司經營區域與既有業者金頻道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之經營區部分重疊，
且北都公司於他案提供被處分人涉及阻礙其參與競爭及不
實報導等相關資料，為瞭解北都公司開播後，被處分人是
否涉以限制公寓大廈公共區域纜線管理權等不正當方法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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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競爭者參與競爭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情事，爰主
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北都公司提供相關事證及到會說明，略以：
1. 臺北市政府作業流程要求新進業者施行網路纜線器
材附掛，需取得住戶設備建置同意書，北都公司 104
年 5 月 5 日取得住戶甲君同意書，其後被處分人 104
年 11 月 18 日與該住戶甲君簽署另份同意書，其上第
10 條約束該住戶不得再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附掛，此
舉明顯違反公平競爭原則。
2. 被處分人 104 年 12 月 10 日藉大樓主委名義致電北都
公司客服部，要求拆除器材附掛，經北都公司親訪主
委查知無此事，惟嗣後被處分人 104 年 12 月 25 日
（係
104 年 12 月 15 日誤植）又以該大樓名義再度發函要
求拆除，北都公司為免再生事端故免費提供該住戶有
線電視及寬頻網路。另被處分人 104 年 11 月 24 日誣
指北都公司私接訊號供公關戶收視，北都公司已依刑
法第 310 條妨害名譽罪向臺北地檢署提刑事告訴。
3. 北都公司表示其與既有業者一併進線之社區，未接獲
住戶反映訊號受影響，因各家業者主線不同，各走各
線路，不會互相影響。器材老舊或接頭未接妥，始生
電波洩漏問題，雜訊進入會影響訊號值，使訊號值下
降。所使用同軸電纜 5C 線皆裝有隔離網，可預防訊
號外洩或雜訊進入。另管道間空間大小不一，管徑有
小至無法放進有線電視主線，亦有大至可裝 3 條有線
電視纜線皆有餘。該公司進線前通常已有既有業者鋪
設線路在內，會先檢視管徑空間，若空間不足欲走外
線，仍視社區管委會同意與否，該公司實務上亦有外
掛鐵箱，將分配器置內，中間線路則以壓條遮住以求
美觀。該公司另提供受被處分人限制進線之大樓名
單，並表示社區總幹事多以綁約為由，因合約尚未到
期，無法讓北都公司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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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函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下稱觀傳局)及工務局提

供關於纜線鋪設等相關法令及說明，略以：
1. 目前經通傳會核准跨區經營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下稱有線電視業者）僅新進業者北都公司，於 104
年 11 月 1 日開播，開播區域為臺北市中山、松山、
中正、信義及大安等 5 區 200 里中之 142 里。
2. 有關業者網路之鋪設或附掛，觀傳局表示有線廣播電
視法僅於第 18 條、第 19 條規範，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表示對於公寓大廈舖設有線電視纜線，係由業者依有
線廣播電視法規定逕向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
委會）或住戶接洽，惟須事先向當區里長報告預定於
該里之施工進度，以免衍生不必要之民怨。
(三) 赴關係人住所實地勘查並請其提供事證及說明，略以：
1. 甲君向為被處分人公關戶，享有有線電視收視免費，
被處分人分別於 88 年及 91 年與之簽約，復 104 年 11
月 18 日主動與甲君簽署網路器材設備建置同意書，
主因係北都公司進入臺北市中山區競爭。該同意書較
以往契約詳細，且為因應北都公司競爭而有第 10 條
約定，其效果為不得於附掛期間內與被處分人以外業
者協議設置電源供應器，否則取消優惠或賠償。
2. 北都公司與甲君 104 年 3 月針對在其住宅附掛纜線器
材事宜首次簽約，嗣表示欲加掛其他設備故擬另簽第
二次約，並表示前次簽約不算，惟未提供第二次合約
正本。由於被處分人 104 年 11 月 18 日與甲君所簽署
之契約內提及不得於附掛期間內另與其他有線電視
業者協議設置電源供應器，故甲君後來只好向北都公
司表示無法提供場所予其附掛纜線器材，但主動介紹
鄰居附掛之。
(四) 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事證、陳述書並到會說明，略以：
1. 與社區管委會簽訂契約，因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
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
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及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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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社區架設管線遭管委會刁難，導致糾紛產生，故訂
立契約 以取得 管委會 同意架 設相關 纜線設 備之權
利。復表示該契約僅存管委會與被處分人間，對社區
而言，僅增加可選擇以管委會洽談之優惠，並不涉及
社區住戶與其他業者締約之權利，更無法排除其他業
者與住戶接洽締約之機會。如社區未要求被處分人負
擔社區原有管線毀損責任或提供一定額外優惠，多請
社區簽署網路器材設備設置同意書，使被處分人得以
使用社區公共管道，目前多數採簽署網路器材設備設
置同意書。
2. 與 19 處公寓大廈管委會簽署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
簽約戶數共計 1,479 戶（經比對後其中 7 處公寓大廈
管委會簽訂之合約書有獨家經營權條款）。系爭有線
電視收視合約書第陸條第 10 項獨家經營權條款，係
為避免與管委會簽約後情事有所變更，致原評估之成
本、風險與原本不同，以確保管道間之通暢，並利責
任釐清與維護訊號傳輸品質，且前開條款於 103 年 10
月即約定，於該時點北都公司尚未經營有線電視業
務。復前開條款並無實施之可能，社區縱違反此條
款，被處分人僅取消社區原有優惠，回復一般戶之收
費標準收費。此類條款因應社區不同要求及個案商議
情形，再依經營成本等因素與社區協議訂立，約定之
動機及目的係在反應成本，非為阻擾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且於社區不願意約定此類條款時，亦同意加
以刪除，從未因簽約社區與其他業者簽訂契約，對簽
約社區主張回復價格，可認被處分人無意透過此條款
達到限制競爭之效果。且簽訂此類契約已有其他業者
進線並提供有線電視服務，亦足證此條款不影響市場
競爭，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又
公寓大廈管委會非從事營業活動之事業單位，故其與
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契約，應無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及第 5 款情事。
131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3. 公關戶部分，鑑於同一位置架設設備，極易導致該位
置線路複雜，徒增後續維修難度及遭他業者因維修不
慎所致損壞之風險，故於系爭網路器材設備設置同意
書第 10 條為相關約定，且如公關戶同意其他業者架
設設備，被處分人僅消極遷移線路，並向公關戶請求
遷移費用，而非要求高額之違約金，顯見被處分人僅
透過系爭約定避免可能產生之設備維護費用及確保
用戶端訊號穩定暨服務品質，而與限制競爭無涉。
(五) 赴臺北市中正區及松山區競爭同業長德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長德公司）進線之數處公寓大廈實地勘
查有線電視管道空間及設備、纜線，情形略以﹕
1. 有線電視業者進線至社區之方式有二：一為以明線方
式，從頂樓附掛強波器、訂戶分接器及同軸電纜等纜
線設備進線至社區；二則以暗管方式，從下水道至大
樓地下室連接弱電箱進線至社區。倘無法將設備裝設
於弱電箱，亦可將相關設備外掛於牆面或架設於天花
板內輕鋼架上。
2. 長德公司表示通傳會禁止有線電視業者發生訊號干
擾情形，且有線電視業者每年均須依法填報自主檢查
電波訊號洩漏情況並提報通傳會，只要纜線接頭不被
破壞及鬆脫，則訊號干擾係可被排除。
理
由
一、 本案相關市場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一)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產品市場係指在功能、特性、用途或價格
條件上，具有高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
構成之範圍。
(1) 被處分人及競爭同業長德公司及北都公司均係依
有線廣播電視法向通傳會申請取得經營許可之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主要業務為以設置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眾收視、
聽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影像、
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廣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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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外，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
網路視聽平臺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均能承載語
音、視訊、寬頻上網等服務，惟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
體服務平台替代性意見調查」內容顯示，民眾以有
線電視為主要收視管道占 70.7%、無線數位電視占
12.7%、MOD 占 10.9%、免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5.0%
及付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0.7%。主要使用有線電視
收看電視節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多元性、
頻道節目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方式、頻
道位置等)，最近一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比例僅
1.7%。另據通傳會公布之「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全國總訂戶數統計表」及「中華電信 MOD 累計用
戶數」觀之，前者訂戶數由 101 年第 1 季 504 萬
1,259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522 萬 4,462 戶，後
者用戶數亦由 101 年第 1 季 110 萬 6,070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133 萬 8,071 戶，有線電視訂戶並未
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增加而有訂戶數衰退之情
事，亦可證二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認二者
未有顯著替代性。
(2) 另衡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以
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
務之營運模式是以固網加值服務的方式提供電信
傳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劃頻
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自主
權不同，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道
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費
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用，並
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
迥異，顯示二者於法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密
替代性。
(3) 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網路視聽平臺服
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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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頻道數
量、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
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2. 地理市場：地理市場係指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
務，交易相對人可以很容易地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
象之區域範圍。查被處分人與長德公司向通傳會申請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臺北市中山區」
，涵蓋範
圍包括臺北市松山區、大同區及中山區，而北都公司
係於臺北市大安區、中正區、松山區、中山區及信義
區開播，由於前等事業重疊之經營範圍為臺北市中山
區及松山區，而臺北市中山區及松山區之有線電視收
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其所在區域提
供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之事業，故應以「臺北市中
山區及松山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二) 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市
場為「臺北市中山區及松山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
市場。經查被處分人於通傳會原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內
（即臺北市中山區、松山區及大同區）競爭者僅長德公
司，北都公司則於 104 年 11 月開播。依案關業者提供經
營區內各行政區訂戶數資料之計算，截至 106 年 2 月被
處分人、長德公司及北都公司於臺北市中山區及松山區
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 47.7％、43.3％及 9.0％，是得認被
處分人於「臺北市中山區及松山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
務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三) 至於被處分人辯稱應將中華電信 MOD 視訊服務、OTT
平台（Over The Top 指單純透過網際網路傳播視訊服務
之平台）列入相關市場，並以通傳會公布 105 年第 1 季
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資料為由，辯稱其於臺北市中山區
市場占有率為 30.02％，且與所在區域之有線電視業者提
供高達 8 至 9 成相同之頻道節目內容，產品差異性甚低，
顯見其市場壟斷力量甚低等語，惟查：由前揭本會委外
辦理之調查報告有關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 MOD、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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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轉換情形與用戶使用行為、以及頻道數量及內容之差
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管制措施可知，有線電
視與 MOD、OTT 等服務互不為替代，且查被處分人所
引前開通傳會統計資料上所稱「占有率」
，係以該公司訂
戶數佔內政部公告之該區總行政戶數比例計算而得，無
法真實反映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之市場狀況，故
被處分人上開辯稱顯與實情不符且錯誤解讀通傳會統計
資料，其主張爰難參採。
二、 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雖約為 47.7％，惟未達
二分之一，倘併計競爭同業長德公司之市場占有率 43.3
％，則該二事業於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二，得
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將該二事業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
圍，惟考量長德公司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同逾 4 成，
且被處分人及長德公司之市場占有率亦因新進業者北都
公司之參進而逐月略減，則就本案相關市場競爭動態及該
二事業於所屬市場全體之對外關係觀之，尚難合致公平交
易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
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
「二以上
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
有前項規定之情形」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爰就被處
分人案關行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
定予以論處，合先敘明。
三、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
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三、以低價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
、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
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不以與
13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例示之「低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為限，凡事業「以不正
當方法」從事「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
造成市場上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可非難性。至不正當
方法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
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
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又「有限制競爭之虞」並不
以實際已生限制競爭結果為限，而以客觀上有限制競爭之
危險可能性為已足。
四、 被處分人 104 年 12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視收
視合約書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之行為」
：
(一) 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
基本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僅
須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象著
眼點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有線電視業者
無論係與個別用戶或管委會簽訂相關服務契約，即取得
單獨供應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惟倘具一定市場力
量之有線電視業者無正當理由於前等契約內搭配獨家
經營權性質之條款，並輔以違約之效果約束締約對象，
即等同剝奪競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
對人之機會，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之行為。
(二) 查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
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經檢視系爭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
第陸條第 10 項約定「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為顧及管
線間之通暢，甲方（即公寓大廈管委會，下同）於契約
有效期間內，保障乙方（即被處分人，下同）在本社區
之單一經營權，並有社區暗管獨家使用權，甲方不得另
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甲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
務；否則視同違約，乙方有權取消其依本合約提供予甲
方社區之相關費用優惠，並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甲方
收取未到期之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惟按公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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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
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易言之，因鋪設有線電視
纜線及相關器材設備均須使用公寓大廈之管道間及弱
電箱等共用部分，且依前揭條例應經管委會同意後始得
為之，倘公寓大廈管委會先與被處分人簽訂系爭具獨家
經營權條款之契約或協議書，則可預期其他有線電視業
者事實上已無法進線至該締約管委會所在公寓大廈，即
難向該公寓大廈之住戶爭取交易機會，則該締約管委會
所在公寓大廈之住戶業喪失於系爭契約期間內享有選
擇收看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機會。又締約管委會因與被
處分人簽訂系爭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締約管委會所在
公寓大廈住戶雖可享有以優惠收視費用收看被處分人
有線電視服務之權利，惟締約管委會負有不得另與其他
有線電視業者協議於其所在公寓大廈提供有線電視相
關服務之義務，不論該公寓大廈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
關器材設備空間是否足夠，一律喪失於契約期間內與其
他有線電視業者協議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務之權利。另
倘締約管委會執意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線締約管委
會所在公寓大廈提供服務，被處分人除可據前揭契約條
款主張該締約管委會違約及有權取消收視費用優惠
外，並得向違約管委會以一般戶收費標準收取未到期費
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則該限制條款已得產生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效果。
(三) 次查被處分人除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視收視合
約書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亦與公關戶於網路器材設備
設置同意書簽訂獨家附掛電源供應器條款，於系爭網路
器材設備設置同意書第 10 條約定「因甲方(即被處分
人，下同)以優惠價格提供乙方(即公關戶，下同)有線
電視相關服務，本同意書簽訂後，於甲方在乙方建築物
及網路設備中設置電源供應器之期間(下稱附掛期間)
內，為顧及網路纜線之通暢及維護訊號傳輸品質，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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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於附掛期間內另與其他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協議，使其他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得於
附掛期間於乙方建築物設置電源供應器；否則甲方有權
取消其提供予乙方之費用優惠，且乙方除應賠償甲方因
此產生之遷移相關器材設備之費用外，如甲方設備器材
因此受有損壞時，乙方亦應負責賠償。」故公關戶一旦
與被處分人簽訂網路器材設備設置同意書後，公關戶雖
取得享有免費或優惠收視被處分人有線電視之權利，惟
除經被處分人事先同意，公關戶負有不准於同一處附掛
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電源供應器義務，不論附掛空間是
否足夠，一律喪失於契約期間內附掛其他家有線電視之
電源供應器權利。倘公關戶違反者，被處分人除可取消
其收視有線電視之收視費用優惠外，尚可對之主張設備
遷移及損害費用之賠償。
(四) 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簽
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意圖及目的，乃在阻礙競爭者參與
或從事競爭：
1. 從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之系爭有線電視
收視合約書涉及 105 年簽約時點觀之，有京華 DC 大
樓等 5 處均自 104 年 12 月 1 日開始，其餘新光首都
天下北基公寓等 2 處則自 105 年年初，恰與北都公司
於 104 年 11 月正式開播之時點甚近，次查京華 DC 大
樓等 7 處管委會過往僅敦北園中園大廈等 2 處曾與被
處分人簽約，該 2 處前所簽訂契約之期間係 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止，但均係自 104 年 12 月 1 日復再
與被處分人簽約，其中間隔 3 個月始續約，可認被處
分人應非基於續約目的而簽約。再查，被處分人所在
經營區以往即有競爭同業長德公司，惟亦未因此與公
寓大廈管委會簽訂前開獨家經營權條款。顯見此次與
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涉及 105 年期間之獨家經營權條
款，係針對新進業者北都公司參進市場之對應行為，
意在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案關市場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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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被處分人與公關戶甲君前於 88 年及 91 年簽訂之有
線電視相關元件架設同意書，僅就補貼電費金額及終
止契約提前通知事項約定，而被處分人 101 年至 103
年與其他公關戶簽訂網路器材設備設置同意書至多增
訂網路纜線及設備所有權、使用權歸屬條款，惟被處
分人 104 年 11 月與公關戶甲君簽訂之系爭網路器材
設備設置同意書，另增獨家附掛電源供應器條款，值
此之際恰為新進業者北都公司正式開播時點，且甲君
104 年 3 月已先同意北都公司附掛線路，但其在被處
分人 104 年 11 月更新系爭具獨家附掛電源供應器條
款之網路器材設備設置同意書後，即不再予北都公司
附掛電源供應器，可認被處分人此舉目的同係針對競
爭者參進市場之對應行為，亦意在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案關市場之競爭，且該等限制條款實際已對競爭
者產生一定程度之競爭阻礙。
(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查案
關新進業者提供拒絕其進線之大樓名單，表示其於「榮
星新城」社區會勘後，嗣經該社區總幹事以遭被處分人
綁約為由推託無法進線，復經比對「榮星新城」社區確
已與被處分人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可證被處分人實施
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之行為，就市場競爭或市場進
入所產生之效果而言，締約管委會確已因該獨家經營權
條款心生畏懼而具嚇阻與其他競爭者交易效果。
(六)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非有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1. 對公寓大廈管委會限制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管
道間通暢之理由：
(1)有線電視線路除鋪設於管道間內，尚可以明線鋪設
之。本會赴被處分人經營區公寓大廈實地勘查，2
家以上有線電視業者共同進線之社區多係走明線
方式，無空間不足問題。北都公司及長德公司均表
示實務上有以外掛鐵箱或壁掛式配線箱、纜線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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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式，將分配器及纜線完整收納於內，長德公
司復表示前開作法亦為業界普遍採用。
(2)各社區管道間或弱電箱大小不一，不必然空間不
足。本會實地勘查發現，即便以暗管方式鋪設，仍
有容納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安裝相關設備於弱電
箱，或將相關設備附掛於弱電箱外或架設於天花板
內之輕鋼架上之實例。另被處分人所提供管道間空
間有大有小且亦有走明線之照片，及北都公司到會
表示各社區管道間管徑有小至無法放進有線電視
主線，亦有大至可鋪設 3 條有線電視纜線皆有餘之
陳述可證。
(3)另管道間本存有其他管線，此有本會實地勘查照片
可證，縱被處分人以獨家經營權條款約束社區管委
會，由於弱電箱內通常除設有線電視纜線外，另設
有電信、社區共同天線、監視器等線路，亦無法達
其所欲管道間通暢目的。
(4)復參酌既有競爭同業長德公司表示管道間容量足
夠與否非該公司主要考量，該公司所在意者係線路
不會遭到破壞、增加人力維修之營運成本，故難認
被處分人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手段與所欲達成
管道通暢目的間具必要合理之關聯。
2. 對公寓大廈管委會限制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維
護訊號品質之理由：鑒於有線電視訊號穩定度對於傳
輸品質之重要性，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授權訂定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第 33 條之
1、第 38 條規定有訂戶引進線載波入侵雜訊比之查
驗，並要求有線電視業者每年應自行查驗其系統 1
次，填具自行查驗報告表及查驗紀錄表並保存 1 年，
供通傳會派員查核之用。倘因訊號洩漏致消費者權益
受影響，通傳會得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命系統業
者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措施。故各業者本應自行巡
查，確保訊號無洩漏情狀。況本會實地勘查發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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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視管線垂直拉至各層樓後，只須將建商建置之住
戶水平管線接上有線電視業者拉設至各層樓管道間之
垂直管線，即可收視，換言之，住戶線路係與所欲收
視之有線電視業者線路相連接，並無線路共用導致訊
號干擾之情事。且既有競爭同業長德公司到會陳述亦
表示，該公司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若同時於一公寓大
廈公共區域管道間各自鋪設有線電視纜線及相關器材
設備，依正常施工規範，不致發生影響其他業者訊號，
或受其他業者訊號干擾，或相互干擾之情況，除非有
纜線破損或接頭鬆脫之情況。另新進業者北都公司亦
表示，與其他既有業者一併進線社區，並無接獲住戶
反映訊號受影響，且因各家業者主線不同，各走各線
路，而不會互相影響，除非器材老舊或施工工法不確
實致接頭未接妥，始有電波洩漏問題，另所使用同軸
電纜 5C 線皆有安裝隔離網，可預防訊號外洩或雜訊
進入。綜合既有競爭同業與新進業者陳述可知纜線是
否破損或接頭是否鬆脫，與他有線電視業者是否進線
至社區無必然關聯，即便僅單一有線電視業者進線，
亦無法保證在風吹日曬或久未維護情形下，不會發生
此等纜線破損或接頭鬆脫情形，故難認被處分人於有
線電視收視合約書中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手段，與
所欲達成維護訊號品質目的間具有必要合理之關聯。
況縱發生訊號洩漏干擾之情況，亦係由主管機關命相
關業者改善，而非由業者以契約條款排除其他業者進
線。
3. 對公寓大廈管委會限制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持關於有
利責任釐清之理由：由於弱電箱內通常除鋪設有線電
視纜線外，尚有電信、社區共同天線、監視器等線路，
且導致纜線破損或接頭鬆脫之因素眾多，故與是否有
2 家有線電視業者進線至社區無必然關聯。另本會實
地勘查時，有線電視業者除於所屬纜線貼有其名稱之
標籤外，亦會以不同顏色、英文及號碼之數字環標示，
且依據臺北市政府訂定之「臺北市下水道橋樑隧道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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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纜線施工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1 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有線電
視業者纜線暫掛於雨水、污水下水道或附設於橋樑或
隧道者，須依法在其纜線、人孔設施及橋樑段兩端上
標示業者名稱及證照字號，否則將依同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剪線，故該等標示行為足以識別係何
家有線電視業者發生纜線破損或接頭鬆脫之行為，與
僅一家有線電視業者進線之社區之識別性無異。是
以，為達成有利責任釐清目的，現行纜線標示業者名
稱之方式已足確認。
五、 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理由如下：
(一) 對競爭事業之影響：
1. 系爭契約附隨之違約金條款對欲爭取締約管委會、公
關戶之競爭者而言，締約管委會如欲轉換有線電視業
者收視，除考量競爭者之價格等交易條件是否較為優
惠外，因有違約金條款，該等違約金額勢必成為締約
管委會要求競爭者須予以承擔之支出，而競爭者所須
負擔締約管委會之轉換成本，除提供比被處分人更為
低廉之收視費用優惠外，尚須代償前揭條款所稱之懲
罰性違約金或遷移費用，始能成功爭取案關締約管委
會或公關戶，是該違約條款無疑形同墊高競爭者（尤
為新進業者）經營成本，同時亦降低其價格競爭之能
力。
2. 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
有率已達 47.7％，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而新進業者
參進市場，客源不外乎開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視新客
戶及爭取既有業者之收視舊客戶，被處分人系爭行為
難謂對新進業者北都公司無相當影響。況臺北市中山
區及松山區屬人口稠密之都會區，且多為公寓大廈等
集合式住宅及社區，被處分人與單一公寓大廈管委會
簽訂系爭條款之契約，即可拘束社區所有住戶轉換其
他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自由及排除其他競爭同業
之競爭，倘該行為不加以遏止，被處分人將透過與更
14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多公寓大廈管委會締結系爭條款之契約，限制更多住
戶轉換交易相對人，則競爭對手遭致之排擠效果將更
趨嚴重，故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本案相關市場已有限
制競爭之虞。
(二) 對案關締約管委會及消費者之影響：
1. 通傳會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有線播送系
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收視戶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業者終止契約，復
第 16 條不得記載事項明定業者不得約定沒收乙方（即
訂戶）所繳付之收視費或違反本契約之違約金。易言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就個別訂戶與業者間之
締約，已揭櫫不可有綁約及違約金條款之約定，被處
分人與管委會締結之獨家經營權條款及附隨之懲罰性
違約金條款，所綁約對象除締約管委會外，亦拘束管
委會所代表之全體住戶，形同對全體住戶有綁約及違
約金條款之約定，同損及部分不欲與被處分人交易或
有意轉換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住戶即消費者利
益。
2. 復就消費者利益評估，案關消費者原可自新進業者參
進市場初期與既有業者競爭之際取得若干利益，如低
廉收視費用、較高收視品質等，然被處分人卻以系爭
不正當方法阻礙新進業者參進，倘未及時遏止系爭違
法行為，恐終致新進業者遭逐出相關市場，而減損整
體消費者之利益，既有業者恢復原收視費用、縮減或
取消社區回饋金等明顯且立即之消費者福利損失。
(三) 綜上，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臺北市中山區及松山區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顯有負面
影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六、 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特
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所持理由不具營運上之必要
性及合理正當性、墊高競爭者經營成本及對市場競爭之影
響，被處分人 104 年 12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電
視收視合約書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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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或排除其他競爭者（尤針對新進業者北都公司）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且以其在本案相關市場占有率近半以
觀，藉該獨家經營權條款安排，已可封鎖或排除其他有線
電視業者（尤為新進業者）在締約管委會之社區與之競爭
之機會，亦導致競爭者銷售困難及成本抬高，系爭行為無
疑具極高限制競爭非難性，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七、 被處分人所提其他抗辯事由，尚無可採，理由如下：
(一) 辯稱系爭契約僅存其與管委會間，且多為一年一約，無
法排除其他業者與住戶接洽締約之機會、社區不願約定
此類條款，亦同意刪除等語，惟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2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委會。設置
管線倘必須使用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時，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應經管委會之同意後為之，可認對
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管線設置具有決定權限者為管
委會而非個別住戶，故實務上亦有個別住戶欲使用特定
有線電視業者收視服務，但因與管委會同意進線之有線
電視業者不同之情形存在。於此情形，倘有線電視業者
與管委會間簽訂僅能由該業者獨家經營之合約，則可預
期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事實上已無法進線至該簽約社
區，一旦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無法進線該社區，更遑論與
住戶有接洽締約之機會。另縱該契約多為一年約，惟簽
約時點恰係新進業者北都公司開播之際，顯屬既有業者
以人為方式阻礙新進業者參進市場，新進業者參進市場
本屬不易，倘營運初期因既有業者透過人為綁約方式限
制競爭，使新進業者即便透過較有利之價格、品質，仍
無法爭取消費者與之交易，使市場無法發揮自由競爭機
制，不當限制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從而損害消費者福
利，損及相對人或相關第三人之合法利益，故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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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稱該契約並未排除其他系統業者與住戶接洽締約之
機會，並不可採。
(二) 辯稱實務上社區縱有違反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該公司
僅取消社區原有優惠，而回復一般戶收費標準收費等
語，惟查：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違反之效力均為「…乙
方（即被處分人）有權取消其依本合約提供予甲方社區
之相關費用優惠，並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甲方收取未
到期之費用作為懲罰性違約金。」依文義解釋無法得出
如被處分人所辯稱僅係回復一般戶之收費，且因被處分
人與管委會簽訂前開獨家經營權條款，倘管委會違反前
開規定使其他業者進線時，被處分人確實得對管委會主
張違約並依約取消優惠及請求懲罰性違約金，管委會一
旦允許其他競爭同業提供服務，即生違約效果，端視被
處分人是否據以主張之。換言之，一旦約定前開條款即
已剝奪管委會選擇收視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之自由，直接
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或從事競爭，無待被處分人實際
對管委會為懲罰性違約金之請求。
(三) 辯稱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簽約戶數僅占其內部統計整
體收視戶數比例甚低，不影響市場競爭等語，惟參前揭
所述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競爭事業之影響，倘僅以簽約
戶數較少作為合理抗辯事由，無異給予被處分人法所未
有之限制競爭行為容許配額。
八、 綜上，被處分人 104 年 12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於有線
電視收視合約書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係以不正當方法，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除應立即停止該違
法行為外，另因前揭獨家經營權條款具有限制競爭之性
質，爰有令改正之必要，復考量案關已締約契約之修正尚
需經締約雙方協議，故令被處分人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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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2 個月內，向本會陳報已刪除案關獨家經營權條款之契
約或為其他必要之改正行為（例如被處分人發函通知已締
約之管委會停止適用系爭違法條款、於已締約契約另訂排
除適用系爭違法條款之條款、另簽訂無系爭違法條款之服
務契約或其他形式）。至罰鍰部分，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阻礙競爭者參與競爭
之意圖、目的、有線電視收視合約書獨家經營權條款之行
為不法性及持續期間、營業額、訂戶數、受影響之簽約戶
數、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及配合調查態度一
般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8

月

1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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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7 號
被處分人：○○○即旺得富國際企業
統一編號：57986106
址

設：屏東縣屏東市永安里建國新村 33 號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0 年 10 月 16 日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天然
植物胡麻鈣、加強淨化酵素、亮源液體葉黃素等營養保健食品。
本會 106 年 4 月 28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 105 年 11 月產品訂購單載有銷售「膠原蛋白」
商品，惟遲至 106 年 3 月 21 日始向本會報備前揭商品，涉及違
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9 月開始銷售「膠原蛋白」商品，惟
遲至 106 年 3 月 21 日始向本會報備，是被處分人變更銷售
商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
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
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
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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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4 月 28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人產品訂購單。
二、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8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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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1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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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8 號

被處分人：宏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348115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56 號 26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津發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560460
址
設：基隆市七堵區福六街 113 號 7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園 ROOM 4 米 35」建案廣告，使用一般
住宅文字、圖片及夾層設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宏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40萬元罰鍰。
處津發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7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宏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及被處分人津發廣告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津發公司)105年8月至106年2月為銷售新北市板橋
區「園ROOM 4米35」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廣告DM宣稱「4
Home＆Office 是家，也是辦公室 立體雙空間，成家立業
一舉兼得」、「宏燁建設將商業大樓的堅實結構，創意規劃
挑高4米35住辦合一立體宅 不只滿足多元空間需求，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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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請公司行號 成家立業一兼二顧，享受事半功倍的優渥
生活！」等語，及2F裝潢配置圖以住家格局輔以客廳、臥
室、廁所等裝潢傢俱介紹可做住家使用；另以現場實品屋
介紹案關建案樓層高度為4米35可施作夾層做臥室使用，經
查詢案關建案使用執照(84板使字第00794號)，地上2層至4
層為G1證券交易所、商場，與案關廣告宣稱不符，涉有廣
告不實。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提出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
會陳述，略以：
１、 「園 ROOM 4 米 35」建案係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於 100
年向永豐銀行買入由太平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4 年
投資興建之建案，包含 1 至 4 樓及地下室，經重新整
理後於 100 年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將該
建案 3 至 4 樓原用途為「證券交易所」變更為「集合
住宅」
；另於 104 年 11 月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使用
執照，將 2 樓原用途「證券交易所」變更為「一般事
務所」，將 3 樓原用途「集合住宅」變更為「一般事
務所」；目前新北市政府所核准案關建案 2 樓用途為
「一般事務所」
、3 樓用途為「一般事務所」
、4 樓為
「集合住宅」。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委託被處分人津發
公司銷售案關建案 2 樓、3 樓及 4 樓全區，銷售中心
現場銷售期間為 104 年 10 月 15 日至 106 年 4 月 30
日。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於接到本會來函後已停止銷售
行為。
２、 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與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分別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105 年 4 月 15 日及 105 年 11 月 1 日
簽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採「包銷制」方式
委託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廣告企劃與
銷售業務；依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4 條之約定，
銷售服務費以銷售實際委託底價之一定比例計酬；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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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揭契約書第 7 條之約定，建案廣告預算編列由被
處分人津發公司支付。
３、 案關廣告 DM 及 2F 裝潢配置圖皆為被處分人津發公司
所製作，廣告宣稱之用詞及意涵，被處分人宏燁公司
無權審閱，廣告 DM 雖曾於開會時提出，但被處分人
宏燁公司非有能力排除爭議文字，另 2F 裝潢配置
圖，並未經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審閱及確認。該建案目
前新北市政府所核准 2 樓及 3 樓用途為「一般事務
所」，僅能作為辦公室用途使用，被處分人宏燁公司
並未再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且為符法令
規定，亦將維持「一般事務所」用途，交付予購屋者。
４、 建案現場調查拍攝照片係為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股東
所購買位於 4 樓裝潢完成房屋，有施作夾層做臥室使
用。有關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向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股東
商借房屋，及於銷售房屋時，銷售人員可帶消費者參
觀，並據以介紹相關裝潢及格局乙事，被處分人宏燁
公司並不知情；該建案並不可施作夾層，被處分人宏
燁公司並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設計，且無就建案
申請夾層空間設施使用，及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劃，且
為符法令規定，亦將維持原無設計夾層空間之房屋，
交付予購屋者。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會陳
述，略以：
１、 被處分人津發公司陳述其與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合作
方式、期間等內容，與上述被處分人宏燁公司陳述內
容相同。
２、 案關建案廣告為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委託百納國際有
限公司設計，再由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所印製散發，廣
告 DM 印製 20,000 份，2F 裝潢配置圖約印製 200 份，
於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2 月供銷售現場（新北市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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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府中路 126 號）使用，廣告 DM 計散發 15,000 份，
2F 裝潢配置圖散發 200 份。
３、 案關廣告宣稱係表示建案 2、3 樓登記為一般事務
所，倘消費者購買後未登記公司行號，亦可做為住宅
使用，享有一般住宅水電費率；4 樓登記為集合住
宅，消費者購買後亦可登記公司行號。被處分人津發
公司並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將 2、3 樓變更為集合住
宅。
４、 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向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股東商借所
購買位於案關建案 4 樓有施作夾層做臥室使用之成
屋，該公司銷售人員於銷售房屋時可帶消費者參觀，
並據以介紹相關裝潢及格局。
(三) 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以：
１、 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
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同法第 91 條規定：
「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
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
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
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未
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已說明如案關
建築物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依建築
法第 91 條規定辦理。
２、 案關建案領有 84 板使字第 794 號使用執照，106 年 5
月 11 日領得 106 板變使字第 090 號變更使用執照，
申請變更用途範圍為：「本市板橋區府中路 126 號 2
樓、2 樓之 1~2 樓之 30、3 樓、3 樓之 1~3 樓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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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使用項目由原用途「證券交易場所(G 類 1 組)」
變更為「一般事務所(G 類 2 組)」
。另依建築物使用
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附表一：G 類（辦公、服務類）；
G 類 2 組組別定義為「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
之場所」
。
３、 建築物應依核准變更用途「一般事務所(G 類 2 組)」
或符合上開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附表有關
「G 類 2 組」組別之使用；倘後續作為「住宅（H 類
2 組）」使用，如符合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7 條（住宅區基準容積）規定，應依循程序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
４、 查 102 板變使字第 240 號變更使用執照 4 樓竣工圖
說，核准室內空間並無夾層，如擅自施作夾層違建，
並經違章建築大隊查報後，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及「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辦理。另查
105 年 4 月 18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50493587 號第 1 次
變更設計書面審查許可，該建案第 2 樓及第 3 樓設計
圖說並無設計夾層，如有夾層違建而與原書面設計圖
說未符部分，將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
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辦理並請其恢復原狀。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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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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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
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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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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
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
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
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
責任。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
二、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於100年向永豐銀行
買入1至4樓及地下室，經重新整理後出售，為該建案出賣
人；另建案之廣告企劃與銷售業務由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委
託被處分人津發公司負責，雙方並簽訂「不動產委託銷售
契約書」，足證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津發公司製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品，故
被處分人宏燁公司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被處分人津發公司依前揭「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係採「包銷制」方式承攬案關建案之銷售業務及廣告製作，
且由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支付因銷售房屋而產生之業務、廣
告及企劃費用，此亦有廣告製作發票影本可稽。另被處分
人津發公司利用案關廣告達到其銷售之目的，並依前揭合
約書第4條約定，銷售服務費以銷售實際委託底價之一定比
例計酬，亦即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就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
及支配能力，且隨建案銷售所得獲有利益，是被處分人津
發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 本案廣告論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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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被處分人津發公司自承案關建案廣告DM及2F裝潢配置
圖為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所印製散發，故該廣告DM及2F裝潢
配置圖為本案廣告論究範圍。
(二) 次查就現場實品屋廣告部分，被處分人津發公司自承係向
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股東商借施作夾層做臥室使用房屋，由
銷售人員於銷售房屋時帶消費者參觀，並據以介紹相關裝
潢及格局。據上，則該現場實品屋係為供銷售人員解說使
用，其係以大眾得共見共聞之方式，向不特定到場看屋之
消費者傳遞建案資訊，以達行銷商品之目的，爰足認該現
場實品屋亦為本案廣告論究範圍。
四、 案關廣告刊載一般住宅使用文字及圖片，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依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
用……。另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第73條第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6萬元以
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
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
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復依106板變使字第090號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變更用途範圍為：
「本市板橋區府中路
126號2樓、2樓之1~2樓之30、3樓、3樓之1~3樓之29」，申
請使用項目由原用途「證券交易場所(G類1組)」變更為「一
般事務所(G類2組)」
；另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附表一：G類（辦公、服務類）；G類2組組別定義為「供商
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二) 本案「園ROOM 4米35」於使用執照2樓及3樓用途核准為「一
般事務所(G類2組)」
，倘作為一般住宅使用，因使用類組不
同及原核定使用不合，即應辦理變更用途。查案關建案廣
告DM宣稱「4Home＆Office 是家，也是辦公室 立體雙空
間，成家立業一舉兼得」、「宏燁建設將商業大樓的堅實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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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創意規劃挑高4米35住辦合一立體宅 不只滿足多元空
間需求，還可以申請公司行號 成家立業一兼二顧，享受事
半功倍的優渥生活！」等語，及2F裝潢配置圖以住家格局
輔以客廳、臥室、廁所等裝潢傢俱介紹可做住家使用。整
體以觀足使消費者認知於購屋後，室內可供一般住宅使
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然卻難以知悉廣告所載之
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日後有遭罰鍰、勒令拆除、停止使用
或恢復原狀等處分之風險；又被處分人宏燁公司亦自承，
案關建案目前新北市政府所核准2樓及3樓用途為「一般事
務所」
，僅能作為辦公室用途使用，被處分人宏燁公司並未
再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且為符法令規定，亦
將維持「一般事務所」用途，交付予購屋者，故案關廣告
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五、 案關廣告使用夾層設計，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一) 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該建案102板變使字第240號變更
使用執照4樓竣工圖說，核准室內空間並無夾層，如擅自
施作夾層違建，並經違章建築大隊查報後，將依「違章建
築處理辦法」及「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辦理。
另查105年4月18日新北工建字第1050493587號第1次變更
設計書面審查許可，該建案第2樓及第3樓設計圖說並無設
計夾層，如有夾層違建而與原書面設計圖說未符部分，將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
則」辦理並請其恢復原狀。
(二) 查案關現場實品屋施作夾層做臥室使用，銷售人員據以介
紹相關裝潢及格局，實易使消費者誤認案關建案於交屋時
或交屋後逕行二次施工即可合法取得夾層使用空間，並據
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惟查案關建案2樓、3樓及4樓並未
獲建築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興建夾層，被處分人宏燁公司亦
自承案關建案不可施作夾層，且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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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亦無就該建案申請夾層空間設施使用，及變更使用
執照之規劃，為符法令規定，將維持原無設計夾層空間之
房屋，交付予購屋者，故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
1項規定。
六、 被處分人宏燁公司雖辯稱案關廣告 DM 及 2F 裝潢配置圖皆
為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所製作，被處分人宏燁公司無權審
閱，及被處分人津發公司向被處分人宏燁公司股東商借房
屋，並據以向消費者介紹相關裝潢及格局乙事，被處分人
宏燁公司並不知情等語，惟被處分人宏燁公司既就「園 ROOM
4 米 35」建案銷售及廣告製刊等業務全權委託被處分人津
發公司處理，並藉由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所製作、提供使用
之廣告及銷售行為直接獲有銷售利潤，自應就被處分人津
發公司製作及使用之廣告善盡監督、管理及約制之責；另
查雙方所簽訂「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內容，被處分人
津發公司負責銷售企劃及廣告之安排，其內容須經被處分
人宏燁公司認可後始可付諸執行，故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對
於廣告內容亦有實質審核權責，尚難僅以案關廣告未經其
審閱或不知情而予以卸責。
七、 綜上，被處分人宏燁公司及被處分人津發公司於銷售「園
ROOM 4 米 35」建案廣告，使用一般住宅文字、圖片及夾層
設計，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
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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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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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69 號

被處分人：景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18645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 230 巷 29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博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534241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六街 77 號 7 樓之 3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高第」建案廣告，繪製「A8 平面圖」及現場
實品屋為夾層設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景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00萬元罰鍰。
處博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新北市五股區「高第」建案銷
售中心現場，銷售人員於106年1月至106年3月間提供案關
建案廣告3樓以上平面配置參考示意圖及「A8平面圖」介
紹，宣稱案關建案樓層高度為3米6，可於室內空間施作夾
層，且現場實品屋上夾層隔作2房設計，涉有廣告不實，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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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經函請被處分人景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景
程建設公司)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１、 「高第」建案為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投資興建，委
託被處分人博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博
亘公司)代為銷售及廣告等相關事宜。案關建案各樓
層平面配置參考示意圖、傢俱配置平面參考圖、DM
等廣告均由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同意後由被處分
人博亘公司負責印製及散發，至有關載有「鉅得空間
規劃有限公司」(下稱鉅得空間公司)之「A8 平面圖」
係現場實品屋裝潢參考示意圖，另現場實品屋亦經被
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同意興建。
２、 案關建案已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取得使用執照，除 1
樓大廳外，各樓層內部並未有夾層設計，未來亦不會
就各樓層內部做有關夾層之變更設計。案關建案與
A8 相類戶為 A7 其坪數與 A8 差不多僅方向及陽台位
置有些差異。案關建案於 104 年 9 月份開始興建，尚
未交屋。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博亘公司書面說明、到會陳述及到會後補
充資料，略以：
１、 被處分人博亘公司負責「高第」建案廣告、企劃及銷售，
銷售過程提供之公開發送平面圖、各式 DM 及介紹書等，
與在對外之媒體上，皆經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審核。
另「A8 平面圖」及實品屋均經過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
審核。
２、 建案銷售現場提供前來參觀之客戶 A8 傢俱配置平面參
考圖，至「A8 平面圖」係由鉅得空間公司繪製，提供至
現場參觀之消費者了解 3 米 6 空間如何規劃，對來參訪
客戶會告知由鉅得空間公司介紹空間規劃，此「A8 平面
圖」於 106 年 1 月開始發放，至 106 年 3 月初收到本會
161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調查函後為避免爭議即停止發放，約發放 50 份左右。
另 106 年 1 月後在建案現場設有接待中心及實品屋，實
品屋即參考「A8 平面圖」建置，亦會帶消費者參觀實品
屋，實品屋上夾層 2 間房間均有擺床，有上夾層之實品
屋陳設期間為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5 月 9 日，後已拆除
上夾層活動板。
３、 現場銷售人員提供 3F 以上「平面配置參考示意圖」及
「A8 平面圖」介紹，宣稱案關建案樓層高度為 3 米 6 可
施作夾層，可於上夾層再隔作 2 房設計，照理說一般情
形應有鉅得空間公司在場才會提供「A8 平面圖」給客
戶，但不知為何有鉅得空間公司人員不在場就提供之情
形，此部分為督導不周。另就實品屋介紹時會告知夾層
是活動設計，提供消費者裝潢參考。
(三) 經函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
以：
１、 有關擅自施作夾層其違反建築法規定部分，依據建築法
第 77 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 77 條之 2：
「建築
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第 91 條：
「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
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
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二、未依
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
備安全者。」第 95 條之 1：
「違反第 77 條之 2 第 1 項或
第 2 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
從業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
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
２、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2 條：
「天花板之淨
高度應依左列規定：……其他居室及浴廁不得小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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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但高低不同之天花板高度至少應有一半以上大於
2.1 公尺，其最低處不得小於 1.7 公尺。」第 164 之 1
條：「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建築物樓板挑空設計
者，挑空部分之位置、面積及高度應符合左列規定：……
五、建築物設置不超過各該樓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
一百平方公尺之夾層者，僅得於地面層或最上層擇一處
設置。」
３、 經查 101 股建字第 235 號建造執照相關內容，除地上 1
層設有夾層設計外，其餘樓層尚未有夾層設計。故倘樓
層高度為 3 米 6 於室內空間施作夾層，似核與前開相關
規定不符，另倘擅自於室內空間施作夾層應屬違章建
築。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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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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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
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
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
效能，使競爭同業蒙受失去顧客之損害，而足生「不公平
競爭」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
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責任。復按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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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
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
罰鍰」。
二、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１、 案關建案為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投資興建且為案關
建案出賣人，另案關建案之行銷過程與廣告企劃由被處
分人景程建設公司委託被處分人博亘公司負責，雙方並
簽訂「委託銷售合約書」。足證被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
除出資興建案關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
委託被處分人博亘公司製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品，且被
處分人景程建設公司亦表示廣告均由該公司同意後由
被處分人博亘公司負責印製及散發，至有關載有鉅得空
間公司之「A8 平面圖」係現場實品屋裝潢參考示意圖，
另現場實品屋亦經該公司同意興建，故被處分人景程建
設公司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２、 另查，被處分人博亘公司利用案關廣告達到其銷售之目
的，並依委託銷售合約書約定有效期間所售出之房地
(含車位)總金額計算佣金，並就建案總銷售價格高於合
約書底價之溢價，約定由被處分人博亘公司分得一定比
例之酬金，是被處分人博亘公司隨銷售數量之增加其獲
利亦增，另合約期間內因銷售房屋而生之業務、廣告及
企劃費用，亦由被處分人博亘公司支付，爰足堪認定被
處分人博亘公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殆無疑義。
三、 本案廣告論究範圍：案關建案銷售現場除提供 3 樓以上平
面配置參考示意圖及「A8 平面圖」介紹，並由現場銷售人
員宣稱案關建案樓層高度為 3 米 6，可於室內空間施作夾
層，於上夾層再隔作 2 房，另現場有實品屋帶看，爰前開
「A8 平面圖」及實品屋等均屬本案廣告論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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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關建案「A8 平面圖」及現場實品屋所示於上夾層再隔作
2 房之空間展示有引起合法夾層使用之錯誤認知，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按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
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之規
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
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符，卻違
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二) 查案關建案「A8平面圖」及現場實品屋所示於上夾層再隔
作2房之空間展示，並於2房間內分別放有床鋪等起居設
備，整體效果予人印象為系爭建案已獲准許可合法施作「夾
層」，增加室內居住使用面積，並據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
惟據新北市政府表示，案關建案除地上1層設有夾層設計
外，其餘樓層尚未有夾層設計，故倘樓層高度為3米6於室
內空間施作夾層，與建築法第77條及第77條之2相關規定不
符，另倘擅自於室內空間施作夾層應屬違章建築。被處分
人景程建設公司亦自承除1樓大廳外，各樓層內部並未有夾
層設計，未來亦不會就各樓層內部做有關夾層之變更設
計，是系爭「A8平面圖」及現場實品屋之表示使人誤認可
合法施作「夾層」使用，顯與事實不符，其差距已逾越一
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且足令一般大眾對系爭建案內容
與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
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三) 雖被處分人博亘公司稱就一般情形應有鉅得空間公司在場
才會提供「A8平面圖」，實品屋介紹時會告知夾層是活動
設計，提供消費者裝潢參考云云。惟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
述之建物內容等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購與否交易決定之
因素，一般消費者據案關現場銷售人員提供資料及現場實
品屋廣告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以相同之規劃及裝潢方式合法
擴大室內居住空間，縱被處分人博亘公司稱「A8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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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鉅得空間公司在場才會提供，惟經本會派員赴銷售現
場，係由現場銷售人員提供，爰其表示應屬辯詞；另被處
分人博亘公司雖以有告知消費者此夾層係活動設計且僅供
參考為由卸責，惟一般購屋者尚難以知悉實品屋所示之建
物內容違反建管法規，有遭罰鍰、強制拆除之風險，是被
處分人博亘公司尚不得據此主張免責。
五、 綜上，被處分人於「高第」建案廣告，繪製「A8 平面圖」
及現場實品屋為夾層設計，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
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
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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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0 號

被處分人：上禾淨水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58245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 段 267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取得參與者個人資料，且隱匿
重要交易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為淨水器相關產品之交
易，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於 105 年 9 月 21 日來函檢舉鮮客樂牛排店以摸彩
活動行銷「元氣水資源」淨水器，涉有欺罔而違反公平交
易法規定乙案，經本會調查，鮮客樂牛排店已搬遷不
明，且無其他相關聯絡資訊，而檢舉人亦無提供相關事
證，爰另針對本案「元氣水資源」淨水器之供應商上禾淨
水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是否有案涉欺罔行為之情
事，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案經請被處分人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1、 被處分人門市以銷售淨水器及廚具為主。淨水器產
品於 105 年之前多由該公司自行於店內或展場販
售；105 年開始以和店家異業結盟辦理摸彩活動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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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銷售「元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及相關產品。
105 年度該公司廚具與淨水設備營業比例約為 9 比
1。
2、 「元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及濾心，均由普洛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並供應。其中，
「元氣水資源」
淨水器 105 年度進貨成本為新臺幣(下同) ○○○○元
(按：106 年度普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高淨水機價
格後，進貨成本提高為○○○○元)、濾心組進貨成本
則為 ○○○○ 元。店內實際售價採與消費者個別面
議，無固定售價。
3、 採取摸彩活動促銷淨水器，較為主動、快速接觸顧
客。又淨水器倘免費提供消費者，消費者不會珍惜
該項產品，對於擴展該公司業務並無幫助，故收取
3,490 元費用雖有小額虧損，但該公司係以後續濾心
更換作為主要獲利來源，因為淨水器安裝後，客戶
即有更換耗材及購買產品之需求。
4、 與摸彩活動之合作店家簽訂「贊助專案企劃書」展
開系爭摸彩活動相關合作事項：
（1） 雙方約定活動全部獎項被處分人提供，且系爭
摸彩活動分為二部分，第一重：廠商贊助獎【高
級養生活水生飲機】(即案關淨水器)限量 30
名，中獎者需以體驗價 3,490 元取得；第二重：
3C 生活小家電 18 名，於第一重活動結束後公
開抽獎，免費領取。
（2） 第二重生活小家電各項獎品之送出，須依實際
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之數量決定，如第一重
活動結束後，領取或安裝案關淨水器有 1~5
台，僅送捌獎(燦坤提貨券)、玖獎(7-11 禮券)
各 3 名；倘系爭摸彩活動欲送出第二重之頭獎
獎項(42 吋液晶電視)，則需實際領取或安裝案
關淨水器達 20 台以上。又店家正常配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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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8 至 9 成都會安裝或領取超過 20 台以上，
除非有不發單或亂發單之情形。
（3） 活動期間合作店家有配合及協助之義務，大學
生、小朋友、雙方員工同仁不得參與此活動，
也不得填寫摸彩單。
5、 民眾到店消費後，由合作店家給予摸彩券填寫資料
參與活動，合作店家至多曾收受 500 張摸彩券，至
少則有 70 張。被處分人在活動期間結束後，進行第
一重摸彩活動，非公開抽出淨水器中獎者 30 名並公
布得獎名單 (另有 20 名加碼名額不另行公布，是否
加碼視原訂 30 名得獎者安裝領取意願而定)，嗣以電
話通知上述中獎者後，再將渠等之摸彩券投入摸彩
箱參加第二重 3C 家電之摸彩活動，並於合作店家公
開抽出。
6、 依被處分人「淨水器電聯送獎說法」
，以電話通知第
一重摸彩活動中獎者時，會告知該中獎者提領或安
裝淨水器，須支付優惠價 3,490 元(包含配送、安裝、
產物保險 1,000 萬元及 5 年保固等)，另第二重 3C 家
電中獎者，則會以電話通知免費領獎。
7、 105 年度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略以：
（1） 天然素食坊：第一重計有 20 位以上中獎者安
裝淨水器，第二重則送出頭獎 42 吋電視 1 台、
貳獎開飲機 1 台、叁獎烘碗機 1 台及伍至玖獎
等共 18 名獎項。
（2） 得來速早餐店：第一重計有 11 位以上中獎者
安裝淨水器，第二重則送出参獎烘碗機 1 台、
肆獎電子鍋 2 台及伍至玖獎等獎項共 16 名。
（3） 小琪牛排館：第一重計有 10 位中獎者安裝淨
水器，第二重則送出伍獎拖把 2 個、陸獎立扇
2 台及柒至玖獎等獎項共 1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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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第一重摸彩活動只有 1、2 位以上中獎者
安裝或領取淨水器，因被處分人只會提供捌、
玖獎之 3C 家電獎品，此時是否仍辦理第二重
摸彩活動將由合作店家決定。
8、 提供 42 吋液晶電視 10 台(以 46 吋外箱包裝)、開飲
機 9 台、烘碗機 10 台、電子鍋 28 台、360 度旋轉拖
把、立扇 28 台(冬天則送電暖器)、吹風機 40 台、燦
坤提貨券 1,000 張(面額 100 元)及統一超商禮券 2,000
張(面額 100 元)等之進貨憑證供參。
（二）案另請系爭淨水器供應事業普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
出說明，獲復，略以：
1、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為經銷賣斷關係，簽有經銷合
約。上禾淨水有限公司 105 年計向該公司進貨 175
組淨水器及 525 組濾心組、106 年則進貨 40 組淨水
器及 100 組濾心組。
2、 有關 105 年度「元氣水資源」品牌每台淨水器售價
為新臺幣○○○○元、經常定期（每半年）更換之濾
心組每組○○○○元。
3、 該公司不知悉被處分人辦理之摸彩活動，亦不曾贊
助系爭活動相關獎項。
（三）復電洽被處分人提供 105 年合作之 5 家店家系爭摸彩
活動之辦理情形，獲 3 家回復，綜整略以：
1、 摸彩活動合作緣由：被處分人主動向店家洽詢摸彩
活動舉辦事宜，合作店家並未提供任何金額贊助該
活動。
2、 摸彩活動舉辦過程：相關合作店家均表示系爭摸彩
活動由被處分人主導。A 店表示被處分人曾告知因淨
水器安裝人數不多，爰不提供液晶電視等獎品(即頭
獎至柒獎)，而僅提供統一超商禮券(捌獎)及燦坤提貨
券(玖獎)各 3 名之獎品；B 店則表示該次摸彩活動所
有 3C 家電獎品(18 名)皆有送出，且係由 B 店負責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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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獎人名單。另 C 店則表示因有民眾客訴抱怨接
獲電話煩擾，為避免影響營運，爰於活動進行中取
消系爭摸彩活動之合作，並不瞭解後續摸彩結果。
3、 系爭摸彩活動結束後，由合作店家將摸彩券銷毀處
理。
（四）被處分人提供系爭摸彩活動得獎者 34 位全為淨水器得
獎者，經電洽 25 位中獎者，10 位無法有效調查(拒訪
或無人接聽)，其餘 15 位配合調查，略以：
1、 11 位完成安裝、4 位領取但未安裝；安裝者中有 10
位表示被處分人到府安裝後始告知有濾心更換之費
用，另 1 位不清楚。
2、 有 14 位受訪者認知系爭摸彩活動主辦單位為消費商
店，並有 9 位受訪者認知摸彩獎項除淨水器外，尚
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
3、 有 10 位受訪者表示若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置該淨
水器，另有 2 位受訪者表示，將視價格或自身需求
而決定是否購置。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
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所謂「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
場經濟秩序。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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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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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
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
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
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
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另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7 點規定，所
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
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
者。
二、 被處分人不當促銷淨水器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規定：
(一) 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實際未辦理抽獎而以中獎、
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
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使民
眾在非屬交易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
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
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二) 查被處分人於 105 年開始以摸彩活動方式行銷「元氣
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相關產品，並主動洽詢店家合
作辦理活動。次查被處分人於摸彩活動 DM 與摸彩券上
均未載有系爭摸彩活動主辦單位之名稱，僅載明「承
蒙長期惠顧，本商行特舉辦【來店有禮雙重送摸彩活
動】」等語，不無使民眾有誤認係消費店家辦理系爭
摸彩活動之虞，此經本會電訪參加民眾多表示不瞭解
被處分人為系爭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可證。
(三) 被處分人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剝奪民眾對於系爭摸彩
活動各項獎品中獎機會：次查系爭摸彩活動宣傳海報
及摸彩券分別載明「來店有禮雙重送摸彩活動」及「歡
喜 3C 樂摸彩」標語，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摸彩活動之
獎項產生獲獎期待並有射倖心理，此有本會電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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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多數民眾認知摸彩獎項除淨水器外，尚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可證。復查被處分人就案關摸彩活動係與
合作店家簽訂「贊助專案企劃書」
，對系爭摸彩活動 3C
家電各項獎品訂定贈送門檻(即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案
關淨水器之數量決定 3C 家電各項獎品送出情形)，然
查上開約定並未揭露於摸彩券或活動海報，且未公開
相關約定內容供參與摸彩者知悉，造成民眾相對於被
處分人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此亦經被處分人
不否認該重要交易資訊僅渠與合作店家知悉，參與摸
彩活動之民眾並不知情等語可證。另本會電訪系爭摸
彩活動之合作店家亦有表示，被處分人實際獎項送出
情形與摸彩活動說明(或摸彩券記載)並不相符，雖查
被處分人有提供部分 3C 家電之進貨證明，惟被處分人
亦不否認 105 年曾有未依案關摸彩活動說明辦理抽獎
(如與小琪牛排館、得來速早餐店辦理之摸彩活動)，
故被處分人未揭露案關摸彩活動獎項設有門檻限制之
資訊，逕以淨水器中獎者領取安裝意願，單方面決定
相關 3C 家電獎品開獎與否之行為，已剝奪民眾對於系
爭摸彩活動各項獎品中獎機會。
(四) 被處分人利用資訊不對稱之優勢地位，與消費者進行
淨水器及濾心之交易：按淨水器須經常定期更換濾心
始能達成淨水目的，且各品牌型號有其專用之濾心，
民眾於選購淨水器時，非僅考量淨水器之購買成本，
濾心更換之鎖入成本亦為民眾選購淨水器考量之因
素。查被處分人於電話通知淨水器之中獎人時，雖主
動告知淨水器價值 26,800 元，中獎且同意領取者(無
論是否安裝)，須支付 3,490 元，惟查系爭淨水器之進
貨成本僅為○○○○元，且據系爭淨水器供應商表示之
建議售價至多不超過○○○○元，被處分人向獲獎者宣
稱系爭淨水器售價 26,800 元，不無令民眾對淨水器品
質產生錯誤期待並有射倖心理。被處分人並於民眾安
17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裝後推銷濾心更換方案(如多次濾心組之更換須花○○
○○元至○○○○元不等，單次至少約○○○○元至○○
○○元不等)，而民眾於安裝淨水器後始知濾心更換之
費用，然查被處分人系爭濾心進價每支僅約○○○○元
不等，民眾無從比較更換濾心之價格，立於資訊不對
等之地位而與之交易，致衍生糾紛，此有本會電訪調
查所得，多數中獎民眾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
採購被處分人之淨水器及其濾心可證，且被處分人亦
自承該公司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淨水器安裝後售後服
務、維修及更換耗材所產生之費用，故被處分人假藉
摸彩活動之名，實則行銷售淨水器及濾心之情事，至
為明確。
(五) 綜上，被處分人於其主導之摸彩活動中，未載明系爭
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致民眾誤認系爭活動與其到店
消費行為有關之虞，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
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心理，
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人資料，且隱匿摸彩活動之
重要交易資訊，使活動實際舉辦情形與摸彩券上活動
說明顯有不同，並就淨水器價格為不當陳述，致民眾
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而為淨水器相關產品之交
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之整體銷售淨水器及其濾心行為，核
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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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民

國

處分

106

年

8

月

2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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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1 號

被處分人：炬嘉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92052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99 號 29 樓之 2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雲端液晶廣告看板，宣稱「免費贈送：中華
電信雲端多媒體液晶廣告看板」及「taiwansigns 炬嘉，
攜手中華電信打造最頂級的雲端廣告看板平台」
，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銷售雲端廣告平台服務，宣稱「免費贈送-中華電
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
、
「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
看板播放器」、「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
放器」及「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 4K 液晶廣告看板/播放
器」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
三、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買一送一 優惠活動 49 吋落地型雲端液
晶廣告看板」(下稱雲端液晶廣告看板)，宣稱「免費贈送：中
華電信雲端多媒體液晶廣告看板」及「taiwansigns 炬嘉，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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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電 信 打 造 最 頂 級 的 雲 端 廣 告 看 板 平 台 」， 以 及 於
「Taiwansigns 炬嘉 / 雲端數位 Led 看版專家」臉書粉絲專
頁（下稱臉書粉絲專頁）銷售雲端廣告平台服務(月付新臺幣 399
元方案等)，宣稱「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
、
「免
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免費贈送-中華
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及「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
4K 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惟前揭贈品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銷售之自有品牌商品，涉有廣告不實
情事。
理

由

一、 經查被處分人 106 年 4 月於網站銷售雲端液晶廣告看板，
宣稱「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多媒體液晶廣告看板」及
「taiwansigns 炬嘉，攜手中華電信打造最頂級的雲端廣
告看板平台」
，就整體廣告內容綜觀之，予人印象為前述看
板類贈品為中華電信公司銷售之自有品牌商品，以及與中
華電信公司合作提供雲端廣告看板平台。據被處分人到會
說明時表示，該廣告係銷售向中華電信公司採購之「49 吋
落地型雲端液晶廣告看板」
、前述看板類贈品則係其分別向
中華電信公司等採購 40 吋液晶電視與多媒體雲端機上盒
組合而成，以及其與中華電信公司簽有「○○○合作備忘
錄」
。然據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其並無銷售自有品牌之雲端
多媒體液晶廣告看板，雖曾與被處分人簽有上述合作備忘
錄，惟嗣後雙方並未以該備忘錄合作推廣、銷售商品或服
務，亦非基於該備忘錄之合作內容銷售「49 吋落地型雲端
液晶廣告看板」予被處分人。是以，上開網站廣告之表示
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對商品之品質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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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次查被處分人 106 年 2 月至同年 4 月於臉書粉絲專頁銷售
雲端廣告平台服務（月付新臺幣 399 元方案等）
，宣稱「免
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免費贈送-中華電
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
、
「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
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及「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 4K 液晶
廣告看板/播放器」，就整體廣告內容綜觀之，予人印象為
前述看板及播放器類贈品為中華電信公司銷售之自有品牌
商品。據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時表示，前述看板類贈品係被
處分人提供之雲端廣告電子看板，播放器類贈品則係向中
華電信採購。復據中華電信公司表示，其並無銷售自有品
牌之雲端多媒體液晶廣告看板，雖曾銷售前述播放器類贈
品予被處分人，惟銷售時未使用「中華電信」之名稱或商
標，亦無約定被處分人得使用「中華電信」之名稱或商標
對外銷售。是以，上開臉書粉絲專頁廣告之表示與事實不
符，已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對服務之品質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雲端液晶廣告看板，宣稱
「免 費 贈 送： 中華 電 信 雲端 多媒 體 液 晶廣 告看 板 」及
「taiwansigns 炬嘉，攜手中華電信打造最頂級的雲端廣
告看板平台」，以及於臉書粉絲專頁銷售雲端廣告平台服
務，宣稱「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
、
「免費
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免費贈送-中
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及「免費贈送-中華電
信雲端 4K 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及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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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同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
文。
證

據

一、被處分人於網站銷售「買一送一 優惠活動 49 吋落地型雲
端液晶廣告看板」廣告。
二、被處分人於臉書粉絲專頁銷售雲端廣告平台服務廣告。
三、被處分人 106 年 4 月 24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6 月 12 日陳述
紀錄。
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 4 月 28 日及 106 年 7 月 6 日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
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21 條第 4 項：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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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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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2 號
被處分人：○○○即樺峰興業商行
統一編號：
21516101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永安北路 1 段 11 巷 24 號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機車空氣濾清器及皮帶小海綿，宣稱「原廠
型」
、
「山葉原廠型」
，並於案關商品背景佐以「YAMAHA」字
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檢舉被處分人101年6月至106年4月間，於PChome商店
街網站之「零件王機車材料批發」網路商店銷售機車空氣濾清
器及皮帶小海綿(下稱案關商品)，廣告分別表示「全新原廠型
空氣濾清器..勁戰/新勁戰-125」
，及「山葉原廠型皮帶小海綿...
勁戰125/GTR-125新勁戰125」
，並於案關商品背景佐以「YAMAHA」
字樣（下稱案關廣告），惟案關商品係由副廠製造之YMAHNA(邁
耐)品牌商品，並非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
灣山葉公司)所製造生產之原廠商品，而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自 101 年 6 月至 106 年 4 月於 PChome 商店街網
站零件王機車材料批發網路商店，刊載「全新原廠型空氣
濾清器..勁戰/新勁戰-125」
，及「山葉原廠型皮帶小海綿...
勁戰 125/GTR-125 新勁戰 125」商品廣告，宣稱「原廠型」
、
「山葉原廠型」，並於案關商品背景佐以「YAMAHA」字樣，
案關廣告整體資訊 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係台 灣 山 葉 公 司 原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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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惟據 被處分人 106 年 2 月 15 日陳述書及同年 4 月
27 日到會陳述紀錄，案關 YMAHNA(邁耐)品牌之機車空氣濾
清器及皮帶小海綿商品，係副廠製造之商品，並非台灣山
葉公司原廠生產。據案關廣告整體以觀，明顯已造成消費
大眾對其產品品質之誤認，業已引人錯誤及影響交易決
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廣告
宣稱「原廠型」、「山葉原廠型」，並於案關商品背景佐以
「YAMAHA」字樣，致有引人誤認為原廠生產之商品，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零件王機車材料批發網路
商店銷售機車空氣濾清器及皮帶小海綿商品之網頁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2 月 15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4 月 27 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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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
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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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3 號

被處分人：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633597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 30 號 1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351532
址
設：新北市板橋區雙玉里三民路 1 段 120 號 5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世紀長虹」建案廣告，刊載 Sky Lounge
及詠景 VISION VIP 包廂等公共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200萬元罰鍰。
處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10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及被處分人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105年8月至106年2月為銷售新北市
林口區「世紀長虹」建案（下稱案關建案），於案關廣告D
M及簡易銷售書宣稱Sky Lounge及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
公共設施，惟經查詢案關建案使用執照(103林使字第0017
1號)，突出物1層及突出物2層使用類組皆為梯間，與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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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稱不符，涉有廣告不實。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長虹公司提出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
會陳述，略以：
１、 「世紀長虹」建案係被處分人長虹公司於 100 年 4
月 7 日投資興建，取得 100 林建字第 00177 號建造執
照，於 103 年 5 月 6 日完工，取得 103 林使字第 00171
號使用執照，並委託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於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銷售該建案，嗣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另以協議延長銷售期間至 106 年 3
月 31 日止。該建案計印製廣告 DM 9 萬份及簡易銷售
書 1,000 份，廣告期間為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5 日，廣告 DM 散發地點為新北市林口區及臺北市
等地區，簡易銷售書於該建案銷售中心發放。被處分
人長虹公司於接到本會來函後已停止使用案關廣告。
２、 被處分人長虹公司與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於 105 年 3
月 1 日簽訂「房地委託廣告銷售合約書」
，委託被處
分人新開創公司承攬該建案之廣告企劃與銷售業
務；案關廣告 DM 及簡易銷售書為被處分人新開創公
司製作，經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審閱及確認後，再由被
處分人新開創公司處理後續之印製及散發事宜；依前
揭房地委託廣告銷售合約書第 4 條之約定，銷售服務
費以銷售房地總價之一定比例計酬；另依同合約書第
6 條之約定，因銷售房屋而產生之業務、廣告及企劃
費用，均由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支付。
３、 案關廣告 DM 及簡易銷售書宣稱 Sky Lounge 及詠景
VISION VIP 包廂，係表示被處分人長虹公司於案關
建案屋突 1 層及屋突 2 層「梯間」空間，設置 Sky
Lounge 及詠景 VISION VIP 包廂等公共空間，並經各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基於空間靈活運用，作為社區休
憩景觀設施使用。廣告有關「Sky Lounge」設置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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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之使用執照及竣工圖屋突 1 層所示「梯間」
；
「詠
景 VISION VIP 包廂」設置於原核准之使用執照及竣
工圖屋突 2 層所示「梯間」
；前揭公共設施位置於屋
突 1 層及屋突 2 層原核准施作梯間，目前現況為淨空
之梯間，活動傢俱配備已交付社區管委會，與原核准
之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相符，亦符合建築相關法令。惟
被處分人長虹公司並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設
計，且無就該建案梯間空間予以變更作為公共設施使
用，及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劃，且為符法令規定，亦將
維持原梯間空間，交付予購屋者。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書面陳述、補充陳述及到會陳
述，略以：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陳述案關廣告意涵，及其
與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合作方式、期間等內容，與上述被處
分人長虹公司陳述內容相同。
(三) 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以：
１、 案關建案領有 103 林使字第 171 號使用執照，依使用
執照登載所示相關建築基地概要如下：屋頂突出物 1
層至 3 層使用用途為「梯間、水箱及機械室」。
２、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1 條第 10 款屋頂
突出物定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作
物：
（一）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及機械房。
（二）
水塔、水箱、女兒牆、防火牆……」，屋頂突出物用
途仍應依前款規定使用，倘涉及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
，應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以符法制。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
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
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
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
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一、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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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條第 2 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
物者。」本案未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即變更用途使用，
涉及違反前揭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並依同法
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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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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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
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
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
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
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
責任。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
二、 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長虹公司所投資興建之建案，
並簽訂「房地委託廣告銷售合約書」。足證被處分人長虹
公司除出資興建案關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
思，委託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製作本案廣告及銷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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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亦坦承該建案相關廣告由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審核及確
認，故被處分人長虹公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次查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依前揭「房地委託廣告銷售合約
書」，受委託承攬案關建案之銷售業務及廣告製作，且由
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支付因銷售房屋而生之業務、廣告及
企劃費用，此亦有案關廣告製作發票影本可稽。另被處分
人新開創公司利用案關廣告達到其銷售之目的，並依前揭
合約書第4條約定，銷售服務費以銷售房地底價之一定比
例計酬，並就建案銷售價格高於合約書底價之溢價，分別
由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及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依一定比例
分得酬金，亦即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就廣告內容具有實質
決定及支配能力，且隨建案銷售所得獲有利益，是被處分
人新開創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 案關廣告宣稱 Sky Lounge 及詠景 VISION VIP 包廂等公共
設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查案關廣告DM及簡易銷售書宣稱Sky Lounge及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公共設施，足使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共設施皆可合
法使用，並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惟查前揭公共設施位
置分別於使用執照突出物1層及突出物2層上登載用途為
「梯間」
，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將梯間空間位置，規劃作為Sky
Lounge及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公共設施使用，據新北市
政府提出意見表示，案關建案依使用執照登載所示，屋頂
突出物1層至3層使用用途為「梯間、水箱及機械室」
，未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即變更用途使用，涉及違反前揭建築法第
73條第2項規定，並依同法第91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
購屋後得享有廣告所揭示之公共設施，而難以知悉廣告所
載之公共設施違反建築法規。本案被處分人長虹公司雖稱
案關廣告宣稱Sky Lounge及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公共設
施，係表示於案關建案屋突1層及屋突2層「梯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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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Sky Lounge及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公共空間，並經
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基於空間靈活運用，作為社區休憩
景觀設施使用，目前現況為淨空之梯間，活動傢俱配備已
交付社區管委會，與原核准之使用執照及竣工圖相符，亦
符合建築相關法令等語。惟前揭公共設施位置於屋突1層
及屋突2層原核准施作梯間，前述廣告表示內容，顯與建
物之核准用途不符，此有新北市政府專業意見可稽；另被
處分人長虹公司亦自承案關廣告宣稱設置Sky Lounge及
詠景VISION VIP包廂等公共設施，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
更設計，且亦無就案關公共設施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劃，另
為符法令規定，將維持原梯間空間，交付予購屋者，則該
建案於日後交屋時，消費者並未能獲得或合法享有廣告所
示之公共設施空間使用，故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長虹公司及被處分人新開創公司於銷售「世
紀長虹」建案廣告，刊載 Sky Lounge 及詠景 VISION VIP
包廂等公共設施，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
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
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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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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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吳先生
電話：(02)23517588#34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7月25日
發文字號：公製字第106136046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事業等合船採購小麥之聯合行為主體，擬增加康
合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乙案，予以備查，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事業等106年7月5日（106）聯採發字第003號聯合
行為許可主體變動申請函暨康合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7月17日第10600714001號函辦理。
二、案關許可內容、許可理由及許可負擔比照104年9月17日
公聯字第104006號許可決定書辦理。

正本：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聯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人：○○○ 君、國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國成麵粉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新生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泰益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第一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君、協發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新竹麵粉廠
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大豐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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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潭陽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東陽穀物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君、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國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君、宏興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泰和製粉
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洽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東榮麵粉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豐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君、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泰成粉廠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金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統萬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君、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味王股份有限公
司 代表人：○○○ 君、高慶泉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味台食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新復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君、丸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狀元醬油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溢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精鍾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君、聯暉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祿正貿易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君、善化貿易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生農有限公司 代表人：
○○○ 君、達仁穀類飼料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豐增企業有限公司 代
表人：○○○ 君、昱興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
副本：康合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君、台灣區麵粉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釀造食品工業同業公會、本會綜合規劃處(請刊登本會行政決定電子資
料庫)、製造業競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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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4 號
被處分人：邁捷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3902296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276 巷 19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主要營業所按月備置傳銷
經營資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
三、 處新臺幣2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 26 日完成報備實施多層次傳銷，其報備
傳銷商品計有普瑞肽蛋白等 5 項商品。本會於 106 年 2 月 16 日
赴被處分人報備之主要營業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276 巷 19
號進行業務檢查，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間招募限制
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
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又被
處分人將傳銷經營資料備置於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1 號而
非報備之主要營業所，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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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間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傳銷商，未於參加契約附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且被處分
人亦自承因作業疏漏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
許，是被處分人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之行為，核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二、 再查，被處分人報備之主要營業所為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
路 276 巷 19 號，然本會 106 年 2 月 16 日赴該公司報備之
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時，查無傳銷經營資料置放於該
處，且被處分人亦自承傳銷經營資料是放置於臺北市大安
區信義路 4 段 1 號 2 樓而非報備之主要營業所，是被處分
人未於主要營業所按月備置傳銷經營資料，核已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
人為傳銷商，未於參加契約附有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未於主要營業所備置傳
銷經營資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
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
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
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33 條及第 34 條前段
規定處分，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部
分，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違法同法第 25 條規定部分，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對被處分人業務檢查紀錄。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3 月 22 日(106)永法字第 0322 號函、106
年 3 月 31 日(106)永法字第 0331 號函及 106 年 8 月 10 日
(106)邁捷字第 10608100001 號函。
三、 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簽訂之入會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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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6 條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
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第 25 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按月記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組
織發展、商品或服務銷售、獎金發放及退貨處理等狀況，並
將該資料備置於主要營業所供主管機關查核。前項資料，保
存期限為五年；停止多層次傳銷業務者，其資料之保存亦同。
第 33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1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
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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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5 號
被處分人：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6318881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基隆路 1 段 8 號 13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24873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60 號 7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等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新潤峰采」建案廣告上，將陽台位置設
置虛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70 萬元罰鍰。
處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來函檢舉，略以：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
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及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銷售「新潤峰采」預售屋建
案，於樣品屋設置陽台外推之實景，以紅色虛線膠帶貼於
該樣品屋內，並設置書桌、書架、架高地板等室內專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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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情境，欲引導消費者作錯誤聯想，疑涉廣告不實，爰
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陳述意見，略
以：
1、新潤峰采建案係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所興建，於 103
年 5 月 30 日領得建造執照。興建地點於新北市淡水區新
市二路與崁頂二路交叉路口。
2、新潤峰采建案由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委託被處分人海
悅國際開發公司銷售，並於 103 年 7 月 15 日簽訂銷售企
劃契約書。委託銷售期間自 103 年 7 月 15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3、依銷售企劃契約書第 11 條第 7 項，新潤峰采建案廣告內
容須經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簽認後，被處分人海悅國
際開發公司始得進行製作、印刷、發送及傳播。又依銷
售企劃契約書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約定服務費以銷售
成交價之一定比例計算請領。另總成交售價高於總成交
底價時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亦可分得一定比例獎
金，又同契約書第 9 條約定廣告預算費用，按以總銷售
底價一定比例編列。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因新潤
峰采建案廣告所使用之海報、DM、手冊等費用，有 103
年 10 月間至 106 年 4 月間之統一發票可稽，並均已向被
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請款完成。
4、新潤峰采建案樣品屋設置於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二段 365
號右邊空地，係由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就 101 淡海建
字第 661 號建造執照之樣品屋，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3
年 6 月 6 日北工施字第 1031009810 號函同意備查。而該
建案樣品屋係由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委託以太室
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於 103 年 8 月修改搭設而成，並於
104 年 3 月間即全部拆除完畢，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4
年 4 月 9 日新北工施字第 1040607209 號函及現場照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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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因此新潤峰采建案樣品屋設置時間，係自 103 年 8
月至 104 年 3 月間。另案關樣品屋廣告之設計、製作、
設置及費用，均係由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委託、
支付予以太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惟設置前有事先經
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審核。
5、案關樣品屋係新潤峰采建案陽光區 B2 戶 2-15 層之樣品
屋廣告，前揭樣品屋虛線部分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原屬空間於廣告期間依核定工程圖樣為陽台空間(可
參考建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一層至十五層平面圖(建
造執照圖)」，案關虛線空間規劃用途一直以來皆為陽台
空間，故與核定工程圖樣不符，並未符合相關建管法令
規定，且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迄今並未向建管單位辦
理將前揭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設計。另目前建案尚
未完工，因此使用執照尚未核定。
6、按新潤峰采建案房地現場銷售狀況，係消費者於銷售現
場，經代銷人員說明建案地點、生活機能、交通及景觀
附加價值等條件後，經消費者審慎評估，並向代銷人員
表達有意購買建案房地之意願或希望參觀樣品屋後，代
銷人員始會引導消費者進入樣品屋參觀，無需先簽訂建
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或有其他限制條件。而樣品屋之
所以於房間地板上以紅色虛線明顯清楚標示陽台範圍，
目的乃係為使消費者充分了解該紅色虛線所為區隔之意
義，而代銷公司於樣品屋現場，亦均清楚且明確的將該
變更空間之範圍告知消費者，並務必使一般消費者對該
使用限制達到相當程度之認知與瞭解，並未有任何隱
匿、欺瞞或誤導消費者之意圖。另新潤峰采建案銷售現
場所用以向消費者解說之平面配置參考圖、傢俱配置參
考圖均係依照建造執照核定圖說製作，並已將陽台處載
示於前揭參考圖上，未有省略或隱匿，並未誤導消費者
作為其他用途使用。且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就新潤峰
采建案所使用之相關廣告內容均未有陽台外推。又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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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代銷公司詳細說明，並達成相當程度之瞭解後，乃
再於建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經買賣雙方具體約明
於第 1 頁倒數第 2 行至倒數第 1 行「本案配置圖及樣品
屋僅係裝潢寫意表現，非實際交付之樣式。」因此在前
述各項做法已充分清楚告知消費者之情形下，消費者更
要無被引導而作錯誤聯想之可能，進而違犯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規定。
7、新潤峰采建案雖係預售建案，然樣品屋實際上僅於 103
年 8 月至 12 月間設置，並迅於 104 年 3 月間即全部拆除
完畢。復佐以新潤峰采建案之銷售整理表，可知於案關
樣品屋使用期間之銷售戶數僅只有 7 戶，約佔目前已售
出總戶數 69 戶之 1 成不到，亦僅約占預計總銷售戶數 156
戶之 4.4%。而案關樣品屋使用期間售出之 7 戶中，僅有
1 戶 B2-07F 坐落於案關預售屋所示棟別，可證明消費者
並非因案關樣品屋房間內畫有紅色虛線之陽台外推空間
變更設置，進而產生錯誤聯想而生購買意願。
(二)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
以：
1、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委託被處分人海悅
國際開發公司負責企劃、銷售等業務，雙方訂有銷售企
劃契約書。委託銷售期間自 103 年 7 月 15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2、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與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就
案關建案簽訂契約，依銷售企劃契約書第 11 條第 7 項：
「…乙方應依甲方所提供之圖面、買賣契約書、建材說
明書等相關資料編制案關廣告物，且本案所有業務銷售
及廣告製作需經甲方簽認後乙方始可製作、印刷、發送
及傳播」
。另依銷售企劃契約書第 6 條第 1 項約定服務費
以銷售成交價之一定比例計算請領，又廣告預算費用，
按以總銷售底價一定比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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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關樣品屋設置地點為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二段 365 號
右邊空地，為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向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申請續為使用 101 淡海建字第 661 號建造執照之樣品
屋，經該局 103 年 6 月 6 日北工施字第 1031009810 號函
同意備查後，由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委託並支付
費用予以太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搭設。其於 103 年 8
月修改搭設而成，並於 104 年 3 月拆除完竣，有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 104 年 4 月 9 日新北工施字 1040607209 號函
同意備查函及現場拆除照片可稽，故案關預售屋設置起
訖期間為 103 年 8 月至 104 年 2 月(3 月已拆除完畢)。而
案關樣品屋廣告於設置前有事先經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
司審核。
4、案關樣品屋係新潤峰采建案陽光區 B2 戶 2-15 層之樣品
屋廣告，前揭樣品屋虛線部分設置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原屬空間於廣告期間依核定工程圖樣為陽台部分空
間(案關虛線空間規劃用途一直以來皆為陽台空間)，故
與核定工程圖樣不符，並未符合相關建管法令規定。另
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迄今有無向建管單位辦理將前揭
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設計，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
公司並不確定。
5、案關樣品屋地板標示出紅色虛線之意義，即係在向客戶
清楚指明紅色虛線區域為陽台空間，且除於現場地板上
以紅色虛線清楚標示外，依據預售屋接待中心現場接待
人員接待客戶之流程，客戶進入案關樣品屋前，雖不以
簽訂本建案房屋預定買賣書為必要，但至少已完整聆聽
代銷人員之介紹，充分知悉 B2 戶內之陽台空間及室內配
置空間，無誤認陽台空間為室內空間之可能。又於案關
樣品屋現場，雖未標明虛線部分原屬用途係陽台空間等
文字，惟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帶看人員皆有口頭
搭配傢俱配置參考圖清楚告知虛線部分原屬用途係陽台
空間。況且，就陽台外推可能違反建管法令乙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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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消費者均有相當程度之認知，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
發公司並無隱匿或欺瞞之情事。而案關建案房屋預定買
賣契約書本文，並無明訂將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
僅於「裝修工程委託書」提供客戶委請椲潤設計有限公
司後續施作之選擇。復參考建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一
層至十五層規劃示意圖」
、
「裝修工程委託書」
，被處分人
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均已清楚約定相關空間規劃用途，故
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行為，且消費者購買 B2 等戶
時，必定會在「裝修工程委託書」簽名，故消費者應可
明白知悉相關建管法令。另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
並不清楚為何與被處分人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
之建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內容有些微不同，惟本案與
消費者實際簽約主要係以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所
提供版本(包含「一層至十五層規劃示意圖」
、
「裝修工程
委託書」等內容)。另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並未於
任何與案關建案有關之廣告 DM、海報、書冊、平面配置
參考圖及傢俱配置參考圖等文宣品或網站頁面中，刊載
任何有關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使用之文字或照片等
情事。
6、新潤峰采建案廣告期間銷售戶數為 69 戶，於案關樣品屋
設置期間成交之戶數僅 7 戶，約佔銷售戶數之 1 成左右，
且其中 B2 戶銷售僅 1 戶(B2-07F)，可證明消費者是否購
買案關建案房戶與案關樣品屋是否將陽台空間變更為室
內空間無關，此並非消費者購買案關建案之主要考量。
又該樣品屋拆除後，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於任何
廣告文宣或接待中心銷售區，亦均未以平面配置變更作
為廣告吸引消費者，更足證消費者購買案關建案並未將
平面配置變更納入主要考量因素。
(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以：
1、查本案陽光區坐落於淡水區新市段 131 地號等 1 筆土地
(領有 103 淡建字第 297 號建造執照)，土地使用分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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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種住宅區，於 105 年 3 月 9 日核准第 3 次變更設計，
2
查卷內圖說載示本案設計容積 9835.08m 、允建容積
2
9835.08m ，惟目前尚未核發使用執照，故目前並無相關
竣工圖說。檢送案關建案建造執照相關圖說。
2、有關建案陽光區 B2 戶樣品屋以虛線表示，標示為室內空
間使用，原於建造執照核定之建物用途為何乙節，經查
原核准建造執照平面圖說(第 3 次變更設計)該處為 B2 戶
臥室空間，其外並附設陽台。
3、按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略以：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
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
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及同法第 87 條規定略以：
「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處起造人、承造人或監造人新台幣
9,000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補辦手續；必要時，並得勒令
停工。一、違反第 39 條規定，未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
明書施工者。」經查本案尚未核發使用執照，倘施工現
場未依照核定工程圖樣施工時，應依前揭規定修改現場
使其與核定工程圖說一致或辦理變更設計。
4、經查本案於 105 年 3 月 9 日核准第 3 次變更設計，查卷
內圖說載示本案法定容積率為 400%，設計容積率為
399.99%，倘原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涉及增加容積樓
地板面積時，依目前核准圖說已無多餘容積可供變更。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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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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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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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
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則違反前開規定。又按廣告提
供交易資訊，往往是交易相對人從事交易行為的重要判斷
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廣告，將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選擇之可能
性，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產生「不
正競爭」之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交易相對人利益，同
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責任。復按公
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
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本案廣告主：
(一)查案關建案為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興建並簽立銷售企
劃契約書委託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負責銷售，足證
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除興建該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
商品之意思，委託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行銷事宜，
亦自承對案關預售樣品屋廣告有審核之權責，是被處分人
新潤興業公司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次查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係負責案關建案之企
劃、銷售等業務，且由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支付案
關預售樣品屋廣告費用予以太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另
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利用案關廣告達到其銷售之
目的，並依前揭契約書第 6 條約定，依每戶實際銷售成交
價之一定比例請領服務費，並參與建案溢價之利益分配，
其所獲利益隨銷售金額及數量增加而益增，經營型態顯與
一般廣告代理業有間，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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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關建案預售現場之陽光區 B2 戶 2-15 層樣品屋廣告將陽
台空間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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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
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之
規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得
而知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符，
卻違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二)查案關預售樣品屋廣告之臥室畫有虛線，將陽台納為室內
空間之一部分，因一般消費大眾尚不具建築法令之專業知
識，無從知悉倘按廣告將虛線部分原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
空間使用，將違反建管法規，故就廣告整體內容綜觀之，
予一般消費大眾之印象係案關廣告之虛線部分可合法供
室內空間使用。惟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自承案關廣告虛
線部分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原屬空間依核定工程圖
樣為陽台空間，故與核定工程圖樣不符，並未符合相關建
管法令規定，且迄今並未向建管單位辦理將陽台空間變更
為室內空間設計。另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提供意見及相關
資料，依據建築法第 39 條及第 87 條規定，倘施工現場未
依照核定工程圖樣施工時，應依前揭規定修改現場使其與
核定工程圖說一致或辦理變更設計。而本案法定容積率為
400%，設計容積率為 399.99%，倘原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
空間涉及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時，依目前核准圖說已無多
餘容積可供變更。是以，案關建案之建物實際上並無法依
案關廣告所標示使用空間，交付予買受人合法使用。案關
廣告內容除與原核定工程圖樣不符，足使消費者誤認可比
照規劃使用，其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已難為一般消費大
眾所能接受之程度，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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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競爭之效果，核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另有關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及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
公司辯稱消費者於進入案關預售樣品屋前、當場、及雙方
簽訂之建案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上，皆有以口頭搭配相關
平面參考圖方式向消費者明確告知地板虛線空間原規劃
用途、相關使用限制及約明相關空間規劃用途，而就陽台
外推可能違反建管法令乙事，一般大眾消費者均有相當程
度之認知，且於案關樣品屋使用期間之銷售戶數僅有 1 戶
坐落於案關預售屋所示棟別等節。按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
對不特定人之招徠手段，一般大眾受到廣告吸引，則該廣
告即已具招徠效果；另按房屋交易特性，一般潛在交易相
對人常依憑廣告以認識所購建物之外觀、室內空間配置等
內容，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而是否違建因涉及建築相
關法令之解釋及認定，非一般不具該等專業知識之相關大
眾於閱覽廣告時所得判斷，一般潛在交易相對人更無從知
悉按廣告所載用途將原為陽台空間變更為室內空間使
用，將違反建管法規，而有遭行政懲處等風險，且縱被處
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回復為陽台使用，亦與廣告所示不符，
是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致權益受損，廣告就商
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
負不實廣告行為之責任。至於契約僅係事業於特定人為交
易決定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之權利義務範圍，其於不動
產買賣流程中使用之對象及影響層面等，與廣告均有所不
同，爰契約之另為補充、補正說明並不影響不實廣告責任
之認定。另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範目的在防止事業
利用不實廣告扭曲交易資訊，引起一般大眾作成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進而破壞市場交易秩序；故其判斷重點應在於
該廣告客觀上有無使普通知識經驗之一般人陷於錯誤之
可能性，尚不得以案關樣品屋使用期間銷售戶數、得否自
契約書內容、銷售人員口頭說明等理由，即脫免以引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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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廣告表示招徠消費者之責任。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及
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司前揭辯詞，洵不可採。
四、 綜上，被處分人新潤興業公司及被處分人海悅國際開發公
司於新潤峰采建案廣告，將陽台位置設置虛線，標示作為
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
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
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2個月內，
向臺灣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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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6 號
被處分人：昇佳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234136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99 號 7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昇佳美邑」建案，於「C6 平面配置參考圖」
1 樓增加廚房、廁所等室內空間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臥
室、室內休憩空間;於「A8 平面配置參考圖」將 1 樓停車
空間標示為客廳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臥室，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據本會主動上網查悉被處分人 106 年 3 月於 591 房屋交易網
刊載臺中市龍井區「昇佳美邑」建案廣告，其「C6 平面配置參
考圖」及「A8 平面配置參考圖」示意之 1 樓、2 樓及 3 樓部分
室內空間，與使用執照核准用途未符，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 105 年 5 月至 106 年 3 月間於 591 房屋交易網
刊載「昇佳美邑」建案廣告，使用「C6 平面配置參考圖」
及「A8 平面配置參考圖」，就整體廣告內容觀之，足以使
人認知前揭圖示之室內空間可供合法使用，惟其「C6 平面
配置參考圖」1 樓表示之廚房及廁所等室內空間，係取得
使用執照後二次施工增加之室內空間面積；「A8 平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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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圖」1 樓規劃之客廳，於使用執照核准用途為停車空
間；案關建案 C6 戶 2 樓、3 樓後方及 A8 戶 2 樓、3 樓前方
於使用執照圖說均有「陽台」，惟「C6 戶平面參考圖」及
「A8 戶平面參考圖」將上開核准之「陽台」規劃為臥室或
室內休憩空間之一部分，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並有建案
使用執照圖說可稽。又據臺中市政府表示，倘將 C6 戶 1 樓
於後院施作增加室內空間面積、依「A8 戶平面參考圖」將
1 樓停車空間規劃修改為客廳使用，以及將陽台更改作為
室內空間使用，分別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及第 73 條規定，
應依同法第 86 條及第 91 條處分。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
之房屋用途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購房屋與否之交易決定
因素，具有招徠效果，被處分人所為上開廣告表示與事實
不符，核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
二、 被處分人雖稱於銷售時已向客戶揭示實際交付房屋將與核
准用途不一及差異之處，並載於房屋買賣契約書中，惟按
室內空間增建、停車空間及陽台變更使用是否違反建管法
令，涉及建築相關法令之解釋及認定，不具該等專業知識
之一般消費者在閱覽廣告時難以判斷，更無法知悉違反法
令之不利法律效果，被處分人尚不得據此主張豁免案關不
實廣告之責任。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銷售「昇佳美邑」建案，於「C6 平面
配置參考圖」1 樓增加廚房、廁所等室內空間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臥室、室內休憩空間;「A8 平面配置參考圖」
將 1 樓停車空間標示為客廳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臥室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591 房屋交易網刊載「昇佳美邑」建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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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3 月 31 日、106 年 8 月 8 日陳述書與 106
年 8 月 1 日陳述紀錄。
三、 臺中市政府 106 年 4 月 28 日府授都建字第 1060082227 號
函。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
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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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7 號
被處分人：鑫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127885
址

設：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 1 段 189 巷 22 號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美麗聖不動產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29836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 643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鑫寶璽悅」建案，於「1F 全區配置參考圖」
等廣告將頂樓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作為健身房、KTV、撞
球室及烹飪教室等公共設施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鑫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處美麗聖不動產有限公司新臺幣 45 萬元罰鍰。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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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據本會 106 年 3 月主動上網查悉鑫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被處分人鑫寶公司）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
房屋網）銷售新北市三重區「鑫寶璽悅」建案（下稱案關
建案），廣告刊載「公共設施：……健身房、KTV、廚藝教
室……」及「1F 全區配置參考圖」刊載「頂樓 雲端環景
健身房 星光娛樂 KTV」
、
「2F 王子休閒撞球室 生活烹飪教
室」等公共設施。另本會於 106 年 4 月派員赴案關建案現
場訪查，美麗聖不動產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美麗聖公
司）受委託銷售案關建案，於銷售過程中亦提供「1F 全區
配置參考圖」等紙本廣告資料作為介紹使用，涉有廣告不
實情事。
二、 函請被處分人鑫寶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鑫寶公司興建銷售案關建案，製作「1F 全區配
置參考圖」等圖說，自 105 年 6 月至 106 年 3 月於 591
房屋網刊載廣告，並於 105 年 12 月與被處分人美麗聖公
司簽訂「房地產銷售合約書」
，自 105 年 12 月 30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委託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負責案關建案
剩餘待售戶銷售及廣告承作等。
(二) 案關建案廣告刊載「雲端環景健身房」及「星光娛樂 KTV」
位於案關建案 B 棟頂樓，以可拆除之玻璃落地窗及玻璃
屋頂加上隔熱棉方式設置；
「王子休閒撞球室」及「廚藝
教室」位於案關建案 B 棟 2 樓。
(三) 有關本會訪查案關建案接待中心現場取得「1F 全區配置
參考圖」資料乙節，被處分人鑫寶公司將再告知被處分
人美麗聖公司不得使用該參考圖向客戶介紹，並移除相
關資料。
三、 函請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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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於 105 年 12 月與被處分人鑫寶公司
簽訂「房地產銷售合約書」
，自 105 年 12 月 30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由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負責建案業務銷
售及廣告承作等業務，惟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僅刊載牆
面廣告及路燈旗幟廣告，未於 591 房屋網刊載廣告。
(二) 有關本會訪查案關建案接待中心現場取得「1F 全區配置
參考圖」資料乙節，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自 106 年 1 月
受委託銷售以來，僅取得被處分人鑫寶公司提供之待銷
售戶平面圖說資料，俾利於現場向客戶介紹，
「1F 全區配
置參考圖」係被處分人鑫寶公司印製及使用，並非被處
分人美麗聖公司製作，且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未於銷售
過程中使用該參考圖。
四、 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略以：
(一) 案關建案廣告刊載 B 棟頂樓「健身房、KTV」
，依竣工圖
登載所示位於 2/3 以上透空立體構架範圍內，如以玻璃
落地窗及玻璃屋頂搭配隔熱之方式設置，已增加樓地板
使用面積，涉及違章建築行為，應由新北市政府違章建
築拆除大隊，依「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優先次序表」依
序認定排拆。
(二) 案關建案廣告刊載 B 棟 2 樓「撞球室、廚藝教室」
，依竣
工圖比對應屬圖面上「管委會使用空間」
，依「新北市公
寓大廈管理維護使用空間設置辦法」第 3 條明文，維護
使用空間設置辦法範圍包括管理服務人員執勤室及其必
要設施、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會議室。
「撞球室、廚藝教
室」非該辦法規定之項目，已涉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
用，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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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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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
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
下罰鍰」
。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對
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一般或相關大眾據
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
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是其倘獲悉系爭廣
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罰鍰、勒令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其是否購買
系爭建案房屋之決定。
三、 本案行為主體：
(一) 被處分人鑫寶公司興建銷售案關建案， 105 年 6 月於 591
房屋網刊載案關建案廣告，並於 105 年 12 月與被處分人
美麗聖公司簽訂「房地產銷售合約書」
，委託被處分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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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聖公司負責建案之廣告企劃及銷售業務，是被處分人
鑫寶公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 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受被處分人鑫寶公司委託負責案關
建案之廣告企劃製作及銷售業務，向被處分人鑫寶公司
請領建案銷售價格一定比例之服務費用，並就建案總銷
售價格高於合約書底價之溢價，約定由被處分人美麗聖
公司分得一定比例之酬金，亦即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於
受委託期間實際負責建案銷售業務，且隨建案銷售所得
獲有利益，是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
體。
四、 被處分人鑫寶公司及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銷售案關建案，
廣告刊載健身房、KTV、撞球室及烹飪教室等公共設施，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被處分人鑫寶公司於 105 年 6 月至 106 年 3 月 591 房屋
網銷售案關建案，廣告刊載「公共設施：……健身房、
KTV、廚藝教室……」及「1F 全區配置參考圖」刊載「頂
樓 雲端環景健身房 星光娛樂 KTV」
、「2F 王子休閒撞球
室 生活烹飪教室」等公共設施，並自 105 年 12 月 30 日
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委託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銷售案關
建案。復據本會派員訪查案關建案，被處分人美麗聖公
司於銷售過程中，亦以「1F 全區配置參考圖」等紙本廣
告資料，作為接待中心人員現場銷售介紹使用，就整體
廣告內容觀之，足使人誤認健身房、KTV、撞球室及烹飪
教室等公共設施皆可依廣告規劃分別於頂樓及 2 樓合法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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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惟據新北市政府提供意見，案關建案廣告 B 棟頂樓「健
身房、KTV」
，依竣工圖登載所示位於 2/3 以上透空立體
構架範圍內，如以玻璃落地窗及玻璃屋頂搭配隔熱之方
式設置，已增加樓地板使用面積，涉及違章建築行為，
應由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依「新北市違章建
築拆除優先次序表」依序認定排拆；案關建案廣告 B 棟 2
樓「撞球室、廚藝教室」
，依竣工圖比對應屬圖面上「管
委會使用空間」
，依「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使用空間
設置辦法」第 3 條明文，維護使用空間設置辦法範圍包
括管理服務人員執勤室及其必要設施、管理委員會辦公
室、會議室。
「撞球室、廚藝教室」非該辦法規定之項目，
已涉及未經核准擅自變更使用，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是以，該建案廣告之表示核與事實不符，已足
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
能，而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五、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鑫寶公司及被處分人美麗聖公司銷售
新北市三重區「鑫寶璽悅」建案，於「1F 全區配置參考圖」
等廣告將頂樓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作為健身房、KTV、撞
球室及烹飪教室等公共設施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
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
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
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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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宣稱涉有多項廣告不實，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1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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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8 號
被處分人：謝天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611661
址

設：臺中市南區南和路 155 號 9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1111 創業加盟網及公司網頁(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刊登「SP 餐飲集團是韓國最大美食餐
飲集團」、「本公司取得 SP 集團數個品牌在亞洲區的總代
理」
，於 888boss 創業網刊登「總店數：...加盟 10 家」
，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 處 分 人 被 檢 舉 於 公 司 網 頁 (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1111 創業加盟網及 888boss 創業網分別刊
登：SP 餐飲集團是韓國最大美食餐飲集團(契約刊登期間：104
年 10 月 20 日至 105 年 4 月 31 日，實際上應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本公司取得 SP 集團數個品牌在亞洲地區的總代理(契約刊
登期間：104 年 10 月 20 日至 105 年 4 月 31 日，實際上應至 105
年 4 月 30 日)、總店數：…加盟 10 家(刊登期間：104 年 11 月
28 日迄今)等廣告宣稱，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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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處分人於 1111 創業加盟網及公司網頁(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宣稱：「SP 餐飲集團是韓國最大美食
餐飲集團」，廣告整體予人之印象，係被處分人所代理之
「MAYAU 麻藥瘋雞」品牌為韓國最大美食餐飲集團所創設。
然被處分人未能提供相關市場調查報告等相關公正客觀數
據，以佐證韓國 SP 餐飲集團確為韓國最大之美食餐飲集
團。考量被處分人係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即應於廣告製
作刊登前，先行確認前揭宣稱是否真實，始得作為商品廣
告之內容。被處分人未善盡廣告主查證義務，即刊登案關
不實廣告，即當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準此，被處分人
前揭「SP 餐飲集團是韓國最大美食餐飲集團」之宣稱，並
無客觀數字或意見調查以資根據，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於 1111 創業加盟網及公司網頁(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宣稱：「本公司取得 SP 集團數個品
牌在亞洲地區的總代理」部分，廣告整體予人之印象，係
被處分人除「MAYAU 麻藥瘋雞」品牌外，尚取得 SP 集團其
他品牌於亞洲地區之總代理權。雖被處分人表示，廣告所
稱之「本公司」係指位於香港之台灣謝天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下稱香港謝天公司)，該廣告宣稱係指香港謝天公司取
得韓國 SP 集團數品牌之代理權，然該項宣稱所在之頁面
中，自始未見有香港謝天公司之字樣，且實際上謝天公司
並未取得韓國 SP 餐飲集團其他品牌於亞洲區之代理權，是
本節宣稱，顯與事實不符，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於 888boss 創業網宣稱：「總店數：…加盟 10
家」部分，廣告整體予人之印象，係被處分人業與 10 位有
意加盟者簽立加盟契約，開設加盟店進行商業營運。雖被
處分人表示，所謂 10 家加盟店，係 7 名曾與被處分人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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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優惠權利】保留書，但嗣後未簽立加盟契約之有意
加盟者，加上漢口、員林及斗六 3 家加盟店，共計為 10 家
加盟店，然一般所稱「加盟店」，應係指與加盟業主簽立
加盟契約，並有正式開店營運而言，被處分人實際上僅與
3 家加盟店(後來共 5 家加盟店)簽立加盟創業合約書，與
前開宣稱予人之印象尚屬有間，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四、 綜 上 ， 被 處 分 人 於 1111 創 業 加 盟 網 及 公 司 網 頁
(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表示「SP 餐飲集團
是韓國最大美食餐飲集團」、「本公司取得 SP 集團數個品
牌在亞洲地區的總代理」，以及於 888boss 創業網表示「加
盟 10 家」等廣告宣稱尚與事實有間，核屬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依公平交易法施行
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
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
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 處 分 人 公 司 網 頁 (www.ohmaya.com 及
http://omayau.blogspot.tw) 、 1111 創 業 加 盟 網
(1111boss.com.tw)
及
888boss
創
業
網
(http://www.888boss.net/)廣告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5 年 10 月 31 日及 105 年 12 月 23 日陳述書、
106 年 1 月 16 日、106 年 6 月 19 日及 106 年 7 月 3 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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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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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21 條第 4 項：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1、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2、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3、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4、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5、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6、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7、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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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79 號
被處分人：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977066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 號 3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無正當理由分別
對於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豐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北都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未依
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
違法行為。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改正前項違
法行為，並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
會。
三、 處新臺幣 1,0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全國數
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大豐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高雄)及北都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都)與
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經本會 105 年 10 月 19 日
第 1302 次委員會議決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
規定，處新臺幣(下同) 4,000 萬元罰鍰，並令其自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違法行為，以及自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 45 日內，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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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報本會。為確認被處分人是否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
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主文規定改正違
法行為，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提報改正違法行為證據之情形：
1、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於 105 年 11 月 3 日送達，被
處分人同年 12 月 16 日函報本會改正資料。被處分人就
前開函報資料，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來函補充說明並於
106 年 1 月 9 日到會說明，嗣後於同年 1 月 11 日復來函
補充說明。
2、改正方案內容：就 105 年度基本頻道銷售辦法提出以系
統經營者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計算「最
低保證戶數」(即 Minimum Guarantee，簡稱 MG)，超過
MG 後之頻道授權費用，則審酌新進及跨區系統經營者之
營運績效、戶數規模、經營投入程度、交易數額、付款
條件、信用風險、所屬市場結構、頻道規劃與推廣、定
頻播出、全頻播出、頻道畫質、插播廣告、行銷方案、
同區系統經營者所享之優惠折扣數及其他合理商業條件
等因素，個別協商優惠折扣幅度。前開改正方案，新進
及跨區系統經營者於超過 MG 後，亦與既有系統經營者於
超過 MG 後相同，均得享有優惠折扣。
(二) 依被處分人之陳述，另函請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
北都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到會說明，被處分人與
前述案關系統經營者間就 105 年度頻道授權交易條件之
改正事宜，雖經多次協商，惟迄渠等到會說明之日止，
仍尚未完成改正方案之合意。前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銜認 MG 為何始無造成市場參進障礙，應參考國外頻道商
之作法或系統經營者已開播後之經營實績。
(三) 經請被處分人之負責人或具決策權者於 106 年 1 月 19 日
到會說明，被處分人於是日到會後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
如下：

22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維持以系統經營者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
作為 MG。超過 MG 部分，亦依被處分人 106 年 1 月 11 日
函文所列之各項審酌因素，個別協商優惠折扣幅度。
2、105 年度 1 月以 MG 為○%計價，105 年 2 月至 3 月以 MG 為
○%計價。
3、前述方案係承本會 106 年 1 月 19 日之行政指導再次擬定
之改正方案。
(四)106 年 6 月 12 日再函請被處分人調整改正方案，被處分
人於同年月 22 日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如下：
1、維持以系統經營者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
作為 MG。
2、超過 MG 部分，將以戶數規模(即實際訂戶數占行政戶數
之比例)作為給予優惠折扣之基礎，惟在頻道授權洽商過
程中，如同一般商業交易，除戶數規模因素外，相關付
款條件、信用風險、所屬市場結構、頻道規劃與推廣、
定頻及全頻播出、插播廣告、行銷方案及其他合理商業
條件等因素，亦可能在戶數規模之折扣考量後，使雙方
最終議定之適用優惠折扣結果比戶數規模之優惠折扣更
低。以大豐跨區為例(餘全國數位、新高雄之優惠折扣，
視渠等與同區競爭者之戶數規模略有不同)，說明以戶數
規模作為給予優惠折扣之情形：
(1)戶數規模達○%至○%，給予○折至○折。
(2)戶數規模達○至○%，給予○折至○折。
(3)戶數規模達○%至○%，視戶數規模給予適當折扣。
(4)戶數規模達○%以上，給予○折至○折(大豐跨區之競
爭者新視波、家和的戶數規模分別為○%、○%，被處
分人給予新視波、家和之折扣分別為○%、○%)。
3、針對北都未超過 MG 部分，105 年 1 月至 2 月以 MG 為○%
計價、3 月以 MG 為○%計價，則年平均 MG 為○%，已符
合「簽約戶數不超過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之原則。倘
因頻道授權而有「找補」情況，將以「年度」最高實際
訂戶數與簽約戶數之差距，作為找補基礎。
4、如有法令或思慮不周延之處，請本會續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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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處分人復於 106 年 8 月 11 日、25 日、28 日陳報其與新
進及跨區系統經營者間頻道授權現況，並表示遵循本會之
行政指導，已提出改正方案及說明，並獲新進業者認同，
陸續洽定協議中；如本會仍認為所提之改正方案尚有未盡
合宜之處，請本會續行指導。
(六)本案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及北都自 104 年開播迄
105 年 12 月止，各季實際訂戶數達行政戶數之比例：依
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104 年、105 年各季
之「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訂戶數統計表」資料及本會調
查所得資料彙整之統計表觀之，全國數位自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5,73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7.2%，另開播之日
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5,339 戶，
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豐跨區自 104 年 7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1,99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3.4%，另開播之日
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2,028 戶，
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3.4%；新高雄自 104 年 10 月 3
日開播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7,674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4%，另開播之日
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7,945 戶，
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5%；北都自 104 年 11 月 1 日
開播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62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9.6%。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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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北都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
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
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業經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處以罰鍰，並
令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違法行
為，以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內，將已依處分書主
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會。是被處分人倘未於規定
期限內依前開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本會得依公平交
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辦理。
二、 依本會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之處分意旨，針對被處分
人就其 105 年度代理頻道之授權，與已有實際訂戶數可稽
之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
系統經營者，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5%作為 MG 之交易條
件，造成被處分人與前開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數為實際訂
戶數之數倍，且被處分人於前開系統經營者實際訂戶數超
過 MG 後，仍係以實際訂戶數計價，惟被處分人與既有經營
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所簽訂之頻道授權契約，實際上卻以「實
際訂戶數之數折」(約○至○折，該等折數已明載於處分書)
作為簽約戶數，前開差距已造成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
高雄、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開播迄今，平均
每月每戶須支付被處分人之授權費用，與既有經營區之原
系統經營者有極大差異，交易條件顯不對等。是被處分人
所提改正方案之實施結果，須對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
高雄、北都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與渠等之競爭者
(即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無差別待遇情事，倘有差
別待遇情事，亦須具有正當理由，始符合前開處分書之意
旨。
三、 觀諸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所提之改正方案，被處分人
顯係維持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授權條件，而僅調
整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等業者之交易條
件，且主張仍有訂定 MG 之必要，是其訂定 MG 之結果，須
不能對具競爭關係之業者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
易言之，被處分人對於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倘係以
22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實際訂戶數之數折」(約○至○折)計算簽約戶數，則渠
對於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等業者所訂定之
MG 及超過 MG 後之計價方式，經換算簽約戶數後亦應為實
際收視戶數之○至○折，即相當於以「實際訂戶數之○至
○折」計價，倘有差異，亦應提出具體之合理事由，方符
合前開處分書之意旨。惟經檢視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
所提之改正方案，仍未符合前開處分書意旨，說明如次：
(一)查被處分人之改正方案乃係針對全國數位、大豐跨區、
新高雄及北都以其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
作為 MG，超過 MG 部分視戶數規模等因素給予折扣，另就
全國數位、大豐跨區及新高雄 105 年度 1 月之 MG 給予優
惠以○%計價、2 月至 3 月以○%計價；北都 105 年度 1
月至 2 月之 MG 以○%計價、3 月以○%計價，並同意以「年
度」最高實際訂戶數與簽約戶數之差距作為找補基礎。
雖本案前開 4 家業者自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止，全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已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豐跨區已達 13.4%、新高雄已達 10.5%、北都
則僅達 9.6%，已有 3 家業者得就超過 MG 部分與被處分人
洽談優惠折扣。惟審酌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及
北都開播 1 年之經營實績，全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僅達
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7.2%、大豐跨區達 13.4%、新高雄
達 10.4%、北都達 9.6%。前開 4 家業者中，僅同時俱有
跨區及既有系統經營者身分之大豐及同屬大豐集團之新
高雄，在該集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業務情況下，有
其經營、行銷推廣、申裝服務、維修服務等營運管理上
之優勢，及渠等開播區域長期處於 1 家既有業者獨占，
更有利於渠等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情況下，渠等開播 1 年
之訂戶數始能超過行政戶數之 10%；惟對於 104 年起開播
之全國數位及北都而言，並不若大豐跨區及新高雄具集
團長期經營之優勢，且渠等開播之經營區，多數長期有 2
家既有業者，不若大豐跨區及新高雄所在經營區容易爭
取交易相對人，故全國數位及北都開播 1 年後之訂戶數
仍未能超過行政戶數之 10%。復參酌同屬多系統經營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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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旗下之數位天空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其雖有中嘉集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業
務營運管理上之優勢，惟其經營區域亦多數為 2 家既有
業者，故開播 1 年之訂戶數亦僅達行政戶數之 8.9%，顯
見被處分人以行政戶數之 10%作為 MG，實非多數業者(包
括自身所屬集團之系統經營者)開播後 1 年所能達成。
(二)雖被處分人對於戶數規模(即實際訂戶數占行政戶數之
比例)達○%至○%之全國數位、新高雄，會就超過 MG 部
分之戶數給予○折至○折之優惠折扣；對於戶數規模達
○%至○%之大豐跨區，會就超過 MG 部分之數戶給予○折
至○折之優惠折扣，與渠等之競爭者戶數規模介於○%至
○%，而就超過 MG 部分之數戶給予○折至○折之優惠折
扣有所不同，有其視交易數額不同，而給予不同折扣之
理由。然縱使全國數位、大豐跨區及新高雄得以前等計
算方式與被處分人洽談優惠折扣，惟全國數位乃從開播
至 105 年第 4 季始超過 MG，105 年第 1 季至第 3 季每月
所支付予被處分人之頻道授權費用，均需以超過實際訂
戶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支付，而在 105 年第 4
季始得就「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取得優惠折扣」
；大豐
跨區及新高雄則係在 105 年第 2 季始得就「超過 MG 部分
之訂戶數取得優惠折扣」
，而非如同被處分人對既有經營
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收費方式，於前等期間均以「實際
訂戶數之數折」計算頻道授權費用。至於北都部分，被
處分人雖調整北都 105 年 1 月至 2 月 MG 為○%、3 月 MG
為○%、4 月至 12 月 MG 為○%，年平均 MG 為○%，惟並未
改變北都 105 年各季之實際訂戶數均未超過 MG，以超過
實際訂戶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之方式支付，亦
與被處分人對北都與其同競爭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以
「實際訂戶數之數折」計算頻道授權費用不同。
(三)被處分人雖提出以「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與 MG 之差距
作為找補基礎，惟衡酌通傳會乃「每季」公告全國各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數資料，在有客觀之「季」
資料可作為雙方找補依據之情況下，仍應以「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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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補依據，方為合理。全國數位 105 年第 1 至 3 季、大
豐及新高雄 105 年第 1 季，均係以「簽約戶數超過實際
訂戶數」支付頻道授權費用，無法獲得找補；又北都於
105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僅達行政戶數之 9.6%，未達
10%，其 105 年前 3 季實際訂戶數更低(105 年第 1 季至第
3 季實際訂戶數僅達行政戶數之 1.76%、3.79%、6.96%)，
是倘被處分人仍以「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與 MG 之差距
作為找補基礎，不僅尚無法消弭前等業者 105 年各季實
際訂戶數與 MG 間之相當差距，且亦未改變前等業者仍以
「簽約戶數超過實際訂戶數」之方式支付頻道授權費用
之情形，且被處分人並未敘明未超過 MG 之系統經營者，
未給予折扣之正當理由，更遑論渠等同競爭經營區之原
系統經營者不論是每月或每季均以「實際訂戶數之數
折」
，即以「低於實際訂戶數」計算頻道授權費用，故被
處分人以「年度」作為找補措施之基礎，並無法完全消
弭其對雙方交易條件上之差別待遇情形，亦不具正當理
由。
(四)復依據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第 19 頁所載「被處分
人就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
雄、北都之簽約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之實際
訂戶數之 2 至 25 倍，亦為 105 年 6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1.12 至 3.96 倍，然渠等同經營區域之競爭者(即既有經
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與被處分人之簽約戶數，卻僅占其
實際訂戶數之○%以下，存在顯著差距。」倘將被處分人
所提改正方案之行政戶數從 15%調降為 10%(含 1 月至 3
月 MG 優惠部分)並配合所提之找補措施計算前開差距，
則被處分人就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與全國數位、大豐跨
區、新高雄、北都之簽約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
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1.15 至 13.49 倍、105 年 6 月底之實
際訂戶數之 0.97 至 2.53 倍、105 年 12 月底之實際訂戶
數之 0.97 至 1 倍，然渠等同經營區域之競爭者(即既有
業者)與被處分人之簽約戶數，卻僅占其實際訂戶數之○
%至○%，仍存在顯著差距。被處分人前開以開播區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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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戶數之 10%作為 MG(含 1 月至 3 月 MG 優惠部分)、找補
措施及超過 MG 給予折扣之交易條件，僅減緩而未改變其
造成案關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數超過實際訂戶數，甚至
為實際訂戶數數倍之情形，該交易條件對 104 年起開播
之系統經營者(含新進及跨區之業者)與其競爭區域之既
有業者，仍存在差異，且未具有正當理由，故被處分人
所提之改正方案，與本會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主文
要求改正差別待遇行為仍未相符。
四、 又考量被處分人改正與否將影響本會是否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處理，為求審慎已多次請被處分人到
會說明及給予調整改正方案之機會，是被處分人稱其所提
之方案本會如另有指示，再依指示予以調整，或請本會再
行通知到場說明溝通，或如有法令或思慮不周延之處，請
本會續予指導等拖延之辭，已難為仍未能提出確實符合處
分書意旨之改正方案之藉口。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經
考量被處分人所提調降 MG 為 10%(含 1 月至 3 月之 MG 優
惠)、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給予優惠折扣、未達 MG 部分同
意以年度進行找補之改正方案，雖已有部分改正情事，惟
仍未完全消弭其對不同交易相對人之差別待遇情形，經審
酌被處分人之配合改正情形及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
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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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0 號
被處分人：佳訊視聽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38599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4 段 69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無正當理由分別
對於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豐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北都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及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與渠等之競爭
者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
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改正前項違
法行為，並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
會。
三、 處新臺幣 1,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全國數
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大豐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高雄)、北都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都)及
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數位天空)與渠等之競爭
者給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
且有限制競爭之虞，經本會 105 年 10 月 19 日第 1302 次委
員會議決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處新臺
幣(下同) 4,500 萬元罰鍰，並令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違法行為，以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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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會。為
確認被處分人是否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主文規定改正違法行為，爰
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提報改正違法行為證據之情形：
1、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於 105 年 11 月 2 日送達，被
處分人同年 12 月 19 日函報本會改正資料。被處分人就
前開函報資料，於 106 年 1 月 5 日到會說明。
2、因不諳如何改正及不知本會要求之改正方向為何，故未
提出具體改正方案，惟仍與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
北都及數位天空等 5 家系統經營者進行協商，並決定暫
不收取 105 年 12 月及 106 年度之頻道授權費用，使前開
系統經營者不因 105 年及 106 年之授權條件影響市場競
爭，並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調處結果或
本案訴訟終局判決結果，再行協議。
(二) 依被處分人之陳述，另函請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
北都等 4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到會說明，至於數位天
空因考量其與頻道代理商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球)同屬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旗下
之子公司，過去代表數位天空陳述意見之人均為全球負
責頻道授權業務之人員，故未請其到會說明，惟被處分
人業有說明其與數位天空之協商過程，並提供相關協商
資料。被處分人與前述案關系統經營者間就 105 年度頻
道授權交易條件之改正事宜，雖經多次協商，惟迄渠等
到會說明之日止，仍尚未完成改正方案之合意。前開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銜認 MG 為何始無造成市場參進障礙，
應參考國外頻道商之作法或系統經營者已開播後之經營
實績。
(三) 經請被處分人之負責人或具決策權者於 106 年 1 月 19 日
到會說明，被處分人於是日到會及會後補提之調整改正
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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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系統經營者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作為
MG。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及數位天空等
業者 105 年度實際訂戶數若超過 MG，超過部分將另給予
優惠折扣。
2、對於前述方案本會如有疑義，祈本會再行通知到場說明
溝通。
(四)106 年 6 月 12 日再函請被處分人調整改正方案，被處分
人於同年月 22 日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如下：
1、維持以系統經營者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
作為 MG。
2、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於 105 年度實際訂戶數超
過 MG 部分不收費。
3、北都部分：被處分人與北都 105 年度頻道授權契約所載
之授權區域為 142 里，北都實際訂戶數占 142 里行政戶
數之比例為 9.61%(北都 105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為
30,628 戶÷142 里的行政戶數 318,741 戶=9.61%)，與行
政戶數之 10%在正負 1%之誤差範圍內。
4、數位天空部分：北都第 1 期營運許可範圍為板橋區、土
城區、中和區，然中和區為中嘉集團新視波有線電視股
份有限公司之經營區，為免同門競爭，實質上僅於板橋
區、土城區開播，倘僅以板橋區、土城區之行政戶數計
算，則實際訂戶數占行政戶數之比例已達 13.75%(數位
天空 105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 40,341 戶÷板土區行政戶
數 293,297 戶=13.75%)，已超過 MG 10%，並無未達 MG 10%
之情形。
5、對於前述方案本會如有疑義，祈本會再行通知到場說明
溝通。
(五)本案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及數位天空自
104 年開播迄 105 年 12 月止，各季實際訂戶數達行政戶
數之比例：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104
年、105 年各季之「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訂戶數統計表」
資料及本會調查所得資料彙整之統計表觀之，全國數位自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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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訂戶數為 3 萬 5,73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7.2%，
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5,339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豐跨區自
104 年 7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
際訂戶數為 5 萬 1,99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3.4%，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
數為 5 萬 2,02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3.4%；新高
雄自 104 年 10 月 3 日開播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
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7,674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4%，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實際訂戶
數為 3 萬 7,945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5%；北都
自 104 年 11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1 年期間
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62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9.6%；數位天空自 104 年 11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4 萬 341 戶，達開播區
域行政戶數之 8.9%。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
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北都、數位天空與渠等之競爭
者給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
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
業經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處以
罰鍰，並令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
違法行為，以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內，將已依處
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會。是被處分人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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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規定期限內依前開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本會得依
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辦理。
二、 依本會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之處分意旨，針對被處分
人就其 105 年度代理頻道之授權，與已有實際訂戶數可稽
之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5%作為
MG 之交易條件，造成被處分人與前開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
數為實際訂戶數之數倍，惟被處分人與既有經營區之原系
統經營者所簽訂之頻道授權契約，實際上卻以「實際訂戶
數之數折」(約○至○折，該等折數已明載於處分書)作為
簽約戶數，前開差距已造成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
北都、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開播迄今，
平均每月每戶須支付被處分人之授權費用，與既有經營區
之原系統經營者有極大差異，交易條件顯不對等。是被處
分人所提改正方案之實施結果，須對全國數位、大豐跨區、
新高雄、北都、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與
渠等之競爭者(即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無差別待遇
情事，倘有差別待遇情事，亦須具有正當理由，始符合前
開處分書之意旨
三、 觀諸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所提之改正方案，被處分人
顯係維持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授權條件，而僅調
整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數位天空等業
者之交易條件，且主張仍有訂定 MG 之必要，是其訂定 MG
之結果，須不能對具競爭關係之業者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
遇之情事。易言之，被處分人對於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
營者倘係以「實際訂戶數之數折」(約○至○折)計算簽約
戶數，則渠對於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數
位天空等業者所訂定之 MG 及超過 MG 後之計價方式，經換
算簽約戶數後亦應為實際收視戶數之○至○折，即相當於
以「實際訂戶數之○至○折」計價，倘有差異，亦應提出
具體之合理事由，方符合前開處分書之意旨。惟經檢視被
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所提之改正方案，仍未符合前開處
分書意旨，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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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被處分人所提之改正方案，係針對全國數位、大豐跨
區、新高雄、北都及數位天空以其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
區域戶數之 10%作為 MG，超過 MG 部分不另收費。雖本案
前開 5 家業者自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全
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已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
豐跨區已達 13.4%、新高雄已達 10.5%、北都僅達 9.6%、
數位天空僅達 8.9%，已有 3 家業者實際訂戶數已超過
MG。惟審酌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及數位
天空開播 1 年之經營實績，全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僅達
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7.2%、大豐跨區達 13.4%、新高雄
達 10.4%、北都達 9.6%、數位天空達 8.9%。前開 5 家業
者中，僅同時俱有跨區及既有系統經營者身分之大豐及
同屬大豐集團之新高雄，在該集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
關業務情況下，有其經營、行銷推廣、申裝服務、維修
服務等營運管理上之優勢，及渠等開播區域長期處於 1
家既有業者獨占，更有利於渠等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情況
下，渠等開播 1 年之訂戶數始能超過行政戶數之 10%；惟
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全國數位及北都而言，並不若大豐
跨區及新高雄具集團長期經營之優勢，且渠等開播之經
營區，多數長期有 2 家既有業者，不若大豐跨區及新高
雄所在經營區容易爭取交易相對人，故全國數位及北都
開播 1 年後之訂戶數仍未能超過行政戶數之 10%。另同屬
多系統經營者中嘉集團旗下之數位天空，其雖有中嘉集
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業務營運管理上之優勢，惟其
經營區域亦多數為 2 家既有業者，在此情形下，數位天
空開播 1 年之訂戶數亦僅達行政戶數之 8.9%，顯見被處
分人以行政戶數之 10%作為 MG，實非多數業者開播後 1
年所能達成。
(二)雖被處分人對於實際訂戶數超過 MG 部分之戶數不另收
費，惟全國數位乃從開播至 105 年第 4 季始超過 MG，105
年第 1 季至第 3 季每月所支付予被處分人之頻道授權費
用，均需以超過實際訂戶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
支付，而在 105 年第 4 季始得就「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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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支付頻道授權費用」
，經換算後，全國數位於 105 年
第 4 季始相當於以「實際訂戶數之○折」計價；大豐跨
區及新高雄則係在 105 年第 2 季始得就「超過 MG 部分之
訂戶數無需支付頻道授權費用」
，經換算後，大豐跨區及
新高雄於 105 年第 2 季始相當於以「實際訂戶數之○
折」、「實際訂戶數之○折」計價，而非如同被處分人對
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之收費方式，於 105 年每月
或每季各期間均以低於實際訂戶數，且以「實際訂戶數
之○至○折」計算頻道授權費用。至於北都及數位天空
部分，渠等 105 年各季之實際訂戶數均未超過 MG，均以
超過實際訂戶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之方式支付
頻道授權費用，亦與被處分人對北都、數位天空與渠等
同競爭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於 105 年度每月或每季均
以低於實際訂戶數，且以「實際訂戶數之○至○折」計
算頻道授權費用不同。
(三)復依據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第 17 頁所載「被處分人
就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
北都及數位天空之簽約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
之實際訂戶數之 2 至 25 倍，亦為 105 年 6 月底之實際訂
戶數之 1.12 至 3.96 倍，然渠等同經營區域之競爭者(即
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與被處分人之簽約戶數，卻
僅占其實際訂戶數之○%以下，存在顯著差距。」倘將被
處分人所提改正方案之行政戶數從 15%調降為 10%(含超
過 MG 不另收費)以計算前開差距，則被處分人就 105 年
度之頻道授權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及
數位天空之簽約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之實際
訂戶數之 1.4 至 16.8 倍、105 年 6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0.7 至 2.6 倍、105 年 12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0.74 至 1.12
倍，然渠等同經營區域之競爭者(即既有業者)與被處分
人之簽約戶數，卻僅占其實際訂戶數之○%至○%，仍存
在顯著差距。被處分人前開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
作為 MG 及超過 MG 不另收費之交易條件，僅減緩而未改
變其造成案關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數超過實際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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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為實際訂戶數數倍之情形，該交易條件對 104 年起
開播之系統經營者(含新進及跨區之業者)與其競爭區域
之既有業者，仍存在差異。且被處分人所提之改正方案，
不僅未說明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北都、數位
天空與競爭者在折扣條件上存在差異之理由，亦未針對
簽約戶數超過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提出找補措施，且未
敘明未超過 MG 之系統經營者，未給予折扣之正當理由，
更遑論渠等同競爭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不論是每月或
每季均以「實際訂戶數之數折」
，即以「低於實際訂戶數」
計算頻道授權費用。故被處分人所提之改正方案，尚難
認具有正當理由，與本會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主文
要求改正差別待遇行為仍未相符。
四、 至於被處分人所稱，北都 105 年 12 月底實際訂戶數占所授
權 142 里之行政戶數比例為 9.61%，在正負 1%之誤差範圍
內；以及數位天空倘僅以板橋區、土城區計算，其實際訂
戶數占行政戶數比例已達 13.75%，已超過 MG 10%等語，惟
查北都及數位天空支付予被處分人之頻道授權費用，係依
據 105 年度頻道授權契約所訂授權範圍，即北都係以 142
里授權範圍之行政戶數，支付頻道授權費用予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對該收取之頻道授權費用並未給予正負 1%之誤差
額；數位天空則係以板橋區、土城區、中和區授權範圍之
行政戶數，支付頻道授權費用予被處分人，被處分人對該
收取之頻道授權費用亦非僅以板橋區、土城區計算，故被
處分人前開陳稱，顯係違法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五、 又考量被處分人改正與否將影響本會是否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處理，為求審慎已多次請被處分人到
會說明及給予調整改正方案之機會，是被處分人稱本會如
對前述方案有疑義，祈本會再行通知到場說明溝通等拖延
之辭，已難為仍未能提出確實符合處分書意旨之改正方案
之藉口。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9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經
考量被處分人所提調降 MG 為 10%、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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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收費之改正方案，雖已有部分改正情事，惟仍未完全消
弭其對不同交易相對人之差別待遇情形，經審酌被處分人
之配合改正情形及態度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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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1 號
被處分人：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17322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 段 260 號 9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無正當理由分別
對於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大豐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數位天空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未依
本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
違法行為。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改正前項違
法行為，並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
會。
三、 處新臺幣 1,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全國數
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大豐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高雄)及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數位天
空)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
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經本會 105 年 10 月
19 日第 1302 次委員會議決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處新臺幣(下同) 4,100 萬元罰鍰，並令其自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違法行為，以及自處分書
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內，將已依處分書主文改正違法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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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函報本會。為確認被處分人是否依本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主文規定改正
違法行為，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提報改正違法行為證據之情形：
1、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於 105 年 11 月 3 日送達，被
處分人同年 12 月 16 日函報本會改正資料。被處分人就
前開函報資料，於 106 年 1 月 5 日到會說明，嗣後於同
年 1 月 9 日復來函補充說明。
2、改正方案內容：就 105 年度基本頻道銷售辦法提出增補
條款，即對所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如其訂戶數未超
過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5%，簽約戶數則以
行政戶數之 15%計算，如超過 15%，就超過 15%行政戶數
之訂戶數部分另給予折扣優惠。前開授權標準一體適用
於包括新進及既有系統經營者。
(二) 依被處分人之陳述，另函請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等 3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到會說明，至於數位天空因考量
其與頻道代理商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球)
同屬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嘉)旗下之子公司，
過去代表數位天空陳述意見之人均為全球負責頻道授權
業務之人員，故未請到會說明，惟被處分人業有說明其
與數位天空之協商過程，並提供相關協商資料。被處分
人與前述案關系統經營者間就 105 年度頻道授權交易條
件之改正事宜，雖經多次協商，惟迄渠等到會說明之日
止，仍尚未完成改正方案之合意。前開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銜認 MG 為何始無造成市場參進障礙，應參考國外頻
道商之作法或系統經營者已開播後之經營實績。
(三) 經請被處分人之負責人或具決策權者於 106 年 1 月 19 日
到會說明，被處分人於是日到會後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
如下：
1、系統經營者開播後第 2 周年，以其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
區域戶數之 12%作為 MG，如業者於第 2 年最後 1 個月之
實際訂戶數尚未達行政戶數之 12%，被處分人於行政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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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確定前，將於第 2 年屆期時確認最後 1 個月實際訂戶
數與 MG 之差距，計算兩者間授權費用之差額乘上 12 個
月，退還予各系統經營者。如實際訂戶數已達行政戶數
之 12%，就超過部分給予○折折扣(於次一周年折抵)作
為市場激勵。
2、對於前述方案本會如另有指示，再依指示予以調整。
(四)106 年 6 月 12 日再函請被處分人調整改正方案，被處分
人於同年月 22 日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及同年 7 月 17 日
之補充資料如下：
1、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以行政區域戶數之 10%為「最低保證
戶數」。
2、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超過行政戶數 10%之訂戶
數部分，視簽約商業條件之合理事由，例如財務信用風
險、廣告插播、系統經營規模、合作期間等，給予○折
至○折之優惠折扣。
3、倘新進或跨區系統經營者 105 年度實際訂戶數未達行政
戶數之 10%，將於 106 年度洽商基本頻道授權契約時，
進行調整或找補，並敘明本會「簽約戶數不超過年度最
高實際訂戶數」原則，等同以實際訂戶數方式進行授權，
恐不符 MG 制度之精神。
4、數位天空部分：
(1)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98 年 2 月 2 日
通傳營字第 09841004180 號函，有關有線廣播電視系
統經營者收費標準中涉及「戶」定義可知，家庭收視
戶之態樣分為「一般家庭戶」、「套房出租」、「學生宿
舍」、「頂樓加蓋」、「透天別墅」等收費方式，及是否
計入公關戶、供電戶、公播戶等，故各系統經營者每
季對「戶」之數量計算方式或有不同，申報與實際訂
戶數間亦容有相當落差。數位天空於 105 年第 2 季申
報之訂戶數已達行政戶數之 9.1%，與行政戶數 10%間
約 0.9%差異數，應屬統計上可容忍範圍。又數位天空
於 105 年第 2 季之訂戶數已達行政戶數之 9.1%，依其
開播後之戶數成長率推估，應可合理期待 105 年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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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戶數 10%，至於該公司是否因其他市場因素或營
運考量，造成 105 年第 2 季以後實際訂戶數不增反減，
僅能暫予尊重。
(2)為符合「簽約戶數不超過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之要
求，數位天空 106 年度實際訂戶數倘能達行政戶數 ○
%，將就 105 年度最高申報訂戶數(即 9.1%)與行政戶數
10%之差額予以找補，並就 106 年度超過 MG 部分之訂
戶數，給予○折至○折之優惠折扣。
5、如就目前改正方案有意見，請給予面陳報告之機會，俾
接受指正意見後遵行。
(五)全國數位於 106 年 7 月 26 日、8 月 4 日、8 月 28 日分別
向本會陳情及檢舉被處分人仍未依本會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請本會依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予
以處理。被處分人復於 106 年 8 月 11 日、8 月 28 日、9
月 4 日、9 月 12 日陳報該公司已遵循於限期內提出改正
計畫、依本會指導多方進行調整，並以提報方案與案關系
統經營者洽談，且 106 年度頻道授權已完成或逐步進入用
印流程，並說明已於 106 年 8 月 31 日與全國數位達成協
議，雙方同意 105 年度及 106 年度頻道授權費用，以行政
區域戶數 10%計付保證金，並同意未來將以雙方共識或訴
訟最終確定判決結果進行找補。另請本會依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規定同意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目前改正方案，如本會
仍認改正方案有不足未盡之處，依法給予行政指導。
(六)本案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數位天空自 104 年開
播迄 105 年 12 月止，各季實際訂戶數達行政戶數之比例：
依據通傳會 104 年、105 年各季之「各有線電視(播送)系
統訂戶數統計表」資料及本會調查所得資料彙整之統計表
觀之，全國數位自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5,738 戶，達開播區域
行政戶數之 7.2%，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5,339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豐跨區自 104 年 7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6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1,998 戶，達開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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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戶數之 13.4%，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實際訂戶數為 5 萬 2,028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3.4%；新高雄自 104 年 10 月 3 日開播至 105 年 9 月 30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7,674 戶，達開播區域
行政戶數之 10.4%，另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實際訂戶數為 3 萬 7,945 戶，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5%；數位天空自 104 年 11 月 1 日開播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1 年期間之實際訂戶數為 4 萬 341 戶，達開播區
域行政戶數之 8.9%(數位天空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止之實
際訂戶數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9.1%)。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為止。」被處分人就其代理頻道 105 年度之授權，分別對
全國數位、大豐、新高雄、數位天空與渠等之競爭者給予
不同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
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業經本
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處以罰鍰，
並令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 個月內改正違法行
為，以及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45 日內，將已依處分書主
文改正違法行為之證據函報本會。是被處分人倘未於規定
期限內依前開處分書意旨改正違法行為，本會得依公平交
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辦理。
二、 依本會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之處分意旨，針對被處分
人就其 105 年度代理頻道之授權，與已有實際訂戶數可稽
之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
播之系統經營者，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5%作為 MG 之交
易條件，造成被處分人與前開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數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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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訂戶數之數倍，且被處分人於前開系統經營者實際訂戶
數超過 MG 後，仍係以實際訂戶數計價，惟被處分人與既有
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所簽訂之頻道授權契約，實際上卻
以「實際訂戶數之數折」(約○至○折，該等折數已明載於
處分書)作為簽約戶數，前開差距已造成全國數位、大豐跨
區、新高雄、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開播
迄今，平均每月每戶須支付被處分人之授權費用，與既有
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有極大差異，交易條件顯不對等。
是被處分人所提改正方案之實施結果，須對全國數位、大
豐跨區、新高雄、數位天空等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
與渠等之競爭者(即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無差別待
遇情事，倘有差別待遇情事，亦須具有正當理由，始符合
前開處分書之意旨。
三、 觀諸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及同年
7 月 17 日之補充資料，被處分人顯係維持既有經營區之原
系統經營者之授權條件，而僅調整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
新高雄、數位天空等業者之交易條件，且主張仍有訂定 MG
之必要，是其訂定 MG 之結果，須不能對具競爭關係之業者
有無正當理由差別待遇之情事。易言之，被處分人對於既
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倘係以「實際訂戶數之數折」(約
○至○折)計算簽約戶數，則渠對於全國數位、大豐跨區、
新高雄、數位天空等業者所訂定之 MG 及超過 MG 後之計價
方式，經換算簽約戶數後亦應為實際收視戶數之○至○
折，即相當於以「實際訂戶數之○至○折」計價，倘有差
異，亦應提出具體之合理事由，方符合前開處分書之意旨。
惟經檢視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22 日提報之調整改正方案及
同年 7 月 17 日之補充資料，仍未符合前開處分書意旨，說
明如次：
(一)查被處分人之改正方案乃係針對全國數位、大豐跨區、
新高雄及數位天空以其開播區域所涵蓋行政區域戶數之
10%作為 MG，超過 MG 部分視簽約商業條件之合理事由，
給予○折至○折之優惠折扣，另就數位天空 106 年度實
際訂戶數倘能達行政戶數 ○%，將就 105 年度最高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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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數 9.1%與行政戶數 10%之差額予以找補，並就 106
年度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給予○折至○折之優惠折
扣。雖本案前開 4 家業者自開播之日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已達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1.1%、大豐跨區已達 13.4%、新高雄已達 10.5%、數位
天空則僅達 8.9%(數位天空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止達
9.1%)，已有 3 家業者得就超過 MG 部分與被處分人洽談
優惠折扣。惟審酌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及數位
天空開播 1 年之經營實績，全國數位之實際訂戶數僅達
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7.2%、大豐跨區達 13.4%、新高雄
達 10.4%、數位天空達 8.9%。前開 4 家業者中，僅同時
俱有跨區及既有系統經營者身分之大豐及同屬大豐集團
之新高雄，在該集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業務情況
下，有其經營、行銷推廣、申裝服務、維修服務等營運
管理上之優勢，及渠等開播區域長期處於 1 家既有業者
獨占，更有利於渠等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情況下，渠等開
播 1 年之訂戶數始能超過行政戶數之 10%；惟對於 104
年起開播之全國數位而言，並不若大豐跨區及新高雄具
集團長期經營之優勢，且渠開播之經營區，多數長期有 2
家既有業者，不若大豐跨區及新高雄所在經營區容易爭
取交易相對人，故全國數位開播 1 年後之訂戶數仍未能
超過行政戶數之 10%。另同屬多系統經營者中嘉集團旗下
之數位天空，其雖有中嘉集團長期經營有線電視相關業
務營運管理上之優勢，惟其經營區域亦多數為 2 家既有
業者，故開播 1 年之訂戶數亦僅達行政戶數之 8.9%，顯
見被處分人以行政戶數之 10%作為 MG，實非多數業者開
播後 1 年所能達成成。
(二)雖被處分人對於實際訂戶數超過 MG 部分之戶數，會給予
○折至○折之優惠折扣，惟未進一步依案關系統經營者
與渠等競爭者間之個案情形，說明實際可取得之優惠折
扣數額，及與競爭者間優惠折扣存在差異之理由。且縱
使全國數位、大豐跨區及新高雄得以前等計算方式與被
處分人洽談優惠折扣，惟全國數位乃從開播至 105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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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始超過 MG，105 年第 1 季至第 3 季每月所支付予被處
分人之頻道授權費用，均需以超過實際訂戶數之「簽約
戶數」(即 MG 10%)支付，而在 105 年第 4 季始得就「超
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取得優惠折扣」
；大豐跨區及新高雄
則係在 105 年第 2 季始得就「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取得
優惠折扣」
，而非如同被處分人對既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
營者之收費方式，於 105 年度每月或每季均以低於實際
訂戶數，且以「實際訂戶數之○至○折」計算頻道授權
費用。至於數位天空部分，渠 105 年各季之實際訂戶數
均未超過 MG，均以超過實際訂戶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之方式支付頻道授權費用，亦與被處分人對數位
天空與其同競爭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於 105 年度每月
或每季均以低於實際訂戶數，且以「實際訂戶數之○至
○折」計算頻道授權費用不同。
(三)被處分人雖提出數位天空 106 年度實際訂戶數倘能達 MG
○%，將就「年度」最高申報訂戶數(即 105 年度第 2 季
之 9.1%)與 MG 10%之差額作為找補基礎，惟衡酌通傳會
乃「每季」公告全國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
數資料，在有客觀之「季」資料可作為雙方找補依據之
情況下，仍應以「季」作為找補依據，方為合理。更何
況其所提之方案，係數位天空需先於 106 年度實際訂戶
數達 MG 10.5%，始願就 105 年度進行找補。數位天空 105
年第 2 季實際訂戶數達行政戶數之 9.1%，雖可能獲得找
補，惟其第 1 季僅達行政戶數之 4.46%、第 3 季僅達
8.96%、第 4 季僅達 8.9%，均較 105 年第 2 季為低。再者，
被處分人僅針對數位天空提出前開找補措施，惟全國數
位 105 年第 1 至 3 季、大豐及新高雄 105 年第 1 季之實
際訂戶數均未達行政戶數 10%，則均係以超過實際訂戶
數之「簽約戶數」(即 MG 10%)支付頻道授權費用，被處
分人未就此具體陳明對該等業者之找補措施，僅敘明本
會「簽約戶數不超過年度最高實際訂戶數」原則不符 MG
制度之精神，顯係不對該等業者進行找補。是被處分人
僅針對數位天空提出之找補措施，不僅尚無法消弭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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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105 年各季實際訂戶數與 MG 間之相當差距，且亦未
改變前等業者仍以「簽約戶數超過實際訂戶數」之方式
支付頻道授權費用之情形，且被處分人並未敘明未超過
MG 之系統經營者，未給予折扣之正當理由，更遑論渠等
同競爭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不論是每月或每季均以
「實際訂戶數之數折」
，即以「低於實際訂戶數」計算頻
道授權費用，爰被處分人前開所提之找補措施，並無法
完全消弭其對雙方交易條件上之差別待遇情形，亦不具
正當理由。
(四)復依據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第 18 頁所載「被處分
人就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與全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
雄、數位天空之簽約戶數，為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之
實際訂戶數之 2 至 25 倍，亦為 105 年 6 月底之實際訂戶
數之 1.12 至 2.09 倍，然渠等同經營區域之競爭者(即既
有經營區之原系統經營者)與被處分人之簽約戶數，卻僅
占其實際訂戶數之○%以下，存在顯著差距。」倘將被處
分人所提改正方案之行政戶數從 15%調降為 10%、超過 MG
部分之優惠折扣，並配合其對數位天空所提之找補措施
計算前開差距，則被處分人就 105 年度之頻道授權與全
國數位、大豐跨區、新高雄、數位天空之簽約戶數，為
各該業者 104 年 12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1.44 至 6.74
倍、105 年 6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0.84 至 1.39 倍、105
年 12 月底之實際訂戶數之 0.84 至 1.02 倍，然渠等同經
營區域之競爭者(即既有業者)與被處分人之簽約戶數，
卻僅占其實際訂戶數之○%至○%，仍存在顯著差距。被
處分人前開以開播區域行政戶數之 10%作為 MG、超過 MG
給予折扣及僅針對數位天空給予找補措施之交易條件，
僅減緩而未改變其造成案關系統經營者之簽約戶數超過
實際訂戶數，甚至為實際訂戶數數倍之情形，該交易條
件對 104 年起開播之系統經營者(含新進及跨區之業者)
與其競爭區域之既有業者，仍存在差異，且未具有正當
理由，故被處分人所提之改正方案，與本會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主文要求改正差別待遇行為仍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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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至於被處分人所稱各系統經營者每季對「戶」之數量計算
方式或有不同，申報與實際訂戶數間亦容有相當落差，數
位天空 105 年第 2 季訂戶數已達行政戶數之 9.1%，與行政
戶數 之 10%差 0.9%，應屬統計上可容忍範圍；以及數位天
空 105 年第 2 季訂戶數已達行政行數之 9.1%，應可合理期
待達行政戶數 10%等語。惟查數位天空 105 年每月支付予
被處分人之頻道授權費用，係依據 105 年度頻道授權契約
所訂授權範圍(板橋區、土城區、中和區)之「行政戶數」，
支付頻道授權費用予被處分人，並無正負 0.9%之誤差額，
且縱使數位天空於 105 年度實際訂戶數超過 MG 10%可獲得
○折至○折之優惠折扣，或於 106 年度實際訂戶數超過 MG
○%可獲得找補，惟僅減緩而未改變其造成案關系統經營者
之簽約戶數超過實際訂戶數，甚至為實際訂戶數數倍之情
形，故被處分人前開陳稱，顯係違法卸責之詞，尚不足採。
五、 又考量被處分人改正與否將影響本會是否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續行處理，為求審慎已多次請被處分人到
會說明及給予調整改正方案之機會，是被處分人稱對改正
方案本會如另有指示，再依指示予以調整，或請給予面陳
報告之機會，俾接受指正意見後遵行等拖延之辭，已難為
仍未能提出確實符合處分書意旨之改正方案之藉口。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未依本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書意旨改正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經
考量被處分人所提調降 MG 為 10%、超過 MG 部分之訂戶數
給予優惠折扣、針對數位天空給予找補措施之交易條件，
雖已有部分改正情事，惟仍未完全消弭其對不同交易相對
人之差別待遇情形，經審酌被處分人之配合改正情形及態
度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處分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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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2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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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2 號
被處分人：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3620
址
設：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12 號 3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實施「0 元收看有線電視一年」及「1,500 元收看
有線電視一年半」之優惠方案，係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甲公司來函檢舉，被處分人自 105 年 7 月起於新北市
三重區與競爭同業之既有客戶簽訂 0 元收看有線電視一年
方案，以低於成本之掠奪性定價方式，誘使競爭同業之客
戶轉換交易對象，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情事，爰進行調查。
二、調查經過：
（一）請甲公司提供陳述意見、相關事證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起推出「0 元看一年方案」
，並主
動向甲公司於新北市三重區內之既有客戶邀約簽訂無
對價之申裝預約單，服務裝機單載明：「專案優惠首期
12 個月 0 元，次期預繳 3 個月送 3 個月，若活動期間退
租，已收視之月份需以牌價計算。」被處分人 105 年度
費率為每月新臺幣（下同）500 元，每年應為 6,000 元，
而該「0 元看一年方案」之簽約客戶於 105 年 7 月至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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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可免費收視，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繳費 1,500 元，平均每月僅 83 元之促銷方式，
明顯低於合理價格，藉以誘使○公司之客戶轉換交易對
象，並綁約一年半，惟在同一時期，被處分人對其他新
申裝客戶，仍維持全年○元以上之費率收費，且於其網
站及廣告傳單均未揭示系爭「0 元看一年方案」之資訊。
２、被處分人之服務裝機單顯示裝機費用、數位新特選頻道
及數位優選頻道均為「0 元」
，派工備註欄註記「英雄本
色方案…請工程收取全國工單或拍照，謝謝！」。另裝
機單上首次費用明細欄位以手書寫加註之「499 元」係
寬頻費用，並載明合約日期至「2017/7/31」
，足證合約期
間自 105 年 7 月 22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共計 12
個月，且方案備註欄位標註「合約期未滿中途解約或異
動須補繳違約金 3,000 及專案設定費 600 元。退用任一
服務視同違約，剩餘服務恢復牌價收費…」。另有客戶
某君於 105 年 7 月 14 日以 LINE 通訊軟體向甲公司之業
務員表示：
「…因為全聯 2 年只收 1 年的費用，平均我 1
個月是○元，如果你們的我繳一年○乘 12=○，送 2 個
月，○/14=○元，那我差沒很多，就可以繼續看你們的
第四台不用換。」顯示被處分人以 0 元及低價提供有線
電視服務利誘競爭同業之客戶。
３、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至 8 月間推出系爭優惠方案，致甲
公司 105 年 7 月、8 月退機戶數達○戶，而受有總計 4
萬 5 千餘元之退費損害，另提供甲公司 105 年 7 月至 8
月退機名單供參。
４、有線電視業者之經營成本包含節目版權成本、訂戶安裝
維修成本、節目播映成本及其他項，依有線廣播電視法
相關規定，節目版權成本需依實際訂戶數計算，故訂戶
數增減，版權費亦隨之變動，業界將此視為變動成本，
可用平均訂戶數作為基準加以計算得出每戶每月版權
費用成本，即為平均變動成本。至於訂戶安裝維修成
本、折舊費用及其他等項目包含人事成本、辦公機房租
金、機房端傳輸設備相關折舊等，在業界視為固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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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會隨訂戶數增減而變動，故業界係以總固定成本
之概念呈現。復經甲公司計算被處分人 102 年至 104 年
度平均每戶每月版權成本分別約○元、○元及○元。
５、甲公司自 104 年開播以來，曾於 104 年 8 月至 12 月 31
日止，推出買 6 個月看 7 個月，平均每月費率○元之優
惠方案，另於 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8 月 15 日止，因應
競爭同業均推出買三送三方案，故推出平均每月費率○
元之優惠方案。除實行前揭優惠方案期間外，原則均依
照新北市政府頻道分類審定費率之「基本普及組」收
費，每月為 450 元。
（二）請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到會說明及提出 105 年 7 月
至 8 月間所有「英雄本色專案」與「標靶專案」
（下合併
稱該等專案）之裝機單及其他相關事證資料，略以：
１、被處分人為評估新興媒體跨平台競爭帶來商業模式及消
費習慣的改變與 OTT 影音消費趨勢變化，部分價格敏感
用戶未來可能因為新興媒體因素而流失，故推出「標靶
專案」與「英雄本色專案」，兩方案之內容均相同（下
併稱該等專案），提供特定價格敏感用戶及對照用的公
關戶收視 18 個月總計 1,500 元之優惠方案，該等專案部
分裝機單上「方案備註」欄位即載明「…專案優惠首期
12 個月 0 元，次期預繳 3 個月贈送 3 個月，…」
。簽署
該等專案之用戶不以同時申裝被處分人之寬頻網路服
務為必要，又倘該等專案之用戶中途退租，自應回歸一
般用戶之費用收費。
２、該等專案之實施對象包含價格敏感戶以及部分免費公關
戶（即供電戶、提供架設設備住戶以及低收入戶等，此
等用戶原即免費收視戶），而價格敏感戶即被處分人之
原有客戶因近年來市場競爭加劇及競爭對手實施價格
戰而逐步流失之客戶，例如被處分人原有用戶因甲公司
提供收視用戶每月收視費用○元至○元不等之優惠而
退租之情形。該等方案實施期間為 105 年 6 月至 8 月，
期間內簽約英雄本色專案的價格敏感戶約○戶。該等方
案於 105 年 6 月仍處於研議階段，僅先就部份免費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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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實行，於 105 年 7 月正式提出，除價格敏感戶之外，
原公關性質之用戶亦適用。
３、該等專案非意圖藉由訂價行為排除競爭者，施行對象亦
僅限極少部分用戶，故未以文宣或廣告等方式公開周
知，與跨區有線電視經營業者無涉。部分裝機單上載有
「請工程收取甲工單或拍照」係因該專案之部分對象包
含價格敏感戶（例如因甲公司價格戰而流失之用戶），
為瞭解如何挽留此類價格敏感用戶以及挽留後是否可
創造收益，故將此類用戶列為該等專案評估範圍，一般
收視用戶在評估上不具有參考性，故被處分人會要求簽
署該等專案之用戶提供一定資料以確認渠等為價格敏
感用戶。至於「500 跨區」
、「1233」等文字僅為標靶方
案之名稱，無特別意涵。
４、被處分人營業之變動成本包含加值服務成本、訂戶安裝
維修成本，固定成本包含節目版權成本、節目播映成
本、加值服務成本－成本折舊攤提、訂戶安裝維修－成
本折舊攤提及其他－折舊及攤提。變動成本中之加值服
務成本為寬頻上網安裝及派工等相關人力（含外包人力
及部分自有工程人員）及零件費用，訂戶安裝維修成本
為有線電視及數位服務安裝及派工等相關人力（含外包
人力及部分自有工程人員）及零件費用。因年度版權授
權費用簽訂時係以固定戶數計算，故將節目版權成本列
為固定成本。節目播映成本則為被處分人製作節目（如
地方新聞台等）之相關成本支出，至於加值服務成本－
折舊及攤提、訂戶安裝維修成本－成本折舊攤提及其他
－折舊及攤提等項目則為被處分人內部人員、硬體及設
備等費用。
５、新北市三重區提供視訊服務之業者，除被處分人、天外
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外天公司）及全國數
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公司）等有線
電視業者外，尚有中華電信 MOD、OTT 以及各家 IPTV
業者，均與被處分人提供之視訊服務具替代性，故被處
分人於三重地區之市場占有率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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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一、本案相關市場界定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一）相關市場界定：
１、產品市場：
(1) 本案被處分人與天外天公司、全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北市有線電視公司）
均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向通傳會申請取得經營許可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主要業務為以設置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眾收視、
聽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影像、聲
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廣播電視外，
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網路視聽
平臺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如中華電信 MOD）
，均
能承載語音、視訊、寬頻上網等服務。惟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
體服務平台替代性意見調查」內容顯示，民眾以有線
電 視 為 主 要 收 視 管 道 占 70.7% 、 無 線 數 位 電 視 占
12.7%、MOD 占 10.9%、免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5.0%及
付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0.7%（後二者即 OTT）
。主要使
用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
多元性、頻道節目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方
式、頻道位置等)，最近一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比例
僅 1.7%。另據通傳會公布之「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全國總訂戶數統計表」及「中華電信 MOD 累計用戶
數」觀之，前者訂戶數由 101 年第 1 季 504 萬 1,259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522 萬 4,462 戶，後者用戶數
亦由 101 年第 1 季 110 萬 6,070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133 萬 8,071 戶，有線電視訂戶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增加而有訂戶數衰退之情事，亦可證明二
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認二者未有顯著替代
性。從前述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
台間轉 換情形 與用戶 使用行 為發現 ，有線 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等服務互不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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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衡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以電
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務之
營運模 式係以 固網加 值服務 方式提 供電 信 傳輸平
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劃頻道，與有
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自主權不同，且
MOD 之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道節目內容、隨
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費用，而有線電視
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用，並無平臺服務費，二
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迥異，顯示二者於法
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密替代性。
(3) 經審酌 有線廣 播電視 系統服 務與網 路視聽 平臺服
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服務及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頻道數量、
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現階
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２、地理市場：被處分人及天外天公司向通傳會申請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新北市三重區」，涵蓋範圍包括
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及八里區，而新進業者全國數位
公司係 104 年 5 月於新北市板橋區、三重區及新莊區開
播，並於 105 年 6 月 13 日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經營許可執照（第 2 期）
，可經營區域除前揭 3 行政
區外，尚涵蓋蘆洲區、土城區、中和區、樹林區、三峽
區、鶯歌區、五股區、汐止區及泰山區。新北市有線電
視公司之經營區則為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新莊區、
淡水區、五股區及泰山區，惟現階段開播區域為三重
區、淡水區、五股區、泰山區及新莊區。由於前等事業
重疊且相互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為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
區，縱全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有線電視公司尚未正式於
蘆洲區開播，惟該 2 業者已取得該包含蘆洲區之經營許
可執照，故無礙於該業者得隨時於蘆洲區提供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而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之有線電視收視戶
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其所在區域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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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故應以「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
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二）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市
場為「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
市場。經查被處分人於通傳會原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內
競爭者僅天外天公司，全國數位公司與新北市有線電視
公司則分別於 104 年 5 月及 105 年 3 月在新北市三重區
開播。依通傳會公布之「105 年第 3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
戶數（依經營區）」統計資料及案關業者提供各行政區訂
戶數資料，截至 105 年 8 月被處分人、天外天公司、全
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有線電視公司在新北市三重區及蘆
洲區分別為 75,426 戶、62,750 戶、11,727 戶及 9 戶，則
渠 等 市 場 占 有 率 分 別 為 50.31% 、 41.86% 、 7.82% 及
0.01%，是得認本案被處分人於「新北市三重區及蘆洲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場力量。
二、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為 50.31％，雖達二分之
一，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規定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
惟考量天外天公司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仍有 41.86%，
得與被處分人競爭，且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於 104 年 5
月參進市場，被處分人及天外天公司市場占有率略減，就
本案相關市場競爭情形觀之，尚難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7 條
第 1 項「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
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爰
應就被處分人案關行為是否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予以論處，合先敘明。
三、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三、以低價利誘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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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次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之立法理由表示，係就具有相
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從事不當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
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
予以明文規定，以維市場競爭秩序。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27 條規定：
「本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低價利誘，指事
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低價利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
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而該條立法理
由謂判斷是否低價利誘，原則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例
外於個案參酌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因素，亦可採用平均
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標準認定之。又「有
限制競爭之虞」並不以實際已生限制競爭結果為限，而以
客觀上有限制競爭之危險可能性為已足。
四、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下旬起實施該等優惠方案之行為，已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以低價利誘阻礙競爭
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
（一）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基
本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僅須
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象著眼
點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倘既有業者憑恃
其市場優勢地位實施具低價利誘性質甚或免費收視之促
銷優惠方案，一經締約即可取得約定期間內單獨供應用
戶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新進業者倘欲與其競爭，
勢必須以更低廉價格爭取用戶，惟新進業者營運初期尚
須負擔高額基礎建設成本及頻道授權費用，恐難長期比
照以低於成本之收視費用提供服務，甚或提出免費收視
方案，是倘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既有業者實施具低價利
誘性質甚或免費之促銷優惠方案，將阻礙新進業者以價
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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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被處分人提供包含該等專案之有線電視服務裝機單共
計○份（已刪除註記為低收入戶及公關戶者）
，其中包含
「0 元資費收視一年」以及「第一年 0 元，第二年買 3
個月送 3 個月」，換算即收視 18 個月平均每月只需 83.3
元（下簡稱「1,500 元收視一年半」
）等 2 種優惠方案，
雖被處分人辯稱本案所涉優惠方案應以「綁約 18 個月共
1,500 元」認定，惟經檢視所提○份裝機單，0 元收視一
年資費計有○份，1,500 元收視一年半之資費僅有○份，
故可認被處分人實施之優惠方案仍係以「0 元看一年」
為主，「1,500 元收視一年半」僅占少部份，故本案應以
被處分人實施「0 元資費收視一年」及「1,500 元收視一
年半」等優惠方案，是否構成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論處。
五、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優惠方案係以低於成本，顯不相當之價
格，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一）查事業低價行為存在之量化檢驗方法，依所選定事業成
本種類之不同，可分為邊際成本檢驗法（實務上以平均
變動成本替代之）
、平均避免成本檢驗法、平均增量成本
檢驗法、平均成本檢驗法。倘以實務上常見平均變動成
本法檢驗，全國數位公司係將節目版權成本、節目播映
成本、節目製作成本歸為變動成本，隨訂戶數之增加而
增加，而被處分人則認節目版權成本，本為其與頻道代
理商洽談成交之節目版權年度授權費用，係以固定訂戶
數為基礎計算，故屬固定成本；節目播映成本係被處分
人製作地方新聞台等節目之相關成本支出，故在其營業
成本明細中亦列為固定成本；會伴隨用戶數之變動成本
主要為加值服務成本以及訂戶安裝維修成本。是以，檢
舉雙方對於有線電視服務之變動成本見解歧異。惟查，
103 年起頻道代理商為因應通傳會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
策，對各有線電視業者收取之頻道授權費用及其銷售辦
法係以「基本頻道」作為洽談標的，並以「簽約戶數」
為計價基礎，105 年頻道代理商對各有線電視業者提出
之基本頻道銷售辦法，亦以「每月每戶單價」報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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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訂戶數」為簽約計價基礎，又雙方所簽訂之頻道授
權契約之授權條件及內容須每年重新協商洽簽，每年雙
方所議定之頻道授權費用亦因「訂戶數」之變動而有所
調整，故有線電視業者支付予頻道代理商之頻道授權費
用係依訂戶數之變動而變動，仍屬變動成本，殆無疑義。
復按被處分人表示訂戶安裝維修成本屬該公司經營之變
動成本，爰據被處人所提供近年營業成本明細，將其「訂
戶安裝維修成本」與「節目版權成本」併計為變動成本，
則被處分人 103 年、104 年及 105 年度之每戶每月平均
變動成本應分別約為○元、○元及○元。另就有線電視
相關產業之商業模式、交易特性及經營性質等面向觀
察，其等事業之營業成本（尤其是變動成本）殊無可能
為 0，縱以「1,500 元收視一年半」之優惠觀之，平均每
戶每月僅需 83.3 元之收視費亦低於其平均變動成本，故
被處分人提供 0 元收視一年以及 1,500 元收視一年半有
線電視之優惠方案，顯見其係以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之低
價方案，藉以利誘及影響有線電視收視戶對交易對象之
正常選擇。
（二）次查 105 年 8 月間被處分人網站刊載「CATV 有線電視
收費標準」之資費方案顯示，其數位有線電視收視費區
分為月繳 500 元、季繳 1,500 元、半年繳 2,990 元及年繳
5,970 元，另查全國數位公司開播以來僅曾推出收視費每
月平均○元至○元之優惠方案、天外天公司自 105 年 1
月起為因應新進業者競爭曾給予半年繳以上客戶延長收
視○至○個月不等之優惠。故被處分人給予該等專案用
戶 0 元免費收視一年或 1,500 收視一年半之優惠，無論
與其過去對一般訂戶之收費價格，或其他有線電視業者
之收費情形相較，依照市場之商業通念，抑或有線電視
之一般消費通念以觀，皆係為顯不相當之價格。至於新
北市有線電視公司雖曾於 105 年 3 月推出平均每月最低
○元起之優惠方案，惟並未提供平均每月○元以下之優
惠，且該公司向來未採購主流頻道，其節目內容與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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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尚有差異，節目版權等成本結構與其他有線電視業
者亦不相同，爰尚難逕與前等業者之優惠費率加以比較。
六、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優惠方案之意圖及目的，乃在阻礙新進
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１、查被處分人自承該等優惠方案自 105 年 6 月起試辦，並
在同年 7 月正式實施，主要鎖定曾遭競爭同業以價格戰
轉換交易對象之訂戶，以及該等專案因客戶範圍小故未
公開宣傳。經查，同一時期被處分人網站公告之費率仍
為每月 500 元，且其自承該等專案優惠並無對外公開宣
傳，以及實施對象未包含被處分人之「既有客戶」，爰
得認該等方案非屬針對不特定對象所實施之一般促銷
方案。另查，天外天公司自 101 年以來多以公告牌價收
費，縱係年繳用戶亦僅優惠繳費總額之○元，平均每月
僅優惠○元；以及自 105 年推出優惠半年繳以上客戶延
長收視期間 2 至 4 個月不等，此等措施實難以「價格戰」
稱之。再查，被處分人該等專案之實施日期恰為新進業
者全國數位公司及新北市有線電視公司於三重區開播
營運時點之後，且更緊接全國數位公司即將於被處分人
既有經營區新北市蘆洲區開播營運之時間點。綜上事證
觀之，可證被處分人該等專案實施對象係以新進業者之
客戶為主，揆其意圖及目的，當係為因應新進業者參進
本案相關市場，故推出「0 元免費收視一年」及「1,500
元收視一年半」之優惠方案為低價利誘新進業者之客
戶，以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２、復經檢視該等專案所有裝機單，該等專案之訂戶除位於
「新北市三重區」
，亦包括「新北市蘆洲區」
，且部分裝
機單上有「標靶挽回」及本會調查所得事證尚有「收取
全國工單」等文字註記，綜合前等事證觀之，可證被處
分人實施該等方案係為因應新進業者（尤為全國數位公
司）參進本案相關市場，所為低價利誘新進業者之客戶
以阻礙其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之意圖甚明。
七、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專案之行為已生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之效果：據甲公司提出之退機彙整表 105 年 7 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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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專案而退機轉換交易對象之數量達
○戶，且客戶之退費申請理由即載明「凱擘（按被處分人
從屬於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優惠 1 年半$1500 元，客戶已轉
換，經挽留無效。」並經申請該退費客戶簽名，亦可證被
處分人該等優惠方案已影響交易相對人對有線電視服務提
供者之正常決定，而使得新進業者蒙受流失客戶及退租退
費之損害，就市場競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效果而言，已
生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效果。
八、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優惠方案之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理
由如下：
（一）對競爭事業之影響：
１、該等優惠方案除可以 0 元免費收視一年或者以 1,500 元
收視一年半外，裝機單「方案備註」欄位尚載有倘用戶
中途退租，除補收裝機費 1,500 元外，
「且已收視之月份
需以牌價計費」之違約條款，故倘用戶合約期間內中途
終止有線電視服務，則已收視之月份仍需以 500 元計
費，將墊高用戶轉換交易對象之成本，使其在合約期間
不致與其他競爭者交易，以避免被索討裝機費用及違約
金。故對於欲爭取已簽訂該等優惠方案用戶之競爭者而
言，除比照被處分人提供免費或低價收視優惠，恐須提
供較該等優惠方案更長之免費服務期間，或額外提供贈
品、禮券或等值物資作為回饋，並吸收自被處分人解約
之裝機費與違約金至少 1,500 元以上，始能成功爭取該
等優惠方案用戶，故該等優惠方案無疑墊高競爭者（尤
為新進業者）經營成本。
２、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
率為 50.31%，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鑒於前揭有線電視
服務特性，有線電視業者爭取交易機會，客源不外乎「開
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視新客戶」及「爭取其他競爭同業
之收視舊客戶」，而本案該等優惠方案招徠對象即屬後
者，且多來自於新進業者。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初期，除
須面臨開發新客戶不易之現況，尚須負擔高額網路佈建
成本及頻道授權費用，本即處於相對不利之競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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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競爭對手再以低於成本且顯不相當之價格從事競
爭，並藉違約條款嚇阻用戶與其他競爭者交易，將形成
對新進業者之競爭屏障，而對相關市場之效能競爭產生
不利影響，最終恐致新進業者退出相關市場。是以，被
處分人實施該等專案，實際上已對競爭者產生阻礙競爭
之效果，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難謂不顯著，縱其辯稱
系爭專案係為評估新興媒體消費趨勢，其競爭手段亦難
謂具正當性。
（二）對該等優惠方案用戶及消費者之影響：就已取得該等優
惠方案之用戶短期而言，乍似無償取得可免費收看有線
電視一年，或者 1,500 元收視一年半，每月只要 83.3 元
之優惠，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考量有線電視業者
之設立係特許性質，所提供之服務均受有線廣播電視法
相關規定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之高度管制，故其
在設立、所提供之有線電視視訊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有
法令限制情況下，待現有新進業者因被處分人該等優惠
方案而退出相關市場，一時亦難有後繼之競爭者參進，
將剝奪消費者未來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及多元方案之
選擇權。且被處分人在無其他新進競爭者的情況下，極
有可能恢復原本之收視費用，抑或縮減、不再提供先前
所提供之優惠措施，如此終將損及系爭相關市場之競爭
及整體消費者利益，此自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以及八
里區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長期為被處分人以及
天外天公司寡占把持，該二事業於經營區開放前均依（或
接近於）公告費率上限收費，如被處分人僅優惠簽約社
區半年繳費總額○元，與天外天公司年繳用戶全年亦僅
優惠○元，業者均甚少給予收視戶優惠乙事，可見一斑。
（三）綜上，被處分人實施該等優惠方案之行為對新北市三重
區及蘆洲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正常競爭及消
費者利益顯有負面影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九、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特
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該等優惠方案實施情況對市
場競爭之影響，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起正式實施該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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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核屬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尤針對新進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且以其在本案相關市場占有率已
達 50.31%以觀，藉該等優惠方案之實施，於案關服務特性
同質性高情況下，將阻礙其他有線電視業者（尤針對新進
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競爭，
導致競爭者銷售困難，系爭行為無疑具極高限制競爭非難
性，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十、至於被處分人稱全國數位公司亦推出每月○元之收視服務
等語，查新進業者營運初期市場占有率極低，於本案相關
市場尚不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參進市場初期以提供較優
惠價格吸引新客戶使用其服務之促銷行為，其目的非在透
過低價排除競爭，而是藉此得以順利進入市場參與競爭，
實無減損市場競爭之機能，與既有業者透過低於成本或顯
不相當之低價，形成競爭屏障以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之情形，尚屬有別，況新進業者開播迄今並無提供免
費收視。是以，縱被處分人執新進業者亦從事低價競爭為
辯詞，仍無礙其違法行為之成立。
十一、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實施 0 元收看有線電視一年以及
1,500 元收看有線電視一年半之優惠方案，係以低價利誘
方式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之意圖、目的、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不法性及持續
期間（105 年 7 月至同年 8 月）、105 年度營業額、訂戶
數、受影響戶數、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及配
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26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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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3 號

被處分人：塞席爾商真怡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43074403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77 號 19 樓之 5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未
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 106 年 7 月 21 日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查，查
獲被處分人「酵暢纖凝露」、「行動美容創業組」、「團隊 HP 入
會組合一」、「團隊 HP 入會組合二」及「413 歡慶開幕重銷組」
等 5 項商品之進銷存資料，惟該等商品並未依法報備；次查獲
被處分人舉辦「新人入會 4/18 日起，訂單滿 5000 元以上送極
致亮白面膜一盒(6 片/盒)、生物纖維面膜一盒(3 片/盒)」、「美
麗 X 健康自由配」、「快速推薦發展獎勵方案」」、「18000 六
個月免重消」、「會員下單滿 3000 即贈蘭胚精粹保濕 CC 霜 x1
條」等涉及傳銷制度改變之活動，亦未依法事先向本會報備。
理
由
一、 本會於 106 年(下同)7 月 21 日業務檢查獲悉，被處分人新
增銷售「酵暢纖凝露」商品及「行動美容創業組」、「團
隊 HP 入會組合一」、「團隊 HP 入會組合二」「413 歡慶
開幕重銷組」等套裝商品，計 5 項商品品項，分別於 5 月
15 日、6 月 12 日、6 月 26 日、6 月 26 日及 4 月 17 日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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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於實施前事先向本會報備。按傳銷套裝商品係由不同
商品品項組合而成，倘套裝商品組合中，涉及個別品項內
容或價格的變動，即應視為不同之商品品項。查被處分人
上開套裝商品皆以較各單項商品加總金額為優惠之價格銷
售予傳銷商，已涉及價格之變更，是該等組合商品應為不
同商品品項。惟被處分人至 8 月 4 日始向本會報備完成「酵
暢纖凝露」商品，其他套組商品雖嗣後未再銷售而未報備，
然被處分人就上開商品品項俱未於實施銷售前向本會報
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本會另查悉被處分人新增涉及傳銷制度之活動，據被處分
人表示，
「新人入會 4/18 日起，訂單滿 5000 元以上送極致
亮白面膜一盒（6 片/盒）
、生物纖維面膜一盒（3 片/盒）」、
「美麗 X 健康自由配」
、
「會員下單滿 3000 即贈蘭胚精粹保
濕 CC 霜 x1 條」等活動於 106 年 4 月 18 日實施，「快速推
薦發展獎勵方案」及「18000 六個月免重消」等活動於 106
年 6 月 6 日實施。上開活動均已涉及傳銷制度中有關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內容、發放條件等事項，惟被處分人遲至
8 月 4 日及 8 月 11 日始向本會報備完成。是被處分人變更
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亦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
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7 月 21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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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8 月 11 日陳述紀錄暨書面資料。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
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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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9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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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案件決定書
公結字第 106002 號

申報人：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1895
址

設：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91 號 4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報人：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8934
址

設：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 段 151 號 4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報事項
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擬整
合資源、人員相互協助之經常共同經營方式，依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申報
事業結合。
決定內容
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擬整
合資源、人員相互協助之經常共同經營方式，為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事業結合。本會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
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附
加下列負擔不予禁止：
申報人應於本結合後，分別於 108 年 3 月底前提供結合次日起
至 107 年底、109 年 3 月底前提供 108 年度之下列資料送交本會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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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結合事業提供之有線電視服務、寬頻上網服務、數位

頻道加值服務之價格、數量、優惠方案、解約條件。
二、 提升有線電視服務收視品質、頻道內容及寬頻上網服務品
質之具體措施。
理
由
一、 按「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係公
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另「事
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率達三分之一」
、
「參與結合之
一事業，其市場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事業結合時，應先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報，係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2 款規定之結合申報門檻。查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聯維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福
公司)擬整合資源、人員相互協助之經常共同經營方式，合
致公平交易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結合型態。又
參與結合之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於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占有率分別為 73.82%及
16.96%，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須
向本會申報結合之門檻規定，且無同法第 12 條所規定除外
適用情形，依法應先向本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復依公平
交易法第 13 條規定，本會對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
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
禁止其結合，另為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二、市場界定與市場占有率
(一)產品市場：本案參與結合事業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均係依
有線廣播電視法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申
請取得經營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主要業務為
以設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
眾收視、聽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影像、
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廣播電視外，
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電視、網路視聽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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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如中華電信 MOD)，均能承載語
音、視訊、寬頻上網等服務，惟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服務與前等服務所提供之頻道數量、頻道內容、法令管
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
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二)地理市場：聯維公司及寶福公司向通傳會申請之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區「臺北市萬華區」，涵蓋範圍包括臺北市
中正區及萬華區；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北都公司)104 年 5 月取得營運許可，營業地區包含臺北
市中正區、大安區、松山區、中山區及信義區，並於 104
年 11 月在前揭行政區開播；該公司復於 106 年 4 月取得
變更後之營運許可證，營業地區除前揭行政區外，尚包含
臺北市萬華區、內湖區、大同區、南港區、士林區、北投
區及文山區。前等 3 事業重疊且互相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為
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縱北都公司尚未正式於萬華區開
播，然北都公司業已取得於萬華區之經營許可執照，故無
礙於該公司得隨時於萬華區提供有線電視服務；而前等區
域之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
其所在區域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故應以「臺北
市中正區及萬華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三)市場占有率：依通傳會 106 年第 2 季訂戶數統計表及事業
提供訂戶數資料所示，聯維公司、寶福公司及北都公司於
「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
訂戶數分別為 5 萬 7,198 戶、1 萬 3,142 戶及 7,138 戶(按
北都公司於萬華區之訂戶數為 0)，渠等市場占有率分別
為 73.82%、16.96%及 9.22%。
三、結合競爭分析
(一) 本結合案之限制競爭效果分析：
１、本案參與結合事業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
90.78%，具有高度市場力，不排除渠等於結合後，有
單獨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然因有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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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仍受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之雙重審查及核定，故
參與結合事業所提供之有線電視服務之收費，仍須受
中央及地方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法
令之管制，是參與結合事業縱使結合後，其得以單獨
提高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之能力亦將受限。
２、本案相關市場除參與結合事業外，尚有新進業者北都
公司於 104 年 11 月參進市場與參與結合事業互為競
爭，其可爭取之收視戶，除原非屬有線電視既有收視
戶外，勢從既有業者(即參與結合事業)之交易相對人
進行爭取，且北都公司自參進市場後，積極爭取客戶
提升其市場占有率，另亦有數家有線電視業者未來將
進入市場，渠等參進後，勢必積極爭取收視戶，提升
各自之市場占有率，而與參與結合事業相互競爭，是
參與結合事業與新進業者間將不易採行一致性行為。
３、本案除新進業者北都公司已於市場參與競爭外，尚有
數家有線電視業者已取得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有
線電視籌設許可，不排除渠等將來參進本案相關市場
之可能，而對參與結合事業形成競爭壓力。
４、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係屬高度管制之產業，其
費率亦經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雙重審查及核定，參與
結合事業結合後，尚不致對交易相對人(收視戶)產生
不利影響。況且新進業者參進市場以降，多以提供優
惠價格及較佳收視品質來爭取收視戶，對既有業者將
產生些許壓力。因此，交易相對人(收視戶)在可供選
擇與比較情況下，對於參與結合事業商品價格或服務
報酬已產生箝制之可能性。
５、其他足以減緩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考量因素
(1)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所提供之視訊服務，目前
尚有依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由市內網路業務經
營者設置的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提供類似有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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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視系統之視訊服務，是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所提
供之視訊服務，於未來仍將面臨重大潛在競爭者，
同時有線電視收視服務的市場範圍亦已擴大，更將
減緩申報人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優勢地
位。
(2)隨著網路 IP 化、接取寬頻化、內容數位化及應用
多元化的發展，不同通訊技術與應用間的互通互連
將無可避免，未來通信、傳播與網際網路上所有應
用服務的平臺，將逐步整合在單一網路平臺。基於
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消費者需求的改變，原本分屬
不同產業的電信及傳播等產業的界限業逐漸模糊，
有線電視系統正朝向數位化提供整合式服務發展，
而通信業者亦朝向以 IPTV 技術提供視訊服務發展，
是未來提供視訊服務之平臺將不僅侷限於有線電視
系統，而播送視訊頻道節目的管道亦將大幅增加，
此匯流趨勢之發展，亦將降低申報人濫用市場力量
造成市場封鎖效果之可能。
(二) 本結合案之整體經濟利益：
１、參與結合事業結合後，將透過資源整合，升級頭端機房
設備，建置 FTTH 光纖到府高速網路，提供優質頻道內
容與服務品質;參與結合事業並規劃 106 年至 109 年擴
大生活圈居民享免費戶外上線、低價上網服務、物聯網
裝置便利的目標，讓消費者有多元選擇，進而提升消費
者利益。此外，本案結合後亦有助於參與結合事業引進
資金，加速有線電視數位化及數位匯流，有益於視訊媒
體產業發展等整體經濟利益。
２、另依寶福公司損益表顯示，該公司於 102 年開始至 106
年上半年，連續 4 年半營業處於虧損狀態，營業淨損率
分別為-24%、-15%、-14%、-34%及-59%(負號表示淨損)，
且其市場占有率亦有下降之情事，復加以新進業者北都
公司已於市場上參與競爭，潛在競爭者未來將參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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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本案相關市場將愈趨競爭。透過本案之結合，參與
結合事業可以共同經營，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節省經營
成本，改善寶福公司財務結構，進而增加生產效率，消
費者權益因而得以獲得保障。
四、綜合評估：
(一)本案參與結合事業雖於「臺北市中正區及萬華區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市場占有率達 90.78%，惟審酌
前等單方效果、共同效果、參進程度、抗衡力量及其他
足以減緩限制競爭不利益之考量因素，本結合應未有高
度之限制競爭不利益情事。
(二)另本結合雖具有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有益於視訊
媒體產業發展、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及保護消費者利益
等整體經濟利益；惟現階段參與結合事業於「臺北市中
正區及萬華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之占有率達
90.78%，仍具有高度之市場力，雖新進業者北都公司業
已實質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已取得本案相關市場有線電
視籌設許可之數家業者未來仍有參進市場之可能、消費
者收視行為之改變、數位匯流發展下多種視聽平臺之跨
業競爭愈趨明顯、相關法令規範逐步修正等因素，似可
減緩參與結合事業之優勢力量，從而降低其因水平結合
所造成的市場封鎖疑慮，惟本會仍應透過附加負擔之方
式進行監督，以確保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
五、綜上論結，本結合對整體經濟之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
益，尚無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禁止其結合之必
要。惟為進一步確保本案之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
不利益，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附加負擔如決
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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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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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 106002 號

申請人：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738446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2 段 243 號 6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裕民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7067419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207 號 2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達和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24668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 段 113 號 10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812103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1 段 368 號 14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3086
址 設：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88 號 24 樓
代表人：○○○
276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地

處分

址：同上

申請人：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3564713
址 設：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 段 29 號 2-6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四維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551801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167 號 16 樓
代表人：麒麟船務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04200199
址 設：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 271 號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337775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 段 166 號 1 至 4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萬海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139500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6 號 10 樓
代表人：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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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正利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908058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0 號 13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協榮航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057432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217 號 6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德翔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58608
址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7 號 6 樓
代表人：○○○
地 址：同上
前 13 人代理人：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
地 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2 段 12 號 8 樓
申請事項
一、申請人等共同承運機關（構）進口物資，屬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所稱聯合行為，依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及第 16 條
第 2 項規定申請聯合行為許可延展 5 年。
二、由交通部認可之專責機構依「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
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相關規定，計算各申請人
承運之權重比例，規劃推薦適載承運者。
許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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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等申請聯合運送依「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
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採購之大宗物資及一般雜貨，
符合當前整體經濟利益，許可期限自 106 年 9 月 29 日起至
111 年 9 月 28 日止計 5 年。
二、申請人等及交通部認可之專責機構不得拒絕其他符合「政
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
之
國籍船舶運送業者加入本聯合行為。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時
應報送本會備查。
三、申請人等聯合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
材，應將專責機構規劃推薦之國籍船舶業名單及承運權重比
例、實際承運情形(包含實際承運之國籍船舶業名單、承運
數量及比例)，於每年 4 月 1 日前送本會備查。
許可理由
一、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5、為加強貿易效能，而
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同法第 16 條規
定：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許可
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
期限屆滿前 3 個月至 6 個月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
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 5 年。」
二、次按航業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為發展國家整體經濟，
有關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由主管機關
認可之專責機構規劃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以合理價格
及符合公開公平競爭原則，提供海運服務相關事宜。」其
立法理由揭載其規範目的係為提昇國籍船隊運輸能量及國
家經濟之穩定發展，使有關政府機關及其公營事業機構進
口物資器材能順利運送，爰規定由主管機關認可之專責機
構規劃推薦適當船隊運送，俾適時適地完成任務之機制。
航業法第 17 條第 2 項授權交通部訂定「政府機關及公營事
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海運運送作業辦法」(下稱運送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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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總說明揭示，由專責機構規劃推薦適宜之船舶運送業，
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係基於國家
整體經濟發展之需要，建立適當規模之國輪船隊，並顧及
戰時國家軍事物資運送等目的。中華民國海運聯營總處(下
稱海聯總處)係經交通部同意認可為運送辦法第 7 條所稱之
專責機構。依照本案聯合行為之內容，海聯總處在確認申
請人有承運之意願後，依照申請人之「運能」(即其擁有國
輪之載重噸數)計算其國輪權重，嗣依國輪權重決定各批次
申請人之承運比例，再向採購機關推薦，是申請人所可承
載之比例，係按所擁有國輪權重計算，為獲得更多的承運
機會，必須增加運能，因此可增加整體國輪船隊之規模，
達到發展我國海運事業之產業政策。另因各申請人承載之
運量並非依照價格機制分配，可以避免貨源集中在少數國
輪業者手中，故可維持國輪業者的家數，而有助於戰時物
資運送之風險分散及有益國家安全。因本案聯合行為之實
施可促進發展國輪船隊規模及戰時國家軍事物資運送，有
利於產業政策及國家安全，具有公共利益。再者，本案聯
合行為之實施，申請人得以聯合提供船期與艙位，將可彈
性調度船舶因應海運市場可能之失調現象，穩定所需貨
源，有助於提供更穩定之運能、減低運價波動等經濟利益，
且該經濟利益可由交易相對人(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及社
會大眾(納稅義務人)合理分享，亦具有整體經濟利益。
三、另依據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提供所轄公營事業機構於 103
年至 105 年間進口大宗物資與一般雜貨數量等數據資料，
及交通部公布之交通統計月報，申請人聯合承運政府機關
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占國內進口量及公營事業進口量
比例與申請人前次申請聯合行為許可時差異不大，顯示參
與事業於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之市場力
並無顯著增加。此外，本次申請所欲繼續實施之聯合行為
內容與前次申請許可時相同，並無涉及對於運價之共同決
定、劃分交易對象等限制，即並無增加限制競爭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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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各參與者依照運能分配運量之協議，雖屬於產量限制
之類型，但其係基於達成前述穩定海運運能、發展國輪船
隊及分散戰時物資運輸風險等整體經濟及公共利益之目
的，且運量分配只是依照各申請人之運能分配載運量之比
例，並未限制總運量規模。另本案聯合行為未限制參與者
只能透過運量分配之管道，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
之進口物資器材，參與者可以不經由海聯總處推薦之管道
取得承運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之機會，
是仍有足夠誘因持續相互競爭，未超越達成正當目的之範
圍。
四、綜上，本案聯合行為之繼續實施，有益整體經濟及公共利
益，且其對競爭之限制，並未超過達成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之合理必要範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規定，予以許可。惟為避免申請人等及交通部認可之專
責機構不當限制其他符合運送辦法資格之國籍船舶運送業
者參與聯合行為，且爲消弭本聯合行為對於政府機關及公
營事業機構進口物資器材市場可能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
並監督其實施之情形，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予以附加期限及負擔如許可內容。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9
月 6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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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4 號

被處分人：豬豬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0200354
址

設：臺中市西區精誠路 122 號 4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未經他事業同意，逕自擷取使用他事業租屋網站
出租物件資訊，作為自身 App 之內容，並以此招攬使用者
下載、付費購買加值服務、銷售廣告版位等商業交易行為，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檢舉人檢舉意旨略以：
(一) 檢舉人經營「591 房屋交易網」
（下稱 591 房屋網）等網
路平台。591 房屋網係 591 房屋網於 96 年 6 月成立，提
供廣告主付費刊登房屋租賃、買賣交易資訊、裝潢廣告
及消費者免費查詢服務。另為提升服務效率及擴大服務
客群，檢舉人設計開發 Android 版、iOS 版「591 房屋
交易」手機 App（下稱 591 房屋 App）
，102 年 1 月 15 日、
100 年 7 月 11 日分別在 Google Play Store 及 Apple App
Store 上架供使用者免費下載，並歷經多次改版，其欄
位元及內容與 591 房屋網相同，僅呈現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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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舉人建置 591 房屋網及 591 房屋 App 平台，提供會員
付費刊登出租房屋物件資訊服務，並依刊登廣告類型、
位置、天數及電腦版或行動版加值服務等項目決定收取
費用數額。該網站會員來源為房屋出租者及房仲業者，
刊登物件流程為會員註冊、繳交費用、上載資料及刊
登。使用者可無限制瀏覽前揭平台登載之租屋物件資
訊，自行設定路段門牌、價格坪數、房屋型態及樓層建
築形式等條件搜尋合適物件，並得免費使用進階搜尋條
件（如地區、用途、坪數、租金等）選單、訂閱、推播
等媒合服務。
(三) 檢舉人發現有 1 款名為「豬豬快租」之手機 App（下稱
豬豬快租 App）
，與 591 房屋 App 同屬提供消費者與出租
物 件 刊 登 者 可 互 通 聯 繫 之 平 台 ， 且 在 Google Play
Store(Android 版)、Apple App Store(iOS 版)均有上
架，並以提供平台服務為收入來源。經檢舉人於 105 年
6 月 20 日委請公證人公證 iOS 版豬豬快租 App 操作過程
及其與 591 房屋 App 出租物件對照資料，比對發現豬豬
快租 App 近 9 成內容係直接擷取 591 房屋網之出租物件
資訊（含物件照片、基本資料及刊登者聯絡資訊等），
且使用者輸入地區、用途、租金範圍、坪數範圍等搜尋
條件後出現之頁面，並無揭露檢舉人所屬租屋物件原登
載網址。復點選搜尋結果之特定物件，則連結至該 App
自行編排載有物件照片及租屋基本資訊等內容之頁
面，然該頁面亦未提供檢舉人原登載物件網址，且使用
者可透過介面下方電話及電子郵件圖示按鍵與委託檢
舉人刊登租屋廣告之會員(聯絡人)直接聯繫，而無需再
造訪 591 房屋網或下載 591 房屋 App。
(四) 檢舉人為建置 591 房屋網站投入大量人力編輯、規劃及
建構網站營運模式。591 房屋網成立之初，為提升廣告
主在網站刊登廣告意願及爭取使用者優先至網站檢索
租屋資訊，於平面及電子等媒體，投入大量宣傳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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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每日曝光達 3,000 萬次之廣告量高度行銷，希冀提
高網站瀏覽數、曝光度及租屋資訊刊登量，倘不計入人
事及其他營運成本，已支出之行銷費用高達○萬元。目
前該網站員工已逾 100 人，成立以來累積瀏覽人次達○
次，刊登出租物件○萬件以上。另依 106 年 4 月份內政
部「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懶人包統計資料，105 年
度租賃市場規模約 93.5 萬戶，而 591 房屋網 105 年出
租物件刊登量逾○萬筆，依此估計市場占有率達○成。
(五) 檢舉人 591 房屋網投入龐大人力、物力、時間及行銷資
源建立商譽，吸引會員加入並刊登租屋物件，故任一會
員及物件資料皆屬重要營業資產。該網站登載訊息雖屬
公開資料，然會員服務條款第 20 條業載明「任何人未
經 591 及權利人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修改重製，公開
播送、改作、散佈、公開傳輸、公開發表，進行還原工
程解編或反向組繹」，並透過設計防堵保護程式、非正
常行為用戶瀏覽功能限制等方式阻隔資料被複製及獲
取，然程式多次遭人破解。
(六) 檢舉人 591 房屋網及 591 房屋 App 在提供國內出租物件
資訊數量及網站資訊檢索便利性方面具有絕大優勢，租
屋資訊瀏覽者會優先考量使用。又租屋網站瀏覽人次及
App 下載次數多寡將影響租屋廣告刊登者之刊登意願，
進而對平台之客源及營業收入產生影響。雖檢舉人與被
處分人分別以租屋廣告刊登者、租屋資訊瀏覽者為收費
對象，惟其使用檢舉人網站資訊擴張 App 下載及瀏覽人
次，侵蝕檢舉人租屋平台之瀏覽人次，進而削減刊登客
源。
(七) 豬豬快租 App 於 Apple App Store 上架第 7 天即進入臺
灣生活風格類排行榜第 100 名內，足見其攀附行為確實
達成快速提升 App 下載人數效果。又租屋手機 App 平台
除提供使用者下載及瀏覽出租資訊外，可因下載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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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多，透過廣告進駐 App 介面空間獲取廣告收入，且
收費標準通常高於網頁廣告。
(八) 被處分人未取得檢舉人同意或支付費用，未付出努力建
置自身出租物件資料，逕自大量擷取檢舉人 591 房屋網
及其他業者租屋資訊、圖片及鑲嵌租屋網站頁面，擴充
自身 App 資料庫，藉以招攬瀏覽者及會員付費購買「租
屋雷達」通知服務，同時取代原網頁瀏覽功能致其使用
者流失，已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涉
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九) 對於被處分人辯稱使用者可透過點擊超連結圖示連結
至原租屋網站查看完整資訊乙節，檢舉人反駁表示豬豬
快租 App 係擷取鑲嵌 591 房屋網頁面，使用者仍在豬豬
快租 App 之網頁檢視，無法透過連結進入 591 房屋網頁
面瀏覽，故被處分人所稱並非事實。另被處分人舉出屋
比 App 及 Mixrent 網站亦提供類似之彙整租屋物件資訊
服務乙節，檢舉人則認為屋比 App 及 Mixrent 網站之租
屋物件資訊提供方式，並非擷取鑲嵌 591 房屋網頁面，
係摘取部分網站資料，但瀏覽者如欲查看詳細資料，仍
必須點擊連結進入該網站瀏覽，與豬豬快租 App 係提供
使用者直接透過 App 介面觀看 591 房屋網之內容仍屬有
別。
二、被處分人答辯說明意旨略以：
(一) 被處分人係 105 年 9 月 1 日設立，主要業務為開發線上
應用軟體，目前營運中之應用軟體僅有豬豬快租 App。豬
豬快租 App 係被處分人之負責人○君自行開發，有 iOS
版及 Android 版兩種，並分別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105
年 8 月 24 日以個人名義於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beta 測試版，正式版係 105 年 11 月 21 日發布)
上架迄今，供消費者免費下載。惟在被處分人設立之後，
豬豬快租 App 之註冊及開發者名稱已變更為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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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豬豬快租 App 開發目的係將數個租屋網站刊登之公開租
屋資訊整合，讓使用者可快速、方便、免費瀏覽，並在
出租物件標示「591」等網站名稱及相關字樣揭示物件
資訊來源，惟未提供租屋房東刊登物件資訊服務，亦無
獲知豬豬快租 App 之使用者是否透過豬豬快租 App 介面
與租屋房東間成立租賃關係或就雙方成立租賃關係收
取費用之機制。自豬豬快租 App 正式上架至 106 年 4 月
8 日止，iOS 版、Android 版 App 累積下載次數各為
133,937 次、20,305 次。
(三) 豬豬快租 App 登載之出租物件資訊均係透過「網路爬蟲
技術」擷取 591 房屋網、樂屋網、好房網（105 年 8 月
已停止擷取該網站資料）及信義好好租等網站公開資料
(含網址)，將部分欄位資訊存取於雲端資料庫，再透過
豬豬快租 App 提供給使用者檢索。又「爬蟲技術」設定
為每小時擷取該等網站新刊登之出租物件資訊並存入
資料庫，已登載物件資料之更新或刪除則每日更新 1
次，倘遇網站調整物件登載格式則併予修改「爬蟲」邏
輯後再繼續擷取。網站資訊經擷取後未再整理，惟透過
程式比對不同網站登載之重複出租物件資訊，並隨機存
取其中 1 筆供使用者檢視。依 106 年 3 月 2 日資料庫之
出租物件數量計算，來自 591 房屋網、樂屋網及信義好
好租之擷取件數占資料庫總件數(○件)比例分別為○
%、○%及○%。另被處分人及其負責人於擷取他事業租
屋網站資訊前，並未徵求網站所屬事業之同意，亦未支
付費用。被處分人或其負責人於 105 年 8 月至 9 月間曾
接獲檢舉人電子郵件，要求將 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資訊
自豬豬快租 App 移除，惟雙方未取得共識。
(四) 豬豬快租 App 於 105 年 9 月進行改版，兩種版本改版前
後之介面差異如下：
1、105 年 9 月以前，iOS 版、Android 版豬豬快租 App 使用
者於「租屋快搜」頁面輸入搜尋條件後，可透過點選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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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快租 App 篩選物件之圖片，在豬豬快租 App 介面上檢
視雲端資料庫所存取之租屋網站物件資訊，並透過該介
面與物件聯絡人取得聯繫。惟使用者仍可藉由點擊豬豬
快租 App 物件資訊頁面之超連結(地球圖示)、分享圖
示，連結回原資料網頁或知悉來源網址。
2、105 年 9 月豬豬快租 App 介面改版後，
「租屋快搜」輸入
搜尋條件頁面未變更。惟輸入搜尋條件顯示之篩選物件
圖片上方新增揭載資料來源網址，使用者點擊該等物件
圖片後，Android 版即以手機系統內建瀏覽器直接開啟
資料來源網頁，iOS 版則呈現物件原始網頁畫面，亦即
使用者並非在豬豬快租 App 介面檢視物件資訊，需要至
資料來源網頁始能查知物件聯絡人聯繫方式等完整租
屋資訊，iOS 版則另新增複製來源網址功能。故改版後
之豬豬快租 App 僅作為搜尋工具，無法取代 591 房屋網
等網站功能，不會造成該等網站到訪人數減少。
(五) 被處分人營業收入來源有二：
1、
「租屋雷達」服務收入：iOS 版豬豬快租 App 於 105 年 5
月開始提供付費之「租屋雷達」服務，即租屋需求者付
費後自行設定搜尋條件，豬豬快租 App 透過索引各租屋
網站新刊登物件，在資料更新 1 小時內，送出符合條件
物件之通知，此為 Android 版豬豬快租 App 所無之支援
項目。該服務推出時之收費方案為購買 15 日新臺幣(下
同)30 元、40 日 60 元、60 日 90 元，其後曾數次調整收
費方案。
2、廣告收入：被處分人申請 Google Admob 帳號，在 iOS
版、Android 版豬豬快租 App 介面上編寫程式碼(顯示為
廣告版位)，與廣告媒合服務提供者 Google Admob 進行
連結後，由 Google Admob 決定刊載廣告內容及廣告收
入分配，收入則匯入被處分人 Admob 帳號。
3、至 106 年 4 月間，租屋雷達服務收入及廣告收入合計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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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豬豬快租 App「租屋雷達」服務收費對象為租屋需求者，
591 房屋網向刊登出租物件之房東收取廣告費用，二者
之服務對象及交易型態不相同。又豬豬快租 App 市占率
甚小，其整合搜尋功能可提高刊登出租物件成功出租之
機率，而與豬豬快租 App 同屬彙整租屋物件資訊之服務
提供者包括屋比 App(https://www.ubee.io)及 Mixrent
網站(https://tw.mixrent.com/index.php)。
(七) 豬豬快租 App 之內容係自公開網路合法取得文字、圖
片，未以不正方法獲取 591 房屋網之內部資料，故無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租屋網業者既於網站公開出租物件資
料，自無法阻止他人查詢並為搜尋比較等進一步使用行
為。豬豬快租 App 以書籤呈現取得之文字、圖片，使用
者只要透過點擊書籤即可導入原資訊來源網頁，原網站
應獲得的流量、廣告仍存在，被處分人與 591 房屋網等
租屋網站之商業利益係分離，況且豬豬快租 App 有助增
加租屋網站物件曝光度，提升房屋出租效率，尚無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
理
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同法第 42 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
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
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又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
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顯失公平之行為包括以損害競爭對
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不當招攬顧客、
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及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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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等類型，而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
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內容，藉以增
加自身交易機會，即為常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類型之
一。
二、 本案行為主體：豬豬快租 App 最早之版本雖係由被處分人
之負責人○君所設計開發，且以○君個人之名義將豬豬快
租 App 上架於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提供
使用者下載，但於被處分人設立後，豬豬快租 App 之帳號
名稱已變更為被處分人，此有 Google Inc.及美商蘋果亞
洲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帳戶資料可稽。另查，被處分人
係○君獨資設立之公司，主要業務為開發線上應用軟體，
目前營運中之應用軟體僅有豬豬快租 App。被處分人營業
收入來源為 iOS 版豬豬快租 App 使用者購買「租屋雷達」
加值服務及 iOS 版、Android 版豬豬快租 App 之廣告收入
等。因本案被檢舉時，豬豬快租 App 登記帳號之名義已變
更為被處分人，該 App 目前係由被處分人負責營運與管
理，所獲營收亦歸屬於被處分人等情形，本案之行為主體
應認為被處分人。
三、 據檢舉人表示，591 房屋網成立初期即投入大量人力、資
金、時間在編輯、規劃、建構營運模式、宣傳及廣告方面，
建立商譽，吸引會員刊登租屋廣告。591 房屋網營運迄今，
已支出之行銷費用達○元，刊登之出租物件○件以上，網
站累積瀏覽人次達○萬次。另 591 房屋網登載之租屋資料
雖係公開、無限制供瀏覽者查詢，惟所有會員及物件資料
皆屬重要營業資產，故檢舉人透過在會員服務條款載明未
經檢舉人及物件權利人同意不得使用或修改重製，並設計
防堵保護程式、非正常行為用戶瀏覽功能限制等方式阻隔
他人複製及獲取資料等語，主張 591 房屋網刊登之出租物
件資訊係經檢舉人投入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且具有商業
價值。按租屋網站上出租物件資訊之原始提供者雖係房
東，且係由房東付費給租屋網站換取刊登服務，但此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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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租屋網站無需投入努力即可取得出租物件之資訊，租屋
網站經營者必須維護網站之運作、檢視刊登物件之資料是
否完整，並提供客服等支援服務。此外，租屋網站係提供
房東與房客之中介平台，具有典型「雙邊市場」之特性：
從房東的角度，特定租屋網站的價值取決於該網站吸引房
客瀏覽的數量；從房客的角度，其選擇造訪特定租屋網站
的重要考量，是該網站上是否有豐富的出租物件可供比
較。因平台兩邊具有間接網路效應，故租屋網站在成立初
期必須要投入大量的廣告活動、補貼(例如免費刊登)等方
法，吸引足夠數量之房東及房客加入同一個平台。是以，
儘管 591 房屋網的出租物件資訊係房東付費刊登，但從租
屋網站之經營模式及經濟特性，網站資訊係檢舉人經營投
入相當努力之成果，且具有商業價值，應堪認定。
四、 被處分人自承未取得檢舉人之同意，即自行透過「網路爬
蟲技術」擷取 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資訊，將部分欄位資料
存入雲端資料庫後，充作自身豬豬快租 App 之內容，並透
過豬豬快租 App 將出租物件資訊提供給使用者。且被處分
人 106 年 3 月 2 日資料庫中之出租物件資訊係分別擷取自
591 房屋網、樂屋網及信義好好租，總數達○件，其中以
擷取自 591 房屋網的數量最多，比例高達○%。又自豬豬快
租 App 於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 等下載平
台上架截至 106 年 4 月 8 日止，累積下載次數分別為
133,937 次(iOS 版)、20,305 次(Android 版)。iOS 版豬豬
快租 App 還提供「租屋雷達」之付費服務項目，使用者可
自訂搜尋條件，經由豬豬快租 App 檢索 591 房屋網等租屋
網站，在有新刊登物件之 1 小時內送出符合條件之物件通
知，藉此獲取該付費服務收入。另被處分人亦將豬豬快租
App 廣告版位提供給廣告媒合服務業者使用，並獲取廣告
費用之分潤。被處分人未經檢舉人之同意，逕自擷取並使
用 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資訊，作為自身豬豬快租 App 之內
容，並以此招攬使用者下載、付費購買租屋雷達服務、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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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廣告版位等商業交易行為，賺取付費服務項目及廣告分
潤之行為，核屬「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
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
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五、 承前所述，租屋網站具有「雙邊市場」之特性，租屋網站
經營者必須吸引足夠數量之房東及房客加入同一個平台，
才能提升租屋網站之價值。被處分人未經檢舉人之同意，
即擷取使用檢舉人 591 房屋網之出租物件資訊，充作豬豬
快租 App 之內容提供給使用者檢索，將原本造訪 591 房屋
網欲檢索出租物件之房客，導向豬豬快租 App，瓜分 591
房屋網之網路流量，不僅減損檢舉人為吸引房客造訪 591
房屋網所投入之努力，也會因為平台兩邊間接網路效應，
降低 591 房屋網對於房東之價值。此外，591 房屋網不僅
提供房東及房客間中介平台，591 房屋網之網頁亦有提供
廣告版位，對廣告主而言，網站廣告版位的價值取決於造
訪網站的網路流量。被處分人擷取 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資
訊充作豬豬快租 App 之內容，瓜分 591 房屋網之網路流量，
榨取檢舉人為建構 591 房屋網及吸引房客造訪該網站投入
之努力，並有減損 591 房屋網出租物件刊登客源及其廣告
版位商業價值之虞。復因租屋網站具前揭市場特性，檢舉
人所受損害程度非僅由被處分人行為當下產生之靜態效果
所得見，尚應考量 591 房屋網因房客瀏覽次數減少將致房
東刊登出租物件客源減少、591 房屋網廣告版位商業價值
減損，再因此降低未來房客造訪網站及廣告主刊登廣告意
願之動態效果。是以，本案被處分人所為係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洵屬昭然。
六、 被處分人雖聲稱屋比 App 及 Mixrent 網站亦提供類似豬豬
快租 App 之彙整出租物件資訊服務，惟查屋比 App 及
Mixrent 網站內容，並非直接將 591 房屋網之頁面鑲嵌於
自身 App 或網頁內容，僅摘取部分 591 房屋網之資料，房
客如欲查看詳細資料，仍必須點擊連結進入 591 房屋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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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瀏覽，與一般比價網站僅彙整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價格資訊，使用者倘欲查看其詳細資訊及訂購則仍需連結
至原資訊刊登網站之情形較為類似，其營運模式並未瓜分
原刊登資訊網站流量及交易機會。此與被處分人將 591 房
屋網之出租物件資訊充作自身豬豬快租 App 內容、使用者
無需再連結 591 房屋網，即可檢索 591 房屋網內之出租物
件資訊，甚至聯繫物件聯絡人，即便在 105 年 9 月豬豬快
租 App 改版後，iOS 版檢索結果之呈現方式亦係將 591 房
屋網之網頁內容鑲嵌於豬豬快租 App 中，使用者無需再連
結 591 房屋網即可瀏覽網頁內容，進而攔截原網站流量之
運作模式完全不同，故被處分人所辯理由尚無可採。
七、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未經檢舉人之同意，逕自擷取使用他
事業租屋網站出租物件資訊，作為自身 App 之內容，並以
此招攬使用者下載、付費購買加值服務、銷售廣告版位等
商業交易行為，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因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仍在持
續中，爰令其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例如以取得他事業同意並
授權使用租屋網站出租物件資訊、停止擷取他事業租屋網
站資料、重新設計豬豬快租 App 功能避免攔截他事業租屋
網站流量或將豬豬快租 App 下架等方式去除違法)；至於罰
鍰部分，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影響、違法行為持續期間(104
年 12 月開始迄今持續中)、違法行為所得利益、被處分人
資本額、市場地位、首次違反公平交易法、配合調查態度
良好且主動提供事證資料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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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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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5 號
被處分人：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統一編號：70806752
址
設：臺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126 號 5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定 1 家
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會，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凱盟國際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盟公司)參與國
立臺北商業大學(下稱臺北商業大學)104 年度「桃園校區
網路設備採購案」(下稱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公開招標
案並為得標廠商(開標日期為 104 年 9 月 22 日)。凱盟公司
計畫採用 Extreme Networks Inc.(下稱 Extreme)所生產之
網路交換器參加前述招標案，為準備投標資料爰於 104 年
7 月 1 日請 Extreme 國內代理商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下稱友訊公司)向 Extreme 報備(Booking)，友訊
公司並於同年 9 月 4 日提供凱盟公司專案支援產品報價
單。友訊公司於凱盟公司得標之後，告知凱盟公司已有其
他廠商向 Extreme 報備，故無法以專案支援產品報價銷售
網路交換器予凱盟公司。嗣凱盟公司向 Extreme 反映，
29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Extreme 表示眾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標廠商之一，下稱
眾知公司)是協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協科公司)之關
係企業，基於協科公司與 Extreme 之長期合作關係，爰
Extreme 不支持凱盟公司參與前述招標案。另凱盟公司向
Extreme 國內其他代理商及經銷商詢價，其中新達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新達公司)之人員表示曾收到 Extreme 寄
發之「專案保護」通知，其內容指明不得銷售網路交換器
予凱盟公司。倘凱盟公司未於期限交付 Extreme 網路交換
器予臺北商業大學，則可能遭受違約罰款。被處分人涉及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
二、 經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並訪談下游代理商、
經銷商等關係人，及調閱臺北商業大學提供 104 年桃園校
區採購案之相關文件，本案調查結果略以：
(一) Extreme係從事網路交換器之製造與銷售，Extreme為
與國內廠商進行交易之主體，Extreme透過友訊公司、
力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力麗公司)、逸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等3家代理商將產品銷售予經銷商，再
由經銷商轉售予終端客戶。另Extreme也透「直接夥伴」
(可直接向Extreme進貨並銷售予終端客戶之轉售商)
將產品銷售予終端客戶。被處分人為Extreme 100%持
有股份之子公司，被處分人為Extreme於國內之銷售代
表單位。
(二) Extreme依據其所訂定之「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
代理商或經銷商若能爭取新客戶或新專案，得申請合
作夥伴激勵優惠，惟並非第1位登記之代理商或經銷商
必定可獲得折扣，代理商或經銷商「就該案作出重大
的銷售前努力」且「協助終端客戶確認計畫需求以加
入Extreme之產品或服務」。被處分人進一步將「亞太
地區專案報備計畫」予以「在地化」，要求下游代理
商或經銷商在參與招標採購案件前，必須先向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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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專案報備」並填報「台灣專案報備申請書」(包含
代理商名稱、經銷商、報案日期、個案名稱、聯絡方
式、總案金額及採購產品的型號等資訊)，亦即業界通
稱之「報備」或Booking。
(三) 被處分人總經理於103年3月11日寄送給各代理商及經
銷商主旨為「New Extreme Networks Booking form，
報備規則」之電子郵件，其內容載稱「各位夥(伙)伴：
經過冗長的討論與精簡後，我們最新的booking form
如附件，其中會同時列出報備的規則，但另一份
booking rule會更說明報備判斷的原則與注意事項，
請參考，請各位在送報備資料時，務必將email發給本
人…」，並於電子郵件內容附掛「Extreme專案報備
(Booking)辦法」、「Booking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明」
等檔案。其中「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重
要內容如下：
1、 第1點：「任何個案(含非公家單位者)均須作報備動
作，…，個案Booking依提出時間順序作裁定，…」
該點要求所有代理商及經銷商於銷售Extreme產品前
都必須向被處分人報備，且報備成功與否係依其提出
之先後順序決定，顯非如「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
揭載係依「就該案作出重大的銷售前努力」且「協助
終端客戶確認計畫需求以加入Extreme之產品或服
務」等情形給予折扣。
2、 第2.2點：「報備案件若本公司產品佔總個案金額未
及15%或該案中本公司產品總金額…未達6,000,000
以上者，則無法提供報備經銷商獨家報價保障，但得
享獨家供貨權」該點顯示對於報備成功之廠商，可以
依採購金額多寡獲得「獨家報價」或「獨家供貨」之
保障。
3、 第4點：「個案報備成功後兩週內為"待觀察期"…若
有其他經銷商亦報備相同案件…均有可銷售權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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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行查證與協調之。」
該點說明倘遇有多家廠商就相同之專案進行報備，為
避免廠商間之惡性競爭，被處分人將會介入協調。
4、 第7點：「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booking程序任
意報價且成交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
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台幣定價6折)向原booking廠商
進貨。」該點表明倘經銷商未經報備即向客戶報價並
成交，必須以一般經銷價向原報備廠商進貨。
(四) 被處分人雖辯稱不知有「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
辦法」之存在，亦未於國內實施前述辦法。惟據下游
代理商陳述表示，被處分人確實訂有「Extreme專案報
備(Booking)辦法」，且依該辦法內容執行報備制度。
另據被處分人總經理於104年1月13日寄送予各代理商
及經銷商主旨為「清華大學宿網案被低價得標…」電
子郵件，內容載稱「…各位伙(夥)伴：我發現近期個
案搶標的發生有逐漸升高的狀況，我必須提出辦法嚴
格執行規定條款，就是在booking form上有說明：1.
若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booking程序而任意報
價且成交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
以一般經銷價(台幣訂價6折)向原booking廠商進貨。
請各位代理商業務同仁勿存僥幸(倖)心理！…不是你
booking的案子，只應該報一般經銷價，而非專案價！
這樣的規則只會對大家都有利的，也就是自己努力的
案件是受到保護，如果各位不守住這條基本的準則，
各位的案件都不會有保障。…」綜合代理商陳述及被
處分人總經理之電子郵件，足認被處分人確實訂有
「Extreme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且依該辦法內
容執行報備制度，對於未先報備即報價成交之經銷
商，必須依照一般經銷價向原報備廠商進貨。
(五) 被處分人陳述表示，即使2個以上經銷商或代理商就相
同之專案進行報備，一般情況下只會有1家經銷商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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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商能取得專案價格支援，被處分人會依據各經銷商
是否已長期服務該專案客戶、專案是否由該經銷商開
發或已提供售前服務及經銷商報備之先後等因素，決
定提供價格支援之經銷商，除非所有經銷商報備之時
間非常相近，該專案客戶又沒有固定之經銷商提供服
務或開發，才可能給予2家以上報備經銷商專案價格，
否則其他經銷商縱使有事先報備，亦僅能依一般經銷
價出貨。
(六) 臺北商業大學於103年至104年間多次辦理包含網路交
換器等網路設備採購案，協科公司也曾多次參與採購
案，並於事前向被處分人報備或請求「專案保護」。
被處分人總經理在獲悉協科公司有意參與臺北商業大
學之採購案，即以電子郵件通知各代理商及經銷商「若
有收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予知會本公司。」
據被處分人陳述表示，其用意為瞭解相同專案是否有
其他經銷商在詢價、詢價廠商之身分，及可能有意願
參與投標之廠商。倘有其他經銷商有意願參與投標，
代理商所報出之價格必須要依據報備、工作服務時
間、備品等因素決定「價差」。協科公司也曾經在103
年8月26日答覆友訊公司詢問是否需發「專案保護」之
電子郵件，表示「本案因為數量較多且價格需要原廠
支援才能投進，只要確認Booking是我們，不需要昭告
天下的發專保」。
(七) 協科公司於103年3月27日通知友訊公司表示臺北商業
大學計畫辦理網路設備採購，並表示被處分人已知
悉，無須再送報備，友訊公司輸入其「專案報備系統」，
並註記無須向被處分人報備。103年度臺北商業大學網
路設備採購因故未決標。雖臺北商業大學104年桃園校
區採購案之採購金額及項目雖較前一年度少，惟採購
項目均包含網路交換器，友訊公司認為係延續相同標
案，友訊公司未在其專案報備系統註記結案，而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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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方式維持協科公司之報備狀態。
(八) 凱盟公司於104年7月1日向友訊公司洽詢Extreme及
D-link產品價格，並詢問有無其他經銷商報備臺北商
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友訊公司業務人員在
「專案報備系統」查詢並未發現有其他客戶報備，故
以電子郵件回覆表示「目前內部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人
報備，已經幫你送了。」但友訊公司在事後發現「專
案報備系統」登錄之客戶名稱仍沿用「台北商業技術
學院」，而非更名後之「臺北商業大學」，故查無報
備紀錄，實際上該案係由協科公司報備，友訊公司隨
即通知凱盟公司前述情形。凱盟公司於104年7月至9月
間以其他客戶需採購Extreme網路交換器為由，請友訊
公司提供報價，雖凱盟公司並未告知實際使用單位名
稱為何，友訊公司仍提供報價予凱盟公司，其中
Extreme Summit X460-48x產品之報價為○元，該報價
不須經被處分人同意。
(九) 協科公司亦於104年7月1日請友訊公司就臺北商業大
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協助「發專案保護」並稱「這
個 部 分 我 們 還 沒 向 原 廠 Booking ， 可 以 一 併 麻 煩 你
嗎？」友訊公司於104年7月2日通知被處分人總經理
「客戶：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專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平鎮校區交換器採購案 內容：Extreme設備一批 近日
將公告」。被處分人總經理將此郵件轉寄各代理商及
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各位伙(夥)伴：若有接到客
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予知會本公司為感！」協科
公司於104年8月10日請友訊公司提供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 採購案 所需網 路交換 器等設 備之報
價，友訊公司於104年8月11日回復專案價格 ，其中
Extreme Summit X460-48x產品之報價為○元。協科公
司於104年9月9日通知友訊公司「本案今天公告囉。…
Extreme的專案保護請再協助…」友訊公司業務人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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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稱「上午我已經跟○○○(即被處分人總經理)說
囉…」。
(十) 104年9月22日臺北商業大學104年桃園校區採購案開
標，決標結果為凱盟公司得標，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
眾知公司未得標，協科公司質疑友訊公司給予凱盟公
司更優惠之價格，並要求友訊公司處理，友訊公司通
知被處分人「北商一案今日開標 被凱盟國際系統科技
低價得標 再請您幫忙」。被處分人總經理將此信轉寄
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各位伙(夥)伴：
若有接到詢價，尚請惠予知會本公司」。另有經銷商
表示曾聽聞被處分人總經理口頭表示「臺北商業大學
這個案子被幹走了」。該經銷商並表示，通常原廠若
遇到經銷商低價搶標並引發同業間商業爭議時，要求
代理商或經銷商如果有接獲報價之請求時，應先知會
原廠。友訊公司陳述表示，協科公司因認定該案是其
規劃且獲原廠確定支援，卻被凱盟公司搶標，要求友
訊公司不要出貨給凱盟公司或進行賠償，但友訊公司
表示不可能不出貨，並請凱盟公司直接與被處分人洽
談價格。
(十一) 凱盟公司於104年9月25日請求被處分人就臺北商業大
學104 年桃園校 區採購 案所需 之網路 交換器 提供報
價。被處分人於104年9月30日向友訊公司徵詢「有沒
有建議的售價呢？」友訊公司答覆表示是否以價格冊
上之內部經銷價(X460-48x每台○元、X430-48t每台○
元)提供予凱盟公司，被處分人考量臺北商業大學為教
育機構而酌減價格(X460-48x每台○元、X430-48t每台
○元)銷售予凱盟公司，但凱盟公司認此價格仍比原先
報價高出甚多，且若購買將墊高成本而發生虧損，故
未向友訊公司採購。經向Extreme另一家代理商力麗公
司詢價，經凱盟公司多次催促下，力麗公司才以電子
郵件提供凱盟公司報價(X460-48x單價○元、X430-4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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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元)，並於電子郵件內容載稱「你這案特殊，需
與原廠確認，昨晚原廠也才給我訊息」。
(十二) 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大中華區總經理○○○於104年
10月6日針對凱盟公司先前反映事項，以電子郵件回復
渠進行瞭解之情形，郵件內容載稱：
1、 凱盟公司確實於104年7月1日與友訊公司聯繫有關臺
北商業大學專案，友訊公司也曾表示可以給予專案保
護，嗣因友訊公司發現其資料庫中仍沿用臺北商業大
學之原名，友訊公司在經與被處分人確認後，通知凱
盟公司不支持凱盟公司參與臺北商業大學專案。
2、 臺北商業大學專案共4家投標廠商，其中3家採用
Extreme產品投標，其中包含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眾
知公司，協科公司已提供臺北商業大學服務多年，並
成功地將該校網路設備由Cisco產品替換為Extreme
產品，除了1台Cisco 6509仍在使用中。凱盟公司並
未完全瞭解協科公司參加此次競標，由於被處分人與
協科公司長期合作關係，在臺北商業大學專案開標日
前，被處分人無法承諾凱盟公司由其取代協科公司，
成為臺北商業大學專案的服務廠商。
理
由
一、因公平交易法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故本案首須釐
清法律適用問題。按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
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
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被處分人總經理於 103
年 3 月 11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
辦法」
、
「Booking 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明」等文件給各代理
商及經銷商，規定經銷商參與「任何個案(含非公家單位者)
均須做報備動作」、
「個案 Booking 依提出時間順序做裁定
可否銷售之權利」、「報備案件若本公司產品佔總個案金額
未及 15%或該案中本公司產品總金額…未達台幣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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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者，則無法提供報備經銷商獨家報價保障，但得享獨
家供貨權」、「個案報備成功後兩週內為”待觀察期”，在
此期間內…若有其他經銷商亦報備相同案件…均有可銷售
權利。但為避免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行察證與協
調」
、「任何經銷商(含代理商)未經 Booking 程序而任意報
價且成交者，將是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以一
般經銷價(台幣訂價 6 折)向原 Booking 廠商進貨。」要求
經銷商參與標案前須向被處分人報備，若未經報備即成
交，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向原報備廠商進貨之不利益。依
本案調查結果，截至 104 年 9 月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
校區採購案決標時，被處分人仍在執行前述報備規則。是
以，本案行為在 104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修正公布後仍
持續中，尚無行政罰法第 5 條「行為後」法律有變更之情
形，故本案應適用修正後公平交易法規定。
二、次需釐清本案行為主體為 Extreme 抑或被處分人？Extreme
雖為與國內代理商及經銷商簽署經銷合約並進行交易，被
處分人為 Extreme 全資持有之子公司，並且為 Extreme 於
國內之銷售代表單位。Extreme 訂定之「亞太地區專案報備
計畫」
，對於爭取新客戶或新專案、就該案作出重大的銷售
前努力，且協助終端客戶確認計畫需求以加入 Extreme 之
產品或服務之代理商或經銷商給予激勵優惠。被處分人再
將「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予以「在地化」
，要求下游代
理商或經銷商在參與招標採購案件前，必須先向被處分人
「專案報備」
，並訂定「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
。
因「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辦法」及「台灣專案報備
申請書」係針對臺灣市場所設計之報備制度，對於專案報
備之審核標準、激勵優惠之方式，及經銷商未經報備即報
價成交之處理等，均與 Extreme「亞太地區專案報備計畫」
之內容不相同。且因在臺灣市場操作執行 Extreme 專案報
備制度(包含審核國內代理商或經銷商之專案報備案件、決
定是否同意報備或給予優惠價格)為被處分人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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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亦無事證顯示被處分人訂定之「Extreme 專案報
備(Booking)辦法」並實施報備制度，係受 Extreme 之指示
或監督所為，故本案行為主體應為被處分人。
三、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
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
本款所稱「差別待遇」
，係指事業就同一商品或勞務，以不
同之價格或價格以外之條件與同一競爭階層不同之事業交
易而言，惟並非所有差別待遇均違反公平交易法，僅有差
別待遇並非基於成本差異等正當理由，且其效果有限制競
爭之虞，才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之違反。依照公
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本法第 20 條第 2 款所稱
正當理由，應審酌下列情形認定之：一、市場供需情況。
二、成本差異。三、交易數額。四、信用風險。五、其他
合理之事由。差別待遇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
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
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另同法
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
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以下罰鍰，
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四、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定 1 家
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會，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理由如下：
(一) 品牌間競爭狀況及被處分人之市場力：
1、 產業狀況：Extreme 係研發、生產及銷售網路交換器等
網路設備產品，主要競爭對手為 Cisco、HP、Juniper、
Brocade、Zyxel 及 Alcatel-Lucent 等。依本會產業資
訊管理系統有關網路交換器之產業資料，103 年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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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進口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等網路設備產品之業者
分別有○家及○家，Extreme 產品進口值占所有網路交
換器及路由器進口總值之比例分別為○%及○%。
2、 儘管國內網路交換器進口業者及路由器之業者數目眾
多，Extreme 占國內所有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進口總值
之比例很低，但因網路交換器通常係透過經銷商參與
競標之方式，銷售給終端客戶，故本案係涉及典型的
「競標市場」(bidding market )之競爭問題。競標市
場競爭模式與一般市場之競爭模式迥異，其與一般市
場競爭模式的差異在於：A.競標結果造成「贏家全拿」
(winner-takes-all)，在非複數決標下，廠商若能得
標則贏得全部交易合約，若未能得標則喪失全部交易
合約；B.競標市場是「鉅額且斷續」(lumpy)的交易模
式，由於招標金額通常極為龐大，且合約期間長達數
年，故當廠商得標即意取得長達數年的交易合約；C.
合約履行結束後所有競爭條件即重新歸零(afresh)。
由於具有前述之經濟特性，是以，在典型「競標市場」
競爭模式下，以競標結果評估之市場占有率，不適合
作為衡量市場力的指標。另據 OECD 於 2006 年「競標
市場之競爭」報告亦指出競標市場下，競爭是發生在
廠商競標的過程，銷售量(或市占率)只是反映「競爭
結果」，不必然能反映真實的「競爭過程」。只有依照
競爭者所擁有「稟賦」(endowments，例如擁有特別的
資產、生產產能、蘊藏量或現任優勢等競爭條件)所評
估之「結構性市占率」
，才能反映出廠商在競標市場的
市場力。該報告建議，倘若有 N 個競爭者間參與競標
且得標機會均相同時，則可以將各廠商市場占有率指
定為 1/N，但若競爭者間存有不對稱性，例如「現任者」
身分可以在後續招標案享有競爭優勢時，則應將其市
占率酌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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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交換器通常係透過經銷商參與競標之方式，銷售
給終端客戶，雖然上游原廠並未直接參與競標，但在
準備投標階段，上游原廠與投標廠商為贏得標案之共
同目的而形成合作夥伴關係，上游原廠係透過投標廠
商與其他品牌網路交換器原廠進行「代理人間的競
爭」
，因此雖然被處分人並未直接參與競標，但仍可採
用 Extreme 產品進行投標之廠商家數作為衡量被處分
人在原廠設備供應商層次之市場占有率之方式。臺北
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共有 4 家廠商投標，
其中有 3 家投標廠商係採用 Extreme 產品投標。故在
原廠設備供應商層次之市場(即各廠牌網路交換器「品
牌間競爭」發生之場域)，Extreme 產品之占有率至少
已達四分之三。另從過去臺北商業大學所採購網路交
換器等網路設備之情形觀察，相較於其他品牌，
Extreme 產品出線之機會較大，此有被處分人○姓員工
於 104 年 10 月 2 日寄送給友訊公司電子郵件載稱「從
客戶網頁上，只看到客戶有 1 台 Cisco 6509，似乎其
他都是我們家的設備…」及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公司
○○○於 104 年 10 月 6 日回復給凱盟公司電子郵件載
稱「協科公司已提供臺北商業大學服務多年，並成功
地將該校網路設備由 Cisco 產品替換為 Extreme 產
品，除了 1 台 Cisco 6509 仍在使用中…」等事證可資
佐證，顯見 Extreme 在臺北商業大學所辦理之網路交
換器等網路設備採購案中具有現任優勢，故儘管
Extreme 占國內所有網路交換器及路由器進口總值之
比例很低，但在本案仍具有顯著之市場力。
(二) 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商，只給予特定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商得標之機
會，係屬差別待遇之行為：
1、 被處分人依照其所訂定之「Extreme 專案報備(Booking)
辦法」第 1 點載稱：
「任何個案(含非公家單位者)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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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報備動作，…，個案 Booking 依提出時間順序作裁
定，…」要求所有代理商及經銷商於銷售 Extreme 產
品前都必須向被處分人報備，且報備成功與否係依其
提出之先後順序決定。被處分人之「Booking 時機與本
公司判斷說明」揭載「Booking 的精神是在保障經銷商
所花的 effort…業務同仁應先行了(瞭)解個案狀況如
下：1."是否為已公告案件”，若是已公告案就不必再提
booking，不會有人作了規格而不作 booking…」顯示
只要已有經銷商報備，其他經銷商就不得再就同一專
案報備。被處分人也承認，即使 2 個以上經銷商或代
理商就相同之專案進行報備，一般情況下只會有 1 家
取得專案價格支援，除非所有經銷商報備之時間非常
相近，該專案客戶又沒有固定之經銷商提供服務或開
發，才可能給予 2 家以上報備經銷商專案價格，否則
其他經銷商縱使有事先報備，亦僅能依一般經銷價出
貨。
2、 從凱盟公司為準備參加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
採購案，與代理商聯繫過程中，亦可佐證實被處分人
只會給予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查協科公司及凱盟公
司均於 104 年 7 月 1 日向友訊公司表達欲參加臺北商
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之意願，友訊公司亦將
渠等參標意願轉達給被處分人。友訊公司於 104 年 7
月 2 日將協科公司參標意願以電子郵件轉達給被處分
人總經理，該電子郵件載稱「客戶：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 專案：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平鎮校區交換器採購案
內容：Extreme 設備一批 近日將公告」
。被處分人總經
理將此郵件轉寄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各
位伙(夥)伴：若有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予
知會本公司為感！」另據被處分人於 104 年 10 月 6 日
回復給凱盟公司電子郵件載稱「凱盟公司確實於 104
年 7 月 1 日與友訊公司聯繫有關臺北商業大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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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因友訊公司發現其資料庫中仍沿用臺北商業大學之
原名，友訊公司經與被處分人確認後，通知凱盟公司
不支持凱盟公司參與臺北商業大學專案…」顯示被處
分人在 104 年 7 月 2 日即已知悉協科公司及凱盟公司
均有意參與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但
被處分人僅針對協科公司之請求轉知給各代理商及經
銷商，要求若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須知會被處分
人。復據被處分人表示其要求各代理商及經銷商若接
到詢價必須知會被處分人，其用意係要依照報備等因
素作出「價差」
，顯見被處分人給予參與相同採購案經
銷商差別定價。另凱盟公司於 104 年 7 月 1 日向友訊
公司詢問有無其他經銷商報備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
園校區採購案，友訊公司業務人員在「專案報備系統」
查詢並未發現有其他客戶報備，故以電子郵件回覆表
示「目前內部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人報備，已經幫你送
了。」協科公司於 104 年 9 月 9 日通知友訊公司「本
案今天公告囉。…Extreme 的專案保護請再協助…」友
訊公司業務人員回復稱「上午我已經跟○○○(即被處
分人總經理)說囉…。」另外，104 年 9 月 22 日開標並
由凱盟公司得標，協科公司之關係企業眾知公司未得
標，協科公司得知後質疑友訊公司給予凱盟公司更優
惠之價格，並要求友訊公司賠償或不要出貨給凱盟公
司。前述事證顯示，經銷商均普遍認為在同一專案中，
只有 1 家業者能獲得被處分人之專案價格支援，其他
經銷商即使向被處分人報備，也僅能依一般經銷價出
貨，無法獲得被處分人之專案價格支援。
3、 在缺乏充分品牌間競爭之情況下，經銷商是否獲得上
游原廠專案價格支援，係攸關得標與否之關鍵因素。
被處分人總經理在接獲協科公司告知欲參加臺北商業
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分別於 104 年 7 月 2 日
以電子郵件轉知各代理商及經銷商，並於郵件載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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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伙(夥)伴：若有接到客戶或經銷商詢價，尚請惠予
知會本公司…」據被處分人表示其用意，係為瞭解相
同之專案是否有其他經銷商在詢問價格、詢價廠商之
身分及可能有意願參與投標之廠商。倘有其他經銷商
有意願參與投標，代理商所報出之價格必須要依據報
備、工作服務時間、備品等因素決定「價差」等語。
其用意顯係欲透過給予特定經銷商專案價格，使該特
定經銷商較其他競爭者擁有更大之價格競爭力，增加
得標機率。另查，協科公司在準備參加臺北商業大學
103 年網路設備採購案時，亦曾在 103 年 8 月 26 日答
覆友訊公司詢問是否需發「專案保護」之電子郵件，
表示「本案因為數量較多且價格需要原廠支援才能投
進，只要確認 Booking 是我們，不需要昭告天下的發
專保。」顯示經銷商亦認為能夠獲得原廠專案價格支
援，效果上等同於原廠給予「專案保護」(意指只允許
1 家經銷商參標之情形)，相較於未獲得專案價格支援
之經銷商，能夠大幅增加得標機率。另從被處分人總
經理在獲悉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之開
標結果後，曾口頭表示「臺北商業大學這個案子被幹
走了」之反應，亦顯示被處分人認為獲得原廠專案價
格支援之經銷商，原本應該較有機會得標，凱盟公司
竟從被處分人支持之經銷商手中搶走標案，故對此感
到不悅。
4、 綜觀前述事證，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
商，只給予特定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係就相同
產品以不同價格供應給同一競爭階層之各經銷商，藉
以保障特定經銷商得標之機會，顯屬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 被處分人之差別待遇行為無正當理由：
1、 被處分人雖表示其專案報備制度之目的，是讓被處分
人能夠提前瞭解市場之需求，及特定最終使用者或特
定專案是否已有固定經銷商提供服務，被處分人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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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廠商銷售與支援之情形，提供專案價格支援，使
其能夠以較有競爭力之價格參與標案，並鼓勵已報備
廠商專注於提供最終使用者售前及售後服務，促進
Extreme 產品之銷售推廣等，主張給予參加相同採購案
經銷商差別之專案價格支援，具有其正當理由。惟被
處分人前述正當理由並不具說服力，蓋因專案價格實
際生效係取決於被支援之經銷商能夠得標，若該經銷
商未能得標，則無法自專案價格支援中獲取實質利
益，故專案價格支援並無法賦予經銷商將市場需求資
訊回報給被處分人，或鼓勵經銷商投入售前/售後服務
之經濟誘因。
2、 況且，即便接受被處分人所稱專案報備制度及專案價
格支援，係要提供經銷商經濟誘因促使其回報市場銷
售狀況、使原廠能預測需求，及早佈署存貨、規劃未
來之生產及產品計畫等考量，但此亦無法正當化給予
經銷商差別之專案價格支援，被處分人「Extreme 專案
報備(Booking)辦法」第 1 點載稱：
「…個案 Booking
依提出時間順序作裁定…」
，被處分人亦表示通常只會
有 1 家取得專案價格支援，顯見是否給予經銷商專案
價格支援，係取決於經銷商報備之先後順序，而非提
供市場情報之價值高低，即便經銷商能夠提供被處分
人更有價值之市場情報，或較願意投入售前/售後服
務，若未能最早向被處分人完成報備，亦無法獲得專
案價格支援，倘如被處分人所稱專案報備制度及專案
價格支援係為鼓勵經銷商提供重要市場情報、投入售
前/售後服務等，則應是依照其所提供之市場情報價
值，或投入售前/售後服務之努力及成果給予專案價格
支援，而不會在採購案尚未招標前，依照經銷商報備
之先後順序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格支援，顯見被處分
人所稱事由僅是矯飾托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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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者，被處分人依照報備時間決定是否給予專案價格
支援也並非商業常見之「早鳥折扣」
，該種折扣係為鼓
勵早期使用者購買或解決離尖峰需求變化問題，但本
案中投標廠商並非最終需求者，被處分人依照報備順
序給予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並不會改變終端客戶之
需求型態。被處分人只給予 1 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
也不是基於與其他品牌網路交換器原廠競爭之目的。
被處分人之「Booking 時機與本公司判斷說明」揭載
「Booking 的精神是在保障經銷商所花的 effort…業
務同仁應先行了(瞭)解個案狀況如下：…若是專案為
open 的規格，也不必 booking，我們會採取 open 給各
家經銷商的方式進行。」顯示當專案係開放規格(亦即
有眾多品牌網路交換器均能符合採購單位需求之規
格)，存有品牌間競爭時，被處分人不要求經銷商報
備，但當專案係採非開放規格，不需要面對品牌間競
爭時，被處分人反而卻要求經銷商報備，顯見專案價
格支援均非出於因應品牌間競爭之緣故。被處分人給
予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案價格，其實際目的
在其被處分人對於其代理商及經銷商之專案報備規則
及電子郵件內容，均已表露無遺。
「Extreme 專案報備
(Booking)辦法」第 4 點「…若有其他經銷商議報備相
同案件，則該案視為在待觀察期間內報備之經銷商均
可有銷售之權。但為避免彼此惡性競爭，本公司會進
行察(查)證與協調之。」第 7 點「若任何經銷商(含代
理商)未經 booking 程序而任意報價且成交者，將視為
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以一般經銷價(台幣訂
價 6 折)向原 booking 廠商進貨」
、被處分人總經理 104
年 1 月 13 日寄送給代理商及經銷商之電子郵件載稱
「我發現近期個案搶標的發生有逐漸升高的狀況，我
必須提出辦法嚴格執行規定條款，就是…若任何經銷
商(含代理商)未經 booking 程序而任意報價且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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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視為破壞本公司經銷法則，必須接受以一般經
銷價(台幣訂價 6 折)向原 booking 廠商進貨。請各位
代理商業務同仁勿存僥倖心理！…不是你 booking 的
案子，只應該報一般經銷價，而非專案價！這樣的規
則只會對大家都有利的，也就是自己努力的案子是受
到保護，如果各位不守住這條基本的準則，各位的案
件都不會有保障！」從前述事證顯示，被處分人給予
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案價格，其實際目的在
保障完成專案報備之經銷商在競標過程中，可以免於
來自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力，並藉由消除或弱化品牌
內競爭增加經銷商利潤。
(四) 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有限制競爭之虞：
1、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稱「限制競爭之虞」之行為，係
指行為具有限制競爭之傾向，或放任行為之持續實
施，可合理預期將減損競爭，即已該當，並非以實際
上已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為要件。按 Extreme 在臺北商
業大學採購網路交換器等網路設備具有現任優勢、在
本案具有顯著市場力已如前所述。且從被處分人寄送
給代理商及經銷商之專案報備規則及電子郵件內容，
顯示被處分人給予參與相同採購案差異之專案價格支
援，目的係為避免經銷商間競爭，而非基於市場供需
情況、成本差異、交易數額及信用風險等合理事由。
被處分人藉由給予參加相同採購案經銷商差別專案價
格，保障完成專案報備之經銷商，在參與招標採購之
過程中，可以免於來自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力，並藉
由消除或弱化品牌內競爭。被處分人之差別待遇行
為，不僅傷害與獲得專案折扣之經銷商立於同一階層
之競爭對手，也透過妨礙正常競標過程之運作，傷害
市場競爭與終端客戶利益。
2、 正常競標過程是由招標單位透過經銷商間之競標、比
價過程決定優勝者。但在被處分人所實施之報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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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卻是由被處分人依據報備時間的先後順序、是否
具長期合作關係等非競爭性因素，在競標或比價發生
前，即已預先決定了優勝者。短期下，此種分配方式
扭曲了原本應「以較有利之價格或交易條件爭取交易
機會」之正常市場競爭過程、取代了需求者選擇供應
商之決策空間，並且剝奪終端客戶原本從投標廠商間
競價所能獲得之利益。長期下，會阻礙新進經銷商或
系統整合商參進市場(因為其未與終端客戶建立「長期
合作關係」而無法獲得專案價格支援)，增加進入障
礙。此外，經銷商於投標前必須報備，並依照報備時
間先後順序、是否具長期合作關係，決定是否給予專
案價格，也可能有助長下游經銷商間輪流投標、劃分
市場等水平勾結之風險。因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
具有限制競爭之傾向，且倘放任其持續實施，可合理
預期將減損競爭，故其差別待遇具有限制競爭之虞。
3、 況且，被處分人差別待遇所造成之限制競爭效果，可
以在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中友訊公司
(經被處分人同意下)給予協科公司 Extreme 網路交換
器之價格，竟然高於友訊公司在不知道終端客戶名稱
為何情況下，報價給凱盟公司 Extreme 網路交換器之
價格，獲得證實。協科公司於 104 年 8 月 10 日請友訊
公司提供臺北商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所需網
路交換器等設備之報價，友訊公司於 104 年 8 月 11 日
回復專案價格 ，其中 Extreme Summit X460-48x 產品
之報價為○元。友訊公司於 104 年 9 月 4 日在凱盟公
司並未告知終端客戶為何之情況下提供報價單，其中
相同型號 Extreme Summit X460-48x 產品之報價為○
元，友訊公司陳稱此報價無須經被處分人同意。此事
證可說明協科公司雖獲得被處分人同意在臺北商業大
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給予專案價格支援，但其報
價甚至還高於不須經被處分人同意、終端使用者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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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報價，若非因被處分人藉由差別專案折扣支援，保
障協科公司透過其關係企業眾知公司取得臺北商業大
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及因排除其他經銷商競爭
之「壟斷租」
，否則何以解釋協科公司願意接受較一般
報價更高之「專案價格」？此外，協科公司在臺北商
業大學 104 年桃園校區採購案投標失利後，曾要求友
訊公司賠償○萬元，雖友訊公司不予理會，但也可間
接顯示協科公司原本預期若順利得標其利潤達○萬
元，而協科公司關係企業眾知公司投標金額約○萬
元，亦可顯示因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限制經銷商間
之競爭，而具有墊高決標金額之反競爭效果。
五、綜上論述，本案被處分人對於參與相同採購案之經銷
商，只給予特定1家經銷商專案價格支援，藉以保障該經銷
商得標之機會，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有限制競
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款規定。經依同法施行
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差別待遇行為之目的在於
保障完成專案報備之經銷商於競標過程中，可以免於來自
其他經銷商之競爭壓力，並藉由消除或弱化品牌內競爭增
加經銷商利潤，反競爭意圖明顯；被處分人103年及104年
於我國之營業收入；被處分人初次違法且配合調查態度等
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40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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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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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6 號
被處分人：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423128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 2 段 6 號 17 樓之 3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都心苑」建案，「E9.E10 平面傢俱配置參
考圖」將陽臺空間表示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本會主動上網查悉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106 年 3 月於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91 房屋交易網
銷售臺南市新營區「都心苑」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E9.E10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2 樓並無陽臺空間，與使用執照所載
不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二、函請被處分人提供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都心苑」建案乃被處分人自地自建，為透天式住宅，99
年 6 月取得建築執照，102 年 7 月取得使用執照，103 年 1
月起陸續交屋。
（二）被處分人於 101 年 10 月與第一鴻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第一鴻公司）簽訂委託銷售合約書，自 101 年 10 月至
103 年 9 月由第一鴻公司承攬銷售案關建案；103 年 10 月
與大世紀創意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大世紀公司）簽訂委託
銷售契約書，自 103 年 12 月起迄今銷售案關建案（委託

31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銷售契約書載自 103 年 11 月起，因移交問題延至同年 12
月）
。
（三）依被處分人與大世紀公司簽訂之委託銷售契約書第 6 條，
大世紀公司負責提供案關建案銷售現場之人力、企劃、廣
告之監督執行，廣告須經被處分人同意後，大世紀公司始
得發送廣告，廣告費用由廠商直接向被處分人請款，被處
分人則開立服務費之發票予大世紀公司。
(四)案關廣告之原稿由第一鴻公司製作，嗣由大世紀公司接手
相關銷售資料與廣告，廣告由第一鴻公司製作且須經被處
分人同意方能使用，然被處分人從未審閱，亦不知大世紀
公司沿用案關廣告刊載於 591 房屋交易網。
(五)案關建案共 79 戶，案關廣告所載 E 區共 10 戶，其 2 樓部
分室內空間實際為陽臺，被處分人將 E 區 2 樓室內與陽臺
間之鋁窗拆除，現場展示即呈現為室內空間，但有告知消
費者乃變更陽臺空間所致。
三、函請大世紀公司提出陳述書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前委託第一鴻公司銷售案關建案共 29 戶，103
年 10 月與大世紀公司簽訂「委託銷售合約書」銷售剩餘
之 50 戶，並自 104 年 1 月採成屋銷售方式，大世紀公司
負責銷售現場人力、企劃與廣告之監督執行，廣告費用由
被處分人直接支付給廠商，被處分人支付服務費予大世紀
公司。
（二）案關廣告之原稿乃第一鴻公司於 102 年 1 月設計製作紙
本廣告，使用完畢並無再印製，而大世紀公司沿用案關廣
告並經被處分人同意後，由大世紀公司案關建案現場經理
無償在 104 年 9 月刊登 591 房屋交易網 1 個月後下架，復
於 105 年 12 月再次無償刊載至 106 年 3 月下架。
(三)大世紀公司沿用第一鴻公司廣告並不知案關廣告將 E 區 2
樓陽臺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嗣曾詢問被處分人表示案關
建案容積率已達使用上限無法進行變更。
四、函請臺南市政府提供意見，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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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標示範圍於原竣工圖核定建物之
用途，12/A2（經檢視為 E 區）所示 2 層平面圖東側用途
為陽臺。
(二)未依照竣工圖核定之工程圖樣擅自變更使用為室內空間用
途之情事，應依建築法第 25 條及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 11-13 條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另依建築法第 86、87、
91 條、臺南市政府處理違反建築法第 86 條及第 87 條裁罰
基準之規定處以罰鍰；又涉及違章建築部分應依建築法第
97 條之 2、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
要點之規定辦理。
五、查第一鴻公司前受託銷售案關建案並製作廣告，惟委託期
間為 101 年 10 月至 103 年 9 月，迄今已逾 3 年，且非 106
年 3 月 591 房屋交易網案關廣告上傳刊載者。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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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
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
元以下罰鍰」。
二、 本案行為主體：
(一)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投資興建，並於 101 年至 103
年委託第一鴻公司印製建案廣告，103 年底委託大世紀公
司銷售案關建案，大世紀公司沿用建案廣告，雖被處分人
稱未曾審閱建案廣告，亦未同意大世紀公司於 591 房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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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網刊載案關廣告，然查建案廣告係被處分人付費製作，
且依約須經被處分人同意方能使用案關廣告，是被處分人
付費製作廣告並因委託銷售案關建案而獲有銷售利益，爰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二)次查大世紀公司依約承攬銷售案關建案，被處分人支付因
銷售房屋產生之廣告及企劃費用，大世紀公司則按建案銷
售售價收取部分比例之報酬，雖被處分人及大世紀公司對
於實際是否經被處分人同意將案關廣告刊登於 591 房屋交
易網各執一詞，然依雙方簽訂之委託銷售合約書第 6 條，
銷售房屋所產生之業務與廣告費用均由被處分人支付，大
世紀公司僅負責監督廠商是否刊登或發送廣告，就案關建
案廣告並無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故尚難逕認大世紀公司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對
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一般或相關大眾據
廣告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
以知悉廣告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是其倘獲悉系爭廣
告建物用途未經建管機關核准，致有遭罰鍰、勒令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其是否購買
系爭建案房屋之決定。
四、查被處分人於 591 房屋交易網銷售案關建案使用「E9.E10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
，將 2 樓陽臺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就整體廣告內容觀之，足使人認知 E 區 2 樓該空間可
供室內空間之合法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易決定。惟據
臺南市政府提供意見，案關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標示於原
竣工圖核定之建物用途有陽臺空間，未依照竣工圖核定工
程圖樣擅自變更為室內空間使用，依建築法第 86、87、91
條、臺南市政府處理違反第 86 條及第 87 條裁罰基準規定
處以罰鍰；又涉及違章建築部分則依建築法第 97 條之 2、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臺南市政府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是案關建案之交易相對人未能合法享有傢俱配置參考
圖所示之空間配置，該廣告之表示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
引起一般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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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以產
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臺南市新營區「都心苑」建案廣
告，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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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7 號
被處分人：台灣東方宇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141271
址

設：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 號 23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營
養保健及美容保養等商品，其報備營業所為「高雄市前鎮區一
心二路 128 號 7 樓之 1」
。惟本會上網獲悉被處分人於 106 年 5
月間將營業所遷移至「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 號 23 樓之
1」
，與前開報備內容不符，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 105 年 10 月間向本會報備營業所為「高雄市前
鎮區一心二路 128 號 7 樓之 1」
，經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
於 106 年 5 月 25 日將營業所遷移至「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
路 206 號 23 樓之 1」
，又被處分人遲至 106 年 6 月 1 日及
27 日向本會報備變更營業所，且迄至同年 7 月 7 日始完成
報備。是被處分人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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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頁資料及報備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7 月 10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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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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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8 號
被處分人：日商億田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010273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106 號 10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未
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 106 年 5 月 25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
檢查，查悉被處分人同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之產品銷售明細
表載有「5D 藍莓面膜」(即嗣後向本會報備之草本生物 5D 藍莓
面膜)、
「重銷配套 50F」
、
「新春保健禮籃組 A」
、
「新春保健禮籃
組 B」
、「新春保健禮籃組 C」
、「零售配套 150L」及「零售配套
150M」等傳銷商品，惟「5D 藍莓面膜」(即草本生物 5D 藍莓面
膜)、
「重銷配套 50F」
、
「零售配套 150L」及「零售配套 150M」
等 4 項傳銷商品遲至 106 年 4 月 26 日、5 月 24 日及 6 月 1 日始
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其餘「新春保健禮籃組 A」
、
「新春保健禮
籃組 B」
、
「新春保健禮籃組 C」未於實施前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又被處分人辦理「溫馨五月獻好禮」、「真幸福！郵輪旅遊獎勵
第二波！麗星郵輪日本石垣島三天二夜行」
、「幸福遊學第 2 期
歡樂億夏幸福遊」等活動未曾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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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 月陸續新增銷售「草本生物 5D 藍莓
面膜」、
「重銷配套 50F」
、
「零售配套 150L」及「零售配套
150M」等 4 項傳銷商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據被處
分人表示係因負責報備人員離職，未辦妥交接事宜，又被
處分人疏忽檢查因而遺漏，遲至 106 年 4 月 26 日、5 月 24
日及 6 月 1 日始向本會報備上開「草本生物 5D 藍莓面膜」
等 4 項商品，爰尚難以報備人員離職、公司疏忽檢查等為
由而予以免責，是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次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28 日新增銷售「新
春保健禮籃組 A」
、
「新春保健禮籃組 B」
、
「新春保健禮籃組
C」
，及於 106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溫馨五月獻好禮」
活動新增銷售「150PV 自用重消-溫馨 5 月雙莓淨效保養組」
等 4 項促銷套組商品，未於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據被處分
人自承係因不瞭解短期促銷商品依法亦須報備，而未向本
會報備上開 4 項促銷套組商品，是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
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三、 另查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及 106 年 3 月 1 日分別開
始實施「真幸福！郵輪旅遊獎勵第二波！麗星郵輪日本石
垣島三天二夜行」旅遊獎勵活動(105 年 12 月 1 日預計至
107 年 3 月止)及「幸福遊學第 2 期歡樂億夏幸福遊」活動
(106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據被處分人表示係因公司
獎金制度並無旅遊獎勵制度，且不瞭解短期旅遊獎勵活動
依法亦須報備，而未向本會報備「真幸福！郵輪旅遊獎勵
第二波！麗星郵輪日本石垣島三天二夜行」旅遊獎勵活
動，又「幸福遊學第 2 期歡樂億夏幸福遊」活動係為公司
提供給新進傳銷商之新人教育訓練課程，並非旅遊獎勵，
故未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然查被處分人網站公告內容，
「真幸福！郵輪旅遊獎勵第二波！麗星郵輪日本石垣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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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夜行」旅遊獎勵活動取得資格為傳銷商達到某一銷售
業績以上、後於 106 年 2 月 21 日加碼優惠辦法為幫助 4 位
直推傳銷商晉升至某聘階等限制條件，即可獲得該旅遊獎
勵。
「幸福遊學第 2 期歡樂億夏幸福遊」活動取得資格有新
加入傳銷商需達到 1800PV、未達 1800PV 但直推 1 名新傳
銷商、直推 2 名新傳銷商等限定新進傳銷商達到某一傳銷
業績之條件方能參加。前開 2 項活動內容涉及傳銷商之佣
金、獎金及其他經濟利益，核屬傳銷制度之變更，雖被處
分人認為「幸福遊學第 2 期歡樂億夏幸福遊」活動並非旅
遊獎勵，然該活動係以新進傳銷商達到某一傳銷業績，而
取得參加資格，為被處分人提供予傳銷商之其他經濟利
益，核屬傳銷制度之變更，是被處分人變更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 隔 時
間 及 所 受 處 罰 ；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
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5 月 25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人產品銷售明細
表。
二、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三、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106 年 7 月 7 日及 106 年 7 月 20 日)及
106 年 9 月 7 日陳述書，以及 106 年 6 月 29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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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 以 往 違 法 類 型 、 次 數 、 間
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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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
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更正：本處分書被處分人欄「日商億田國際有限公司，更正為「日
商億田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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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89 號

被處分人：競合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65117854
址
設：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 3 段 170 巷 8 弄 16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網路銷售「3D 按摩甩脂機」
，宣稱「消脂」
、
「脂
肪燃燒」、「脂肪打碎」、「燃燒脂肪」等語，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自 106 年 1 月 15 日至 106 年 3 月於光速火箭有限公司
（下稱光速公司）提供之網站(http://www.lovely.company/massage?tag=KC)
銷售「3D按摩甩脂機」
，宣稱「消脂」
、
「脂肪燃燒」
、
「脂肪打碎」
、
「燃燒脂肪」等語，涉有廣告不實。
理
由
一、 本案依被處分人所提供與光速公司之系統使用條款，及整
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光速公司僅提供網路交易平台，由
被處分人自行刊載物件及進行交易，並由被處分人開立發
票予消費者，光速公司不參與或介入被處分人與消費者間
之交易，是本案廣告主為被處分人，而光速公司尚非廣告
主。
二、 有關「3D按摩甩脂機」商品廣告宣稱「消脂」
、
「脂肪燃燒」
、
「脂肪打碎」
、
「燃燒脂肪」等語乙節，其整體內容予人印象
乃使用案關商品時，可獲廣告所宣稱甩脂、消脂、脂肪打
碎及燃燒脂肪之功效，進而可達到瘦身效果。案據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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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案關廣告內容為依中國大陸供貨商提供之廣告文
宣而刊登於案關網頁，被處分人無法提出具有科學學理或
實驗依據等資料佐證，案關廣告所載內容係屬虛偽不實，
將衍生交易相對人就案關商品之使用效果有誤認之虞且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另被處分人雖稱案關廣告內容係由中國大陸供貨商取得並
刊載，惟按被處分人既為案關商品廣告之廣告主，即應於
廣告製作刊登前，先行確認案關商品是否具備甩脂、消脂、
脂肪打碎及燃燒脂肪等瘦身效果，始得作為商品廣告之內
容，並不因為案關商品資訊係由中國大陸供貨商所取得而
有不同，被處分人未善盡廣告主查證義務，即刊登案關不
實廣告，即當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被處分人自不得據
其主張免責。
四、 綜上，被處分人網路銷售「3D按摩甩脂機」
，宣稱「消脂」、
「脂肪燃燒」
、
「脂肪打碎」
、
「燃燒脂肪」等語，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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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
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
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
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網站銷售「3D 按摩甩脂機」之廣告資料。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 年 3 月 23 日 FDA 企字第
1069006135 號書函。
三、 光速火箭有限公司 106 年 4 月 19 日陳述書。
四、 競合國際有限公司 106 年 7 月 11 日陳述紀錄、106 年 7 月
12 日及 9 月 30 日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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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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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0 號

被處分人：寰宇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359520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 511 號 3 樓

代 表 人：○○○○
地

君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限向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
保護基金會繳納 106 年度年費，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之違法行為。
二、 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14 日內，依法繳納
106 年度年費。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8條第5項規定授權訂定之多層次
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第3目、第
4目及第2款第3目等規定，已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下稱
傳銷事業）應於106年3月31日前向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
護基金會（下稱傳保會）據實繳納106年度年費。完成報備
之傳銷事業未依規定據實繳納前開費用者，依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以違反同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論
處。
二、 經查被處分人尚未繳納106年度年費，本會前於106年1月13
日、2月7日、3月8日及3月28日多次透過多層次傳銷管理系
統通知被處分人應儘速繳納106年度年費，復於106年7月11
日函請被處分人於106年7月18日前依相關規定繳納，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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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7月25日致電提醒繳納，惟被處分人仍未繳納106年度
年費，涉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之違法行
為，爰依職權立案主動調查。
三、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於105年下半年度因組織領導人跳槽，造成整
體業績直線下滑經營困難，致無法如期繳付105年年費
及保護基金。另被處分人於106年度進入財務重整階
段，然其會計人員突然離職，造成被處分人難以繼續
重整帳務。為使被處分人帳務支出平衡，請本會給予
寬限期3個月，使被處分人得以分期繳納保護基金及年
費。
（二） 被處分人105年度營業收入皆為傳銷營運收入。
理
由
一、 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保護機構為辦
理前項業務，得向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收
取保護基金及年費，其收取方式及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同條第 3 項規定：
「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 2 項
規定據實繳納者，以違反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論處。」同法
第 32 條第 1 項復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
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
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
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散、
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 6 個月以下。」前開條文業明定完成
報備傳銷事業繳納保護基金及年費之義務。
二、 另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5 項授權訂定之多層次傳
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
第 3 目規定：「傳銷事業依上一會計年度多層次傳銷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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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總數分為 10 級繳納，……」
、
「傳銷事業於每年 3 月底前
向保護機構繳納；……」據上，已報備之傳銷事業應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向傳保會據實繳納 106 年度年費。
三、 按被處分人於 92 年 9 月 18 日向本會報備自同年 10 月 18
日從事多層次傳銷，迄未向本會報備停止實施多層次傳
銷，爰被處分人屬已完成報備之傳銷事業，須按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
辦法第 21 條第 2 款第 3 目規定，於 106 年 3 月 31 日前繳
納 106 年度年費。被處分人迄仍未依規定完成繳納 106 年
度年費，核前開事實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
定之違法行為。
四、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限繳納 106 年
度年費，經多次催繳迄仍未繳納，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之違法行為，應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予以論處。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
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
益；事業之規模及經營情況；違法類型曾否經主管機關警
示；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後，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33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1 號
被處分人：美好一生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294962
址

設：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 46 之 1 號 6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契約未
包括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商品價值
減損之相關計算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買回傳銷
商退出退貨商品得扣除之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
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
法行為，並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與傳銷商補
締結包括法定事項之書面參加契約，送本會備查。
四、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 月向本會完成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Pre-need Act（事前規劃會員卡）」、美容保養品、營養保健
品及清潔用品，傳銷商加入被處分人須購買「Pre-need Act（事
前規劃會員卡）」，該會員卡提供內容包括「代理會員辦理預約
排檢事務服務」
、
「代理會員 DNA 檢測送檢事務服務」及「代書、
法律免費諮詢，優惠委任服務」
。惟據民眾於 106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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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郵件檢舉及本會 106 年 3 月 20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
業所現場調查，查悉被處分人商品網頁刊載「Bissell Symphony
二合一蒸氣殺菌吸塵器 1132LVac & Steam」
、
「LightAir IonFlow
50 Signature PM2.5 免濾網精品空氣清淨機」及「Neato Botvac
D85 寵物版雷射智慧型掃描機器人定時自動吸塵器」之商品價
格與報備不符；刊載百億藍海大商機簡報網頁（下稱案關簡報
網頁），其中「2016 年底前加入會員贈送百年禮儀服務 23 萬折
抵 10 萬」並未報備，就「Pre-need Act（事前規劃會員卡）
」
會員服務刊載「提供會員預約二天一夜高端健康檢查服務:代理
預約排檢醫學中心、五星級診所價值 50,000 元以上的高端健
檢，會員優待每次只要 25,000 元(含一夜住宿及代辦大陸會員
來台醫美健檢邀請函及擔保書)」及「提供海外會員預約特殊醫
療轉介服務:視個案情形專案報價」則與報備不符；張貼公布欄
公告表示，凡 106 年 3 月 1 日至 106 年 3 月 31 日加入金級會員，
贈送 DNA 五項基因檢測，上開活動內容並未報備;與會員(即傳
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闕漏傳銷制度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以
及辦理會員解除或終止契約退貨，訂有自退款金額中扣除刷卡
手續費之約定。
理
由
一、 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一) 查被處分人於案關商品網頁刊載「Bissell Symphony 二
合一蒸氣殺菌吸塵器 1132LVac & Steam」、「 LightAir
IonFlow 50 Signature PM2.5 免濾網精品空氣清淨機」
、
「 Neato Botvac D85 寵物版雷射智慧型掃描機器人定
時自動吸塵器」等 3 項商品之價格分別為新臺幣(下
同)7,900 元、16,880 元及 21,900 元，與報備商品銷售
價格分別為 9,900 元、19,880 元及 25,880 元不同，據被
處分人表示，係因於 106 年 2 月 1 日至同年 2 月 28 日就
上開 3 項商品進行促銷，案關商品網頁標示為商品促銷
價格。次查被處分人報備「Pre-need Act（事前規劃會
員卡）」之內容，其中「代理會員辦理預約排檢事務服務」
僅係提供會員與醫療院所間有關健檢之預約、聯繫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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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協助，會員健檢當日須自行向醫療機構繳交健檢費
5,000 元，並不包含案關簡報網頁刊載之「提供會員預約
二天一夜高端健康檢查服務:代理預約排檢醫學中心、五
星級診所價值 50,000 元以上的高端健檢，會員優待每次
只要 25,000 元(含一夜住宿及代辦大陸會員來台醫美健
檢邀請函及擔保書)」及「提供海外會員預約特殊醫療轉
介服務:視個案情形專案報價」等，是 被處分人 變更
「Bissell Symphony 二合一蒸氣殺菌吸塵器 1132LVac &
Steam」等 3 項商品價格及「Pre-need Act（事前規劃會
員卡）」內容，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二) 另查，被處分人針對 105 年(西元 2016 年)前加入之會
員，贈送百年禮儀服務抵用券，會員使用相關殯葬業者
提供殯葬服務，得享 23 萬元折抵 10 萬元之優惠；又針
對 106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加入之金級會員，贈送價
值 6,000 元之 DNA 五項基因檢測，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
並有會員退會申請書、活動公告及達成活動條件會員名
單等可稽。上開活動涉及從事多層次傳銷之其他經濟利
益，屬傳銷制度變更，惟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三) 綜上，被處分人變更銷售商品與傳銷制度，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傳銷制度等
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買回傳銷商退出退貨之商品得扣除
之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一) 被處分人於會員加入時，提供之書面資料為「會員權利、
義務須知」手冊、
「健康檢查預約指南」
、
「法律代書服務
團隊指南」
、
「傳銷商申請契約書」
，其中「會員權利、義
務須知」手冊及「傳銷商申請契約書」為被處分人報備
契約內容之一部分。惟查上開書面資料並無傳銷制度、
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買回傳銷商退出退貨商品價值減
損之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等，是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
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
相關法令及商品價值減損之相關計算內容等法定應記載
336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事項，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
被處分人雖稱完整報備契約資料已置於網站供會員查
閱，然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加入其傳銷計畫或組織
時，應與傳銷商締結載有法定事項之書面參加契約及交
付契約正本，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13 條定有明文，被處分人所辯尚不足以卸免其違法之
責。
(二) 另查被處分人於「會員權利、義務須知」載「第七條：
退會 會員辦理退費時，本公司得扣除退費者因會員資格
所領取之獎金……以刷卡入會之刷卡手續費及辦理入、
退卡電腦手續費及核發會員資料(未繳還會員全部資料
者)」
，惟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猶
豫期間內或猶豫期間後之解除或終止契約退貨，多層次
傳銷事業得從退還款項中扣除之法定事項，並不包括刷
卡手續費等相關手續費，被處分人於「會員權利、義務
須知」所定買回傳銷商退出退貨商品得扣除之事項與法
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
度，未事先向本會報備；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未包
括完整之傳銷制度、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商品價值減損
之相關計算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買回傳銷商退出
退貨商品得扣除之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
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
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並
就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款及
第 3 款規定各處 1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處分如主文。
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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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眾 106 年 2 月 10 日電子郵件、本會 106 年 3 月 20 日現
場調查與所得資料。
二、 被處分人商品網頁、簡報網頁、
「會員權利、義務須知」手
冊與「傳銷商申請契約書」資料。
三、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本會收文日期 106 年 5 月 17 日) 陳述
書及 106 年 5 月 15 日、106 年 9 月 1 日陳述紀錄。
四、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10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前，應告知下列事項，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一、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額。
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
四、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
退出而生之權利義務。五、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六、多層
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
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
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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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
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前項
之書面，不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第 14 條第 1 項：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所定事項。二、傳銷商違約事
由及處理方式。三、第 20 條至第 22 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
更有利於傳銷商之約定。四、解除或終止契約係因傳銷商違
反營運規章或計畫、有第 15 條第 1 項特定違約事由或其他可
歸責於傳銷商之事由者，傳銷商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五、
契約如訂有參加期限者，其續約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3 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傳銷制度，指多層次
傳銷組織各層級之名稱、取得資格與晉升條件、佣金、獎金
及其他經濟利益之內容、發放條件、計算方法及其合計數占
營業總收入之最高比例。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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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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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2 號
被處分人：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25343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2 段 141 號 1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刊播「設計家 TV」節目廣告，其內容宣稱「國內
收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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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處新臺幣30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被檢舉自106年2月17日至同年4月17日期間，於長榮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榮航空）班機之娛樂系統刊播旗下「設
計家TV」節目廣告（下稱案關廣告），其內容宣稱「設計家TV
成立於2011年9月，是國內收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等語，惟
並未揭露收視率調查期間、來源及計算方式等重要資訊，且經
本會調查，該節目於前開期間之所有年齡層觀眾收視率，不論
依被處分人之平均計算方式，或取單一頻道、單次播出之最高
收視率而為比較，多未高於其他競爭同業節目。是以，案關廣
告稱「國內收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
，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服務品質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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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 按電視節目收視率調查結果，除提供資訊予業主製播節目
參考，藉以提升對觀眾之服務外，同時並幫助廠商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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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之分配與投資。因此，電視節目收視率之公布對於
交易相對人乃具有招徠之宣傳效果。是以，事業以節目收
視率為行銷宣傳時，當就其調查公司、調查時間、調查區
域範圍、調查對象、計算方法、抽樣方法及誤差值、樣本
數量及有效樣本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依廣告型態為適當
揭露，且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否則將使交
易相對人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交易決定，損害交易相對人
及競爭同業權益。倘事業違反上開真實表示之義務者，當
應負起廣告不實之責。
二、 被處分人製播「設計家 TV」節目，介紹室內設計師作品，
與其他從事室內設計相關產業整合行銷廣告業務之競爭同
業，同樣藉由室內設計節目之播出以行銷合作設計師之服
務。是以，其節目收視率之高低足以影響室內設計師選擇
合作對象之意願。
三、 查案關廣告自 106 年 2 月 17 日至同年 4 月 17 日期間，於
長榮航空班機之娛樂系統刊播，其內容宣稱「國內收視第
一的居家設計節目」
，予人印象為「設計家 TV」節目播出當
下之收視率勝於其他競爭同業同類型節目，係國內收視率
第一之居家設計節目。惟廣告內容並未揭露收視率調查來
源、調查時間、調查區域範圍、調查對象、計算方法、抽
樣方法及誤差值、樣本數量及有效樣本數量等任何資訊。
就前開宣稱，被處分人自承係因內部作業疏失，沿用舊時
相關廣告文案內容，而該等廣告內容係其自行依據 103 年
台灣艾傑比尼爾森媒體研究公司（下稱尼爾森公司）收視
率調查資料解讀結果而製作。亦即，案關廣告所稱「國內
收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一語，並非依據廣告刊播當時
之收視率資料所為。據上，被處分人於製播案關廣告時，
未善盡查證義務，即逕沿用舊時自行解讀之收視率資料文
案而為前揭收視第一宣稱，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
定所課予廣告主之真實表示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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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復檢視被處分人就案關廣告刊播期間（即 106 年 2 月 17 日
至同年 4 月 17 日）所提供之尼爾森公司收視率調查資料，
顯示「設計家 TV」節目於所有年齡層觀眾之收視率，不論
依被處分人之平均計算方式，或取單一頻道、單次播出之
最高收視率而為比較，
「設計家 TV」節目廣告刊播期間之收
視率，多未高於其他競爭同業節目。故承上以觀，被處分
人沿用舊有收視率資料製播案關廣告，並未於廣告中妥予
揭露收視率調查來源、時間、對象、計算方式等重要資訊，
且據廣告刊播期間之收視率資料，顯示「設計家 TV」節目
於所有年齡層觀眾之收視率，多未高於其他競爭同業節
目，是以，案關廣告宣稱「國內收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
，
於重要資訊未揭露之情況下，業足使觀看廣告之交易相對
人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交易決定，致損害交易相對人及競
爭同業權益。
五、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自 106 年 2 月 17 日至同年 4 月 17 日
期間，於長榮航空班機之娛樂系統刊播案關廣告，其內容
沿用舊時自行解讀之收視率資料文案，即逕宣稱「國內收
視第一的居家設計節目」，且未揭露收視率調查來源、時
間、對象、計算方式等重要交易資訊，且該節目於前開期
間之所有年齡層觀眾收視率，不論依城邦公司之平均計算
方式，或取單一頻道、單次播出之最高收視率而為比較，
多未高於其他競爭同業節目，核被處分人之行為乃係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
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播於長榮航空班機娛樂系統之案關廣告畫面。
二、 被處分人106年4月27日、6月5日陳述書，以及106年9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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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會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
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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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3 號

被處分人：富堡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530845
址
設：新北市林口區麗林里八德路 48 巷 36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銷售「富堡晶棧」預售屋建案，刊載 Lounge bar
及 KTV 等公共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被處分人105年10月至106年2月為銷售
新北市林口區「富堡晶棧」預售屋建案（下稱案關建案），
於案關廣告DM宣稱R1及R2設有Lounge bar及KTV等公共設
施，惟經查詢案關建案建造執照(105林建字第00016號)，
突出物1層為樓電梯間，突出物2層為樓梯間，與案關廣告
宣稱不符，涉有廣告不實。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陳述，略以：
１、 「富堡晶棧」建案係被處分人投資興建及銷售，105
年 1 月 8 日取得建造執照(105 林建字第 00016 號)，
興建期間為 105 年 10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1 日，預
計完工交屋時點為 108 年 10 月 1 日。案關建案廣告
DM 為被處分人所印製散發，計印製 1,000 份，發送
約 100 份，發送期間為 105 年 10 月 1 日至 10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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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止，地點為新北市林口區案關建案銷售中心。被處
分人於接到本會來函後已停止使用案關廣告。
２、 案關廣告 DM 宣稱 R1 及 R2 設有 Lounge bar 及 KTV
等公共設施，係表示被處分人將頂樓 R1 及頂樓 R2
空間分別設計為 Lounge bar 及 KTV 並放置活動式之
桌椅，另於 Lounge bar 內設置 bar 台，將 KTV 室做
門板隔間，提供住戶更多休閒空間使用。案關廣告
「Lounge bar」及「KTV」分別位於建造執照圖說中
屋突一層梯廳及屋突二層水錶室，前開空間倘依廣告
所示之「Lounge bar」及「KTV」規劃使用係與核准
圖說不符，被處分人未就案關頂樓 R1 及頂樓 R2 空間
申請變更建造執照，且未來亦不會向建管單位申請變
更建造執照與核准圖說內容，故實際交付予住戶部分
即為原核准之梯廳及水錶室。
(二) 經函請新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及相關事證，略以：
１、 按建築法第 39 條規定：
「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
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
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
２、 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 項 10 款
(略以)：「屋頂突出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
雜項工作物：(一)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及機
械房。」故非屬前開規定之屋頂突出物，則需依同條
第 9、15 款及同法第 162 條規定檢討建築物高度、樓
層及容積樓地板面積。
３、 案關建案領有 105 林建字第 016 號建造執照，廣告
DM 所示 R1「Lounge bar」及 R2「KTV」於原建造執
照圖說中分別位於梯廳與水錶室，目前尚未辦理變更
登記，倘日後領取使用執照後擅自違規使用，則違反
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得依建築法第 91 條規定裁
罰。另案關建案依廣告所示將梯廳與水錶室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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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nge bar」及「KTV」
，按原核准建築執照檢討該
法定容積率將超出上限。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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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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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
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
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
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又按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
費者從事消費行為的重要判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
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
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
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
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
責任。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
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
元以上 2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
資興建及銷售之預售屋建案，為案關建案出賣人；又被處
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 DM 為其所印製散發及放置於建案銷售
中心，顯見被處分人係以自己名義使用廣告，並藉由該等
廣告行銷其商品，故可認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三、 案關廣告宣稱 R1 及 R2 設有 Lounge bar 及 KTV 等公共設施，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347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一) 按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
廣告時之客觀狀況(如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能力、法令之規
定)予以判斷，預售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
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或雖與廣告相符，卻違
反相關法令，則該廣告即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二) 查案關廣告DM宣稱R1及R2設有Lounge bar及KTV等公共設
施，整體效果予人印象為該等公共設施皆可合法使用，並
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案據被處分人表示，
「Lounge bar」
及「KTV」分別位於建造執照圖說中屋突一層梯廳及屋突二
層水錶室位置，被處分人將前揭空間位置，規劃作為Lounge
bar及KTV等公共設施使用；惟據新北市政府提出意見表
示，前揭公共設施於原建造執照圖說中分別位於梯廳與水
錶室，目前尚未辦理變更登記，倘日後領取使用執照後擅
自違規使用，則違反建築法第73條第2項規定得依建築法第
91條規定裁罰。
(三)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情狀，為影響消費者承
購與否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知於
購屋後得享有廣告所揭示之公共設施，而難以知悉廣告所
載之公共設施違反建築法規。本案被處分人雖稱案關廣告
宣稱Lounge bar及KTV等公共設施，係表示將案關建案頂樓
R1及頂樓R2空間設計為Lounge bar及KTV並放置活動式之
桌椅，另於Lounge bar內設置bar台，將KTV室做門板隔間，
提供住戶更多休閒空間使用等語。惟前揭公共設施位置分
別位於原建造執照圖說中梯廳與水錶室，前述廣告表示內
容，顯與建物之核准用途不符，此有新北市政府專業意見
可稽；另被處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宣稱設置Lounge bar及
KTV等公共設施，未向新北市政府申請變更建造執照，且未
來亦不會向建管單位申請變更建造執照與核准圖說內容，
實際交付予住戶部分即為原核准之梯廳及水錶室設計，則
該建案於日後交屋時，消費者並未能獲得或合法享有廣告
所示之公共設施空間使用，故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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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
四、 綜上，被處分人於銷售「富堡晶棧」預售屋建案廣告，刊
載 Lounge bar 及 KTV 等公共設施，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核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
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
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
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
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
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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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書及 3 分不同意見書(1)、(2)、(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4 號
被處分人：Qualcomm Incorporated
址

設：5775 Morehouse Drive, San Diego, CA 92121,U.S.A.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代 理 人：○○○ 律師
○○○ 律師
地

址：○○○○○○○○○○○○

代 理 人：○○○ 律師
○○○ 律師
○○○ 律師
地

址：○○○○○○○○○○○○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CDMA、WCDMA 和 LTE 等標準之基頻處理器市
場具獨占地位，然拒絕對晶片競爭同業授權專利技術並要
求訂定限制條款、採取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之手
段及與特定事業簽署含有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條款等，
核其整體經營模式所涉行為，損害基頻處理器市場之競
爭，屬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60 日內，應停止涉案違
法行為，包括：(一)停止適用與晶片競爭同業已簽署須提
供含晶片價格、銷售對象、銷售數量及產品型號等敏感經
銷資訊之契約條款；(二)停止適用與手機製造商已簽署之
350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元件供應契約有關未經授權則不供應晶片之契約條款及
(三)停止適用與案關事業已簽署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之
契約條款。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應以書面通知
晶片競爭同業及手機製造商，得於收受該通知之次日起 60
日內向被處分人提出增修或新訂專利技術授權等相關契約
之要約，被處分人於收受要約後，應即本於善意及誠信對
等原則進行協商；協商範圍應涵蓋但不限於協商對象根據
本處分書而認有不公平之契約條款，且協商內容不得限制
協商對象透過法院或獨立第三方之仲裁途徑解決爭議。
四、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每 6 個月，應向本會陳
報與前項協商對象之協商情形，並於完成增修或新訂之契
約簽署後 30 日內向本會陳報。
五、處新臺幣 234 億元罰鍰。
事
實
一、緣 2015 年 2 月 11 日報載，被處分人因行動通訊晶片專利
授權行為遭多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調查或處罰，並經實地訪
查我國相關業者，獲悉被處分人確有不授權競爭同業之
情，且限制手機業者(下均指品牌商及代工商)若不與被處
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則無法獲得晶片(下均指含基頻處
理器/Baseband processor 之相關晶片)供應之情事，對美
商 Apple Inc. (下稱 Apple)以獨家交易為折讓(rebate)獎
勵條件，有限制競爭疑慮，爰奉可主動立案調查。案併有 2
位檢舉人具函為相同或類似之檢舉，業併案處理；嗣後 1
位檢舉人來函撤回檢舉案。
二、調查情形：
(一)多次函請國內外○○手機代工商及○品牌商到會說明或
提供書面陳述意見，謹彙整摘陳如次：
1、手機代工商與品牌商合作模式包括零組件由代工商採
購、權利金由品牌商支付，零組件及權利金皆由代工商
採購、代收代付，零組件及權利金皆由品牌商採購、支
付。晶片多由品牌商指定採購，授權金則多由代工商代
為收付予被處分人，少數由品牌商自付。另有品牌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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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部分由自己製造、部分委由代工商製造，亦有品牌
商係全部委由代工商製造。有品牌商採購主要零組件再
售予代工商製造，並支付被處分人權利金；亦有品牌商
少部分零組件自行採購、大部分由代工商採購，權利金
則透過代工商支付。
2、受調查之手機業者○○○未與被處分人簽署「Subscriber
Unit License Agreement」(下稱 SULA)，餘皆有簽署，
契約條款及授權金大致相同。
3 、 受 調 查 之 手 機 業 者 ○ ○ ○ 未 與 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Asia-Pacific PTE LTD（為被處分人間接
持股之從屬公司，下稱 QCTAP)簽署「Component Supply
Agreement」
（下稱 CSA)，餘皆有簽署，契約條款大致相
同。
4、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下稱 SEP)
與非標準必要專利(N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下稱 NON-SEP)合併授權：○表示曾提出簽署 SEP-Only
契約但遭拒絕，多數表示未曾提出簽署 SEP-Only 之請
求，○表示並無不利影響，○○表示製造手機不可能使
用到被處分人全球註冊專利，強迫接受不需要之授權專
利(即 NON-SEP)並支付授權金，將溢付授權金，增加製造
成本，降低市場競爭力，○表示無從知悉是否使用被處
分人 NON-SEP 專利。
5、以整機售價為權利金計價基礎，且費率偏高：所有業者
俱表示被處分人授權之行動通訊專利技術應只涉及行動
通訊相關零組件(如通訊晶片)，與其他零組件無關，如
外觀設計、模具開發、螢幕、CPU、記憶體、運送費用、
保固成本、代工商人力成本支出…等，然被處分人以整
機淨售價為權利金計算基礎，非以渠專利技術對手機貢
獻度作為計算基礎，本質上即構成歧視，且增加權利金
堆疊與溢收之風險，包含與被處分人專利無關之價格因
素為計算權利金基準之作法極不合理；衡諸目前一般手
機業者銷售利潤，毛利低於 5%~6.5%，其收取費率顯不合
理；另已有諸多美國法院與執法機關採納「最小可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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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實施單位」(smallest salable patent practicing
unit；下稱 SSPPU)法則，授權金計價基礎應以基頻處理
器作為 SSPPU，絕非以整體最終使用者裝置。
6、未提供專利授權清單：○○表示曾要求提供清單遭拒，○
○表示將無法知悉授權專利是否包括 NON-SEP 或過期專
利，○表示可至網站或美國專利局查詢，○○表示被處
分人曾提供清單並未拒絕，○○則表示被處分人從未提
供，另○○表示被處分人拒絕提供其全部 SEP，並請其自
行參考 ETSI 網站。
7、無償交互授權：○○表示並未持有相關專利，○表示有
助減少商業糾紛，○表示將限制被授權人投入技術研發
及布局通訊產業新世代標準專利的意願，喪失研發誘
因，減少研發支出、阻礙創新、影響產業鏈結構及整體
發展；○表示被處分人不同意就無償交互授權部分進行
協商，亦未將被授權人擁有專利數之多寡作為授權金之
抵減；○表示不同意將具有價值之專利與被處分人進行
交互授權，因此，被處分人亦不願意與渠簽署授權契約。
8、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表示曾發生客戶認為被處分
人之晶片競爭同業已取得授權而權利耗盡，但遭被處分
人否認；○○表示曾向被處分人之競爭同業採購晶片；○
○表示被處分人提供競爭同業未耗盡專利授權，下游業
者則仍須支付被處分人以整機計價之高額權利金，將促
使手機業者向被處分人採購晶片；○表示因晶片採購係
按賣價而定，內含專利授權費用與否並非考量因素，故
晶片競爭同業是否獲有被處分人授權無礙該公司之採購
決定；○表示若競爭同業可獲被處分人專利耗盡授權，
將可大幅降低手機成本；○○則表示 4G 高階市場仍將採
用被處分人晶片，但低階(3G)市場則考慮採用其他業者
之晶片；另○○表示，被處分人對手機業者提供授權，
卻拒絕提供授權予晶片競爭同業，此種層級歧視，違反
FRAND 承諾，從而保護其在基頻處理器市場獨占地位，以
收取高額權利金，若無被處分人上開授權與銷售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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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極有可能與被處分人以外之多家晶片供應商建立
關係。
9、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10 家表示於專利授權契
約簽訂前，均已知悉未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即
無法獲得晶片供應之情，因均已簽署授權契約，故未曾
遭被處分人斷絕晶片供應。然其中○○表示因關係企業
未簽署契約，除非修改契約將關係企業納入授權對象，
否則被處分人拒絕供應晶片予該公司之關係企業。另○
○表示，手機代工商若不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
約，即無法取得被處分人基頻處理器，就無法為手機品
牌商生產具備行動通訊功能之行動裝置，被處分人將專
利授權與晶片之取得進行搭售，已構成搭售條款，且只
有購買被處分人基頻處理器必須同時支付權利金，例如
購買被處分人 Wi-Fi 晶片也只須支付產品價格，不必另
外支付權利金，因 Wi-Fi 晶片市場很競爭，故被處分人
並未額外要求支付權利金，而被處分人在基頻處理器市
場居於支配性地位，故要求購買基頻處理器亦須額外支
付權利金。
10、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表示被處分人依不同產
品、規格、地區及期間提供不同晶片採購折讓，1 家表示
曾與被處分人就指定晶片用料商定回饋金折讓，餘並未
簽有相關折讓或獎勵條款。
(二)另請被處分人之競爭同業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及 D 公
司就案關爭點說明，綜整如下：
1、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
(1) 歐 洲 電 信 標 準 協 會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下稱 ETSI)對專利權人聲明的 SEP
並無審查機制，被聲明的 SEP 也並非全部為實施標準所
必需，實施標準產品是否侵害該 SEP 仍須由法院判定；
NON-SEP 所涵蓋的技術內容乃非實施標準所必需，且可由
各廠商 自行研 發替代 技術。 被處分 人堅持 將 SEP 與
NON-SEP 一併授權，除可提高費率，也可以模糊因必要專
利而產生的 FRAND 義務和界線，以合理化其整機收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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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模式。而被授權人取得被處分人所搭售 NON-SEP 後，
即無動機再取得其他類似專利授權，恐造成其他技術單
位在 NON-SEP 市場難以競爭。
(2)倘屬雙方自願性協商的交互授權通常有利於競爭，然被
處分人要求之授權方式非屬自願性協商，此將導致手機
業者無選擇，僅能接受被處分人專利組合授權，而不論
其價值、其他競爭技術之替代性或迴避設計之可行性，
使其他具競爭性之 NON-SEP 因此被排除於授權市場，被
處分人因此將實施於基頻處理器之 SEP 獨占力延伸至
NON-SEP。況被處分人從未證實其 NON-SEP 為製造手機所
需使用之專利。
2、以整機售價為權利金計價基礎，且費率偏高：
(1)被處分人 SEP 並未涵蓋整支手機，也非手機之核心價值，
應僅與通訊基頻技術有關或以通訊基頻技術為專利核
心，除晶片外，被處分人專利與整支手機中的其他部分
沒有關聯。被處分人應僅能就核心發明的通訊必要技術
部分(即以基頻處理器或基頻相關部分)收費，否則按整
機售價的一定比例收取權利金，等同於就手機通訊功能
以外之其它元件及功能也收取權利金，且使高價手機使
用相同 3G 技術，卻須繳交更多授權費，無異於歧視附加
價值高的高價手機。長期而言，墊高手機業者生產成本，
甚至阻礙智慧型手機普及化和科技進步的速度。被處分
人先在技術市場採整機高額收費，以獲得龐大權利金利
潤，再於晶片市場提供高額折讓補貼，使被處分人自家
晶片產品更具有價格優勢，對於下游手機業者來說等於
已先預繳入門保證金再逐步攤提，一來鞏固其對被處分
人的忠誠度，二來大幅降低手機業者與其他晶片供應商
的合作意願，而該等變相補貼結果減損其他晶片供應商
之競爭力，致其他晶片供應商如德州儀器、飛思卡爾、
博通等業者陸續退出基頻處理器市場之競爭。
(2)如果專利是涵蓋整支手機範圍，以整支手機售價去計算
權利金是合理的，但是被處分人的 SEP，幾乎只使用在基
頻處理器上，卻以手機售價來計算授權金，其權利金收
35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取差距高達 10 倍甚至 20 倍以上。被處分人可能主張，
因渠擁有之 SEP 與其他科技產生作用並提高表現，1 家競
爭同業認為將不同科技結合在一個最終產品會產生協同
作用之說法的確是事實(例如能即時傳送相片之功能確
實增加行動裝置相機的功能)，然此協同作用係發生於整
個科技(即相機科技與行動通訊網路科技)，而非發生於
某一科技(如相機科技)與某一 SEP 間。持有某一 SEP 卻
對此等協同作用收取報酬，係將該 SEP 之貢獻擴張到整
個標準，除非被處分人能證明，若無渠的 SEP，即無法以
無線方法傳送相片，否則不能將現正使用之全部行動通
訊網路標準之價值歸功於被處分人，以此求取報酬並不
適當。據新近發布的市場調查顯示，80%全球智慧型手機
及平板電腦的資訊流量係經由 Wi-Fi 傳送，而非 4G 技
術，倘被處分人的論點成立，Wi-Fi 的 SEP 遠比 4G 技術
更能提升其他元件之效能，惟 Wi-Fi 標準必要專利係以
晶片為單位授權。然被處分人藉由其 FRAND 承諾使其專
利得以成為 SEP，事後卻違反其承諾，對於主要實施在基
頻處理器之 SEP 向行動電話業者收取以整支行動電話系
統為單位計算之權利金。
(3)據○○○○○○○○○博士所撰寫之專家報告，幾乎所
有被處分人的專利請求項中不到 1%實質上實施在行動裝
置上。另據○○○○○○○○之專利分類專案摘要(被處
分人專利組合審查)報告所示，被處分人的行動通訊
SEP(超過 90%)大部分實施於手持裝置的通訊晶片，非行
動通訊 SEP(超過 80%)大部分實施於手持裝置的應用處理
器。
3、無償交互授權：
(1) 按 ETSI 和 電 機 電 子 工 程 師 學 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下稱 IEEE)
規範，SEP 的專利權人在進行授權時，可要求被授權人依
照互惠原則交互授權，但僅止於被授權人就其同一技術
標準所聲明的 SEP。被處分人在與下游業者的專利授權契
約中，強迫被授權人均須將旗下專利交互授權給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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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未支付任何對價或調整授權費用；被處分人因交
互授權取得龐大第三方專利權，並以專利耗盡原則
(doctrine of patent exhaustion) 大力對外行銷其晶
片，稱被處分人晶片能提供廣大專利保護傘，客戶購買
被處分人晶片無須擔心受到第三方專利控訴，也可以免
去額外的專利費用。據競爭同業客戶曾表示，若自行向
這些第三方個別取得專利授權，每支手機可能需額外支
付高達 3 美元的專利成本，相較於該競爭同業晶片，客
戶的確會優先選擇被處分人晶片，足見晶片供應商所提
供的專利保護傘確實對下游客戶的採購決策提供很大的
誘因。
(2)半導體產業有上百萬個專利，因此會以簽署交互授權契
約以避免侵權訴訟，而有互相牽制作用。交互授權可能
收費也可能不收費。依被處分人對 ETSI 所為的 FRAND 承
諾，SEP 僅得與同一標準內的 SEP 以平等互惠方式交互授
權，然被處分人卻將 SEP 與 NON-SEP 及其他標準的 SEP
搭售，以規避價格限制，收取不公平競爭之權利金，同
時藉由交互授權條款，取得被授權人的 SEP 及 NON-SEP，
擴張交互授權範圍，並可獲得更廣泛的專利保護，使渠
得進一步強化其在晶片市場的支配地位。相較向其競爭
同業購買晶片，則會暴露在較高的專利侵權風險，客戶
因而轉向被處分人的競爭同業施加壓力，要求保證賠償
第三人之專利侵權索賠，增加競爭同業之成本。
(3)據被處分人之電子郵件載，因被處分人與許多非關聯企
業之第三方達成契約，故內載被處分人晶片和關聯軟體
之用戶裝置(適格之用戶端裝置)將會獲有某些第三方專
利之權利而無須與第三方專利權人協商、簽訂授權契約
或向第三方專利權人支付授權金。
4、未提供專利授權清單：○業者表示，談判過程中，被處
分人僅揭露○○○專利技術，餘均未就此節表示意見。
5、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
(1)技術標準組織的目的，是透過技術說明書的公開和透明
化，使廠商進入障礙降低、迅速參與產品研發，促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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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標準的廣泛採納；同時也確保發明人參與標準制定所
投資的心血能獲得合理回收，並有持續進行研發的動
機。因此 SEP 的唯一目的僅在使發明人能就其專利技術
研發獲得合理的金錢補償，而非用來阻絕其他競爭者進
入市場的手段。所有市場參與者，不論是產業鏈下游的
廠商，或是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的競爭對手，均有權取得
實施標準所必需的專利。標準制定組織 IEEE 在 2015 年 3
月生效的章程中明定，除生產製造終端產品的業者外，
實施系爭標準必要專利技術的「零組件廠商」也有權向
專利權人取得 SEP 之授權。被處分人拒絕授權晶片供應
商，將導致下游終端產品如手機業者傾向選擇採購被處
分人晶片產品，以避免面對被處分人訴訟之風險。此將
強化被處分人在手機晶片產品市場之力量，減損晶片產
品市場之競爭，最終導致下游終端產品價格居高不下，
造成消費者損失。並使被處分人得對下游終端產品業者
收取過高之權利金，再藉由各種授權條款之交互運用而
使下游業者遭挾持或鎖定，從而打擊在晶片市場與其競
爭之業者。
(2)ETSI 為全球行動通訊標準制定組織之一，擁有超過 800
個團體會員，其 IPR 政策第 6.1 條要求每一個參與 ETSI
標準之發展並擁有必要專利之參與者，必須以書面承諾
依 FRAND 原則提供不可撤回之專利授權；所應提供之授
權係指「設備」(equipment)，所謂「設備」係指任何完
全合於標準之「系統」(system)或「裝置」(device)，
雖然系統及裝置均具有多重含意，
「系統」一詞常指已完
成的最終產品(如完整的行動電話系統)，
「裝置」通常指
半導體晶片，而 ETSI 之「設備」一詞所指之裝置僅指元
件(即系統中的元件)。因此被處分人有義務依 FRAND 原
則提供授權予每一擬取得授權之人，包括授權晶片供應
商，依一般權利耗盡原則，將及於晶片供應商客戶(即行
動電話代工商或品牌商)，而非僅給予晶片供應商範圍有
限之權利，如「同意不主張專利權」
，但保留向晶片供應
商客戶主張專利權。被處分人拒絕以專利耗盡方式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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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供應商，可能造成未被納入標準或互補之科技廠商
降低技術研發、手機業者必須支付超額權利金致其投入
研發之資源減少、基頻處理器供應商之研發需求嚴重下
滑及已造成許多基頻處理器供應商退出市場，包括德州
儀器、博通、意法易立信、富士通(Fujitsu)、輝達、邁
威爾、瑞薩及 NEC 等。縱被處分人主張不會對晶片供應
商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惟是否主張專利權是可隨時變動
的。
(3)被處分人直至 2007 年尚有將其 SEP 授權其他晶片供應
商，鑑於美國最高法院於 2008 年廣達控訴 LG 判決，被
處分人似乎擔憂於晶片階段授權會導致專利耗盡，因而
改變其授權政策。2013 年被處分人曾公開對外發布文
件，明確指出基頻處理器供應商不在被處分人的一般授
權計畫內，必要時雙方會簽署不會導致任一方專利耗盡
的專利暫停協議。在與被處分人簽署之專利授權契約
下，僅被允許製造○○○○○○○○○○○基頻處理
器，○○○○○○○○○○○○○○○○○○。○○○
○○○○○○○○○○○○○○但當時所聯絡之潛在客
戶手機業者均要求該公司需保證潛在客戶不遭受被處分
人專利侵權起訴之風險及如因被被處分人主張侵權則應
予賠償。因此向被處分人請求釐清，獲被處分人回覆不
授權晶片供應商之政策。雙方嗣後就此項議題進行協
商，○○○○○○○○○○○○○○○○○○○○○、
先對被授權人(即競爭同業的客戶)窮盡一切救濟後方得
對競爭同業起訴之承諾、○○○暫停訴訟等，雙方於○
○○協商未果。故競爭同業○○○○○○○○○並無法
完全排除被被處分人主張專利權之風險。被處分人在相
關行動通訊技術市場及行動通訊晶片市場具優勢地位，
其拒絕將 SEP 授權予晶片競爭同業，則未獲授權之晶片
供應商必須面對專利侵權風險或商業上的不穩定性，阻
礙渠等在手機晶片市場上與被處分人競爭之機會；就下
游手機業者而言，倘採購非被處分人之行動通訊晶片，
即可能面臨被處分人侵權主張之風險，此有報載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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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對於中國大陸手機業者魅族提起
專利侵權訴訟可參。這種可能被訴的風險，將阻礙晶片
供應商之研發及增加其無形成本。此外，被處分人雖表
示不向晶片供應商行使專利權，但仍要求手機業者須取
得被處分人授權，若未取得被處分人授權，則手機業者
仍有被被處分人訴求侵權賠償的風險；若發生此風險，
則向被處分人競爭同業採購基頻處理器的手機業者可能
回頭向該晶片競爭同業求償，此將造成晶片供應商的壓
力，並將阻礙晶片供應商承擔產能和研發的投資，導致
晶片競爭對手退出市場。另促使被處分人得依整支手機
價格收取高額授權金，增加手機成本，減損渠等投資及
創新誘因，阻礙行動通訊產業發展。
6、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
(1)縱使被處分人在晶片市場已具備支配地位，為進一步提
升或鞏固晶片銷售，被處分人以更優惠的授權條件為誘
因，促使客戶購買其晶片。這種利用消費者對於必需性
商品的需求以提升同一業者對非必需性商品的銷售，等
同將 2 個不同商品綑綁銷售，並在非必需性商品的晶片
市場對其他業者產生限制、排除競爭的效果。
(2)被處分人利用其在基頻處理器市場的支配地位，要求向
其購買基頻處理器之客戶，必須取得其專利授權；惟客
戶在購買使用被處分人的基頻處理器時，此等晶片即已
包含被處分人專利，在晶片銷售時被處分人專利已耗
盡，自無客戶侵害其專利之情事，至被處分人的其他專
利，本可在銷售契約明定並未轉讓其他專利而保留其專
利權，倘晶片客戶侵害被處分人其他專利並拒絕取得授
權，被處分人自得尋求司法救濟以主張其專利權。
(3)此模式並非市場上之常態。事實上被處分人大部分的 SEP
是實施在基頻處理器上，理論上採購被處分人之基頻處
理器，應無須擔心其上所實施之專利問題，然被處分人
將「行動通訊晶片產品之銷售」與「行動通訊技術之授
權」分開，目的在避免專利耗盡，導致被處分人拒絕授
權予晶片競爭同業，而採購被處分人晶片之手機業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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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另行取得專利授權，並藉此得以手機終端產品銷售價
格作為權利金計價基礎。
7、提供折讓以要求特定業者獨家交易：上開○○競爭同業
中， 有○○業者均曾與 Apple 進行洽商及技術規格討
論，包括提供文件、報價及規格研討等，其中○○晶片
獲 Apple 採用，搭載於 2016 年 9 月之 iPhone 及 iPad。
因被處分人以折讓限制 Apple 獨家交易，導致渠等損失
與 Apple 之交易機會，並剝奪自 Apple 取得有用測試及
技術回饋意見；另被處分人亦對其他手機業者以提供優
惠權利金費率及技術支援，威脅利誘手機業者與被處分
人獨家交易或減少對競爭同業之晶片採購，然無事證可
提供。若此，將使其競爭同業無法有效率地與之抗衡，
進而得達到排除競爭同業之目的。
(三)被處分人之競爭同業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及 D 公司就
簽署契約等情提供書面意見並到會說明，分述如下：
1、A 公司：
(1)背景說明：2003 年至 2004 年開始研發 3G WCDMA 晶片，
2009 年底開始量產，為被處分人競爭對手，當時市場上
尚有意法易立信(ST-Ericsson)、德州儀器(TI)、英飛凌
(Infineon)、博通(Broadcom)、瑞薩(Renesas) …等業
者 參 與 競 爭 。 2G 主 流 標 準 有 GSM 、 GPRS 、 EDGE 及
IS-95(CDMAOne) 等 ； 3G 主 流 標 準 有 WCDMA(UMTS) 、
CDMA2000(CDMA 1xEV-DO，下稱 CDMA，均同)、TD-SCDMA
等；4G 主流標準有 LTE 及 WiMAX 等，惟 WiMAX 隨著主要
倡導者於 2010 年退出 WiMAX 技術市場，該技術也逐漸被
業者放棄。
(2)行動通訊晶片又可分為系統型晶片(Systems on a chip，
下稱 SoC)與分離式解決方案，而 SoC 係將基頻處理器(即
Baseband processor，處理通訊訊號)、應用處理器(即
Application Processor，處理手機平台運算，簡稱 AP)
及連線晶片(即 Connectivity，處理 Wi-Fi、藍牙、FM 等
訊號)整合在同一片晶片上，為目前主流；手機業者中有
高階手機僅採取分離式方案，即基頻處理器、應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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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為單獨晶片。行動通訊晶片主要供應商包括被處分
人、Intel、聯發科、三星、展訊、海思等，而德州儀器、
飛思卡爾(Freescale)、意法易立信、輝達(Nvidia)、博
通、邁威爾(Marvell)等業者因市場推廣不順，早已退出
競爭。
(3)與被處分人簽署契約之情形：被處分人就 3G 技術 SEP 曾
向 ETSI 多次做出承諾，願依其 IPR 政策第 6.1 條規定，
以 FRAND 條件對於要求通訊必要專利授權之主體進行授
權，而要求專利授權的主體包括但不限於生產製造通訊
元件(component)和子系統(sub-systems)廠商；被處分
人基於上開承諾，不但有義務對尋求其所宣稱之 SEP 授
權的下游廠商提供授權，對於上游廠商，也有義務提供
一個符合 FRAND 條件的授權協議。A 公司曾於○○○年間
以電子郵件向被處分人要求提供 WCDMA 專利授權契約稿
審閱，但遭被處分人拒絕 SEP 授權，○○○○○○○○
○○○○○○○○○○○○○○之安排。雙方於○○○
○○○○○○○○○○○○○○○○○○○○○○○○
○○○○○○○○○○○○○○○○○○○○○○○○
○○○○○○○○○○○○○○○○○○○○○○，被
處分人僅同意互相不主張專利權利，但並未進行任何的
專利授權。○○年底至○○年間，經再次向被處分人要
求授權，但仍遭拒絕。幾經溝通後，最終雙方於○○年
簽訂○○○○○○○○○○○○○○○○○○○○○○
○○○○○，但協商過程中，仍持續遵守提供契約所定
提出銷售報告義務○○○○○○○○○○○○○○○○
○○○○○○○○○○○○○○。嗣被處分人雖同意解
除限制，但仍不斷透過發表共同聲明，暗示 A 公司客戶
仍必須取得被處分人授權，否則可能受到被處分人的專
利侵權威脅；同時亦約定若 A 公司客戶對被處分人主張
專利耗盡，被處分人將禁止 A 公司銷售給該客戶○○○
○○○○○○○○○○○○○○。與被處分人間簽署之
契約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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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雙
方就持有的 CDMA 之 SEP 不向另一方之 CDMA 晶片主張專
利權。A 公司受到以下限制：(i) ○○○○○○○○○○
○○○○○○若違反則有懲罰違約金；(ii) ○○○○○
○○○○○○○○○○○○○○；(iii)○○○○○○○
○○○○○○○○○○○○○○○○○○○○○○○○
○○○○○○○○○○○○○○○○○；(iv)○○○○
○○○○○○○○○○○○○○○○○○○○○○○○
○○○○○○○○○○○○○○○○；(v) ○○○○○○
○○○○○○○○○○○○○○○○。
B、○○○○○○○：○○○○○○○○○○○○○○○○
○○○○○○○○○○○○○○○○○○○○○○○○
○○○○○○○○○○○○○○○○○○○○○○○○
○○○○○○○。
C、○○○○○○○：○○○○○○○○○○○○○○○○
○○○○○○○○○○○○○○○○○○○○○○○○
○○○○○○○○○○○○○○○○○○○○○○○○
○○○○○○○○○○○○○○○○○○○○○○○○
○○○○○○○○○○○○○○○○○○○○○○○○
○○○○○○○○○○○○○○○○○○○○○○○○
○○○○○○○○○○○○○○○○○○○○○○○○
○○○○○○○○○○○○○○○○○○○○○○○○
○○○○○○○○○○○○○○○○○○○○○○○○
○○○○○○○○○○○○○○○○○○○○○○○○
○○○○○○○○○○○○○○○○○○○○○○○○
○○○○○○○○○○○○○○○○○○○○○○○○
○○○○○○○○○○○○○○○○○○○○○○○○
○○○○○○○○○○○○○○○○○○○○○○○○
○○○○○○○○○○○○○○○○○○○○○○○○
○○○○○○○○○○○○○○○○○○由於被處分人
拒絕授權 A 公司，則尚未向被處分人取得授權之客戶採
購 A 公司晶片，仍無法因專利耗盡原則而受到保護，客
戶仍要面對被處分人的潛在訴訟風險，在下游廠商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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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致此等客戶多有不敢
採購 A 公司晶片之情事。
2、B 公司：○○○○○○○○○○○○○○○○○○○○○
○○○○○○○○○○○○○○○○客戶以採用 CDMA 區
域之廠商為主，○○年將 CDMA 部門資產○○○○○○○
○○○○○○○○○○○○○○○全部轉售，目前已無
業務運作○○○○○○○。
3、C 公司：
(1)有關單獨功能基頻處理器市場競爭現況：依價格及品質
加以區分，低階及中階市場主要將 AP、圖形處理器、基
頻處理器（Baseband ）及其他裝置之功能整合在單一系
統晶片(SoC)上；高階行動電話供應商則偏好使用單獨功
能的基頻處理器，業者可分別對基頻處理器及微處理器
進行升級。該公司目前僅製造銷售單獨功能的基頻處理
器，為被處分人在該市場中的競爭者。
(2)與被處分人簽署契約之情形：○○○○○○○○○○○
○○○○○○○○○○○○○○○○○○○○○○○○
○○○○○○○○○○○○○○○○○○○○○○○○
○○○○○○○○○○○○○○○○○○○○○因該契
約係屬權利未耗盡之授權，故被處分人授權予被併購人
之權利並不及於被併購人之晶片客戶。○○○○○○○
○○○○○○○○○○○○○○○○○○○○○○○○
○○○○○○○○○○○○○○○○○○○○○○○○
○○○○○○○○○○○○○○○○○○○○○○○○
○○○○○○○○○○○○○○○○○○○○○○○○
○○○○○○○○○○○○○○○○○○○○○○○○
○○○○○○○○○○○○○○○○○○○○○○○○
○○○○○○○○○○○○○○○○○○○○○○○○
○○○○○○○○○○○○○○○○○○○○○○○○
○○○○○○○○○○○○○○○○○○○○○○○○
○○嗣雙方分別在○○年、○○年進行授權協商談判，
然因被處分人拒絕以權利耗盡方式授權，而未達成合
意。美國最高法院於 2008 年對廣達案的判決後，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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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改變授權政策，在判決之前係分別向晶片供應商及手
機業者授權，分別收取授權金；在該案判決之後，被處
分人覺得授權給晶片供應商可能會產生權利耗盡的風險
太高了，所以開始拒絕授權給晶片供應商。被處分人不
願意授權給晶片供應商的另一原因為手機較晶片售價
高，以相同的授權金費率向手機業者以整機售價收取權
利金明顯較高。
4、D 公司：
(1)背景說明：○○○○○○○○○○○○○○○○○○○
○○○○○○○○○○○○○○○○○○○○○○○○
○○○○○○○○○○○。該公司之行動通訊晶片來源
○○○○○○○○○○外，曾向被處分人及○○○○○
○○○○競爭同業採購，現在主要供應商為○○○○○
○○○○○○○○○○○○○○○○。○○○○○○○
○○○○被處分人為提供 CDMA 解決方案之唯一晶片供應
商，故仍需依賴被處分人晶片。
(2)該公司為生產符合 2G、3G、4G 等技術標準之手機，就持
有之 SEP 與大部分的專利權人間係透過交互授權方式簽
署專利授權契約，無需支付授權金。
(3)與被處分人簽署之契約：
A、○○○○○○○○○○○○○○○○○○○○○○○○
○○○○○○○○○○○○○○○○○○○○○○○○
○○○○○○○○○○○○○○○○○○○○○○○○
○○○○○○○○○○○○○○○○○○○○○○○○
○○○○○○○○○○○○○○○○○○○○○○○○
○○○○○○○○○○○○○○○○○○○○○○○○
○○○○○○○○○○○○○○○○○○○○○○○○
○○○○○○○○○○○○○○○○○○○○○○○○
○○○○○○○○○○○○○○○○○○○○○○○○
○○○○○○○契約約定不得向被處分人、被處分人客
戶及其關係企業主張侵害 D 公司專利權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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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未取得被處分人專
利授權前，該公司即便已支付對價採購被處分人晶片，
該晶片仍將無法使用。因 2009 年韓國公平會認定該折讓
之行為屬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雙方爰於 2009 年另行簽
署○○○○○○○○○○○○○○○○○○○○○○○
○○○○○○○○○。
C、○○○○○○○○○○○○○○○○○○○○○○○○
○○○○○○○○○○○○○○○○○○○○○○○○
○○○○○○○○○○○○○○○○○○○○○○○○
○○○○○○○○○○○○○○○○○○○○。
(4)為經營需要，該公司會持續性地綜合考量市場上可取得
之晶片價格、性能表現與規格等，以決定所要採購之晶
片，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供應之晶片亦為該公司考量之產
品選項之一。被處分人競爭同業晶片若擁有完整授權，
包括被處分人之授權而產生專利耗盡之效果，則手機業
者可以在手機產銷階段節省可觀之授權費用，相信被處
分人競爭同業之產品將更具競爭力。
(四) ○○提供書面資料及到會說明，略以：
1、行動通訊 SEP 之持有與授權情形：○○○是 ETSI 及美國
電 信 工 業 協 會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下稱 TIA)暨其他眾多國際標準組織之會
員，SEP 係由專利權人向標準制定組織宣告且同意以
FRAND 授權即可，並無相關審查機制。據 ETSI 資料庫所
示 SEP 總數量：GSM(2G)－38,903 個、UMTS(3G)－73,882
個、LTE(4G)－99,392 個；從各專利權人向 ETSI 宣稱之
SEP 數量來看，前 10 大專利權人為被處分人、三星、
Nokia、華為、InterDigital、Panasonic、LG、Motorola
及 NTT DoCoMo 等，約 78%的 SEP 由上開公司擁有。
2、國際標準組織的 IPR 政策：
(1)國際電信通訊聯盟(ITU)：依 ITU 的「Common Patent
Policy」規定，專利權人可選擇簽署符合合理及無差別
待遇條件(RAND)之無償授權(第 2.1 條)或非無償授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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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條)，亦可選擇拒絕符合 RAND 之授權(第 2.3 條)，但
選擇拒絕以符合 RAND 方式授權者，ITU 不會將該專利技
術納入標準中。另 ITU 的專利聲明及授權宣示規定：
「專
利權人準備在全世界範圍內，在無差別待遇基礎上，以
合理的條款和條件向無限制數量的申請人授予授權以製
造、使用和銷售上述專利的實施…」
。
(2)ETSI: ETSI 的 IPR 授權聲明書指出，聲明人「準備授予
不可撤銷的授權…」前開用語不限於特定類別的被授權
人而排除其他人，而授權承諾是以 FRAND 條件，拒絕授
權或選擇性地挑選誰將被授權也是有差別待遇的，再
者，這也將違反禁止選擇性或差別待遇的標準必要專利
授權以及避免專利箝制(hold-up）的更廣泛的政策利
益。另 ETSI IPR 政策第 6.1 條包括晶片製造商，此有 ETSI
終身榮譽主席○○○(於 1990 年至 2006 年擔任 ETSI 主
席 16 年 ) 的 「 Why the ETSI IPR Policy Requires
Licensing to All」文章中說明，ETSI 的 IPR 政策允許
每個要求授權的公司獲得授權，無論潛在被授權人在生
產鏈中的位置如何，也不論潛在被授權人是上游或下游
廠商；一旦提供了 FRAND 承諾，並不限於終端產品(如手
機 ) ， 還 包 括 零 組 件 ( 如 晶 片 ) ，「 不 訴 追 政 策 」
(Forbearance Policy)並不符合也不滿足應依 FRAND 條
件授權之義務。該文章描述「不訴追政策」的例子包括：
單方面，非書面之不向法院主張專利的政策；延期提出
訴訟的承諾；不起訴的承諾，除非設備製造商未支付款
項，且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已經用盡了對該設備製造商的
法律救濟途徑，或協議不起訴某當事人(但保留基於該當
事人製造的產品起訴他人的權利)。
3、行動通訊晶片市場概況及○○○手持裝置晶片供應商：
被處分人在行動通訊基頻處理器市場具有支配性地位，
在 LTE 標準基頻處理器更有○○○市占率，其他供應商
包括 Intel、聯發科、展訊、三星及威睿電通(即 VIA)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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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手機通訊晶片搭載情形：○○年推出第 1 代
○○○○手機，以搭載○○○○基頻處理器為基礎並由
臺灣代工商組裝，銷售獲得成功；該模式持續至 2010 年。
嗣該公司維持每年 9 月間推出新一代○○○手機。2011
年因要打入○○○○○○○○○○○之通路，而有生產
CDMA 規格手機之必要，開始與被處分人進行交易，2011
年秋季以後至 2016 年 9 月之前，陸續推出僅含被處分人
晶片之 3G 或 4G 相關通訊標準(含向下相容)之新款
○○手機及具備行動通訊功能之○○○平板，委由臺灣
代工商代工製造。2016 年 9 月之後推出之○○○手機，
則分別搭載○○○及被處分人晶片，併銷於市。○○○
○○○○○○○○○○○○○○○○○○○○○○○○
過去 10 年內曾多次針對被處分人競爭對手產品進行評
估，但因未達到技術標準而未採用。○○○○○○○○
○○○○○○○○○○○○○○○○○○○○○○○○
○○○○○○○○○○○○○○○○○○○○○○○○
○○○○○○○○○○○○○○○○○○○○○○○○
○○○○○○○○○○○○○。
5、與被處分人以外之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簽署授權
契約情形：○○向來致力於與專利權人直接協商取得專
利授權，為生產符合 2G、3G 及 4G 技術標準之行動裝置，
曾與被處分人以外之○○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權人簽
署授權契約，大部分授權專利為 SEP、少部分為專利組
合，契約有效期間為定期或專利到期日，權利金皆為固
定費用；○○○○○○○○○○○○○○○○○○○○
○○○○○○○○○○○○○○○○○○○○○○○○
○○○○○○○○○○○○○○○○○。
6、有關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
(1)○○○與被處分人授權金支付模式：○○○○○○年進
入手機市場前，臺灣代工商已為不同品牌商製造手機並
與被處分人簽署授權契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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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與被處分人簽署契約之情形：○○○○○○○○
○○○○○○○○○○○○○○○○○○○○○○○○
○○○○○○○○○○○○○○○○○○○○○○○○
○○○○○○○○○○○○○○○○○○○○○○○○
○○○○○○○○○○○○○○○○○○○○○○○○
○○○○○○○○○○○○○○○○○○○○○○○○
○○○○○○○○○○○○○○○○○○○○○○○，
惟被處分人主張即便採用○○○晶片仍會使用到被處分
人專利，又代工商已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爰
由代工商代收代付權利金予被處分人。然因支付高額權
利金，爰經多次協商，簽署並增修訂以下各契約內容，
爭取被處分人之授權金折讓。○○就零組件不曾仰賴單
一供應商，蓋此作法在商業上及技術上存在極高風險。
○○○亦不曾同意獨家交易之安排，被處分人強迫○○
獨家購買被處分人晶片以交換權利金之調降，○○○○
○○○○○○○○○○○○○○○○○○○○○○然為
獲取被處分人高額之授權金折讓，爰有以下契約之協商
與簽署：
A、○○○○○○○○○○○○○○○○○○○○○○○○
○○○○○○○○○○○○○○○○○○○○○○○○
○○○○○○○○○○○○○○○○○○○○○○○○
○○○○○○○○○○○○○○○○○○○○○○○○
○○○○○○○○○○○○○○○○○○○○○○○○
○○○○○○○○○○○○○○○○○○○○○○○○
○○○○○○○○○○○○○○○○○○○○○○○○
○○○○○○○○○○○○○○○○○○○○○○○○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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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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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7、○○與被處分人簽署上開契約對○○○及相關市場之影
響：
(1) ○○規定○○○不得採用 WiMAX 技術，而 WiMAX(由 IEEE
開發)標準獲 Intel、思科及三星等業者所支持，與被處
分人支持的 LTE 標準相互競爭，然被處分人此排除 WiMAX
技術競爭的行為，可能阻礙臺灣推動採用 WiMAX 的努力。
(2)2011 年至 2015 年間，○○○○○○○○○○○○○○○
○○○○○○○○○○○○○○○○○○○○○○○○
○○○○，然因上開契約的限制，排除被處分人競爭同
業自 2011 年起至 2016 年止銷售基頻處理器予○○○之
機會。若經評估可行，○○將可能會與被處分人任一競
爭對手先進行交易，讓渠有機會成為○○○認可的供應
商，並取得與○○○工程師一起合作的經驗。此一機會
將可能使被處分人競爭對手得到○○○重大的商業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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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而成為○○○基頻處理器供應商。○○○○○○○
○○○○○○○○○○○○○○○○○○○○○○○○
○○○○○○○○○○○○○○○○○○○○○○○○
○○○○○○○○○○○○○○○○○○○○○○○○
○○○○○○○○○○○○○○○○○○○○○○○○
○○○○○○○○○○○○○○○○○○○○○○○○
○○○○○○○○○○○○○○○○○○○○○○○○
○○○○○○○○○○○○○○○○○○○○○○○○
○○○○○○○○○○○○○○○○○○○○○○○○
○○○○○○○○○○○○○○○○○○○○○○○○
○○○○○○○○○○○○○○○○○○○○○○。
7、被處分人限制競爭之行為對臺灣業者、消費者及經濟產
生之影響：
(1)晶片供應商：被處分人行為損及聯發科、威睿電通及其
他潛在競爭業者之競爭力。如 2015 年威睿電通因無法在
晶片市場發展業務，被迫將其晶片業務出售予 Intel；聯
發科正持續受到傷害，特別是在高階市場(高階 LTE 晶
片)。
(2)代工商：被處分人濫用其在 CDMA 與高階 LTE 晶片的支配
性地位，以及臺灣代工商獨特的營運弱點，強迫渠等簽
署違反 FRAND 原則之權利金及其他授權條款之契約，以
作為取得被處分人晶片之代價，而該權利金將會轉嫁給
Apple。
(3)品牌商：被處分人不僅向○○○，更向臺灣品牌商(如宏
達電及華碩)及其他國家品牌商收取高於 FRAND 原則之權
利金，因而增加臺灣消費者購買手機的成本負擔。
(五) C 公司、D 公司及 Apple 共同提出○○專家報告，結論略
以：幾乎所有被處分人的專利請求項，特別是該報告審查
請求項中的 96.9%，全部或實質上實施於基頻處理器或行
動電信網路基礎設施中。即便以寬容的方式解讀該等請求
項，該報告研究發現不到 1%的請求項係實質上實施在行
動裝置這個層級上。在該報告審查之請求項中，99.03%
並非實施在行動裝置上。被處分人主張「其行動通訊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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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實施於整個行動裝置中，而非僅實施於基頻處理器、
於行動電信網路基礎設施中或於行動裝置之其他特定組
件中。」非屬可採。
(六)被處分人提出逾○○○書面陳述，另到會說明○○，略以：
1、公司背景說明：
(1)被處分人於 1985 年成立，為一行動通訊系統公司，主要
業務為專利授權及晶片產品等，○○○○○○○○○○
○○○○○○○參加超過 100 個標準制定組織。○○○
○○○○○○○○○○○○○○○○○○○○○○○○
○○○○○○○○○○○○○○○○○○○○○○○○
○○○○○○○○○○○○○○○○○○○○○○○○
○○○○○○○○○○○○○○○○○○○○○○○○
○○○○○○○○○○○○○○○○○○○○○○○○
○○○○○○○○○○○○○○○○○○○○○○○○
○○○○○○○○○○○○○○○○。
(2)專利授權業務：係透過被處分人技術授權(即 QTL)部門進
行授權業務，提供包括 SEP 與 NON-SEP○○○○○○○○
○○○○○○○○○○專利組合(被處分人所有全球專
利)，迄今已與超過○○○被授權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
被處分人擁有全球約○○件核准專利及申請中專利○○
○○○○○○○○用於行動通訊產品上，其中約○為經
揭露之可能 SEP，約○為 NON-SEP(該等專利未被列入標
準中，代表該等專利在執行標準之特定功能上並非必要
的)。○○○○○○○○○○○○○○○○○○○○○○
○○○○○○○○○○○○○○○○○○○○○○○○
○○○○○○○○○○○○○○○○○○○○○○○○
○○○○○○○○○○○○○○○○○○○○○○○○
○○。
(3)晶片產品業務：○○○○○○○○○○○○○○○○○
○○○○○○○○○○○○○QTI 及其子公司負責被處
分人涉及行動通訊研發，包含晶片及行動通訊之研發與
改進、產品及服務業務之營運；○○○○○○○○○○
○○○○○○○○○QCT 負責晶片業務，發展、設計並提
37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供晶片及系統軟體予被處分人之晶片客戶。QCTAP 為 QTI
間接持股子公司，與臺灣晶片購買者簽署元件供應契約
(CSA)。被處分人供應多樣客製化積體電路(下稱 ASICs
或晶片)，用於行動通訊設備(如手機、平板或其他功能
設備)，核心晶片產品有：A、基頻數據機晶片(Baseband
Modem Chip)：處理接收語音及數據資訊並備置相同訊息
供傳輸；被處分人之數據機通常在同一晶片內包含一應
用處理器(AP)。B、無線電射頻晶片(Radio Frequency
chip)：利用一個或多個射頻傳輸及接收無線電訊號。C、
電源管理晶片(Power Management chip)：優化行動通訊
設備之整體電源消耗。D、晶片組(Chipset)：至少包含
上述 3 種產品之組合。
2、行動通訊技術的演進：
(1)第一代(1G)：1980 年代中期，Motorola 首次在美國引進
類比行動通訊手機，其功能、可靠度、網路容量和實用
性，都非常有限。
(2)第二代(2G)：1980 年代末期才開始研發，第 1 個出現標
準化的 2G 技術是分時多工接取(TDMA)方式，即 GSM，被
臺灣、歐洲及一些美國電信商採用作為標準行動通訊技
術。另被處分人將分碼多工接取(CDMA)技術引入行動通
訊產業，以 IS-95 標準形式被日本和韓國電信商，如
Sprint、Verizon 及一些規模較小的美國電信商採用。
(3)第三代(3G)：採用 IS-95 之電信商後來升級至被處分人
的 3G CDMA2000 標準，而 GSM 仍無法基於 TDMA 開發出適
當的 3G 技術，後來 GSM 轉而採用 WCDMA(被處分人的 CDMA
技術的一種變形)來實施 3G 標準；因此全球所有 3G 網路
都依賴被處分人的 CDMA 技術。
(4)第四代(4G)：早在 2002 年，被處分人就開始研發 4G 的
正交分頻多工接取(OFDMA)技術，○○○○○○○○○○
○○○○○○○○○○○○○○○被處分人在 4G LTE 相
關標準中，已經成為世界領先的創新者。被處分人還在
持續進行投資 5G 基礎技術。
3、行動通訊晶片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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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處分人基頻數據晶片類型：○○○○○○○○○○○
○○○○○○○○○○○○○○○○○○○○○○○○
○○○○○○○○○○○○○○○○○○○○○○○○
○○○○○○○○○○○○○○○○○○○○○○○○
○○○○○○○○○○○○○○○○○○○○○○○○
○○○○○○○○○○○○○○○○○○○○○○○○
○○○○○○○○○○○○○○○○○○○○○○○○
○○○○○○○○○○○○○○○○○○○○○○○○
○○○○○○○○○○○○○○○○○○○○○○○○
○○○○○○○○○○○○○○○○○○○○○○○○
○○○○○○○○○○○○○○○○○○○○○○○○
○○○○○○○○○○○○○○○○○○○○○○○○
○○○○○○○○○○○○○○○○○○○○○○○○
○○○○○○○○○○○○○○○○○○○○○○○○
○○○○○○○○○○○○○○○○○○○○○○○○
○。
(2)被處分人競爭同業：自 2010 年起，就 UMTS/WCDMA 晶片
銷售之競爭者包括聯發科、Intel/Infineon、三星、展
訊、邁威爾、海思、Ericsson、瑞芯微(Rockchip)、飛
思卡爾、中興(ZTE)、博通、瑞薩及 Icera/Nvidia 等。
就 LTE 晶片銷售之競爭者包括聯發科、三星、海思、展
訊、邁威爾及 Intel 等，另有澳汰爾(Altair)、聯芯
(Leadcore)、GCT、中興(ZTE)及 Sequans 等業者宣布參
與 LTE 之單一或多模基頻數據晶片之生產計畫。
(3)競爭現況：○○○○○○○○○○○○○○○○○○○
○○○○○○○○○○聯發科、展訊及被處分人等 3 家
業者幾乎供應所有 WCDMA 基頻處理器，○○○○○○○
○○○○○○○○○○○○○○○○○○○○○○○○
○○○○○○○○○○○○○○○○○○○○○○○○
○○○○○○○○○○○○○至於 LTE 基頻處理器，據
Strategy Analytics 資料顯示，其他公司銷售成長，已
大幅降低被處分人市占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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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基頻處理器市占率穩定減
少，即可證明晶片銷售市場充滿活力之競爭。○○○○
○○○○○○○○○○○○○○○○○○○○○○○○
○○○○○○○○○○○○○○○○○○○○○○○。
(4)基頻處理器市場占有率消長之原因：○○○○○○○○
○○○○○○○○○○○○○○○○○○○○○○○○
○○○○○○○○○○○○○○○○○○○○○○○○
○○○○○○○○○○○○○○○○○○○○○○○○
○○○○○○○○○○○○○○○，主要的變動原因與
手機業者間競爭之優勝劣敗相關。故基頻處理器市場占
有率的消長變化和是否與被處分人簽署之契約無關。
4、被處分人專利授權契約類型：被處分人之專利授權條款
具有高度一致性，惟個別被授權人仍可與被處分人協商
個別條款，如簽約金之數額與支付期間、交互授權範圍、
授權之地理範圍、授權產品…等。被處分人之授權條款
在 3G 標準被採用前，即已為 ETSI 所知悉，在 LTE 被採
納為標準前，被處分人即公布其預計權利金費率。
(1)SULA：○○○○○○○為被處分人之全球標準專利授權
契約，臺灣業者簽署之專利授權契約幾乎均為 SULA。
(2)○○○○○○○○○○○○○○○○○○○○○○○○
○○○○○○○○○○○CTPLA)：被處分人近期修改新
契約範本 CTPLA，以取代 SULA 成為中國大陸境外銷售手
機、平板等設備之契約範本，○○○○○○○○○○○
○○○○；CTPLA 與 SULA 在許多方面極為類似。
(3)○○○○○○○○○○○○○○○○○○○○○○○○
○○○○○○○○○○○○○○○○○○○CPLA)：被處
分人於 2015 年遭中國大陸發改委處罰，提出改正計畫，
針對於中國大陸境內銷售使用之設備及於中國大陸境內
製造並銷售至被處分人未擁有任何專利權之領域內使
用，提供僅包含中國行動通訊 SEP 之特別授權，倘銷售
至中國大陸境外之設備仍適用上開 SULA 標準條款。所有
被授權人均可適用 CPLA，而非只有中國大陸境內之被授
權人，被處分人亦於 2015 年 2 月以書信通知我國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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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適用 CPLA，目前已有○○臺灣業者簽署 CPLA，○
○○○○○○○○○○○○○○○○○○○。
5、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倘手機業者僅因不願向被處分
人支付 NON-SEP 之授權金，而將有價值之特色自其產品
中移除、對每個產品進行分析可能侵害被處分人眾多專
利之任一專利、或可能導致代價高昂的專利侵權訴訟，
因此被授權人傾向取得被處分人專利組合授權，而無需
就被處分人之 NON-SEP 進行迴避設計，以消除上述分析
成本及訴訟風險。被授權人從未被要求或強制取得被處
分人完整專利組合(SEP 與 NON-SEP)之授權，僅有少數業
者曾提出取得 SEP，而被處分人亦樂意協商，惟被處分人
會先提供資訊以說明取得 NON-SEP 之重要性，以便被授
權人在獲得充分資訊下做出決定。如一被授權人尋求一
涵蓋範圍少於被處分人整體專利組合之授權（特別僅限
於被處分人 SEP 之授權）
，被處分人均有意願進行善意之
協商，並簽署該等授權，被處分人從未拒絕任何手機業
者就僅包含 SEP 授權進行協商之要求，例如○○○○○
○○○○○○○○○○○○○○○○○○○○○○○○
○○○○○○○○○○均曾與被處分人協商僅包含 SEP
之授權契約。被處分人對 SEP-Only 之授權，雖早已行之，
但並無具體的定價方式，也沒有很多廠商談判協商此種
授權方式；應中國大陸發改委要求而採行 SEP-Only 授權
之改正措施的適用範圍僅在中國大陸，而臺灣手機業者
所適用的範圍則為全球均可適用。針對○○○○○○○
○○○○○○○○○○○○○○○○○○○○○○○○
○○○○○○○○○○○○○○○○○○○○○○。
6、權利金以整機售價為計價基礎：Motorola 為早期行動通
訊創新者，於 1990 年代早期就其發展出龐大行動通訊專
利授權方案，並僅對設備業者授權其專利組合，該授權
架構成為其他主要行動通訊專利組合所有人於發展自身
授權方案時之典範，嗣 Nokia、Ericsson、Alcatel、被
處分人…等業者之授權方案亦均以 Motorola 為典範。被
處分人有權就其發明專利所提供之價值獲取完整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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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係透過向元件供應商、設備業者及系統業者取得數
筆小額權利金，或僅向設備業者取得單筆權利金。被處
分人所適用之 SSPPU 即為完整行動通訊設備，美國法院
於陪審團審判中從未用以限制契約當事人如何架構其授
權契約之方式，或採取何種權利金基礎。被處分人專利
組合包括行動通訊 SEP、非行動通訊 SEP 以及 NON-SEP，
絕大多數的專利涵蓋系統層級或設備層級之創新，被處
分人專利並非「主要含於通訊晶片內」
，此有專家（○○
○教授）報告可參。因為被處分人的專利範圍大於設備
中的單一元件，也因被處分人專利的價值是在設備層級
被實現，因此沒有理由選擇基頻處理器作為被處分人專
利權利金的基礎，而最好的授權架構應該使權利金反映
出發明所創造出的價值，故適當的權利金基礎應為整體
手機設備（參○○○及○○○教授專家報告）
。被處分人
堅持在終端裝置的授權，係遵守 ETSI 的 IPR 政策只授權
終端設備，設備的定義應該是最終使用者或系統，而元
件(晶片)不屬於設備。平均而言，高性能設備比低性能
設備，較能從行動通訊技術中獲得更大的價值。例如 1
台 16GB 的 iPod Touch 在美國的零售價是 199 美元，1 支
16GB 的 iPhone SE 售價為 399 美元，這些設備在硬體、
作業系統軟體、高層級應用程式與性能方面都十分雷
同，唯一不同的是 iPhone 具有 LTE 行動通訊能力，雖然
兩者是相似的設備，但相較於沒有行動通訊能力的 iPod
Touch 6，消費者為享有 LTE 行動通訊功能（iPhone SE），
在美國要多付 200 美元。況且被處分人擁有數以萬計之
專利組合，倘試圖依各個專利及各個請求項逐一確認何
專利被何元件或元件組合所實施，確認每一專利適當之
權利金基礎及費率為何，及全部應付金額為何等，顯然
不切實際且無效率。多層次授權將導致被處分人與所有
層面之個別被授權人間就個別專利應否被包含於特定授
權契約、所取得之價值及應支付之權利金，該等授權將
更為複雜且易導致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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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供專利清單：被處分人 2015 年 2 月遭中國大陸發改委
處分後應要求改正，即於公司網頁公告所有專利清單並
定期更新，在中國大陸發改委調查前，被處分人雖未自
行公告或製作完整之專利授權清單，然該等資訊為公開
資訊，可自 ETSI 網站或其他標準制定組織之網路搜尋資
料庫可取得完整 SEP 清單；至於 NON-SEP 屬公開資訊，
都可輕易地在網路之專利資料庫搜尋而得知。況被授權
人所簽署 SULA 之授權範圍因地區標準而有不同，要求清
單難謂相同，且被處分人並未拒絕提供被授權人專利清
單或其專利之內容、範圍或有效期間之資訊；任何臺灣
公司曾向被處分人要求提供全球 SEP 及 NON-SEP 之授權
完整清單，被處分人會請其參考標準制定組織網站及公
開資料庫。
8、無償交互授權：當事人係就授權契約整體協商，並衡量
利弊得失以達成最終的合意，個別交互授權的對價皆是
由商業談判所決定，且反映於個別契約的整體條款，故
被處分人授權契約即使協商結果並未造成權利金費率的
調整，但包含在契約其他條款的對價可能重大不同。對
價可能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包括金錢及非金錢，任何
反映由一方給予另一方價值的東西，且整體對價的交換
係整體反映於授權契約的所有條款中，並取決於當事人
的對等商業協商。被處分人授權契約中描述其自被授權
人所取得的交互授權乃是○○○○○○○○○○○○○
○○○○○○○○○○○○○○○○○○○○○○○○
○○○○○○○○○○○○○○○○○○○○○○○○
○○○○○○○○○○○○○○○○○○○○○○○○
○○○○○○○○○○○○○○○○○○○○○○○○
○○○○○○○○○○○○○○○○○○○○○○○○
○○○○○○○○○○○○○○○○○○○○○○○○
○○○○○○○○○○○○○○○○○○○○○○○○
○○○○○因大部分被處分人的被授權人不是未擁有任
何專利，就是擁有不會被運用於被處分人數據機晶片的
使用者介面、圖像或手機軟體技術相關的專利，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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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被處分人較無價值。被處分人的臺灣被授權人都沒有
向 ETSI 提出關於 3G 或 4G 標準的 SEP，或只提出很少且
必然沒有與被處分人晶片業務相關而可據以調整權利金
費率的專利組合，即便臺灣被授權人並無任何潛在 SEP，
交互授權仍對被處分人的防禦目的有利且必要，因為協
商契約時的情況可能會改變；然而被授權人不具意義之
專利交互授權所具有的防禦性價值也已被納入整體契約
條款通盤考量。但有些被授權人可能擁有對被處分人具
有價值的專利組合，在協商後已調整權利金條款。另並
無證據顯示臺灣被授權人在簽署授權契約時有提交任何
渠等所擁有之特定專利供被處分人進行考量，又或被處
分人有拒絕考量該等專利。臺灣○○○○○○○○○○
○○○○○○○○○○○○○○○○○○○○○○○○
○○○○○○○，因渠等沒有與被處分人晶片事業有
關、有意義的專利組合，故交互授權對臺灣被授權人本
身的業務來說，並無重大影響。
9、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所謂 FRAND(即公平、合理及無
歧視)原則乃專利權人與標準發展組織間之契 約上承
諾。FRAND 承諾並未要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脫離長期存在
之產業實務及授權予元件供應商。被處分人○○○○○
○○○○○為 ETSI 會員，其 IPR 政策之 FRAND 承諾，係
授權予「完全符合」行動通訊標準之「系統」或「設備」
製造商而非元件供應商，業界深知「設備」係指完整的
終端使用者設備；按個別元件非一系統或一設備，無法
回應及與行動通訊網路互動，且無法符合任何行動通訊
標準。據 ETSI 第 65 次大會討論(2015 年 3 月)，ETSI 之
IPR 政策並未包含最近 IEEE 之 SSPPU 概念；次據 ETSI 會
員 Apple、思科…等業者於 2014 年及 2015 年提議修改
IPR 政策，明確要求元件層級授權，並以數據機晶片價格
作為權利金基礎，惟該提議並未被接受，證明 ETSI 之 IPR
政策並不要求元件層級授權。被處分人並無義務授權予
元件供應商，此亦為行動通訊產業之業界慣例。被處分
人曾與○○○○○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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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2008
年就廣達控訴 LG 案判決，認為「一項實質實施一專利的
物品於授權銷售時，即耗盡專利持有人之權利，並禁止
專利持有人引用專利法控制該物品之售後使用。」似認
為任何授權契約均可能導致專利權權利耗盡，因此被處
分人不再與晶片供應商簽署授權契約。被處分人雖未授
權予晶片供應商，○○○○○○○○○○○○○○○○
○○○○○○○○○○○○○○○○○○○○○○○○
○○○○○○○○○○○○○○○○○○○○○○○○
○○○○○○○○○○○○○○○○○○○○○○○○
○○○○○○○○○○○○○○○○○○○○○○○○
○○○○○○○○○○○○○○○○○○○○○○○○
○○○○○○○○ 2009 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針對
TransCore 控訴 Electronic Transaction Consultants
Corporation 案作出判決，認為無條件的不主張權利承諾
與耗盡專利權之授權具有相同效力，然因被處分人不主
張權利承諾通常包含限制與條件，與上開案例仍有區
別，因此被處分人仍願意簽署不主張權利承諾；嗣後，
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就 Tessera 控訴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案作出判決，即便是有限制的不主張
權利承諾也會導致經由晶片銷售而使專利權耗盡。鑑於
上述法律發展，不主張權利承諾可能會被解釋為與簽署
授權契約相同均會導致權利耗盡，爰於○○年間，針對
有意與被處分人簽署正式契約之晶片供應商○○○○○
○○○○○○○○○○○○○○○○○○○○○○○○
○○○○○○○○○○○○○○○○○○○○○○○○
○○○○○○○○○○○○○○○○○○○○○○○○
○○○○○○○○○○○○○○○○○○○○○○○○
○○○2013 年在 Nokia 與宏達電案所作之判決，法院拒
絕承認「保留條款」
，被處分人爰再與晶片供應商自○○
年起○○○○○○○○○○○○○○○，即雙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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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定期間內不對彼此從事特定主張之約定。被處分人
自 2006 年迄今未曾對任何晶片供應商主張專利侵權；○
○○○○○○○○○○○○○○○○○○○○○○○○
○○○○○○○○○○○○○○○○○○○○○○○○
○○○○○○○○○○○○○○○○○○○○○○○○
○○○○○○○○○○○○○○○○○○○○○○○○
○○○○○○○○○○○○○○○○○○○○○○○○
○○○○○○○○○○○○○○○○○○○○○○○○
○○○○○○○○○○○○。故自 2010 年起，已不再有
元件供應商向被處分人支付晶片權利金。另被處分人曾
與○○○於○○○年針對 CDMA 之 SEP 及 NON-SEP 分別簽
署 2 份「不主張權利之承諾」
，○○○○○○○○○○○
○○○○○○○○○○○○○○○○○○○○○○○○
○○○○○○○○○○○○○○○○○○○○○○○○
○○○○○○○○○○○○○○○○○○○○○○○○
○○○○○○○○○○○○○○○○○○○○○○○○
○○○○○○○○○○○○○○○○○○○○○○○○
○○○○○○○○○○○○○○○○○○○○○○○○
○○○○○○○○○○○○○○○○○○○○○○○○
○○○○○○○○○○○○○○○○○○○○○○○○
○○○○○○○○○○○○○○○○○○○○○○○○
○○○○○○○○○○○○○○○○○○○○○○○○
○○○○○○○○○○○○○○○○○○○○○○○○
○○○○○○○○○○○○○○○○○○○○○○○○
○○○○○○○○○○○○○○○○○○○○○○○○
○○○○○○○○○○○○○○○○○○○○○○○○
○○○○○○○○○○○○○○○○○○○○○○○○
○○○○○○○○○○○○○○○○○○○○○○○○
○○○○○○○○○○○○○○○○○○○○○○○○
○○○○○○○○○○○○○○○○○○○○○○○○
○○○○○○○○○○○○○因晶片供應商可透過未耗
盡專利契約及不向晶片供應商主張被處分人專利之方式
取得被處分人標準技術，競爭之晶片供應商不可能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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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市場。倘被處分人被迫於晶片層級耗盡性地授權專
利，其將需向其晶片競爭同業收取權利金，此將產生提
高晶片競爭同業之製造成本、導致其相較於被處分人晶
片業務較不具競爭力之效果，被處分人避免此等做法，
部分係為透過確保所有晶片供應商之公平競爭，以促進
整體行動通訊產業之成長及競爭力。
10、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CSA○○○○雖載○○
○○○○○○○○○○○○○○○○○○○○○○○○
○○○○○○○○○○○○○○○○○○○○○○○○
○○○○○○○○○○○○○○○○○○○○○○○○
○○○○○○○○○○○○○○○○○○○○○○○○
○○○○○○○○○○○○○○○○○○○○○○○○
○○○○○○○○○○○○○○○○○○○○○○○○
○○○○○○○○○○○○○○○○○○○○○○○○
○○○○○○○○○○○○○○○○○○○○○○○○
○○○○○○○○○○○○○○○○○○○○○○○○
○○○○○○○○○○○然如果客戶不與被處分人簽訂
專利授權契約，而將晶片整合到手機內使用時，可能會
使用到被處分人的專利技術而發生侵權的情形，被處分
人爰要求購買被處分人晶片的業者，必須要取得 SEP 的
授權，故拒絕銷售晶片予未獲授權之侵權人，避免侵權
提起訴訟耗時，浪費成本，導致被處分人的權利受損害；
而侵權的手機業者不用繳權利金，對於有簽訂專利授權
的手機業者也造成不公平競爭。被處分人擁有超過○○
件臺灣專利及超過○○件臺灣 SEP，臺灣業者取得被處分
人專利授權皆基於自願性的雙邊協商，被處分人從未為
了強制臺灣業者與其簽署專利授權契約，而拒絕出售被
處分人晶片或減少晶片供應。況行動通訊晶片市場是高
度動態且競爭十分激烈，新競爭者頻繁加入、市占率迅
速變化，而手機業者就晶片供應擁有許多選擇，可更換
晶片供應商，且歷年來晶片價格持續下降，被處分人為
因應競爭壓力已持續調降其晶片售價。另被處分人晶片
係由子公司銷售，子公司未擁有亦無權利授權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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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且被處分人與晶片客戶之契約清楚說明晶片客戶
並未因晶片取得任何智慧財產權，因此被處分人收取之
晶片價格並未反映其專利價值，若被處分人銷售晶片予
未獲授權之客戶，該銷售可能被認為具有耗盡效果，則
被處分人將無法向已耗盡專利之客戶取得補償，剝奪被
處分人專利價值並抑制未來研發投資。被處分人就每一
個行動通訊標準之典型授權條款，均於被處分人銷售該
標準數據機晶片前產生，顯示授權條款並非因晶片供應
問題所驅動，且在晶片銷售波動時仍維持一致。
11、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
(1) ○○○與被處分人未簽署任何授權契約，且未支付權利
金予被處分人。○○○○○○○○○○○○○○○○○
○○○○○○○○，由被處分人授權代工商製造及銷售
實施被處分人 CDMA 及 WCDMA 之 SEP 及其他特定專利之設
備，被處分人向代工商銷售晶片，該等代工商直接向被
處分人付款並將晶片○○○○○○○，再向○○○銷售
其製造之設備，並支付權利金予被處分人，○○○○○
○○○○○○○○○○○○○○○○。
(2)被處分人從未要求○○○，且○○亦從未同意獨家使用
被處分人晶片，此由○○○決定就○○○○採購○○○
晶片以及○○○於雙方有關晶片銷售契約仍存續之期間
內反覆向被處分人競爭者要求晶片銷售提案等節可參；
被處分人對○○○就晶片銷售之讓步於契約上係獨立於
權利金安排，而權利金安排亦不受到○○○是否向被處
分人購買部分、全部或完全未購買晶片之影響。雙方契
約係因○○○使用其優越之談判地位，強迫被處分人做
出重大之財務性及其他讓步，包含以○○○○○款項作
為○○○同意允許被處分人爭取○○○業務之條件，此
等契約皆未提供權利金折讓予○○○以交換獨家使用被
處分人晶片。被處分人與○○○間之契約皆不影響代工
商向被處分人所支付之權利金，亦不影響○○○應支付
代工商多少金額。
(3)謹將被處分人與○○○歷來協議之簽署情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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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G 標準制定期間，WiMAX 與被處分人同為 CDMA 為基
礎之標準競爭，因○○○如開始使用 GSM，當進展到 3G
技術時，其將使用以 CDMA 為基礎之技術(如 WCDMA)，而
非 WiMAX 技術；因此○○○○○○○○○○○○○○○
○○○○○○○○○○○○○○○○○○○○○○○○
○○○○○○○○○○○○○○○○○○○○○○○○
○○○○○○○○○○○○○○○○○○○○○○○○
○○○○○○○○○○○○○○○○○○○○○○○○
○○○○○○○○○○○○○○○○○○○○○○○○
○○○○○○○○○○○○○○○○○○○○○○○○
○○○○○○○○○○○○○○○○○○○○○○○○
○○○○○○○○○○○○○○○○○○○○○○○○
○○○○○○○○○○○○○○○○○○○○○○○○
○○○○○○○○○○○○○○○○○○○○○○○○
○○○○○○○○○○○○○○○○○○○○○○○○
故如契約外觀所示，○○並未對○○提供權利金折讓以
交換獨家採用被處分人晶片。○○○○○○○○○○○
○○○○○○○○○○○○○○○○○○○○○○○○
○○○○○○○○○○○○○○○○○○○○○○○○
○○○○○○○○○○○○○。
B、○○○○○○○○○○○○○○○○○○○○○○○○
○○○○○○○○○○○○○○○○○○○○○○○其
簽署背景係因○○○○○○○○○○○○○○○○○使
用 GSM 技術及完全來○○○○○○○○○○，被處分人
為贏得○○○○業務機會而簽署。契約約定被處分人向
○○○之代工商銷售數據機晶片相關之條款及條件，倘
○○○決定使用被處分人晶片（該決定並非保證）
，被處
分人及○○○○將簽署後續○○○○○○及被處分人向
○○○代工商供應該數據機晶片之價格，之後則由○○
依其意願及指示透過其代工商就被處分人晶片下訂單；
○○堅持要求無條件的最惠客戶條款，被處分人亦同意
向○○○供應晶片並保證持續地供應，而○○○並無相
38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應之購買義務或應採購被處分人特定數量晶片組之承
諾。○○○○○○○○○○○○○○○○○○○○○○
○○○○○○○○○○○○○○○○○○○○○○○。
C、○○○○○○○○○○○○○○○○○○○○○○○○
○○○○○○○○○○○○○○○○○○○○○○○○
○○簽署背景係因被處分人對○○○所為大量投資，若
○○決定以不具有實質意義之數量、或決定不使用被處
分人晶片，被處分人投資可能成為損失，因此雙方協商
○以保護被處分人之投資並鼓勵 Apple 購買被處分人晶
片。○約定被處分人○○○○○○○○○○○○○○○
○○○○○○○○○○○○○○○○○○○○○○○○
○○○○○○○○○○○○○○○○○○○○○○○○
○○○○○○○○○○○○○○○○○○○○○○○○
○○○○○○○○○○○○○○○○○○○○○○○○
○○○○○○○○○○○○○○○○○○○○○○○○
○○○○○○○○○○○○○○○○○○○○○○○○
○○○○○○○○○○○○○○○○○○○○○○○○
○○○○○○○○○○○○○○○○○○○○○○○○
○○○○○○○○○○○○○○○○○○○○○○○○
○○○○○○○○○○○○○○○○○○○○○○○○
○○○○○○○○○○○○○○○○○○○○○○○○
○○○○○○○○○○○○○○○○○○○○○○○○
○○○○○○○○○○○○○○○○○○○○○○○○
○○○○○○○○○○○○○○○○○○○○○○○○
○○○○○○○○○○○○○○○○○○○○○○○○
○○○○○○○○○○○○○○○○○○○○○○○○
○○○○○○○○○○○○○○○○○○○○○○○○
○○○○○○○○以確保被處分人之前期投資之保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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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簽署背景係因○○○擁有數量可觀之專利組合，
而被處分人並未取得○○○專利之交互授權，為使○○
承諾於一定期間內不向被處分人主張其專利，被處分人
同意支付○○○款項，○○○○○○○○○○○○○○
○○○○○○○○○○○○○○○○○○○○○○○○
○○○○○於財務效果上近似於降低權利金費率以補償
交互授權價值之安排。此等條款之安排與採用被處分人
晶片係完全獨立且無關聯，遑論○○○○○○○○○○
○○○○○○○○○○○○○○○○○○○○○○○○
○○○○○○○○○○○○○○○○○○○○○○○○
○○○○○○○○○○○○○○○○○○○○○○○○
○○○○○○○○○○○○○○○○○○○○○○○○
○○○○○○○○○○○○○○○○○○○○○○○○
○○○○○○○○○○○○○○○○○○○○○○○○
○○○○○○○○○○○○○○○○○○○○○○○○
○○○○○○○○○○○○○○○○○○○○○○○○
○○○○○○○○○○○○○○○○○○○○○○○○
○○○○○○○○○○○○○○○○○○○○○○○○
○○○○○○○○○○○○。
(4)由於○○○有力的議價地位及對被處分人之影響力，導
致這些契約不同於被處分人與其晶片客戶所簽署者，這
些契約均未要求○○○獨家採用被處分人晶片。○○於
○○○○○○仍為有效期間，○○○之基頻數據機即分
別向被處分人與○○○採購，既然○○○晶片已被使用
於○○○，益證與○○○○簽署之契約並非有利於被處
分人之排他競爭，而○○○與其他手機業者係因技術上
之優勢方選擇被處分人晶片。被處分人並未給予其晶片
客戶降低權利金基礎或向任何被授權人提供權利金折
讓，亦未因被授權人是否為被處分人晶片客戶或向被處
分人購買的晶片數量多寡而給予不同權利金基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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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行為業
經韓國公平會於 2009 年認定授權金計價基礎扣減購自被
處分人元件價格違反韓國競爭法，○○○○○○○○○
○○○○○○○○○○○○○○○○○○○○○○○○
○○○○○○○○○○○○○○○○○○○○○○○○
○○○○○○○○○○○○○○○○○○○○○○○○
○○○○○○○○○○○○○○○○○○○○○○○○
○○○○○○○○○○○○○○○○○○○○○○○○
○○○○○○○○○○○○○○○○○○○○○○○
○。
12、有關域外效力及禮讓原則：國際法承認 2 種管轄權之普
遍基礎－屬地原則及效果主義。於專利之脈絡下，屬地
原則明確指出管轄權屬於核發該專利之國家，因此在屬
地原則之適用下，臺灣僅有規制被處分人對其臺灣專利
授權之管轄權。被處分人授權外國專利對於臺灣消費者
或臺灣境內之競爭並無實質影響，亦未產生直接衝擊。
在多數情況下，被處分人就外國專利授權之條款對臺灣
消費者無從產生「實質」影響。舉例而言，既然幾乎沒
有智慧型手機係於美國製造，則在臺灣(或亞洲任何地區)
製造並供臺灣使用之產品毋須取得美國專利之授權；在
臺灣公司於美國境內銷售產品，為美國專利權所支付之
權利金將會影響臺灣公司之成本結構及潛在利益，惟其
影響程度亦僅與當地成本、遵循當地法令、於美國境內
租賃辦公室之租金對一在美國營業的外國公司成本結構
之影響相同。其既未影響臺灣消費者，亦無影響臺灣行
動通訊設備市場之競爭；實則，其對於任何臺灣權益而
言根本非「實質」影響。被處分人為在美國、歐盟、中
國大陸或其他地區之銷售，而就其各該管轄權地區所收
取之權利金僅對該等管轄權地區之競爭與消費者利益產
生「實質影響」
，而在臺灣之影響最多將會是二次性且間
接的。例如，因為對於非臺灣專利之權利所應支付之權
利金，故臺灣公司之獲利增加或降低而產生的二次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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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能被認為與直接效果相同。本會就其他主權國家
所核發專利之授權並無管轄權，並建議本會基於禮讓原
則，應拒絕行使本案之管轄權。
13、調查期間，總計提送○份專家報告，重點包括○○○○
○○○○○○○○○○○○○○○○○○○○○○○○
○○○○○○○○○○○○○○○○○○○○○○○○
○○○○○○○○○○○○○○○○○○○○○○○○
○○○○○○○○○○○○○○○○○○○○○○○。
(七)程序爭執及中止調查或行政和解之申請：
1、被處分人於○○○○○○○○○○○○○○○○○○○
○○○○○來函對案件調查之程序進行，○○○○○○
○○○○○○○○○○○○○○○○○○○○○○○○
○○○○○○○○○○○○○○○○○○○○○○○○
○○○○○○○○○○○○○○○○○○。
2、另被處分人於○○○○○○○○率專家學者並備書面資
料到會就案涉爭點、事實及請求中止調查或行政和解事
項提出說明，說明內容包括被處分人簡介、設備層級授
權議題及優點、廣泛性專利組合、FRAND 承諾、被處分人
授權實務並未違反公平交易法、競爭法執行之國際規
範、域外效力及禮讓、被處分人與我國之合作夥伴關係
及改正措施之提議與優點。○○○○○○○○○○○○
○○○○○○○○○○○○○○○○○○○○○○○○
○○○○○○○○○○○。
(八)另函請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及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
公會等提供專業意見在案可稽，僅臺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
會未回復。
三、調查結果：
(一) 行動通訊產業概述：蜂巢式通訊系統之有效運行，包括
使用者設備（如手機或其他終端裝置）、網路設備（如基
地台及網路基礎設施）以及使用者設備與網路設備間的通
訊協定（標準）。
389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1、通訊標準依技術進步而有 1G(以語音類比調頻通訊為主，
無法支援數據通訊服務)、2G(語音訊號數位化)、3G(除
語音通訊外，尚包括數據上網和多媒體服務)及 4G(高速
數據傳輸)之標準。被處分人自 2G 起即為各世代主要 SEP
之權利人，渠於 ETSI 揭露之 3G(WCDMA/UMTS)及 4G(LTE)
之專利數占比各約○○，為前開標準持有比例最高者。
2、全球手機供應鏈，由上、中、下游分別為關鍵晶片及零
組件、設計製造與組裝(代工)及品牌等 4 個環節。全球
智慧型手機品牌市占率前 5 大依序為三星、Apple、華為、
OPPO、VIVO；我國主要品牌商包括華碩、HTC 及宏碁。至
我國代工商主要包括鴻海、緯創、和碩、仁寶、英華達、
佳世達、華冠等業者。
3、一支完整手機之零組件多達數百件，包括基頻處理器、
射頻晶片、記憶體、應用處理器、顯示器、電池…等，
其中基頻處理器是決定智慧型手機產品使用何種行動通
訊標準技術的關鍵零件。全球基頻處理器供應商除被處
分人外，至少尚包括聯發科、陸商展訊、陸商海思、Intel
及三星。其中三星主要供應自家產品需要，原則上不外
售。據 Strategy Analytics 統計資料顯示，被處分人近
3 年在 CDMA、LTE 等基頻處理器之全球市占率均超過
50%，位居全球第 1 名。
(二)被處分人與行動通訊終端裝置品牌商、代工商及晶片供應
商之契約約定情形：
1、行動通訊終端裝置品牌商之簽約情形：被處分人與大部
分品牌商簽有專利授權契約（SULA）
，規定授權範圍及授
權金之計算；另與 QCTAP 簽有元件供應契約(CSA)，規定
必須簽署專利授權契約，才能採購被處分人晶片（CSA○
○○○○○○○）
。雖有品牌商未與被處分人簽署 SULA，
卻透過代工商間接繳付權利金予被處分人，臺灣亦有 1
家品牌商未與被處分人簽署任何契約。
2、我國代工商之簽約情形：全球代工商百餘家，主要競爭
業者為中國大陸及我國業者，知名品牌智慧型手機之代
工仍以我國業者為主；渠等均與被處分人簽署 SULA 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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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TAP 簽署 CSA。CSA 中規定未簽署 SULA 不得採購晶片
（CSA○○○○○○○○）
。
3、晶片供應商：目前晶片供應商除被處分人外，主要還包
括聯發科、Intel、三星及陸商展訊與海思。渠等○○○
○○○○○○○○○○○○○○○○○○○○○○○○
○○○○○○○○○○○○○○○○○○○○○○○○
○○○○○○○○○○○○○○○○○○○○○○○○
○○○○○○○○○○○○○○○○○○○○○○○○
○○○○。
理
由
一、行動通訊標準產業概述：無線網路係通訊方法之一，而行
動通訊係無線通訊之一種，不僅可於 2 個固定地點間連接
通訊，更可於行動時進行通訊。為達到通訊與數據傳輸之
目的，須有符合各世代通訊及數據傳輸功能之通訊標準協
定而可達到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手機)，且該手機須內建
符合通訊標準協定以執行通訊及數據傳輸之零組件，透過
廣泛分布之電信網路(即電信服務供應商如中華電信、台灣
大哥大及遠傳等)執行標準化通訊協定，分述如下：
(一)行動通訊標準與標準必要專利技術：
1、行動通訊標準制定組織與標準制定：在行動通訊產業，
為使各相關產品能利用網路達到互連互通，藉由產業界
共同制定標準化技術方案為必要手段。標準技術係指經
政府、標準制定組織或業界人士所採用以作為特定產業
標準之技術，達到產品與技術之高度相容性，一旦相關
專利被納入該標準化技術方案即成為 SEP。在行動通訊產
業中，活躍的國際標準組織包括國際電信通訊聯盟
(ITU)、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美國電信產業協會(TIA)、韓國電信技術協會
(TTA)、日本電波產業會(ARIB)、日本通訊技術委員會
(TTC)及中國大陸通訊標準化協會(CCSA)等。前開標準制
定組織之間亦有通訊產業合作，例如第三代行動通訊合
作計畫(3GPP：推動 WCDMA 與 LTE 標準規格)及第三代行
動通訊合作計畫 2(3GPP2：推動 CDMA 標準規格)，而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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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 2015 年成立臺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TAICS)，積極
爭取標準制定。
2、通訊標準協定之發展：隨著行動通訊技術之演進，而有
不同世代之通訊標準。據 ITU 網站資料，1978 年 Bell 公
司首先推出蜂巢式(cell)類比行動通訊系統，嗣經改
進，行動電話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
其源於 1970 年代第 1 代行動通訊技術係採類比式系統
（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簡稱 AMPS）
，僅單
純提供語音通話服務，而我國也在 1989 年 7 月開放以 090
為開頭號碼之行動電話。1980 年代發展出數位式第 2 代
行動通訊系統，提供語音通話及低速率數據傳輸服務，
主流標準包括 GSM、GPRS、IS-95(CdmaOne)，我國係於
1995 年到 1998 年間陸續引進歐規之 GSM 行動電話系統，
惟 2G 服務已於 2017 年 6 月執照到期後終止；IS-95 係被
處分人所開發並廣泛被美國、韓國、日本及中國大陸…
等通訊技術協會所採用。在 1990 年代晚期及 2000 年開
始導入第 3 代行動通訊系統，主流標準包括 WCDMA(又稱
行動通訊系統 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簡稱 UMTS，為全球 85%之電信商所採用)、
CDMA2000(美國、日本及我國與中國大陸部分電信商所採
用)及 TD-SCDMA(中國移動所採用)，三者均採用被處分人
之 CDMA 基礎技術，而我國則在 2005 年開啟 3G 行動電話
服務；第 3 代行動通訊系統，除提供語音通話外，也藉
由頻寬的大幅提升進行數據與多媒體檔案的傳輸，而後
行動通訊產業為提升整體網路服務品質和市場競爭力，
國際電信聯盟於 2010 年確認 LTE 及 WiMAX 兩大 4G 標準，
LTE 之滲透率於 2012 年之後達到 100%。4G 技術是建立在
正 交 分 頻 多 工 接 取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 access，簡稱 OFDMA)之基礎技術上，我國原擬
以 WiMAX 架構 4G 標準，然於 2014 年以 LTE 為 4G 標準。
3、標準技術之採行過程與標準組織成員之 FRAND 承諾：標
準制定過程原則上由建議標準技術之成員以審議投票之
共同決定程序進行之，當標準技術決定後，專利權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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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向標準制定組織宣告並提報標準必要專利（SEP），標
準制定組織並無相關程序評估或審查宣告所提報之必要
專利是否有效或係屬必要。標準制定組織在成員提報 SEP
的同時，也會要求成員簽署一份書面承諾書，即未來會
以「FRAND」的方式與條件授權其他人使用這些 SEP，若
成員拒絕簽署，則有可能遭標準制定組織投票廢止相關
技術標準，讓該拒絕簽署承諾書之成員所提報之 SEP 不
再具有必要性，此 FRAND 政策見諸於 ETSI 及 ITU 之 IPR
政策。手機業者、晶片供應商或電信服務供應商均可能
是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並擁有 SEP。
(二)行動終端裝置(手機及平板為主)之供應鏈與競爭：
1、手機：按行動通訊係透過內建有通訊或資料傳輸功能零
件組裝而成之終端裝置，在通訊協定標準架構下達成通
訊或資料傳輸之目的。由於 3G 及 4G 行動通訊技術之採
用及傳輸速率之提升，造就智慧型手機之崛起，伴隨
iPhone 和 Android 推出 3G 裝置之硬體和裝置功能之變
遷，智慧型手機自 2008 年以迄逐漸成為主流行動通訊裝
置。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之統計資料，截至 2014
年第 4 季，智慧型手機銷售已占所有手機銷售 70%以上。
查智慧型手機之產銷，有自產自銷者如三星，亦有品牌
商透過各種代工模式(包括 OEM、ODM 或 EMS)從事產銷，
如 Apple、HTC、宏碁…等品牌商；而我國向以代工見長，
包括鴻海、緯創、和碩、佳世達、英華達、華冠等，渠
等或自行議價並採購零件代品牌商組裝後收取零件成本
及代工費，或應品牌商指定零件採購對象代收代付零件
費用並另計代工費。至授權金支付部分則依品牌商是否
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而有不同，有品牌商自付
者，亦有因代工商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而代品
牌商代收代付授權金予被處分人。
2、關鍵晶片：按智慧型手機，依其功能需求與規格不同而
有不同之零件組裝設計，一支智慧型手機至少包含上百
個零件，其中關鍵晶片包括基頻處理器(為手持裝置中的
半導體裝置，簡稱基頻/Baseband 或數據機/modem，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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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型 式 或 為 單 一 晶 片 /chip 、系 統 晶 片 /Soc 、晶 片 組
/Chipset)、射頻晶片、應用處理器、無線通訊晶片、電
源管理晶片、面板驅動晶片、觸控晶片、光感測晶片及
影像感測晶片等，其中基頻處理器與訊號轉換處理調變
等最直接相關。基頻處理器係用來進行數位訊號的壓縮/
解壓縮、頻道編碼/解碼、交錯置/解交錯置、加密/解密、
格式化/解格式化、多工/解多工、調變/解調，以及管理
通訊協定、控制輸入輸出介面等運算工作。有以單晶片
下單，如 Apple；亦有將主要功能(例如基頻處理器、應
用處理器、記憶體…等)整合成單一系統晶片(System on
Chip 即 SoC)者，此為目前晶片產銷之主流；另亦有於一
通訊設備中併同使用以執行不同功能之晶片組合者，可
能包含基頻處理器、RF 晶片、電源管理晶片、Wi-Fi、藍
芽…等晶片組(Chipset)，視客戶需求選搭。
二、本案之管轄權：
(一)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062 號判決明載，
「按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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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
只要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從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件
之行為，或該違法行為結果之全部或一部發生在中華民國
領域內者，均屬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不
論行為人之國籍為何，均應適用行政罰法。而前揭行政罰
法條文，係可共通適用於各種行政罰之一般性規定，是以
違反其他法律或自治條例所定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要
件，且為該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處罰對象者，須再依該行政
罰法規定之原理、原則，加以檢視，經審查符合者，即得
予以處罰。……次按『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
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可知公平交易法所
稱『事業』之涵括對象，只需具備該法第 2 條第 1 至 3 款
例示部分之共同特徵，亦即為繼續、獨立從事經濟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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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團體，即為已足，故未經認許之外國公司，依我國公
司法規定，雖未具獨立法人人格，惟依最高法院 50 年臺
上字第 1898 號判例意旨，其應屬非法人團體，是如其有
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交易行為，即符合『繼續』
、
『獨立』
、
『從
事經濟活動』之要件，而為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4 款
所規範之事業。」
(二)查被處分人及 QCTAP 雖為址設我國領域境外之公司，然按
我國為手機產銷之主要國家，供應鏈完整，自晶片製造、
手機代工及手機品牌產銷等均有之，我國手機品牌商計有
3 家、手機代工商至少 10 家以上，渠等大部分皆與被處
分人簽署 SULA 並向渠支付授權金；次查我國代工商(或為
我國品牌商或為國外品牌商代工)及品牌商，多仰賴被處
分人晶片之供應，而與 QCTAP 簽署 CSA，並受有拘束，○
○○○○○○○○○○○○○○○○○○○○○○○○
○○○○○○○○○○○○○○○○○○○○○○○○
○○○○○○○○；另查我國聯發科亦為基頻處理器之供
應商，與被處分人具競爭關係，然因被處分人拒絕授權致
與其簽署互不告訴之相關約定，被處分人之不授權行為將
影響下游手機業者對於晶片交易對象之選擇，故被處分人
專利授權行為及晶片銷售行為對我國相關市場之供需及
競爭難謂無生實質、立即及明顯影響，是以衡酌被處分人
係與址設我國之事業簽署系爭相關契約、國際間競爭法效
果主義管轄權原則及我國行政罰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規定，我國對於本案自有管轄權限。
三、行為主體：查被處分人(Qualcomm Incorporated)之主要營
業為開發、設計、販售基頻處理器，其他用於手機與其他
行動消費商品之半導體裝置，以及授權行動通訊技術相關
之智慧財產權。次查被處分人擁有 CDMA、WCDMA、LTE 之行
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渠透過技術授權(即 QTL)部門對外進
行 智 慧 財 產 權 授 權 業 務 ， 手 機 業 者 係 與 「 Qualcomm
Incorporated」
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即 SULA)。復查 Qualcomm
Technologies,Inc.(即 QTI，2012)為被處分人完全持股之
子公司，負責晶片及行動通訊之研發與改進、產品及服務
395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業務之營運；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Pte. Ltd.(即 QCTAP)為 QTI 間接持股之從屬公司，我國手
機業者為購買被處分人晶片，自 2001 至 2009 年陸續與
QCTAP 簽署元件供應契約(即 CSA)。另被處分人與○○○間
歷 來 簽 署 ○ ○ ○ ○ ○ ○ ○ ○ ○ ○ ○ ○ ○ 向 由 Qualcomm
Incorporated 具名簽署，僅○○併由 QCTAP 具名簽署，故
SULA 所衍生 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權利金以整機售價
為計價基礎且費率偏高、未提供專利授權清單及無償交互
授權等契約條款議題，蓋僅與 Qualcomm Incorporated 有
關；另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
晶片、提供折讓以要求 Apple 獨家交易等涉及專利授權行
為與基頻處理器之供應行為，與 Qualcomm Incorporated
及 QCTAP 有關，惟查 QCTAP 為 Qualcomm Incorporated 間
接 持 股 之 從 屬 公 司 ， 營 業 策 略 完 全 受 控 於 Qualcomm
Incorporated 而有經濟一體之關係，且查渠雖具名簽署
CSA，惟契約中並訂有採購晶片應先簽署 SULA 授權之約定，
而與 Qualcomm Incorporated 之授權收益有關，足認 QCTAP
於 CSA 中關於系爭授權條款僅為形式簽約主體，故本案之
授權條件及行為效果均應認由 Qualcomm Incorporated 決
定及概括承受，而為本案之實質行為主體，合先敘明。
四、相關市場：按公平交易法第 5 條規定：
「本法所稱相關市場，
指業者就一定之商品或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
另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技術授權契約案件之處理原則」
(下稱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規定，本會審議技術授權協
議案件，不受授權協議之形式或用語所拘束，而將著重技
術授權協議對下列相關市場可能或真正所產生限制競爭之
影響。查行動通訊功能之運作主要係憑藉行動終端裝置及
行動通訊服務之基地台間相互聯繫與作用而得實現。行動
終端裝置與通訊服務之聯繫則係透過含有共通行動通訊標
準(或稱協定/protocol)之基頻處理器與射頻(RF)之訊號
處理及調變…等功能而達成，故行動通訊產業包括零組件
市場(如基頻處理器等)、手機市場及行動通訊服務市場。
次查基頻處理器係手機之關鍵零組件，手機業者所需基頻
396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處理器均須符合當世代(含向下相容)之行動通訊標準始能
運作。又查被處分人係行動通訊基頻處理器之主要供應
商，涉及拒絕授權競爭同業 CDMA、WCDMA 及 LTE 等行動通
訊標準必要專利、要求手機業者欲購買被處分人基頻處理
器必須先簽署專利授權契約，以及提供折讓予 Apple 對被
處分人獨家交易，排除競爭同業與 Apple 交易之機會等情，
實涉及 CDMA、WCDMA 及 LTE 行動通訊標準基頻處理器之市
場競爭，分述如下：
(一)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之特性：查我國於 2G 主要採用 GSM
標準(僅亞太電信採用 IS-95)、於 3G 主要採用 WCDMA 標
準(僅亞太電信採用 CDMA2000)、4G 則主要採用 LTE 標準；
次查 2G 是採用 TDMA(分時多工)為主流標準(即 GSM)之技
術，該技術與被處分人尚無直接關連，被處分人於 2G 時
所開發之技術為 CDMA(分碼多時)技術。發展至 3G，主流
標準(WCDMA、CDMA2000、TD-SCDMA)均以被處分人 CDMA(分
碼多時)為基礎技術；演進至 4G 時，被處分人仍為主流標
準 LTE 之主要 SEP 持有者。○○○○○○○○○○○○○
不同世代行動通訊系統間，其規格最大差異在於空中介面
採用之多工接取技術不同；不同多工接取技術之系統，相
互替代仍需視規格及差異而定，惟各技術規格制定時均引
入不同機制及參數，爰實務上無法不經修改架構直接替
代；又每一世代各有不同主流技術規格、不同世代行動通
訊系統間專利技術各有其獨立功能，各技術間無法互相轉
換；第三代通訊技術(即 3G)，WCDMA、CDMA2000 及 TD-SCDMA
均採用 CDMA 技術，其中 WCDMA 與 CDMA2000 兩者最大差異
係載波頻寬，且 TD-SCDMA 採用 TDD 分時多工技術，與 WCDMA
及 CDMA2000 採用 FDD 分頻多工技術不同，此 3 種技術系
統上雖然皆使用相同多工技術（CDMA），但在關鍵技術及
參數上仍有差異，爰彼此互不相容；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
(即 4G)，LTE 及 WiMAX 均採用 OFDMA 多工接取技術，惟其
亦無法相容等，在卷可參。因我國 3G 所採用之行動通訊
標準包括 CDMA、WCDMA，而 4G 則為 LTE，彼此間並不替代，
為生產各行動通訊標準之產品，仍須取得不同技術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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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且相關技術標準亦為案涉業者製造所需相關晶片之
技術標準規格，故本案行動通訊基頻處理器之產銷與
CDMA、WCDMA、LTE 等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息息相關。
(二)行動通訊基頻處理器市場：按行動終端裝置雖有上百零
件，然基頻處理器是行動通訊技術不可或缺的關鍵零件，
每一終端裝置(如手機)均須含有符合網路經營者網路支
援的行動通訊標準之基頻處理器，始能達到通訊與資料傳
輸之目的。供應商於生產符合不同技術標準的基頻處理器
時，亦須配合當時世代的技術標準平台，不同技術標準之
基頻處理器間無法互為替代；另因網路基礎架構升級以及
更換的過程需要數年的時間，為確保前世代標準之手機用
戶可與新世代標準之手機用戶進行通訊，基頻處理器須與
前世代標準相容，因此實務上普遍使用符合多個標準之多
模基頻處理器。另實務上，依終端裝置品牌商之設計與需
求不同，有單一基頻處理器(Baseband)之供應，或以含多
功能設計之系統晶片(SoC)或晶片組(Chipset)之型式供
應於市，且相關技術標準亦為案涉業者製造所需相關晶片
之技術標準規格，故本案應為 CDMA、WCDMA 及 LTE 等標準
基頻處理器產品及技術之相關市場。
(三)地理市場：CDMA、WCDMA 及 LTE 等標準皆由 ETSI 或 ITU
等標準制定組織，以及亞洲、歐洲及美洲等國擁有行動通
訊技術或希望使用該等技術之業者所建立並參與該等標
準而制定。標準必要專利之使用者與被授權人不受專利技
術或專利權人所屬地域之差別而受影響，且 SEP 之專利權
人於簽署授權契約時亦不太考量被授權人之地域差別，而
手機業者及晶片供應商為製造符合通訊標準之產品，有其
必要向標準之專利權人尋求授權，據被處分人提供 ETSI
前 10 大 WCDMA 及 LTE 專利權人資料，分屬美國、日本、
韓國及中國大陸，遍及全球。而 3G CDMA、WCDMA 或 4G LTE
更廣泛為全球較多區域所採用；另行動終端裝置業者多屬
全球布局之業者，渠等不是根據基頻處理器供應商的地理
位置，而是根據行動通訊標準下數據晶片之價格、品質、
專利糾紛風險等因素，在全球範圍內選擇不同來源之基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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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於全球各地工廠生產組裝，完成之手機或裝置產
品再輸往各個國家銷售，其行銷活動遍及任何特定地區。
經考量基頻處理器的物理特性、運輸成本及基頻處理器供
需業者之商業交易實務，本案地理範圍係以全球為計算基
礎；然評估我國對本案之管轄權，仍以對我國相關業者之
影響為主要考量。
五、被處分人為獨占業者：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8 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指
業者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
排除競爭之能力者。……」「業者無下列各款情形者，不
列入前條獨占業者認定範圍：一、一業者於相關市場之占
有率達二分一。二、二業者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三
分之二。三、三業者全體於相關市場之占有率達四分之三
(第 1 項)。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其個別業者於相關市場
占有率未達十分之一或上一會計年度業者總銷售金額未
達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金額者，該業者不列入獨占業者之認
定範圍(第 2 項)。……」依本會公告「不列入獨占事業認
定範圍之總銷售金額門檻」訂定上一會計年度事業總銷售
金額未達新臺幣 20 億元者，該事業不列入獨占事業之認
定範圍；本案被處分人上一會計年度總銷售金額達 235.53
億美元。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本法第 7 條
所稱獨占，應審酌下列事項認定之：一、業者在相關市場
之占有率。二、考量時間、空間等因素下，商品或服務在
相關市場變化中之替代可能性。三、業者影響相關市場價
格之能力。四、他業者加入相關市場有無不易克服之困
難。五、商品或服務之輸入、輸出情形。」
(二)查行動通訊標準係由國際標準制定組織依照全球統一行
動標準制定程序所擇定之標準，納入標準之 SEP 具有唯一
及不可替代性，且該相關產品為能符合相關標準化技術方
案，納入該標準化技術方案之 SEP 對該設備等亦具有不可
或缺性；亦即 SEP 係提供符合標準之產品或服務而須獲得
授權之專利，本質上觀之，從製造、銷售、出租、其他處
分、修理、使用或是經營含有標準技術產品必然使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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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必要專利。次查被處分人於 CDMA、WCDMA 和 LTE 等均
有相當的標準必要專利數量，國內外行動通訊相關業者為
生產符合 CDMA、WCDMA、LTE 標準之基頻處理器產品，均
需取得被處分人之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而被處分人的標準
必要專利並無法為其他專利取代，如此標準必要專利在相
關技術市場自足見有不可替代性。復查被處分人係
2G-CDMA 主要開發者、參與 3G 標準之制定及 4G 標準之推
廣，並為 ITU 及 ETSI 等標準制定組織之成員。被處分人
於 3G(CDMA、WCDMA)及 4G(LTE)均有相當高比例之 SEP 數
目。次按 SEP 具有無可取代的特性，非其他技術可為競
爭，故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之持有者，因其不可或缺
性，致於市場中具有相當之影響力，爰手機業者即便選用
被處分人競爭同業所供應之基頻處理器，亦當符合 3G 及
4G 之標準，而無法迴避於被處分人所擁有之 3G 及 4G 標
準必要專利之外。
(三)按各國行動通訊標準不一，且標準世代亦未盡同一，因此
因應各世代各標準(含向下相容)之晶片併行於市，然因世
代遞移，新世代通訊標準隨時間推進而漸次普及，其出貨
量終超越上一世代之出貨量，而為市場主流。查被處分人
為 CDMA 技術之主要開發業者，自 1995 年開始從事基頻處
理器之生產，並於 2000 年開始從事 3G-CDMA 晶片之產銷，
2001 開始從事 3G-WCDMA 晶片之產銷，2009 年開始 4G-LTE
晶片之產銷。
(四)次查 Strategy Analytics 為行動通訊產業之第三方統計
機構，據 Strategy Analytics 統計資料，被處分人於
CDMA、WCDMA 及 LTE 各個基頻處理器市場均具獨占地位，
分述如下：(1)2008 年至 2016 年 CDMA 基頻處理器供應商
僅被處分人及 VIA，被處分人之市占率於該期間每年均超
過 7 成，而 VIA 之市占率與被處分人相較顯不相當。
(2)WCDMA 基頻處理器供應商除被處分人外，不同年份尚
包括聯發科、展訊、Intel、海思、德州儀器、ST-Ericsson，
被處分人於 2011 年至 2014 年間之 WCDMA 基頻處理器市占
率均排名第一，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超過 5 成，其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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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雖未超過二分之一，惟查 2008 年至 2016 年期間，WCDMA
基頻處理器之前二大業者之市占率均超過三分之二，且
2009 年以迄至 2014 年，排名第二之市占率與被處分人有
相當差距。被處分人雖於 2015 年與 2016 年之 WCDMA 基頻
處理器市占率明顯下降，排名分別為第二及第三，然查此
應與 2011 年 4G-LTE 標準導入，LTE 基頻處理器(含向下
相容)之普及，世代標準漸以 LTE 為主流相關，有 Strategy
Analytics 統計資料可證。查全球 2008 年至 2016 年 WCDMA
之基頻處理器出貨量，於 2014 年達到高峰，其後逐年下
滑(2014 年約○○億片、2015 年○○億片、2016 年○○
億片)；而 2011 年以迄至 2016 年，全球 LTE 基頻處理器
出貨量逐年倍數成長，2011 年為○○億片，至 2016 年已
成長為○○○億片，並於 2015 年開始超越 3G 基頻處理器
之出貨，漸次轉為 LTE。(3)再查 LTE 基頻處理器主要供
應商除被處分人外，包括聯發科、三星、海思、展訊及
Intel。被處分人於 LTE 基頻處理器市占率除 2010 年外，
亦均超過 50%（2010 年市占率第一為三星，然三星所產製
之基頻處理器僅供自用，未於市場銷售，且查聯發科、海
思、展訊及 Intel 等之市占率與被處分人相較亦顯不相
當。
(五)綜上，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 條對於獨占業者之認
定，審酌市占率、替代可能性、影響市場價格能力、進入
市場之困難等因素，被處分人於 CDMA 基頻處理器市場
2008 年至 2016 年市占率每年均超過 7 成，且 2016 年會
計年度事業總銷售金額高達○○○○○○元，該市場僅被
處分人及 VIA 參與競爭，被處分人於 CDMA 基頻處理器市
場顯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另被處分人於
2011 年至 2016 年 LTE 基頻處理器市場占有率亦均超過 5
成，且市場競爭者如聯發科、海思、展訊及 Intel 等之市
占率與被處分人相較亦顯不相當，被處分人於 LTE 基頻處
理器市場具有壓倒性地位，有排除競爭之能力，當屬無
疑。另查 WCDMA 之技術規格亦以 CDMA 為基礎，被處分人
於 WCDMA 日漸普及形成主流期間（2G 出貨量變動趨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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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確立)之市占率已超過 5 成（2011 年至 2013 年)，且綜
合考量不同世代、不同標準之基頻處理器均不相替代，及
被處分人擁有 SEP 之技術優勢，業者必須取得被處分人
SEP 授權且確有迴避被處分人必要專利技術自行創新之克
服困難等因素，縱被處分人於 2015 年以迄，因市場 LTE
之主流標準確立，而減少 WCDMA 基頻處理器之生產，然仍
無礙渠 2009 年至 2014 年於 WCDMA 基頻處理器市場具獨占
地位之事實。故被處分人於 CDMA、WCDMA 及 LTE 各行動通
訊標準之基頻處理器產品及技術相關市場，皆符合上揭獨
占事業規定，洵堪認定。
六、有關被處分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
(一)按智慧財產權法律賦予發明人或創作人排他權之目的，係
為促使權利人樂於從事創作研發與研究成果之擴散與交
流，進而達到鼓勵創造、發明與技術創新之目的，爰公平
交易法第 45 條將「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豁免於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故專利權人與被授權人間之專利授權契約，
應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商定個別交易條件，一旦雙方發生糾
紛，原則上應循民事途徑救濟解決。惟專利權人逾越正當
權利行使範圍，濫用其專屬權利，破壞市場交易秩序，損
害消費者及整體經濟利益，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規範
意旨，該權利行使行為仍有適用公平交易法之餘地。爰為
處理專利及技術授權案件，使執法標準更臻明確，俾利業
者遵循及辦理相關案件，本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技術授權契約案件之處理原則」，明定名詞定義、基本原
則、審查分析之步驟、不違反公平交易法事項之例示、技
術授權契約禁制事項例示及法律效果。
(二)次按科技進步促成產品多樣化與複雜化，不同產品之間的
相容與互通變得相對重要。為確保產品的互通，則有制定
產品標準之必要，標準化因此被認為可以促進競爭，但是
統一產品標準也可能有減少產品差異化、衍生關鍵智慧財
產權壟斷等反競爭作用，故標準制定組織於致力鼓勵標準
技術之使用及促進附加價值之創新時，亦兼顧智慧財產權
濫用之風險，而於智慧財產權政策納入相關專利權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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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制定組織之義務，課予渠等揭露其專利資訊與自願地
對標準制定組織做出公平、合理及無歧視(即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之授權承諾。所謂
FRAND 承諾並不是每一位被授權人均享有完全相同的授權
條件或內容，而是每一位被授權人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協
商時，考量及決定授權條件基礎應為相同，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對每一位被授權人，就授權條件與授權金應以同等條
件對待，對於授權契約中的基礎條件，不應有不合理的差
別待遇；原則上 FRAND 承諾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加入標準
制定組織時之參加契約的一部分，為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跟
標準制定組織間之約定，惟個別具體的授權條件如何，仍
有待雙方當事人在 FRAND 原則指導下，本於契約自由原則
透過協商予以具體化。
(三)另按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獨占之業者，不得
有下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業
者參與競爭。……」上開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1 項規定，技
術授權協議之當事人為獨占事業而違反第 6 點第 2 項至第
4 項所例示之態樣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9 條之違
反。另依本會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3 項第 6 款規定，本會審
議技術授權協議案件，並應審酌相關市場之國際或產業慣
例。查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或法院於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
被授權人就專利授權事宜進行協商時，對於何謂 FRAND 難
以達成合意而引發糾紛，不乏有相關規範與案例。參照日
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有關智慧財產權利用之獨占禁止
法指針」(下稱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指針)第 3.1.(1)所
示，判斷標準必要專利之專利權人是否濫用獨占地位，應
考量基於 FRAND 條件進行授權協商之雙方當事人對應狀
況，例如有無具體提示標準必要專利之侵害事實及態樣、
授權條件及其合理根據、對當事人一方提出質疑事項有無
依商業習慣誠實回應等。另以近期(2015 年 7 月)歐盟法
院就中國大陸華為與中興通訊所為之裁判為例，該案認為
被授權人對於其可取得符合 FRAND 條件之授權應有正當
的期待可能性，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若拒絕提供符合 F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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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授權，原則上可能構成濫用市場地位，被授權人得
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排除侵害的請求提出違反競爭法的
主張；倘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於下列情況請求排除侵害，則
將不構成濫用市場地位：(1)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須先提出
專利侵權警告，明示被侵權的專利，當相對人表達締結符
合 FRAND 條件的授權契約意願時，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應以
書面提出符合 FRAND 條件的授權要約，內容應明示權利金
的數額及計算方式；(2)相對人持續其侵權行為，未依商
業慣行及誠信原則回應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所提出的要
約，相對人若不願接受標準必要專利權人所提出的要約，
必 須 立 即 以 書 面 另 行 提 出 符 合 FRAND 條 件 之 新 要 約
(counter offer)，若雙方仍無法就 FRAND 條件達成合意，
得約定委由獨立第三人決定權利金數額，就此仍屬契約雙
方當事人間的民事爭議。準此，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若未踐
行上開程序，則有濫用市場地位之情。
(四)有關被處分人拒絕授權基頻處理器競爭同業乙節：
1、按行動通訊產品需要不同元件相互搭配使用，才能發揮
預期效用，國際間已發展出透過標準制定組織制定標
準，以確保供應鏈上不同製造商的設備、系統與網路乃
至於產品，彼此間能互通與相容。為避免智慧財產權人
權利之濫用，該等標準制定組織並訂有智慧財產權政
策，要求會員揭露可能會成為標準的智慧財產或相關專
利技術，對於已被採認為標準的專利權，要求標準必要
專利權人依 FRAND 條件為授權。
2、按反托拉斯法處理獨占業者「排除行為」(exclusionary
practices) 業 形 成 「 樞 紐 設 施 理 論 」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之觀點。所謂「樞紐設施」係指
符合下列要件之設施：由獨占業者所擁有或控制；競爭
者無法於短期內以經濟合理且技術可行之方式複製或取
代該設施；競爭者倘無法使用該設施，即無法與該設施
之擁有者或控制者競爭；擁有或控制該設施的業者拒絕
將該設施提供給其競爭者。所謂「設施」不限於有形之
實體設施，亦包含抽象之能力服務或功能，甚至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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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如前述，為生產符合 CDMA、WCDMA、LTE 標準之產
品，需取得被處分人之專利授權，並無其他可替代之技
術。
3、查被處分人為 ETSI 之成員，據 ETSI 之 IPR 政策第 6.1
條「ETSI 理事長要求 IPR 所有者在 3 個月內提出不可撤
回之書面承諾書，以說明其願基於公平、合理、無歧視
的條款及條件提供以下授權內容：包括製造、或使他人
製造在製造過程中根據被授權人的設計需求客製化零組
件及子系統的權利；銷售、出租或處分已製造好的設備；
修復、使用或操作設備；以及使用方法。」次查被處分
人於 ETSI 宣告公開之 SEP 中占○○，渠並依上開 IPR 政
策第 6.1 條向 ETSI 承諾依 FRAND 原則授權；依前開承諾，
明確要求被處分人授權競爭同業製造及銷售採用被處分
人 SEP 從事基頻處理器之生產，且查被處分人深知拒絕
或限制基頻處理器競爭同業簽訂授權契約之行為將違反
FRAND 承諾，此由渠與易立信(Ericsson)的訴訟主張易立
信有義務向被處分人授權其 SEP，並宣布將根據 FRAND 條
款向「業界內所有參與者」授權其標準必要專利可證。
4、據被處分人自承，○○○○○○○○○○○○○○○○
○○○○○○○○○○○○○○○○○○○○○○○○
○○○○○○○○○○○○○○○○○○○○○○○○
○○○○○○○○○○○○○○○○○○○○○○○○
○○○○○○○○○○○○○，因此手機業者必須與被
處分人個別簽署專利授權契約方得「使用」晶片。查被
處分人確曾○○○○○○○○○○○○○○○○○○○
○○○○○○○○○○○○○○○○○○○○○○○○
○○○○○○○○○○○○○○等競爭同業簽署授權契
約，惟查該等契約均屬未耗盡契約。○○○○○○○○
○○○○○○○○○○○○○○○○○○○○○○○○
○○○○○○○○○○○○○○○被處分人另稱 2008 年
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廣達控訴 LG 判決，認為任何授權
契約可能導致專利權利耗盡，該公司未符合該判決意
旨，爰拒絕將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予基頻處理器業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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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惟查 2008 年廣達案之判決意旨在說明任何授權契約
均屬權利耗盡之契約，並非就拒絕授權同業應認合法所
為之判決。又對於是否為專利權正當權利行使行為之判
斷原則，必須注意有無權利耗盡。倘權利人本於自己意
志，將使用該技術生產產品合法散布於本國市場，他人
就該產品所為交易行為，即無權利侵害問題，專利權人
對此交易有附加限制條件者，仍有公平交易法之適用。
本案被處分人無視系爭晶片於銷售時權利即耗盡之商業
慣例，竟以「未耗盡」為對競爭同業之授權主張，並附
加戕害效能競爭之限制條款，不僅違反國際耗盡原則，
也損害我國之競爭秩序，自堪認有我國公平交易法之違
反。
5、復查基頻處理器之製造同業曾向被處分人尋求授權，此
有○公司證稱，在訴訟風險和客戶需求考量下，○○○
○○○○○○○○○○向被處分人要求提供 WCDMA 專利
授權契約稿審閱，○○○○○○○○○○○期間數次發
函被處分人要求提供一個符合 FRAND 原則的授權契約，
惟被處分人於○○○○○○○○○明確表示，否認對○
公司有授權之義務。雖查被處分人與○公司○○○○○
○○○○○○○○○○○○○○○○○○○○○○○○
○○○○○○○○○○○○○○○○○○○○○契約，
然均非為專利技術之授權。另有○公司證稱，○○○○
○○○○○○○○○○，因當時潛在客戶手機業者均要
求需保證不遭受被處分人專利侵權起訴之風險，因此去
電被處分人明確提出晶片外部銷售之授權；○公司未獲被
處分人同意授權，雙方幾經協商提議，被處分人承諾不
起訴○公司，或承諾須先對○公司客戶窮盡一切救濟後
方得對○公司起訴，○○○○○○○○○○○○因均與
授權有別，遭○公司拒絕並停止協商。尚有晶片供應商○
公司分別在○○○○○○與被處分人進行授權協商談
判，因被處分人拒絕以權利耗盡方式授權而未達成簽署
契約。綜上，被處分人拒絕授權競爭同業，至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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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被處分人競爭同業與被處分人縱簽有○○○○○○，
然該等契約結果僅使競爭同業於生產晶片獲被處分人不
為侵權告訴之承諾，究與製造後對外銷售之權利耗盡授
權有別，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之交易相對人不因被處分人
對競爭同業所為不為告訴之承諾而得免於侵權之風險，
此將導致手機業者於選擇基頻處理器供應商時或因授權
問題而降低選擇競爭同業基頻處理器之意願，或要求被
處分人競爭同業附帶增加侵權訴訟之成本保證，如○○
曾對○公司提出類似要求。對基頻處理器供應商而言，
該等以手機計價授權金之侵權風險與晶片供應商之侵權
風險顯不相當，被處分人拒絕授權競爭同業無疑增加被
處分人競爭同業之成本，並面臨銷售中斷或交易不穩定
的風險；另競爭同業因無法取得被處分人之專利授權，
為避免被處分人對渠等客戶採取侵權告訴，亦多側重於
與被處分人授權領域非直接相關晶片產品之生產，如○
公司致力於 TD-SCDMA 晶片之生產，或如○公司僅限於自
用，競爭同業因無法取得被處分人授權而競爭受到阻
礙，且因無法取得被處分人授權而致力技術創新。
7、另被處分人雖辯稱渠承諾競爭同業不為侵權告訴，競爭
同業尚非不得從事晶片生產云云，惟查被處分人與○公
司○○○○簽署之○○○○○○○○，雖承諾不對○公
司為侵權告訴，然限制○公司○○○○○○○○○○○
○○○○○○○○○○若違反，被處分人可以要求停止
銷售，並課以○○○○○○○懲罰違約金；(ii) ○○○
○○○○○○○○○○○○○○○○○○○○○○○○
○；(iii) ○○○○○○向被處分人提出銷售報告，內容
包括○○○○○○○○○○○○○○○○○○○○細節
之條款。而○公司既未獲授權，原無提供上開銷售報告
以供查核之必要；然○公司事實上因無法取得專利授權
乃改以取得被處分人未耗盡之不告訴承諾，○○○○○
負擔定期提供包括○○○○○○○○○○○○○○○○
等敏感經銷資訊之義務；且○公司若想向未與被處分人
簽署授權契約者銷售基頻處理器，則不得不要求手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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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契約。被處分人藉此可接
觸基頻處理器競爭同業之客戶或潛在客戶，爭取交易機
會，確保競爭上的優勢；該契約雖嗣於○○○○○增補
○○○○○○○○○○○○○○○○○○○○○○○○
○○○並將銷售報告○○○○○○○，內容改為○○○
○○○○○○○○○○○○○○○○○○○○○○○○
○○○○○○○○○○○○○○○○○○○○○○○○
○○○○○○○○○○○○○○○○○○○○○○○○
○○○○○○○○○○○○○○○○○○○○○○○○
○○○○○○○○○○○○○○○○○○○○○○○○
○○○○○○○○○○○○○○○○○○○○○○○○
○○○○○○○○○○○○○○○○○○○○○○○○
○○○○○○○○○○○○○○○○○○○○○○○○
○○○○○○○○○○○○○○○○○○○○觀之○公
司與被處分人簽署之契約內容，被處分人藉由簽署互不
告訴契約，取得競爭同業○公司之交易敏感資訊，利用
其與手機業者的專利授權契約來阻礙手機業者和基頻處
理器競爭同業之間的交易，達到阻礙基頻處理器競爭同
業的商業活動。縱於○○○○條款適用期間，亦藉由○
公司提供之銷售報告，評估 WCDMA 及 LTE 市場之競爭變
化，而得掌握○公司之產銷狀況及○公司交易相對人與
被處分人專利簽署之狀況，以作為對該未簽約者採取訴
訟手段之監控，促使未簽約者與被處分人簽署專利授權
契約，此有○公司○○○客戶○○即因被處分人之侵權
告訴而與被處分人議定專利授權契約並減少對○公司交
易可證。
8、被處分人拒絕授權給競爭同業所致影響於高階手機之競
爭尤甚，競爭同業於高階手機晶片之供應因迴避被處分
人 SEP 上之困難及研發創新處於劣勢，而手機業者採用
競爭同業所供應之晶片又有面臨侵權告訴之風險，致被
處分人晶片於高階手機晶片市場幾乎面臨無競爭之態
勢，此由我國主要高階手機品牌搭載被處分人晶片之比
例均高於○，○○○○○○○○○○○比例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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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綜上，被處分人擁有 CDMA、WCDMA 和 LTE 等行動通訊標
準必要專利，為基頻處理器相關市場之獨占業者，渠以
其垂直整合支配市場之地位，違背標準制定承諾 FRAND
之初衷，未給予競爭同業於請求授權時公平對待的授權
協商機會，僅以互不告訴之承諾取代當競爭同業向被處
分人要求取得 FRAND 條件之 SEP 授權，造成未獲授權之
競爭同業必須面對專利侵權風險而有銷售中斷的不穩定
性，並要求競爭同業提供敏感之晶片銷售資訊以供查
核，掌握競爭同業之銷售資訊，阻礙基頻處理器業者之
研發及商業活動，藉由限制基頻處理器市場競爭，以確
保、維持或加強其在基頻處理器市場支配地位而得執行
手機層級的授權商業模式。
(五) 有關手機業者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乙節：
1、如前述，高階手機業者對被處分人晶片需求有高度依賴
性，若渠等無法取得被處分人基頻處理器將會造成手機
業者相當大的成本，嚴重影響產品設計及上市之布局。
查手機業者之交易實務，大部分品牌商透過代工廠組
裝，另我國代工商有依品牌商指定品牌購料者，或自行
購料組裝後銷售成品予品牌商。○○○○○○○○○○
○○○○○○○○○○○○○○○○○○○○○○○○
○○○○○○○○○○○○○○○○○○○○○○○○
○○○○○○○○○○○○○○○○○○○○○○○○
○○○○○○○○○○○○○○○○○○○○○○○○
○○○○○○○○○○○○○○○○○○○○○○○○
○○○○○○○○○○○○○○復查我國手機業者中雖
有○○未與被處分人簽署授權契約，然渠主要係透過中
國大陸代工商支付權利金，若加計該業者透過代工商支
付被處分人之權利金，我國業者支付予被處分人之授權
金占比將更高。再查我國手機業者均有向被處分人採購
晶片之事實，且查渠等向被處分人採購晶片之總額占被
處分人晶片總營收之比例每年約達○，我國業者對被處
分人晶片有相當高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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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查國內手機業者與 QCTAP 就晶片採購訂有 CSA，該契約
○○○○○○○○○明載：○○○○○○○○○○○○
○○○○○○○○○○○○○○○○○○○○依前開約
定，若不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就無法購料進行代工，此
並經國內手機業者受本會調查時表示，協商期間被處分
人明確告知必須先簽署專利授權契約才得以簽署元件供
應契約進行購料在卷可稽；且查渠等於簽署 CSA 前，均
有相對應已簽署專利授權契約之事實。另有我國手機業
者證稱該公司關係企業因非屬授權契約之適用對象，未
與被處分人簽署授權契約而遭被處分人拒絕提供晶片在
案。
3、被處分人雖辯稱執行簽署授權契約方供應晶片之政策係
為避免與客戶間之侵權爭議及冗長之法院訴訟程序，節
省訴訟成本，以免破壞交易和諧云云，惟按專利權耗盡
原則，供應商出售零組件(例如基頻處理器晶片)給手機
業者時，該販售行為即已終止供應商依照專利法所享有
之任何權利，供應商對於購買者之後的使用或再販售該
零組件之行為均無權過問。另查手機零件至少百餘項，
零組件供應商至少數百家，被處分人主要從事基頻處理
器（含 SoC)之生產。被處分人於供應晶片時，理應提供
專利耗盡無侵權疑慮之產品，以確保採購者之權利。縱
其認為終端裝置之製造商須獲有被處分人專利授權之必
要，然查被處分人未提供專利清單，且查授權契約內容
定有 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以整機售價為權利金計
價基礎及無償交互授權等條款，為被授權人所非議。其
中未提供專利清單及 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等 2 節，
或尚乏可歸責性或尚難就 SEP 與 NON-SEP 合併授權之正
反面效益逕為評價。惟關於整機計價及無償交互授權等 2
節，被處分人雖以其專利組合涵蓋通訊晶片以外之範
圍，以終端整機裝置為授權金費率計價基礎為合乎效率
議價之方式；及案關專利授權契約條款已反映被授權人
反向提供予被處分人之 SEP 專利價值等理由抗辯。然查
該等條款之正當性及合理性，既多有爭執，本容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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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對等協商或透過第三方單位仲裁或透過法院訴訟
途徑解決紛爭，以確保契約議定之對等，分述如下：
(1)以整機售價為權利金計價基礎：按依上開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授權技術係製造過程之一部分或存在於零件，
為計算上之方便，以使用授權技術生產之最終商品之製
造、銷售數量，或以製造授權技術商品之必要原材料、
零件之使用量或使用次數，作為計算授權實施費用之計
算基礎(第 5 點第 3 款)，原則不違反公平交易法限制競
爭規定，但依第 3 點、第 4 點審酌後，倘有不當情事者，
仍得作為本會認定構成獨占濫用之事由。查被處分人與
被授權人簽署之授權契約約定，計量授權金（Running
Royalty）係以終端裝置之整機淨售價為計價基礎再乘以
一定之授權金費率，而非以單一元件(如基頻處理器)為
計價基礎。次查被處分人與被授權人簽署之授權契約內
容，除權利金費率外，尚訂有權利金支付的上限及其他
授權條件如簽約金（分期繳付期數亦有不同）、簽約金
得否抵扣授權金及是否支付一定金額之固定授權金等其
他授權條件等。按授權金費率僅授權條件中金錢支付條
件之一，其他如簽約金、分期繳付期數、是否另簽有固
定授權金及是否抵繳等均屬授權金議價之範圍，亦屬簽
約雙方議約與達成合意之基礎，固為雙方民事契約爭
議，而該等授權金計算是否合理，容應本於契約條款之
授權範圍及授權條件為契約協商之基礎，以保障被授權
人公平對等之談判協商機會，然被處分人以拒絕提供晶
片為前提，致手機業者難以對整機為授權金費率計價基
礎之合理性有對等協商或請求仲裁之機會。
(2)無償交互授權：查國內業者與被處分人簽署之專利授權
契約○○○○○○○○○○○○○○○○○○○○○○
○○○○○○○○○○○○○○○○○○○○○○○○
○○○○○○○○○○○○○○○○○○○○○○○。
雖查我國手機代工商或品牌商擁有少數的標準必要專利
屬於交互授權範圍內之專利，且所涉及之技術層次及重
要性或尚難與其他跨國經營且專利組合廣泛之專利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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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比擬在案可稽。然查我國有○○手機業者於 3G 有○
個 SEP，4G 之 SEP 有○○○○，且查 SEP 係專利權人自
行於標準組織宣告，並非經審查確認登錄者，不乏有為
訴訟防衛之目的，該等專利是否屬必要專利亦待侵權事
件發生而得釐清。既查標準必要專利有不可或缺之特
性，而標準必要專利之研發又為事業投入相當成本之成
果，該條款之規範將降低我國產業創新研發之誘因，此
有我國被授權事業之證詞可參。而被處分人因取得手機
業者無償交互授權而得強化被處分人所售晶片免受專利
侵權攻擊之保護，此將較競爭同業更具優勢。按被授權
人是否同意交互授權，仍賴被授權人之談判協商地位是
否對等而定，應由被授權人整體衡酌並評估專利授權交
換的整體對價及授權條件為對等協商之基礎，然被處分
人以簽署授權契約為供應晶片之前提，致被授權人為求
晶片供應，礙於晶片需求之必要，只能接受被處分人授
權條件並簽署授權契約，此有國內手機業者之調查回復
意見可參。
4、按晶片買賣雙方對授權正當性及授權條件既存有歧異，
被處分人尚非不得透過第三方單位仲裁或透過法院訴訟
途徑解決紛爭。然被處分人利用手機業者對其基頻處理
器的依賴，以要求先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否則不供應晶
片為手段，使得手機業者無法透過法院來挑戰被處分人
之授權條件，並以侵權風險阻斷手機業者與之就合理權
利金及授權條件為公平對等之談判機會。
5、手機業者礙於晶片需求之困境，喪失公平對等之談判機
會，同意與被處分人簽署無償交互授權條款，致提高手
機業者使用其他被處分人競爭同業所供應之基頻處理器
之成本，減低對於被處分人競爭同業處理器相關晶片之
需求，並且降低手機業者投資及創新之能力與誘因，進
而提高手機業者使用被處分人競爭同業基頻處理器之價
格，使得被處分人於提高晶片價格時仍能維持市占率之
成長，並於被處分人晶片降價時，仍得藉由授權金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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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致競爭者無法為降價之競爭，藉以弱化被處分人
於基頻處理器價格變動所受之競爭限制。
6、綜上，被處分人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之政策使
得手機業者無法與被處分人就授權條件有充分對等之談
判機會，造成手機業者於晶片需求之考量下接受對被處
分人較為有利之授權條件並購買被處分人基頻處理器，
提升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供應基頻處理器之價格，降低交
易相對人對於被處分人競爭同業基頻處理器的需求，排
除被處分人競爭同業競爭，並使手機業者將其高額權利
金之支付轉嫁予消費者，提高消費者為手持裝置所支付
之價格。
(六)被處分人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
1、獨占業者為保有其在市場上的獨占地位，常以各種不公
平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其他業者參與市場競爭，使其可
在無競爭同業的情況下，繼續享有超額利潤，常見之態
樣如透過折讓與獨家交易之商業安排排除競爭同業。該
等折讓式獨家交易條款，若無經濟上之合理事由，即有
可能構成濫用獨占地位之違法行為。
2、查○○○於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屬高階
手機，然渠與其他手機品牌商一樣，與被處分人之專利
授權協商能力受限於對被處分人 CDMA、LTE 基頻處理器
之需求，其自○○○○○之後推出之終端行動裝置搭載
被處分人晶片近乎○○。雖然○○○並未與被處分人簽
署 SULA 及與 QCTAP 簽署 CSA，惟查○○○○○○○○○
○○○○○○○○○○○與被處分人間簽署之專利授權
契約代支代付授權金予被處分人。○○○○○○○○○
○○○○○○○○○○○○○○○○○○○○○○○○
○○○○○○○○○○○○○○○○○○○○○○○○
○○○○○○○○○○○○○○○○○○○○○○○○
○○○○○○○○○○○○○○○○○○○○○○○○
○○○○○○○。
3、復查○○○自○○○年開始與被處分人進行授權契約協
商，然對於授權條件雙方多有歧見，並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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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就授權條
件（包括授權金)與被處分人進行協商。又查○○○為降
低高額權利金成本，與被處分人陸續簽署○○○○○、
○○○○○、○○○○○○及○○○○○○○等契約。
○○○○○○○○○○○○○○○○○○○○○○○○
○○○○○○○○○○○○○○○○○○○○○○○○
○○○○○○○○○○○○○○○○○○○○○○○○
○○○期間因○○○○○○○○○○○增加 CDMA 之授權
範圍需要，雙方另○○○○簽訂○，針對該等授權範圍
之權利金折讓，合意由被處分人支付○○獎金、○○○
○獎金及○○○○獎金予○○○，○○○○○○○○○
○○○○○○○○○○○○○○期間雙方就該等折讓條
件之支付多有協商，○○○○○○○○○○○○○○○
○○○○○○○○○故○○○稱渠與被處分人簽署上開
契約係為授權金折讓，應屬可採。
4、又查○○與被處分人締結上開權利金折讓之相關契約，
均訂有獎勵金之限制條件，如○○○要求○○○○○○
○○○○○○○○○○○○○○○○○（○○○○○○
按 WiMAX 係由 Intel 主導之 4G 標準之一，我國曾積極推
動採用 WiMAX 技術，與被處分人支持的 LTE 標準相互競
爭)；○○要求○○○○○○○○○○○○○○○○○○
○○○○○○○○○○○○○○○○○○○○○○○○
○○○○○○○○○○○○○○○○○○○；○○亦訂
有與○○類似之獎勵金支付與償還之限制條款○○○○
○○○○○○○○○○○○○○○○○○○○○○○○
○○○○○○○○○○○○○○○○○○○○○○○○
○○○○○○○○○○○○○○○○○○○○○。綜觀
○○與被處分人簽署之相關契約，確有簽署獨家採用被
處分人晶片而得享有相當金額之折讓○○○○○○○○
○○○○○○○○○○○○○○○○○○○○○○○○
○○○○○○○○○○○○○○○○○○○○○○○○
○○○○○○○○。而此獨家交易條款實質上係對○○
使用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供應基頻處理器之限制，導致
414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自○○○○○○○○○○○之前推出之○○○○
○○終端行動裝置均○○搭載被處分人的基頻處理器。
縱然○○○在此期間內仍持續評估潛在基頻處理器供應
商，然終因高額的權利金折讓及奬勵金暨上開契約的索
回機制，○○○直至上開契約終止前的○○○○○方推
出部分搭載○○○基頻處理器之手機。而該等巨額折讓
無疑是被處分人誘使○○○避免採用競爭同業晶片所為
價格(含授權金)之對價，核其目的僅在強化被處分人排
他競爭之能力，尚無經濟合理事由可言。
5、○○○於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位居○○，且為該產業
之領導先驅，基頻處理器供應商若能獲得○○○訂單以
達到一定的商業規模，透過與○○○的技術團隊合作可
提升基頻處理器的品質，因此基頻處理器供應商無不希
望能取得○○○○訂單與其工程團隊合作提升技術。查
○○○曾○○○○○○○○兩度評估我國業者是否可能
成為基頻處理器供應商，○○○○○○○○○○○○○
○○○○○○○○○○○○○○○○○○○○○○○○
○○○○○○○○○○○○○○○○○○○○○○○○
○○○○○○○○○○○○○○○○○○○○○○然礙
於獨家交易限制，已扼殺我國業者成為○○○潛在供應
商以提升技術與產品品質之機會。
6、被處分人雖稱與○○○間每一份契約均為獨立、不同且
對雙方有價值之對價，並非提供權利金折讓；惟查雙方
所簽署之○○○○○○○等契約，除○○○○○的○○
○○獎金及○○○○○○獎金為晶片折讓外，其餘獎勵
金皆與權利金折讓有關，○○○○○○○○○○○○○
○○○○○○○○○○○○○○○○○○○○○○○○
○○○○○○○○○○○○○○○○○○○○○○○○
○○○○○○○○○○○○○○○○○○○○○然無論
被處分人與○○○所簽署之契約究屬權利金或晶片折
讓，均無礙被處分人確以獨家交易之排他條款支付○○
高額獎勵金之事實，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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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綜上，被處分人以渠於 3G 及 4G 通訊標準及基頻處理器
之獨占地位，與○○○簽署含有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
條款，不當且有效排除來自其他基頻處理器供應商供應
晶片予○○○之機會，損害基頻處理器市場之競爭。
(七) 如前述，被處分人擁有相當多數之 CDMA、WCDMA 和 LTE
等行動通訊標準必要專利，同時也是基頻處理器市場之獨
占業者，渠以其垂直整合支配市場之地位，挾其於行動通
訊標準之優勢，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行動通訊標準必要
專利，防止被處分人之專利因授權競爭同業而於基頻處理
器層級耗盡，並增加手機業者與競爭同業交易之成本，而
為遂行其於終端裝置專利授權金繳付之實現，要求手機業
者不簽署專利授權契約則不提供基頻處理器，致使手機業
者於晶片需求之考量下接受對被處分人較為有利授權條
件，而被處分人再利用對主要交易對象○○○○○提供獨
家交易以獲取授權金優惠之誘因，使競爭同業因無法取得
授權，喪失或降低爭取交易之機會，或立於價格競爭之劣
勢。被處分人競爭同業於無法迴避被處分人 SEP 又無法取
得授權情況下，礙難不與被處分人簽署限制銷售予未經被
處分人授權之手機業者及定期提供含交易對象及交易數
量等敏感性資訊，以供查核之互不告訴契約，被處分人拒
絕授權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不簽署授權契約則
不供應基頻處理器及對特定業者以獨家交易為條件提供
授權金優惠等作為之交互作用，環環相扣，致提升被處分
人競爭同業供應基頻處理器之價格，降低交易相對人對於
被處分人競爭同業基頻處理器的需求，排除被處分人競爭
同業競爭，進而穩固其商業交易模式，核其整體經營模式
所涉行為，損害基頻處理器市場之競爭，以確保、維持或
加強被處分人在基頻處理器市場支配地位，屬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9 條第 1 款「獨占之業者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直
接或間接阻礙他業者參與競爭」之規定。
七、有關被處分人向本會提出中止調查或行政和解乙節：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涉
有違反本法規定之行為進行調查時，事業承諾在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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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期限內，採取具體措施停止並改正涉有違法之行為
者，主管機關得中止調查。」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
「行政機關對於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
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解決爭
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
末按本會「對於中止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第 1 項
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
「下列案件，不得適用本法第 28 條
中止調查之規定：(一)行為所涉案件嚴重影響競爭秩序
者。(二)調查違法事證並無顯著困難或所獲事證已足供本
會認定是否違反本法規定者。」
(二)按被處分人雖提出改正措施尋求中止調查或行政和解，或
向本會提出行政和解之要約，惟查被處分人拒絕授權晶片
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條款、不簽署授權契約不提供晶
片、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等行為，核屬濫用市
場獨占力，又我國為手機及基頻處理器零組件主要製造國
家，被處分人所為違法行為業已嚴重影響我國競爭秩序且
事證明確，況案已調查終結，並無調查之顯著困難，且被
處分人所提改正措施亦無法彌補渠因前開限制競爭行為
已生危害，另行政和解要約與行政程序法所定行政和解構
成要件容有未合，均經本會委員會議審酌在案，故無中止
調查與行政和解之適用，併予敘明。
八、綜上，被處分人拒絕授權晶片競爭同業並要求訂定限制條
款、不簽署授權契約不提供晶片、提供折讓以要求 Apple
獨家交易等行為，逾越專利權正當行使之範圍，且產生實
質限制競爭，核其整體經營模式所涉行為，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9 條第 1 款禁止規定。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3 項
規定授權訂定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9 條及第 15 條情節重
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
（下稱「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
罰鍰計算辦法」
），本案屬同法第 40 條第 2 項「情節重大」
案件。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
當利益；違法行為影響 CDMA、WCDMA、LTE 等標準之基頻處
理器市場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
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業者之規模、經營狀況、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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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次數；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
應受責難程度及資力；「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
法」第 4 條：
「依本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其
額度按基本數額及調整因素定之。」第 5 條：
「前條基本數
額，指違法行為於違法期間內所獲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之
百分之三十。」第 7 條：
「第 4 條所定罰鍰額度不得超過受
處分業者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百分之十。」等，爰依
同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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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字第 106094 號

決定字號
意

見

書

不同意見書(摘要) 委員

魏杏芳

就本會公處字第 106094 號處分，謹就本人於審議期間得以接觸的卷證資料及已公
開之處分書內容，表示不同意見如下：
一、未以經濟分析觀點考量系爭行為對競爭與消費者福利的影響，致本處分的效
果在保護「競爭者」而非「競爭」
，偏離公平法立法意旨
所謂競爭法保護「競爭」的意思，是趨使事業以價格、品質、數量、多樣性等
方式回應消費者需求，隨著時間的經過，這也是一種選擇的過程，使較有效率的廠
商取代了相對無效率的廠商，最終促進了以消費者導向、較有競爭力、成長較快速
的國家經濟，實現競爭法的目的。
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事業不得「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
業參與競爭」
，是為事業排他性濫用的禁止條款。如何認定系爭行為符合本條款的要
件，即「不公平之方法致阻礙競爭」？以經濟分析的觀點，應該以「行為對消費者
的效果」 (the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on consumers) 為判準，也就是以系爭
行為是否能增進消費者福利(improving consumer welfare)為依歸，這樣才能避免
拘泥於各類行為的形式與外觀，將競爭法保護「競爭」的立法意旨與保護「競爭者
」混淆。主管機關應避免將「維持現有的競爭結構」 (preservation of a particular
market structure)（現在市場上有哪幾家事業正參與競爭），直接當作是保護競爭
；換言之，主管機關不能先入為主的認為，現存的其他事業繼續留在市場上是競爭
的保證，介入執法的結果，反而可能是在保護該等事業免於競爭。競爭機關必須確
認個案中影響消費者福利的競爭傷害(competitive harm)之所在，以及是否有足以
超越的效率並且回饋給消費者，這需要合理的分析與事實及證據的支撐，也就是排
他性濫用案件應導向「合理原則」 (a rule of reason)的分析模式。歐盟執委會也
認為，排他性濫用相關規範的目的在保護競爭而不在保護競爭者，因此執法上關注
的核心，乃是否有阻礙競爭的封鎖(foreclosure)致最終偒害消費者福利；市場上的
競爭者並不能免於與既有的支配事業從事「優勢競爭」(competing on the merits)
，也就是競爭者應就較高的品質、新穎的產品、適時的創新或其他較佳的表現等方
面，與既有的支配事業一較高下，以追求市場進入或擴張，這才是所謂保護競爭的
真意。
所謂消費者福利是多面、多重的考量；除了系爭行為本身可能的效果（例如被
處分人授權模式對競爭同業與代工品牌商與終端消費者的影響）
，還應同時評估一旦
介入執行後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例如是否減少被處分人或競爭同業研發創新的誘
因；技術追隨者採包裏授權是否反而較有效率；向競爭同業收取權利金是否反而導
致競爭同業的晶片價格提高，更僵固代工品牌商的選擇，更不利競爭同業；是否因
必須進行更多專利分析而增加成本；如果高通將專利授權與晶片整合後的晶片出售
雖已權利耗盡，但價格是否反而更高等）
；在短期利益之外，長期效果也應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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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欠缺誘因致不利於持續產品創新或品質提升；降低加入標準制定組織的意願
，使較佳的技術未能納入標準而減損整體消費者福利、是否影響業者取得完整技術
等）
；除了檢視對受調查市場的直接效果（例如本案中的基頻處理器市場與授權市場
）
，也應一併觀察對相臨市場的可能影響（例如晶片製造、封測市場及可能轉單效應
、手機代工廠的產品主要供外銷而非國內消費等）
，類此對整體經濟的綜合評估，仍
然在經濟分析的脈絡之下，以促進消費者福利為核心，依舊屬於競爭機關職權的範
疇，這與競爭機關在執法時是否應考量產業政策的論辯無關，不能混為一談。雖然
長期或非直接效果可能因資料難以掌握致不易確立，有時難免流於主管機關主觀的
裁量，但不能因為該等因素較難考量就予以忽略，至少應在處分的決定中明示主管
機關衡平的因素，以及其所關切的消費者福利效果為何。
查本案決定的內容恰反映出本會採取了完全「形式」的審查觀點，偏重被處分
人與其競爭者間得失的比較，極少論及被處分人現行商業模式的不變與改變，究竟
會對消費者福利產生何種影響。依據合理原則的經濟分析，競爭傷害應建立在相當
的事實與證據資料，而市場參與者彼此應進行優勢競爭。蘋果公司即曾證稱：
「…過
去 10 年內曾多次針對被處分人競爭對手產品進行評估，但因未達到技術標準而未採
用…」
，高通公司主要憑恃其產品的品質進行優勢競爭，如果競爭同業並沒有促進消
費者福利的真正優勢，那競爭主管機關何以要為了維持特定事業的既有地位而介入
？何不將競爭問題留給市場自身去解決，讓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彰顯消費者真正價
值的所在？但處分書主要在形式上確立有系爭行為的存在，並未進一步考量被處分
人可能的抗辯（例如必要性、效率、有利終端消費者等）
，也未綜合評估系爭行為對
同業、下游業者及終端消費者短期與長期利益可能的影響，使得本會在適用公平法
第 9 條第 1 款時，實質上等同採取了「當然違法」的立場，違反我國禁止獨占濫
用規範的立法意旨，並與歐美競爭法執行趨勢不一致。
以主文一、所述「與特定事業簽署含有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條款」指摘為例
，處分書在事實與結論之間欠缺實質的論證與連結，似乎只要確認有可名之為獨家
交易、忠誠折扣等作法存在並由獨占廠商實施，就是「不公平」的阻礙競爭了，形
同依行為的類型決定其法律效果，實已認定系爭行為屬於「當然違反」的態樣。今
(2017)年 9 月間，歐盟法院就英特爾(Intel)與執委會間的訴訟作成判決，及該案佐
審官(Advocate General) 較早提出的法律意見，提供相對豐富的思考面向。歐盟法
院就該案判決的主旨為，獨占事業排他性濫用的案件，應檢視所有情況(all the
circumstances)以認定系爭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或能力。Wahl 佐審官特別強
調，獨占事業只有在以市場力損害競爭致傷害消費者，才算是違法濫用獨占力，因
此反競爭的「效果」 (effect)至關重要，無論我們是否借用所謂「目的違法」
(restriction “by object”)的捷徑，歐盟競爭法所欲規範者為有反競爭效果的行
為；時至今日，特定行為的「形式」 (form)已被認為不具有重要性。系爭行為是否
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或能力，應考量該忠誠折扣影響的市場範圍或部分；持續的時間
；競爭者在市場的表現及價格下降；
「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等。折讓條款的效果評
估，除了有潛在限制競爭疑慮外，經濟學研究也肯認，折讓條款也可能有促進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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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及效率，使得正面效果可以大於負面，最主要的指標是觀察總產出是否增加
(whether total output has increased or not)。
二、單邊的市場界定使市場力建構與獨占事業排他性濫用的連結欠缺邏輯
在市場界定部分，本處分只界定了產品市場，劃定為「 CDMA, WCDMA, LTE
各行動通訊標準之基頻處理器」為範圍，並認定被處分人在該市場為獨占事業，但
並未直接認定被處分人在技術市場亦為獨占。
本案究竟是否有另外界定技術市場的必要？理論上應觀察該技術與產品之間的
關係而定。如果特定技術是一項產品的生產「投入」 (input)，尋求授權交易以合
法取得該技術的這項需求，稱之為「衍生的投入需求」(a“derived demand”for
inputs)，當技術授權的價格需求彈性偏低，該項（組）技術就很可能構成一個市場
，其情形與一般的產品市場界定在概念上並無不同。換言之，對於作為生產投入之
一的專利技術，應用假設性獨占檢測，當權利金提高到超越有競爭力的程度但需求
降低甚少或被授權的需求依舊維持水準，代表這項（組）技術是生產特定產品不可
或缺的投入，再加上這項（組）技術如果是不可替代的技術，或轉換成本很高，且
權利金佔生產成本比例不高等條件，此時在特定個案中，技術市場就可能存在。本
案所涉已被認定為標準且必要的各項專利技術也具有相似特性，乃生產各類基頻處
理器不可迴避、無從替代、不易轉換的生產投入，自應考慮相關技術市場的成立。
本案處分書只認定被處分人在產品市場為獨占事業，未另外界定技術市場。就
系爭產品而言，競爭同業不是被處分人的交易相對人，根本不依賴被處分人的處理
器產品。競爭同業想與被處分交易的標的是技術授權，本案卻又未界定技術市場，
當然也未認定被處分人在該市場為獨占事業，那又如何導出被處分人不「授權」競
爭對手是一種違法的獨占濫用？結果形成「被處分人濫用其在處理器產品市場的支
配地位，因而拒絕與被處分人的競爭同業簽署授權契約」的奇怪說法。以處分書試
圖建立的結構，應該是以專利授權技術市場的力量，延伸至產品市場，並在產品市
場發生阻礙（封鎖）效果（降低品牌商代工商購買競爭對手產品的意願）
，始能自圓
其說。
觀諸主文二、（一）要求被處分人「停止適用與競爭同業已簽署…之契約條款」
，顯然被處分人與競爭同業不可能簽訂晶片供給契約，處分書主文二、
（一）命應矯
正的事項，都是被處分人為與競爭同業簽訂實施相關專利（即使不名之為「授權」
）
契約所加諸的條款，當然屬於技術市場的場域，處分書既不認定技術市場的存在，
卻又以禁止獨占濫用的規定，令被處分人不得實施屬於技術市場的獨占濫用行為，
前後邏輯矛盾。
三、就違反 FRAND 承諾與拒絕授權競爭同業致違反競爭法的關係，相關論述不正確
處分書裡指摘被處分人拒絕授權競爭同業故違反公平法的另一個基礎，是被處
分人未遵守它曾對標準制定組織作出的 FRAND 承諾，但綜觀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的政
策，其實重視權利人與被授權人之間利益的平衡，並非一廂情願將潛在被授權人視
為弱勢的一方，因此有特別加以補強的必要。
綜合過去近十年歐盟處理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案件的脈絡，有幾項值得注意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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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第一、是否屬於不正當行使專利權的方式，多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向法院訴請
發出禁止令有關；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訴求禁令的目的都在阻止競爭對手的產品
銷售或停留在市場上；三、競爭對手指摘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不當行使專利權，都是
以專利權人違反以 FRAND 條件授權為理由，也就是在這類案件中， FRAND 承諾是原
本被指為侵權人的抗辯；四、有關授權是否符合 FRAND 承諾，主要以法院裁判來解
決爭端；五、實質上違反 FRAND 承諾的授權條件並不當然違反第 102 條，競爭主管
機關在調查、分析、判斷方面應回歸一般競爭法案件處理模式。以 Motorola 案為
例，執委會仍就市場界定、支配地位認定、濫用的事實及對市場的反競爭效果、被
處 分 人 抗 辯 事 由 的 論 述 等事項 ， 逐 一 論 證 建 構 ， 只 是在該 案 中 考 量 例 外 情 況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即資通產業建立共通標準的必要及所涉必要專利的
特性，以及專利權人的 FRAND 承諾，使第三人對授權有合法期待等相關特殊狀況。
必須強調的是，執委會的決定仍以第 102 條為依據，雖然過程中關注專利權人的
FRAND 承諾以便衡平兩造利益，但執委會用來認定專利權人是否因未遵守 FRAND 承
諾而違反競爭法的要件，依舊是第 102 條，與各標準制定組織所適用的準據法無關
，Huawei v ZTE 案的判決也未改變上述原則。
本案處分書似乎認為，專利權人如果違反 FRAND 的承諾而拒絕授權，就有濫用
市場力的違法，因此在引述歐盟 Huawei v ZTE 案判決後，便認為「標準必要專利
權人若未踐行上開程序，則有濫用市場地位之情」。然而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承諾
所涉事項為技術授權，並非產品交易；換言之，此處討論的是被處分人是否拒絕授
權而非拒絕出售產品，本處分根本沒有明確界定技術市場，也不曾具體認定被處分
人在技術市場為獨占事業，因此一個未必是獨占事業的廠商，就算它在技術市場未
正式授權同業，如何能逕以「拒絕授權同業」適用獨占濫用禁止的規定？
其次有關是否落實 FRAND 承諾在競爭法上的評價，FRAND 承諾本身並未增加或
減少適用公平法的要件、標準或舉證責任，FRAND 條件只能視為標準必要專利權人
在授權過程中所應作為的最低要求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e patentee’s
conduct)，以及適用公平法時應予考量的一個情況，但它本身絕非等同於法條的構
成要件，以致於形成只要不符合 FRAND 的要求就有濫用市場力之嫌的謬誤。更何況
依 Huawei v ZTE 案判決所謂符合 FRAND 程序的行為，係就授權人與被授權人各自
應履行的義務分別說明，不是只有針對專利權人的要求，例如 Huawei v ZTE 案判決
中即明示潛在被授權人應有善意且積極成為被授權人的願意，至於該等義務是否已
被履行，則屬於個案中應予調查確認的事實。此外，歐盟過去發生的案例，都涉及
專利權人訴請法院發佈禁令以阻止侵權商品的銷售，也就是專利權人具體「行使」
專利權。但本案所涉的事實，一方面被處分人並沒有對競爭同業主張侵權並積極行
使專利權，更沒有所謂的聲請禁止令；另一方面競爭對手的產品也未因專利權問題
而被禁止銷售，故本案與歐盟案例中真正的拒絕授權（禁止任何被主張侵權的產品
上市）在效果上有所差異。本案雙方應再本於 Huawei v ZTE 案判決所示的原則，繼
續進行合於 FRAND 精神的協商，或者交由公正第三人（法院）決定，就此爭點在目
前階段，尚無競爭法介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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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爭法個案的處理應依據事實與分析，沒有所謂的「國際潮流」
競爭法個案的決定應依調查所得的事實，運用正確且可行的研析論證方法，獲
致的結論始具有說服力，觀照美、中、韓三國的決定與起訴書，各國立論基礎與重
點不同。
美國版的高通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起訴書就「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爭點
所處理的範疇，事實上只涉及「多模高階」晶片，影響的是高階手機搭載 CDMA 與高
階 LTE 處理器(premium LTE processors)市場，僅止於這個產品區塊，至於非應用
於高階手機的處理器，起訴書裡並未挑戰這個模式。然而本會在處分書裡並未加以
區別，而是泛指一般的處理器及製造該產品的競爭對手，但事實上不同的處理器不
可能隨意替代，且製造商生產適用特定技術標準的處理器，其產能亦非得任意轉換
。無論是外國的處分書或起訴書都指稱，聯發科的產品主要搭載於中、低階手機，
蘋果公司也證實聯發科的處理器因品質的原故，因而未能成為蘋果高階手機的處理
器供應商，但聯發科憑藉公板解決方案與高性價比策略，占有率逐年提升，再加上
聯發科產品的主要市場在中國大陸，顯示本案在兩國所關注的競爭傷害與指摘的重
點不同，雙方如果最後的認定不同，也是合理的結果。
韓國的情形是，三星同時是晶片設計與製造商（除自用亦有供應手機品牌商
的情況）
，又擁有全球占有率最高的手機品牌。這樣一條龍的產業結構，面對高通施
以「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策略，從上游的授權至下游的製造與消費，對韓國市場
的競爭傷害甚為明顯，因此韓國公平會試圖建構一個循環生態系(eco-system)理論
，來確立高通違法的事實基礎。
我國在無線通訊領域的相關業者多屬技術追隨者，並沒有類似三星整合半導體
設計、製造與手機品牌，同時在標準制定組織有相當地位的國際性廠商，而我國主
要的晶片供應商聯發科的市場在中國大陸，手機品牌端有關的廠商又主要為蘋果代
工，因此在析論「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策略可能導致的競爭傷害時，在範圍與程
度上，也不適合師法韓國公平會的思維與結論，應該轉而正視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
，確認對我國的競爭傷害究竟何在為妥。
至於中國高通案，發改委的決定根本未挑戰被處分人的整體商業模式，而是逕
指授權權利金偏高，畢竟大陸尚未發達其晶片製造產業，晶片仍主要由他國廠商供
應，但卻有全世界最大的手機消費市場，以及有小米、OPPO、VIVO、華為等自有手
機品牌商，因此以終端消費者的利害為主要考量，在罰鍰之外，直接要求降價為最
有效的矯正措施。
各國的產業結構不同，同一組行為將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結論很可能有所差
異，競爭主管機關在處理個案時應該做的，只有專注於事實的確認與札實的論理研
析，除此之外別無所謂的「國際潮流」
。

不同意見書

委員

魏杏芳

就本會公處字第 106094 號處分，即高通公司因其相關行為及整體經營模式損害基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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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器市場競爭，違法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案，由於在案件審查過程中，本人所提意
見未能獲得充分的考量，並認本決定所持理由及論述有本質上的瑕疵，致影響個人對
是否應予處分心證的形成，為完整表達本人對本案的見解，謹就個人於審議期間得以
接觸的卷證資料及已公開之處分書內容，爰書不同意見書如下。
一、未以經濟分析觀點考量系爭行為對競爭與消費者福利的影響，致本處分的效果在
保護「競爭者」而非「競爭」，偏離公平法立法意旨
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事業以合法的行為追求勝出並取代競
爭者是被允許的。但問題是用何種標準認定該行為是否合法或有害競爭故競爭主管機
關應該介入，或者不應介入執法以免反而傷害競爭？本案在應罰或不罰之間，無非是
避免「錯誤的肯定」（false positives）或「錯誤的否定」(false negatives)的決
1

擇 。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規定：事業不得「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
與競爭」，是為事業排他性濫用的禁止條款。如何認定系爭行為符合本條款的要件，
即「不公平之方法致阻礙競爭」？2005 年歐盟由多位經濟學家共同提出的研究報告指
出，適用排他性濫用的條文（在當時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2 條，即為現行「歐
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
，以經濟分析的觀點，應該以「行為對消費者的效果」(the
2

effects of the practice on consumers) 為判準，也就是以系爭行為是否能增進消
費者福利(improving consumer welfare)為依歸，這樣才能避免拘泥於各類行為的形
式與外觀，將競爭法保護「競爭」的立法意旨與保護「競爭者」混淆。所謂競爭法保
護「競爭」的意思，是趨使事業以價格、品質、數量、多樣性等方式回應消費者需求，
隨著時間的經過，這也是一種選擇的過程，使較有效率的廠商取代了相對較無效率的
廠商，最終促進了以消費者導向、較有競爭力、成長較快速的國家經濟，實現競爭法
的目的。
對於事業的排他性濫用行為，重視系爭行為效果的經濟分析，可以達到兩個互補
的目的，第一，任何行為對市場及消費者如果能獲得相同的效果，其法律上評價應該
相同，當法律適用的標準一致，可避免支配事業因採取形式不同但實質效果相同的反
競爭行為，卻能迴避管制或減輕制裁的法律效果（
「錯誤的否定」類型）
；第二，由於
相同行為在不同的情況下會有不同的效果，在某些場合會扭曲競爭，但在其他環境下
卻可以促進效率與創新，競爭機關必須完全充分的考量，使執法的結果不會不當阻礙
有促進競爭效果的策略（即「錯誤的肯定」類型）。因此經濟分析導向的方法，必須
仔細檢視每一個相關市場上競爭如何運作，以正確評估特定事業的策略如何影響消費
者福利，而不是以行為的形式（甚至是某個特定的名詞例如拒絕授權、獨家交易、搭
售、忠誠折扣等）來決定系爭行為的合法性。競爭機關必須確認個案中影響消費者福
利的競爭傷害(competitive harm)之所在，以及是否有足以超越的效率並且回饋給消

1

競爭機關的決定，可能會發生兩類型的錯誤，第一、將有促進競爭效果的行為錯誤地認定為違法，即屬「錯誤的肯定」類型；
第二，應予處罰卻未加以禁止，例如有支配地位的事業濫用其市場力卻被允許，則屬「錯誤的否定」類型。
2
Report by the EAGCP(作者按：European Advisory Group on Competition Policy),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July 2008, p. 8,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economist/eagcp_july_21_05.pdf,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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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費者 。這兩大部分都需要合理的分析與事實及實證經驗證據的支撐，也就是排他性濫
4

用案件應導向「合理原則」(a rule of reason)的分析模式 。
公平法第 4 條明文規定所謂的「競爭」
，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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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淺白的意思解釋，
就是供應商努力將自己的產品賣給市場的另一端，因此市場另一端所獲得的利益的本
身，就為市場競爭狀況提供了具體的評量指標。以終端產品市場而言，消費者直接可
獲得的好處是市場競爭狀態最好的測度；即便是就初級或中間產品市場，除了直接消
費者之外，還再加上對終端消費者影響的觀察，因為一個垂直整合產業本身的競爭，
5

其真正受益人仍是最終消費者 ，因此無論是終端產品或中間產品，競爭機制都迫使經
濟的供給面去回應消費者在價格、品質、數量、選擇多樣性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事業
所採策略能回應該等需求以提升消費者福利，就可能是合法的競爭手段。競爭主管機
關倘未能緊緊掌握這個原則，很容易將「維持現有的競爭結構」(preservation of a
particular market structure)（現在市場上有哪幾家事業正參與競爭），直接當作
是保護競爭；換言之，主管機關不能先入為主的認為，現存的其他事業繼續留在市場
6

上是競爭的保證，介入執法的結果，反而可能是在保護該等事業免於競爭 。歐盟執委
會也認為，排他性濫用相關規範的目的在保護競爭而不在保護競爭者，因此執法上關
注的核心，乃是否有阻礙競爭的封鎖(foreclosure)致最終偒害消費者福利；市場上
的 競 爭 者 並 不 能 免 於 與 既 有 的 支 配 事 業 從 事 「 優 勢 競 爭 」 (competing on the
7

merits) ，也就是競爭者應就較高的品質、新穎的產品、適時的創新或其他較佳的表
現等方面，與既有的支配事業一較高下，以追求市場進入或擴張，這才是所謂保護競
8

爭的真意 。
此外尚應注意的是，所謂消費者福利的概念，其隠含的是多面、多重的考量；除
了系爭行為本身可能的效果（例如被處分人授權模式對競爭同業與代工品牌商與終端
消費者的影響），還應同時評估一旦介入執行後對消費者福利的影響（例如是否減少
被處分人或競爭同業研發創新的誘因；技術追隨者採包裏授權反而較有效率；改變授
權模式開始向競爭同業收取權利金是否反而導致競爭同業的晶片價格提高更不利競
爭，更僵固下游代工廠的選擇、長期不利於消費者；業者取得授權組合可能因必須進
行更多專利分析而增加成本；如果高通不再劃分專利授權與晶片，將兩部分整合後的

3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ance on the Commission's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n applying Article 82 of the EC Treaty
to abusive exclusionary conduct by dominant undertaking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Guidance”), OJ 2009
C 45/02, para. 28.
4
Report by the EAGCP,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supra note 2, p. 7.
5
歐盟執委會亦認為，在確立支配事業排他性濫用的違法行為時，應審視對對消費者福利產生的損害；這可以依據質化或者在
可能且適當的情形下採量化的證據；執委會將考量中間消費者或最終消費者的福利，或者兩階層的消費者皆納入考量。
Guidance, supra note 3, para. 19.
6
Report by the EAGCP,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supra note 2, pp. 8-9.
7
雖然各國法院、執行機關及研究文獻經常使用 “competing on the merits”一詞，但由於各國對這個名詞的內涵看法並不
一致，導致就相同的事業單方濫用行為的判斷結果可能不同。OECD 曾發布報告指出，原則上各會員國皆同意，競爭政策的
目的在保護「競爭」而非「競爭者」；就獨占或有支配地位事業特定型態的行為是否屬於合法的「優勢競爭」
，即主管機關
應如何認定系爭行為究竟傷害競爭或促進競爭，應使用經濟分析方法(use of economics)；有不同的經濟分析模型被提出，
各有其優點與侷限，但大多涉及生產效率與消費者福利的考量。OECD, COMPETITION ON THE MERITS, DAF/COMP(2005)27, pp.
17-19 (2006).
8
European Commission, DG Competition discussion paper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2 of the Treaty to exclusionary
abuses, paras. 54-56.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art82/discpaper2005.pdf, last visited on October 2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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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雖已權利耗盡，但價格是否反而更高等）；在短期利益之外，長期效果也應納入
考量（例如欠缺誘因致不利於持續產品創新或品質提升；降低加入標準制定組織的意
願，使較佳的技術未能納入標準而減損整體消費者福利、是否影響業者取得完整技術
等）；除了檢視對受調查市場的直接效果（例如本案中的基頻處理器市場與授權市
場），也應一併觀察對相臨市場的可能影響（例如晶片製造、封測市場、手機代工廠
的產品主要供外銷而非國內消費等），類此對整體經濟的綜合評估，仍然在經濟分析
的脈絡之下，以促進消費者福利為核心，依舊屬於競爭機關職權的範疇，這與競爭機
關在執法時是否應考量產業政策的論辯無關，不能混為一談。雖然長期或非直接效果
可能因資料難以掌握致不易確立，有時難免流於主管機關主觀的裁量，但不能因為該
等因素較難考量就予以忽略，至少應在處分的決定中明示主管機關衡平的因素，以及
9

其所關切的消費者福利效果為何 。
查本案決定的內容恰反映出本會採取了完全「形式」的審查觀點，偏重被處分人
與其競爭者間得失的比較，極少論及被處分人現行商業模式的變與不變，究竟會對消
費者福利產生何種影響。在界定「基頻處理器」為相關產品市場（見主文一、的文字）
的基礎上，分別「說明」被處分人「不授權給競爭同業」
、「沒有授權，沒有晶片」以
及「提供折讓以要求獨家交易」等三大違法事實，惟並未合理論證競爭同業究竟有哪
些原本的交易機會，因未與高通公司正式簽訂授權契約而受到封阻，以致於無法進入
市場或擴張成長，終至減少消費者的選擇。前已述及，依據合理原則的經濟分析，競
爭傷害應建立在相當的事實與證據資料，而市場參與者彼此應進行優勢競爭。高通公
司「異於常態」(anomalous)（但並非當然違法）的商業模式的確對同業帶來競爭壓
力，但該等同業未能發展出足以與高通公司授權領域直接相關的晶片，未能與高通公
司在爭取交易相對人（直接消費者）時取得有利地位，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被處分人拒
絕授權的結果？競爭同業的不能致力於創新完全只歸因於被處分人的拒絕授權？（參
見本會處分書頁 58）還是在現有技術能力與持續創新的表現上，被處分人自 3G 以來，
始終在行動通訊處理器方面有較優越的表現，使得品牌商在諸多因素考量（當然包括
高通的商業模式）後，仍選擇以被處分人為交易對象？蘋果公司即曾證稱：「…過去
10 年內曾多次針對被處分人競爭對手產品進行評估，但因未達到技術標準而未採
10

用…」 。又如處分書指稱，高通拒絕授權競爭同業造成的結果之一，是使同業之晶
片全無被搭載於高階手機的機會（參見本會處分書頁 59）
，這樣的說法恐怕也與實務
11

上的認知有相當落差 。難道高階手機均搭載高通處理器完全與被處分人自身的品質

9

Report by the EAGCP,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supra note 2, p. 10.
，參見本會處分書頁 19。
11
依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控告高通案起訴書的說明，各家電信網絡營運商採用的標準化通訊協定不同，且行動通訊標準經過
2G(GSM, 2G-CDMA), 3G(UMTS, 3G-CDMA), 4G(LTE)的演進，目前全球主要網絡營運商多已採用 4G(LTE)標準，因此手機內建
的基頻晶片，特別是所謂的智慧型手機，都必須具有横跨世代標準能力的「多模」晶片(multi-mode processors)，以便在
美國全境或全球各地發揮智慧型手機的功能。此外，隨著時間的經過，智慧型手機代工商間的競爭，也逐漸演變成「分層
競爭」(competition across several handset tiers)的情況，即區分成高、中、低階手機(premium, sometimes further
divided into “premium” and “high”, mid and low tiers)的代工。高階手機包括如蘋果 iPhone 以及三星 Galaxy-S
系列通常內含極先進的特性與技術，而高通是供應 CDMA 處理器的主要廠商，且幾乎在過去十年內，高通之外的 CDMA 處理
器唯一供應商則為臺灣的 Via 公司（2015 為 Intel 收購）
，但 Via 生產的 CDMA 處理器只應用在低階手機，部分的原因就是
Via 未能供應包含 CDMA 聯結 UMTS 或 LTE 的多模處理器。聯發科自 2015 年起雖也開始供應 CDMA 處理器，但它也未能供應適
用於旗艦機型的多模晶片。至於 4G 時代 LTE 處理器的競爭，自 2010 年 LTE 網絡開始建構以來，LTE 功能持續提升，國際標
準制定組織發布了一系列的更新標準，使得基頻處理器製造商必須相應精進各種特性 (advanced features and LT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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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越性，能滿足直接或間接消費者的需求無關？如果競爭同業並沒有促進消費者福利
的真正優勢，那競爭主管機關何以要為了維持特定事業的既有地位而介入？何不將競
爭問題留給市場自身去解決，讓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彰顯消費者真正價值的所在？事
實上消費者手握的是手機平板等終端設備而非晶片，哪家供應商能提供滿足消費者偏
好與需求的處理器，終端設備品牌商及代工廠甚至會指定應向哪家進貨，難道被處分
人的產品無論在價格品質與其他表現方面都不如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只因被處分人所
謂「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策略，就足以號令終端設備品牌商及代工廠持續棄用聯發
科的產品？還是說被處分人的產品較能滿足品質要求，故被選用以滿足消費者挑剔的
品味也是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再進一步言，即使被處分人如競爭同業所願，簽訂權利
耗盡的授權契約，競爭同業的晶片成本勢必提高，在目前未支付權利金的情況下，競
爭對手尚且因品質未能達標而不受青睞，倘再加上價格提升因素，被處分人競爭對手
12

的競爭力豈不更相對薄弱？ 更何況終端消費者取得手機的價格是由品牌商決定，晶
片是中間投入的一部分，而授權金又是晶片生產成本中的一部分而已，要批評終端設
備太貴因此對消費者不利，也很難全部直接歸因於專利授權模式所致。處分書裡對所
作成的結論，應就系爭市場及關聯市場應予考量的因素提供更豐富的描述與論證，因
為沒講清楚，使得本處分看起來好像在保護競爭者，並不真正保護競爭。由於處分書
的析論偏向在形式上確立系爭行為的存在，並未進一步考量被處分人可能的抗辯（例
如必要性、效率、有利終端消費者等），也未綜合評估系爭行為對同業、下游業者及
終端消費者短期與長期利益可能的影響，使得公平會在適用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時，
實質上等同採取了「當然違法」的立場，這與我國禁止獨占濫用規範的立法意旨與歐
美競爭法執行趨勢是否一致，令人高度存疑。
以主文一、所述「與特定事業簽署含有排他性之獨家交易折讓條款」指摘為例，
處分書裡就本爭點的研析內容（見處分書頁 64 以下）
，主要在確認被處分人的確與蘋
果公司之間，曾締結以提供授權金折讓以保障獨家採用被處分人晶片的契約，處分書
緊接著即稱「…。而此獨家交易條款實質上係對使用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供應基頻處理
器之限制，導致…自…終端行動裝置均…搭載被處分人的基礎處理器。縱然…持續評
估潛在基頻處理器供應商，然…直至…方推出部分搭載…基頻處理器之手機。而該等
巨額折讓無疑是被處分人誘使…避免採用競爭同業晶片所為…之對價…」云云。這樣
的說法在事實與結論之間欠缺實質的論證與連結，因為蘋果公司可能基於多項理由致
未能採用其他供應商的產品，至少其中一項理由就是其曾自承的其他公司品質不符需
求。吾人實難想像如蘋果公司這樣的事業，不會以維持 iphone 品質、控制任何可能
的風險至最低為最重要原則，會只因被處分人折讓金的利誘，就甘冒折損品質破壞商

functionality)，以適用在高階手機上。因此與 CDMA 標準的情況類似，LTE 處理器製造商的競爭也區分成高、中、低三個
區塊，而高通是高階智慧型手機所用高階 LTE 晶片的主要供應商。聯發科在 LTE 晶片的供應落後高通，且未能提供旗艦機
種的高階 LTE 晶片。摘要自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Qualcomm Incorporated, Case 5:17-cv-00220, Document 1, Filed
01/17/17, pp. 6-11.
12
處分書頁 58 述及：
「…對基頻處理器應商而言，該等以手機計價授權金之侵權風險與晶片供應商之侵權風險顯不相當，被處
分人拒絕授權競爭同業無疑增加被處分人競爭同業之成本…」
。殊不知競爭同業是在未支付權利金的狀況下實施被處分人的
專利，並已在市場上與被處分人競爭，依處分書的見解，又不許被處分人在手機製造的階段收取權利，稱會不當比例的增
加競爭對手成本，試問專利權人究竟應在何時收取？又，基於什麼樣的計算方式可確定晶片階段收取的費用，一定低於手
機加工時收取的總額？處分書裡完全沒有論證，這樣的說法，完全是以被處分人競爭同業的立場出發，有失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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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的風險，搭載其他品牌基頻處器在 iphone 裡？應該是說，如果高通的產品不符蘋
果公司的品質要求，就算再多的折讓金，蘋果 iphone 也不可能搭載高通的處理器，
更遑論選擇非高通處理器目的只是為了提升他國技術這個奇怪的考量了。這顯示本處
分的指摘是基於「形式」，而非本於合理分析得到的結論，似乎只要確認有可名之為
獨家交易、忠誠折扣等作法存在並由獨占廠商實施，就是「不公平」的阻礙競爭了，
形同依行為的類型決定其法律效果，實已認定系爭行為屬於「當然違反」的態樣。處
分書還稱，被處分人的行為…僅在強化被處分人排他競爭之能力，「尚無經濟合理事
由可言」，問題是處分書裡並未先就本爭點為什麼算是「不公平」的阻礙競爭提出經
濟上的分析，又如何要求或評估當事人可能提出的經濟合理事由？就在本案決定前不
13

久，今(2017)年 9 月間，歐盟法院就英特爾(Intel)與執委會間的訴訟作成判決 ，該
14

案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 在 2016 年 10 月已先行提出法律意見 ，對本案的處理
有直接的參考價值。
英特爾為 x86 CPU 架構的中央處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s , ‘CPUs’)
（或晶片組）的標準制定者與製造商，該 x86 CPU 架構適用於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的「視窗」(Windows)作業統及其伺服器，該公司的地位就有如本處分案中的高通
公司一樣，在產品市場擁有支配地位。英特爾實施了給付款項給經銷商，或折扣併同
禁止訂購競爭者產品的策略，吸引 Dell, Hewlett-Packard Company (HP), Acer Inc.,
等 各 家 電 腦 品 牌 商 與 之 交 易 ， 引 發 主 要 競 爭 者 超 微 (Advanced Micro Devices,
‘AMD’)公司向執委會提出檢舉。執委會在 2009 年作成決定，認定英特爾的整體模
15

式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即原 82 條） 。該決定認定英特爾是獨占廠商而實施
忠誠扣，並以限制購買競爭對手產品為配套，核屬濫用獨占地位的違法。執委會為證
明英特爾的商業模式是濫用市場地位的表現，特用採「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
(as-efficient-competitor test; the “AEC test”)加以分析論證，得到系爭反競
爭行為傷害消費者選擇及不利創新的結論，並處以逾 1,0 億歐元罰鍰。換言之，另一
個晶片巨擘與本案被處分人高度雷同作法，在他案中也受到競爭法嚴竣的挑戰。
英特爾不服執委會的決定，向歐盟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訴請撤銷原決
16

定或至少減少罰鍰， 該院於 2014 年 6 月駁回英特爾全部的上訴主張 。就此判決結
果，英特爾再向上級歐盟法院(the Court of Justice)提起上訴，主張原判決有多項
適用法律的錯誤，其中首項指摘即為：「原判決錯誤地認為，原決定所稱的『獨家折
扣』(‘exclusivity rebates’)本質上就能夠限制競爭而有反競爭效果，因此勿需
17

再就系爭折扣相關情形或該折扣限制競爭的可能性再為考量。」 換言之，本爭點在

13

14

15

16
17

Case C-413/14 P - Intel Corp. v Commission, Judgment of the Court (Grand Chamber) of 6 September 2017,
ECLI:EU:C:2017:63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Wahl delivered on 20 October 2016, Case C-413/14 P - Intel Corp. v Commission,
ECLI:EU:C:2016:788.
COMP/37.990
Intel,
The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3
May
200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7990/37990_3581_18.pdf, last visited on 6 Nov. 2017.
Also see the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n Case COMP/C-3/37.990 — Intel, OJ 2009 C 277/13.
Case T-286/09 - Intel v Commission, EU:T:2014:547,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judgment under appeal’.
Judgment under appeal, para. 99. “…the General Court erred in concluding that, unlike other rebates and pricing
practices, such rebates are inherently capable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and thus are anticompetitiv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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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與高通案本質上相同的獨家交易合併忠誠折扣，是否屬於本質上違法的行為，或
者依其性質進行完整的經濟分析以決定系爭行為的限制競爭效果？
就此爭點，歐盟法院判決決定，即使原執委會決定實施了「相同效率競爭者」測
試，但原審法院仍應就上訴人英特爾的主張，包括原測試本身的錯誤，及應檢視所有
情況(all the circumstances)以認定系爭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的可能或能力，逐一
加以審查，而原審法院並未這樣做，故撤銷原判決並發回原審法院。這項判決結果與
較早提出的佐審官意見相同，而佐審官的看法有幾點值得一提。
首先在引言裡，Wahl 佐審官特別強調，所有競爭者都應面對激烈的競爭；不是有
退出市場的情形發生就是濫用市場力的表徵，這反而可能是被允許而健康的競爭的結
果。競爭法基於其經濟性格，最終的分析在增進效率(enhance efficiency)，此已為
歐盟多個判決先例所肯認。在適用第 102 條禁止獨占濫用時也不例外，只有在事業以
市場力，損害競爭致傷害消費者，才算是違法濫用獨占力，因此反競爭的「效果」
(effect)至關重要，無論我們是否借用所謂「目的違法」(restriction by object)
的捷徑，歐盟競爭法所欲規範者為有反競爭效果的行為；時至今日，特定行為的「形
18

式」(form)已被認為不具有重要性 。
Wahl 佐審官說明，忠誠折扣會是有利於交易相對人的商業決定，但不能當然導出
反競爭的封銷效果；主觀上的封銷意圖不能衍譯成實際的封銷效果；在分析時不能先
假設系爭策略有濫用的違法，然後再據以決定該等行為能夠造成限制競爭，形成一種
19

因果倒置(‘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此外 Wahl 佐審官認為還應考量
的其他情況包括：被該忠誠折扣影響的市場範圍或部分；競爭者在市場的表現及價格
20

下降；「相同效率競爭者」測試是必要的，並非如同原審法院所稱得不予考慮 。
上述歐盟法院就 Intel 案的見解提供了相對豐的思考面向，在本處分作成之前其
實有機會藉鏡參考，雖然本處分案另涉及標準必要專利授權等其他因素，尚難完全比
照，但 Intel 案至少有相當的啟發作用，有助於本案經濟分析的操作。對於折讓條款
的效果評估，除了有潛在限制競爭疑慮外，經濟學的研究也肯認，折讓條款也可能有
促進競爭效果及效率，使得正面效果可以大於負面，最主要的指標是觀察總產出是否
21

增加(whether total output has increased or not) 。雖然改變執行實務必然增加
競爭主管機關的負擔，但為了避免政府過度界入，喪失市場本身的競爭機能，這似乎
是必要的調整。
最後，被處分人雖實施了「不授權給競爭同業」策略，但此與一般專利權人拒絕
授權的情況並不相同。通常的拒絕授權會使相對人完全不能實施專利權的內容，否則
即屬專利侵權，然而與本案被處分人簽訂「未耗盡、互不告訴」契約的競爭對手，在
22

未支付權利金的情況下 ，仍能實施專利權用以製造與銷售晶片，並且以有獲利的方

18
19
20
21
22

any need to consider either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of the rebates in question o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rebates might restrict competition.”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Wahl, supra note 14, paras. 41-43.
Ibid, para. 128.
Ibid, para. 172.
逐步的分析方法，詳參 Report by the EAGCP, “An economic approach to Article 82”, supra note 2, pp. 35-38.
被處分人證稱：
「…被處分人自 2006 年迄今未曾對任何晶片供應商主張專利侵權；…。故自 2010 年起已不再有元件供應商
向被處分人支付晶片權利金。…」見處分書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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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市場上競爭。當然不可否認的，在欠缺專利耗盡的授權契約情況下，被處分人競
爭對手或在爭取晶片交易相對人時可能感受制肘，然依卷內所附資料顯示，競爭對手
聯發科仍活躍於同屬於 3G 技術標準的 WCDMA 晶片市場，並在 2013 年至 2016 年間無
論是以銷售額或銷售量計，都屬獨占鰲頭或名列前茅。雖然市場上一般認為聯發科處
理器通常應用在中、低階手機，但以手機終端市場整體觀察，此恰好依手機定位的不
同層級，與高通處理器分別提供差異化產品，並在全球市場上（處分書所界定的地理
市場）及我國管轄境內，滿足消費者不同的偏好與需求。由此看來，被處分人並未以
其商業模式，將競爭對手加以封阻而排除競爭，或壓低競爭對手競爭強度或變得較不
競爭，此與公平法第 7 條所定認定獨占事業的要件，即「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
之能力者」的實質概念是否相符，恐怕也是另一個問題。
二、單邊的市場界定使市場力建構與獨占事業排他性濫用的連結欠缺邏輯
在市場界定部分，本處分只界定了產品市場，劃定為「CDMA, WCDMA, LTE 各行動
通訊標準之基頻處理器」為範圍，並認定被處分人在該市場為獨占事業。雖然處分書
又在其後夾帶了「技術相關市場」等字（見處分書頁 53 第 4 行）
，但證諸處分書主文
一、及全文論述意旨，本會並未直接認定被處分人在技術市場為獨占事業，只有在行
文中提及（例如處分書頁 49 第 14 行；頁 51 第 4 行）
；換言之，本處分是以認定被處
分人在產品市場為獨占事業為基礎，最後得出處分書主文所指摘的三項違法行為，並
稱「核其整體經營模式」所涉行為損害基頻處理器的競爭。本人認為，這樣的單邊市
場界定，無法導出被處人有獨占力足以排除產品市場競爭對手，並得以適用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的結論。
雖然基於權利耗盡理論，一項已獲得專利授權的產品出售時，該產品上的專利權
已經耗盡，即通常專利權會附隨處理器而併同交易，但在本案究竟是否有另外界定技
術市場的必要？理論上應觀察該技術與產品之間的關係而定。如果特定技術是一項產
品的生產「投入」(input)，尋求授權交易以合法取得該技術的這項需求，以經濟學
23

的標準用語，稱之為「衍生的投入需求」(a “derived demand” for inputs) ，當
技術授權的價格需求彈性偏低，該項（組）技術就很可能構成一個市場，其情形與一
般的產品市場界定在概念上並無不同。換言之，對於作為生產投入之一的專利技術，
應用假設性獨占檢測，當權利金提高到超越有競爭力的程度但需求降低甚少或被授權
的需求依舊維持水準，代表這項（組）技術是生產特定產品不可或缺的投入，再加上
這項（組）技術如果是不可替代的技術，或轉換成本很高，且權利金佔生產成本比例
24

不高等條件，此時在特定個案中，技術市場就可能存在 。而本案所涉已被認定為標
準且必要的各項專利技術也具有相似特性，乃生產各類基頻處理器不可迴避、無從替
代、不易轉換的生產投入，自應考慮相關技術市場的成立，作為後續正確析論專利權
人市場地位及其行為效果的前提。
本案的被處分人兼有專利授權與實體產品兩項業務，但本案處分書只認定被處分

23

Joshua A. Newberg, “Antitrust for the Economy of Ide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Markets”, 14(1)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p. 105 (2000).
http://jolt.law.harvard.edu/articles/pdf/v14/14HarvJLTech083.pdf, last visited on 4 Nov. 2017.
24
Ibid, pp. 104-107.

430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人在產品市場為獨占事業，未另外界定技術市場；雖然處分書裡在認定被處分人為獨
25

占的論述中提及「…標準必要專利關技術市場自足見有不可替代性…」等語 ，但核
其上下文內容，主要依賴營業額及產量等數據認定被處分人在系爭處理器市場具有獨
占地位，有關技術標準的描述只是作為補強的理由，目的不在界定另一個獨立且與產
品市場緊密相臨的技術市場。然而就系爭產品而言，競爭同業不是被處分人的交易相
對人，根本不依賴被處分人的處理器產品，不可能直接以與產品交易有關的策略箝制
競爭對手。競爭同業想與被處分交易的標的是技術授權，本案卻又未界定技術市場，
當然也未認定被處分人在該市場為獨占事業，那又如何導出被處分人不「授權」競爭
對手是一種違法的獨占濫用？著實令人費解。結果形成「被處分人濫用其在處理器產
品市場的支配地位，因而拒絕與被處分人的競爭同業簽署授權契約」的奇怪說法。以
處分書試圖建立的結構，應該是以專利授權技術市場的力量，延伸至產品市場，並在
產品市場發生阻礙（封鎖）效果（降低品牌商代工商購買競爭對手產品的意願），始
能自圓其說；也就是「被處分人濫用其在技術市場的支配地位，以阻礙被處分人的競
爭同業在產品市場上與之競爭」
（如下圖）
，才是合理的可能。又觀諸主文二、要求被
處分人「停止適用與競爭同業已簽署…之契約條款」，顯然被處分人與競爭同業不可
能簽訂晶片供給契約，處分書主文二、命應矯正的事項，都是被處分人為與競爭同業
簽訂實施相關專利（即使不名之為「授權」）契約所加諸的條款，當然屬於技術市場
的事項，處分書既不認定技術市場的存在，卻又以禁止獨占濫用的規定即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令被處分人不得實施屬於技術市場的獨占濫用行為，這前後邏輯的矛盾，
可見一斑。


聯發科

高通

SEP 授權技術市場

不
授
權

代工商與品牌商

三、就違反 FRAND 承諾與拒絕授權競爭同業致違反競爭法的關係，相關論述不正確
處分書裡指摘被處分人拒絕授權競爭同業故違反公平法的另一個基礎，是被處分
人未遵守它曾對標準制定組織作出的 FRAND 承諾，也就是高通承諾就其被選定為標準
技術的必要專利，將以「公平、合理及無歧視」的條件授權給其他有意願的被授權人，
但高通在實務中卻違反了這樣的承諾。以本案處分書裡主要參照的標準制定組織「歐
洲電信標準協會」(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 Institute, ETSI)智慧
財產權政策規範為例，除了最常提到的第 6.1 條 FRAND 承諾條款，但也應注意同條第

25

參本會處分書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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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前項承諾得以被授權人擬同意互惠授權為條件」的規定 ；此外同政策規範第
3.2 條亦規定，任何智慧財產權的權利人，無論是否為該協會的成員，都應因其權利
27

的被使用，適當且公平的獲得補償 。顯示國際標準制定組織的政策，其實重視權利
人與被授權人之間利益的平衡，並非一廂情願將潛在被授權人視為弱勢的一方，因此
有特別加以補強的必要，或有要求「讓利」的意思，綜觀「歐洲電信標準協會」政策
28

規範全文，並無類此概念 。同時「歐洲電信標準協會」對於它所考量納為標準技術
所涉的專利是否有效或必要，並未予以確認，也對何謂 FRAND 授權條件(FRAND
licensing terms)的內涵作出明確定義。因此當權利人與潛在被授權人以簽訂授權契
約為目的進行協商時，應屬於契約自由的範疇，倘協商不成而有爭議，當以仲裁或法
院裁判等方式以解決爭端。然而權利人原本就有權依法行使專利權，公平法第 45 條
也明文規定：「依照…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的正當行為，不適用本
法之規定。」因此當涉及標準必要專利及權利人事前已作成 FRAND 承諾的情況下，如
何認定專利權人的行為「不是正當行使權利」
，而得依第 45 條再轉而適用公平法加以
處分？這是本案的關鍵爭點之一，應予深究。在這方面，歐盟執委會或其會員國法院
有相當豐富的案例可供參考，其中與資通技術有關的爭端，也就是將各領導廠商
(Google, Apple, Samsung, Microsoft, Huawei, Cisco) 捲入，並在全球各地展開
訴訟的智慧型手機大戰(the smartphone wars)，提供很有價值的教戰實務。
歐盟處理的專利與競爭法爭端案例有兩類，第一是專利權人本於專利權的行使，
以 對 手 的 產 品 侵 權 為 由 ， 在 歐 盟 會 員 國 法 院 訴 請 同 意 發 出 禁 止 令 (granting
injunctions)以阻止對手產品的銷售；另一類則是歐盟執委會對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訴
請法院對競爭對發出禁止令的行為是否屬於濫用支配地位，展開調查並予處分。許多
在會員國法院起訴的案例在德國發生，德國法院實務上傾向於保護專利權人，認為尋
求發出禁止令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才會有專利權人濫用支配地位問題，德國聯邦法
29

院就「橘皮書標準案」(Orange Book Standard case) 的裁決即為適例。該判決指出
只有在下述情況，專利權人訴請禁止令以阻止被告販售被控侵權商品的行為，才有可
能違反競爭法：
（一）擬實施專利權的被告必須首先提出不附條件且自我拘束的要約，
包括權利金在內的要約條款應屬優惠，達到一旦專利權人拒絕要約，足以構成不公平
損害被告或差別待遇（即專利權人有義務接受要約）的程度；（二）如果在達成授權
協議之前，被告已實質上實施系爭專利，被告必須提出銀行帳戶或供擔保，以顯示授

26

27

28

29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6.1: …The above undertaking may be made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ose who seek licenses agree to reciprocate…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3.2: IPR holders whether members of ETSI and their AFFILIATES or third
parties, should be adequately and fairly rewarded for the use of their IP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另一個標準制定組織「電子工程師協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的標準理事會規
範 附 則 裡 也 有 主 旨 完 全 相 同 的 規 定 ， 參 見 下 述 網 址 資 料 ：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policies/bylaws/sect6-7.html#6, last visited on 4 Nov. 2017.
Judgment of the Bundesgerichtshof of 6 May 2009—Case KZR 39/06—Orange Book Standard. 轉引自 Nicolas Petit,
“Injunctions for FRAND-pledged SEPs: The Quest for an Appropriate Test of Abuse under Article 102 TFEU”, 9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p. 678, note 5 (2013). 所謂「橘皮書標準」即為公平會在對飛利浦等三家事業技術授
權案裡所提到的橘皮書，而德國「橘皮書標準案」雖未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但飛利浦與新力公司就可錄式 CD 共同制定標準
被視為的「事實上必要的標準」，且在本案中專利權人也請求德國法院發出禁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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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權條款所定的權利金被告日後有履行給付的能力 。
31

相對於德國法院傾向於保護授權人的立場，歐盟執委會在 Motorola 案 的執法，
則表現對專利權人較嚴格的態度。在該案中 Motorola 就被「歐洲電信標準協會」納
入標準的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技術（2G 行動通訊技術）擁有必要
專利，蘋果公司在 2007 年首次發佈 iphone 時，實施了包括 GPRS 在內的多項標準，
2011 年 Motorola 在德國以蘋果侵害專利權為由，起訴請求法院允許發給禁止令，禁
止 iphone 在德國銷售。在請求許可禁止令的程序進行中，蘋果公司事實上多次提出
授權的要約，並引前述「橘皮書標準案」的判決為基礎，但皆被 Motorola 所拒絕，
嗣後德國地方法院許可了 Motorola 的禁止令，蘋果公司提出第 6 次的要約，最後法
院暫停禁止令的實施，雙方終於達成和解協議(a Settelment Agreement)。2012 年 2
月蘋果公司以 Motorola 對「歐洲電信標準協會」已作出 FRAND 的承諾，卻違背承諾
及違反歐盟競爭法為由，向執委會提出檢舉。執委會在 2014 年 4 月作成決定，認定
Motorola 在案關技術市場上有支配地位，但拒絕依 FRAND 條件的原則，回應蘋果公司
提出的要約；本案發佈禁止令的結果，其對競爭的負面效果為暫時阻礙了蘋果手機的
線上銷售、在後來簽訂的和解協議中納入不利於蘋果公司的條款，以及對於未來標準
的制定有不利影響，而 Motorola 又沒有提出值得信服的理由以說明其行為為正當，
故認定違反歐盟運作條約第 102 條。本案另外值的注意的是，執委會還解釋了在何種
情況下，作成 FRAND 承諾的專利權人可以尋求禁止令以保障權利：（一）潛在被授權
人有財務危機且無能力支付債務；（二）潛在被授權人資產所在地的管轄法域未能提
供適當的損害賠償執行方法；（三）潛在被授權人欠缺締結符合 FRAND 條件的真正意
32

願 。
33

在另一個執委會調查是否有濫用獨占地位的個案 Samsung 案 裡，其事實背景與
Motorola 案類似，即 Samsung 擁有 3G UMTS(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的必要專利，並對「歐洲電信標準協會」作出以 FRAND 條件授權的承諾，但
自 2011 年 4 月起在多個會員國法院訴請對蘋果公司發出禁止令。該案最後在 2014 年
以 Samsung 與執委會作成「承諾決定」(commitments decision)結案， Samsung 同意
遵守該決定裡所設的條件，在歐洲經濟區內 5 年內不尋求作成任何禁止令，以對抗潛
34

在的被授權人 。
基於會員國法院與執委會執法標準並不一致的事實，當德國法院再面臨以兩家中
國事業為當事人的相同爭議時，終於向歐洲法院提出預先裁判之訴(preliminary
ruling)，詢問專利權人在什麼情況下請求法院發出禁止令，屬於濫用獨占地位的不

30

31

32

33

34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Wathelet on Case C-170/13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Corp. and ZTE Deutschland
GmbH, ECLI:EU:C:2014:2391, para. 31.
Commission Decision on Case AT.39985 - MOTOROLA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C(2014) 2892
final, 29.04.2014.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n Case AT.39985 - MOTOROLA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J 2014 C 344/6, para. 23.
Summary of Commission Decision on Case AT.39939 — Samsung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OJ 2014 C 350/8.
Case COMP/C-3/39.939-Samsung Electronics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Commits Offered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3
Feb.
2014,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antitrust/cases/dec_docs/39939/39939_1502_5.pdf, last visited on 4 N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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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為？此即本處分書第 54 頁至第 55 頁裡引述歐盟法院就大陸華為與中興通訊所為
35

裁決 的歷史背景。在閱讀 Huawei v ZTE 案判決後，我們可以發現，第一，該判決仍
36

未就 FRAND 條件的實質內容加以開示，因為這不是德國法院所詢問的事項之一 。第
二，法院判決旨在澄清「程序」問題，就是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在行使專利權的程序（通
37

知對方已侵權、不延宕的提出 FRAND 要約等 ），以及潛在被授權人如果要主張 FRAND
抗辯的程序（締結 FRAND 條件契約的願意、真誠不沈默的回應要約、提出相對要約、
38

提出財務證明等 ）
，在這有如跳戈般你來我往的協商過程，如果雙方都履行該判決所
示的程序，其結果是：就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而言，其起訴請求發出禁止令的方式行使
專利權即屬正當，不會有濫用支配地位而違反競爭法的問題；就潛在被授權人而言，
也因已履行必要程序，故在以違反 FRAND 為理由的反獨占濫用程序中並未落敗；雙方
39

倘終究未能就權利金達成共識，得要求由獨立第三方決定 。
本文之所以不憚其煩的鋪陳歐盟實務的理由，是希望藉由提供相對完整的資料，
俾對歐盟處理 FRAND 與競爭法案件的見解有較深入的認識，有助於評估本處分參考並
援引歐盟判決以為立論的正確性。
綜合上述近十年歐盟處理標準必要專利授權案件的脈絡，有幾項值得注意的觀
察，第一、是否屬於不正當行使專利權的方式，多與標準必要專利權人向法院訴請發
出禁止令有關；二、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訴求禁令的目的都在阻止競爭對手的產品銷售
或停留在市場上；三、競爭對手指摘標準必要專利權人不當行使專利權，都是以專利
權人違反以 FRAND 條件授權為理由，也就是在這類案件中，FRAND 承諾是原本被指為
侵權人的抗辯；四、有關授權是否符合 FRAND 承諾，主要以法院裁判來解決爭端；五、
實質上違反 FRAND 承諾的授權條件並不當然違反第 102 條，競爭主管機關在調查、分
析、判斷方面應回歸一般競爭法案件處理模式。以 Motorola 案為例，執委會仍就市
場界定、支配地位認定、濫用的事實及對市場的反競爭效果、被處分人抗辯事由的論
述 等 事 項 ， 逐 一 論 證 建 構 ， 只 是 在 該 案 中 考 量 例 外 情 況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即資通產業建立共通標準的必要及所涉必要專利的特性，以及專利
權人的 FRAND 承諾，使第三人對授權有合法期待等相關特殊狀況。必須強調的是，執
委會的決定仍以第 102 條的為依據，雖然過程中關注專利權人的 FRAND 承諾以便衡平
兩造利益，但執委會用來認定專利權人是否因未遵守 FRAND 承諾而違反競爭法的要
件，依舊是第 102 條，與各標準制定組織所適用的準據法無關，Huawei v ZTE 案的判
決也未改變上述原則。
現回顧本處分書就「拒絕授權競爭同業」的這項指控。處分書試圖以被處分人曾
為 FRAND 承諾，與拒絕授權競爭同業連結，最後得到「限制基頻處理器市場競爭」的
結論。處分書的邏輯似乎認為，專利權人如果違反 FRAND 的承諾而拒絕授權，就有濫
用市場力的違法，因此在引述歐盟 Huawei v ZTE 案判決所述程序後，便認為「標準

35
36
37
38
39

Case C-170/13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Corp. and ZTE Deutschland GmbH, ECLI:EU:C:2015:477.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Wathelet, supra note 30, para. 38.
Case C-170/13 Huawei v ZTE, supra note 35, paras. 61-64.
Ibid, paras. 65-67.
Ibid, para.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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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必要專利權人若未踐行上開程序，則有濫用市場地位之情」 。然而以 FRAND 條件授
權的承諾所涉事項為技術授權，並非產品交易；換言之，此處討論的是被處人是否拒
絕授權而非拒絕出售產品，如同前節二、所論，本處分根本沒有明確界定技術市場，
也不曾具體認定被處分人在技術市場為獨占事業，因此一個未必是獨占事業的廠商，
就算它在技術市場未正式授權同業，如何能逕以「拒絕授權同業」適用獨占濫用禁止
的規定？
其次，倘競爭同業擬以高通提供的合約（權利未耗盡、不互告、不主張侵權、提
供敏感資訊等）不符合 FRAND 條件為由而主張高通違反公平法，公平會應參酌歐盟執
委會 Motorola 案的作法，回歸一般限制競爭案件的處理模式，依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的要件加以認定。本節一開始即已指明，標準制定組織規章裡有關 FRAND 承諾的義
務，其本意不在偏頗專利權人或被授權人的任一方，而是持平對待雙方。此外，以 FRAND
條件授權是專利權人對標準制定組織作出的承諾，其契約法上的效果完全以該組織規
41

章所定的準據法加以解釋 ；至於是否落實 FRAND 承諾在競爭法上的評價，FRAND 承諾
本身並未增加或減少適用公平法的要件、標準或舉證責任，FRAND 條件只能視為標準
必要專利權人在授權過程中所應作為的最低要求(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e
patentee’s conduct)，以及適用公平法時應予考量的一個情況，但它本身絕非等同
於法條的構成要件，以致於形成只要不符合 FRAND 的要求就有同濫用市場力之嫌的謬
誤。更何況依 Huawei v ZTE 案判決所謂符合 FRAND 程序的行為，係就授權人與被授
權人各自應履行的義務分別說明，不是只有針對專利權人的要求，例如 Huawei v ZTE
案判決中即明示潛在被授權人應有善意且積極成為被授權人的願意，至於該等義務是
否已被履行，則屬於個案中應予調查確認的事實，不能不察。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前述歐盟案例的發生，都涉及專利權人訴請法院發佈禁令以
阻止侵權商品的銷售，也就是專利權人具體「行使」專利權，過程中競爭對手以違反
FRAND 條件為由而提出抗辯，於雙方控辯間去檢視專利權人的權利行使行為是否有濫
用之嫌，而有適用競爭法的餘地。反觀本案所涉的事實，一方面被處分人並沒有對競
爭同業主張侵權並積極行使專利權，更沒有所謂的聲請禁止令；另一方面競爭對手的
產品也未因專利權問題而被禁止銷售，反而是競爭對手事實上已實施相關專利、製造
產品，並在產品市場上持續進行有力的競爭，這與歐盟案例所探討的事實不同，因此
是否能直接援引，大有疑問。本處分案的狀況，充其量是雙方對何謂符合 FRAND 條件
的授權契約未能達成共識，或者現行的「授權」契約（未耗盡、互不告等）的內容不
符合本案競爭對手期等，因此不同意冠以「技術授權契約」之名，但該契約並沒有反
對專利權的實施，也未禁止產品在市場上銷售，與歐盟案例中真正的拒絕授權（禁止
任何被主張侵權的產品上市）在效果上的差異，至為明顯。本案中的雙方應再本於

Huawei v ZTE 案判決所示的原則，繼續進行合於 FRAND 精神的協商，或者交由公正第
三人（法院）決定，就此爭點在目前階段，尚無競爭法介入的必要。本會倘真的認為
本案的授權內容不算是「真正的技術授權契約」，那在本處分書裡所要宣示的，恐怕

40
41

本案處分書頁 55 第 10 行。
例如「歐洲電信標準協會」就其智慧財產權政策所規定的準據法即為法國法。參考 ETSI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olicy,
Artic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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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括 FRAND 條件的實質內容應該是如何了，這正是處分書所引 Huawei v ZTE 案判
決沒有提到的事！綜合各方面的考量，本人認為，處分書就 FRAND 授權條件與獨占濫
用禁止規範的關係，認識未臻明確，處分書還以被處分人「違背承諾 FRAND 的初衷」，
42

支撐被處分人限制產品市場的競爭的說法 ，立論基礎薄弱且結論跳躍，殊難讚同。
四、競爭法個案的處理應依據事實與分析，沒有所謂的「國際潮流」
本案在研析上的重大瑕疵已如前述，故本人對處分的結論難表示贊同。在本決定
作成之前，已有中國、韓國競爭機關對對本案被處分人以違反該國競爭法為由處以高
額罰鍰，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對本案被處分人以違反美國反托拉斯法向法院起訴，
一時之間，處罰本案被處分人似乎蔚為國際潮流。然而競爭法個案的決定應依調查所
得的事實，運用正確且可行的研析論證方法，獲致的結論始具有說服力。雖然已有他
國先例值得參考，但仍應注意彼此間的差異，不宜一味追隨。試觀察美、中、韓三國
的決定與起訴書，吾人不難發現各國立論基礎與重點不同，容進一步說明如下。
先談美國起訴的主旨。目前實務上智慧型手機特別重視 LTE 功能（包括不斷提升
的標準）
，因為 LTE 技術標準是為大量數據傳輸而制定（使用智慧型手機看下載影片
43

或線上遊戲）
，但仍需要 3G 技術以提供語音服務 ，因此美國版的高通案，有關「沒
有授權，沒有晶片」的爭議，事實上只涉及「多模高階」晶片，影響的是高階手機搭
載 CDMA 與高階 LTE 處理器(premium LTE processors)市場。對代工商而言，取得這
樣的處理器對他們的重要性日增，因為高階手機價格昂貴，代工利潤較高；對如蘋果
這樣的手機品牌商而言，能實現最高技術規格的晶片是蘋果賴以維持 iphone 高單價、
高品質、品牌形象的重要因素，而高通正是能滿足這樣需求的供應商。因此高通與蘋
果，恰恰反映美國行動通訊產業供給與需求兩端的利益所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起
訴書就「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爭點所處理的範疇，僅止於這個產品區塊，至於非應
用於高階手機的處理器，美國起訴書裡並未加以挑戰。換句話說，對於本來就不以高
通晶片為唯一選擇的品牌商，既然有不同的選擇，就不當然會受到高通「沒有授權，
沒有晶片」模式的拘束，自然也不能輕率推論高通的模式當然對所有競爭同業會直接
產生排擠效果。然而本會在處分書裡並未區別受「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策略影響的
產品範疇，而是泛指一般的處理器及製造該產品的競爭對手。但事實上不同的處理器
不可能隨意替代，且製造商生產適用特定技術標準的處理器，其產能亦非得任意轉
換。無論是外國的處分書或起訴書都指稱，聯發科的產品主要搭載於中、低階手機，
蘋果公司也證實聯發科的處理器因品質的原故，因而未能成為蘋果高階手機的處理器
供應商，但無論就統計資料與卷內其他產業主管機關的意見，都認為聯發科憑藉公板
解決方案與高性價比策略，占有率逐年提升，再加上聯發科產品的主要市場在中國大
陸，這些事實顯示，公平會就本爭點所要關注的競爭傷害，應該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
會指控高通的重點不同，因此就本爭點臺美雙方如果最後的認定不同，也是合理的結
果。
再看看韓國的狀況。在 3G 時代，韓國三星擁有的標準必要專利數只占全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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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處分書頁 59, 60。
見卷內經濟部函復本會意見附件 3 智慧財產局意見，頁 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Qualcomm Incorporated, supra note
11,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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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但到了 4G 時代，三星已擁有 11.0%的標準必要專利，甚至已有超越高通之勢。
此外，韓國三星同時是晶片設計與製造商（除自用亦有供應手機品牌商的情況），又
擁有全球占有率最高的手機品牌。這樣一條龍的產業結構，面對高通施以「沒有授權，
沒有晶片」策略，從上游的授權至下游的製造與消費，對韓國市場的競爭傷害甚為明
顯。三星在 3G 時代其品牌手機依賴高通晶片，即使在 4G 商轉仍需要高通在 3G 的專
利組合，高通將晶片銷售與專利授權拆開處理的方式，三星受到的影響，發生在身兼
晶片競爭同業與手機品牌商的不同階段，尤其在 4G 時代的三星，它在專利市場上的
地位足與高通抗衡，倘高通仍維持其加諸於使用競爭對手晶片的「高通稅」，持續以
相同的力度影響三星晶片的成本，對案關接直、間接相關市場的消費者非常不利，這
也是韓國公平會試圖建構一個循環生態系(eco-system)理論，以確立高通違法的事實
基礎。反觀我國的情況，平實而言，我國在無線通訊領域的相關業者多屬技術追隨者，
並沒有類似三星整合半導體設計、製造與手機品牌，同時在標準制定組織有相當地位
的國際性廠商，而我國主要的晶片供應商聯發科的市場在中國大陸，手機品牌端有關
的廠商又主要為蘋果代工，因此在析論「沒有授權，沒有晶片」策略可能導致的競爭
傷害時，在範圍與程度上，也不適合師法韓國公平會的思維與結論，應該轉而正視我
國現有的產業結構，確認對我國的競爭傷害究竟何在為妥。至於中國發改委處分高通
案的決定，根本未挑戰被處分人實施包含「沒有授權，沒有晶片」在內的整體商業模
式，而是逕指授權權利金偏高，畢竟大陸尚未發達其晶片製造產業，晶片仍主要由他
國廠商供應，但卻有全世界最大的手機消費市場，以及有小米、OPPO、VIVO、華為等
手機品牌商，因此以終端消費者的利害為主要考量，在罰鍰之外，直接要求降價為最
有效的矯正措施。
基於各國不同的產業結構，同一組行為將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各國競爭主管機
關如果以檢視傷害競爭與消費者福利的經濟分析觀點出發，結論很可能不同，規範管
理上的決定也會有所差異，這是自然合理之事，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依法行政。競爭
主管機關在處理個案時應該做的，只有專注於事實的確認與札實的論理研析，除此之
外別無所謂的「國際潮流」
。

不同意見書

委員

郭淑貞

一、專利法賦予專利權人有期限之排他權，專有製造、銷售、授權等權利，目的在鼓
勵創新及技術公開，促進產業發展；公平交易法則在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以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是以，專利法與公平交易法之立法宗旨並無扞格。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即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
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然而，「正當」係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因此本會面對複
雜之專利授權案件，於判斷當事人專利授權是否屬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是否限制
競爭，應綜合考量專利制度本質、影響競爭程度、產業發展、經濟安定與繁榮等因素，
求取衡平。
二、Qualcomm Incorporated(以下稱高通)擁有 CDMA、WCDMA 及 LTE 等行動通訊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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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之標準必要專利，其近年來之專利授權模式係與基頻處理器製造業者(以下稱晶
片業者)簽署互不告訴契約，晶片業者於製造、銷售端無須支付權利金，俟終端產品
手機業者使用晶片於手機時，始由手機業者簽署授權契約支付權利金。本會公處字第
106094 號處分書認此種授權模式違反 FRAND 承諾，直接或間接阻礙晶片業者參與競
爭。按所謂 FRAND 承諾，係標準制定組織之專利政策，標準必要專利權人須向標準制
定組織承諾公平、合理、無歧視的授權採用該標準規格之廠商。高通於行動通訊裝置
最終產品端簽署授權契約及收取權利金，並未禁止零組件至終端產品各端業者利用其
標準專利，則該授權模式是否違反 FRAND 承諾、違反承諾之救濟為何、本會是否適格
之認定機關？有必要加以討論。又，本處分限期命高通停止並改正該授權模式，亦即
高通須在權利耗盡之原則下，與我國有使用高通標準專利需求之各端業者簽署授權契
約。新的授權模式是否較具交易效率？權利金的計算是否較為公平合理？此等授權模
式與高通於全球近年實施之授權模式不同、權利金計算方式不同，我國行動通訊產業
(包括晶片業者及手機業者)在全球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將處於較為有利或不利之地
位？其對我國整體經濟利益是增進或減損？對我國產業發展影響如何？上述各疑點
均有待專業之經濟分析及產業分析。本處分對我國行動通訊產業影響重大，罰鍰額度
又如此之高，必須有足夠之確信始得為之，本人主張應先釐清疑點再行決定，惟不獲
採納。本人在有限之資料及時間下，無法得到確信，為免流於速斷，爰不同意本處分。
三、另外，本處分認高通對手機業者採取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之政策，手機
業者礙於對高通晶片需求之困境，喪失公平對等談判機會，同意簽署無償交互授權條
款，致提升高通於晶片市場之競爭力，阻礙晶片競爭同業參與競爭，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9 條第１項款規定等等。按科技業專利交互授權係屬常見，姑不論高通向手機業者
收取之授權權利金是否已評估交互授權之價值，縱高通要求無對價交互授權屬實，相
較於高通對手機業者之交互授權給予報償，後者對手機業者使用高通之晶片應較具誘
因，將減低晶片同業之競爭力，然本會認高通要求購買高通晶片之手機業者無償交互
授權，會阻礙晶片同業參與競爭，此部分推論不合邏輯，本人亦不同意。
四、實則，影響我國行動通訊產業競爭之核心在於授權權利金計算比例或金額是否公
平、合理，不論高通係於終端以手機整機售價比例收取授權權利金，或於晶片端收取
權利金。換言之，本案核心在高通是否憑藉其市場力，收取高於專利價值之其他費用，
或差別取價，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然而，專利的價值甚難評估，專利價值極大化
復為科技業常見之商業策略，職是之故，判斷高通之授權權利金是否公平、合理，是
否屬行使專利權之正當行為，極為複雜不易，加以本案諸多疑點缺乏專業經濟分析及
產業分析、推論不合邏輯，在在顯示本案雖經調查，仍不足以作成決定。為有效解決
爭執，本案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8 條中止調查規定或依行政程序法第 136 條行政和解
規定，與高通協商有益我國競爭秩序與產業發展之具體改正措施，以促進我國經濟安
定與繁榮。

不同意見書

委員

洪財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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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本會在第 1353 次委員會議（106 年 10 月 11 日）正式審議美商高通案，最
後經由表決通過予以處分，裁罰高通公司新台幣 234 億元，同時要求若干行為改正措
施（詳本會處分書主文）。然而本案不僅在處理程序方面相當可議，實質處分內容也
仍見疑點，個人難表同意並說明如後。
二、高通案處理過程中的三大缺失
(一)部分委員的審閱權及審議權在本案中受到限制
本案並非事業結合案件，所以沒有法定期限內委員會議必須完成審議的時間壓
力，正常情況下原可從容排案。加上案情涉及層面相當之廣，卷宗資料超過 40 箱，
研析意見、附件與擬處分書稿合計超過 2000 頁，一旦排上議程，按理也應盡量給所
有委員充分且平等的審閱期間，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本案在今年 10 月 11 日所舉行的委員會議進行審議，但除了主委、副主委及兩位承審
委員早已接觸案情之外，其餘三位委員包括本人在內，卻一直到今年 9 月 6 日才首度
看到本案相關資料。
尤有甚者，在本來就已相當短促的這段審閱期間內，委員更被嚴格限制閱覽時間
（僅提供線上登錄閱覽，開放時間為早上八點到下午六點，例假日則不開放），而且
不得列印資料（這部分經交涉後始從 9 月 21 日起放寬）
。雖然形式上這些限制措施未
必有針對性，但對部分比較晚接觸資料的委員來說，由於卷帙浩繁但時間不足，其審
閱權相當程度已經受到影響。所減損的價值則包括提出贊成或反對意見之品質，以及
整個委員會議形成普遍共識之機會。
雖然本人已於會議上多次表達審閱期間過於倉促，本案爭點仍有多處尚未透過完
整調查、全體委員詳細審閱及充分論辯等合理審議程序來加以釐清，惟最終本案仍以
表決方式倉促通過，實難謂本案議決過程已符合程序正當性。
(二)未曾針對本案舉辦過任何一場聽證、公聽或座談會
本案的產業生態複雜、利害關係人眾多（含業界甚至政府其他部會），除了智慧
手機與無線通訊等技術領域之外，有關技術標準專利與競爭法之間的競合關係，更是
相當新穎且極具爭議（頗多灰色地帶），調查與審議過程按理更需要多方參與並集思
廣益。然而本案直至審議終了卻未曾舉辦過任何一場聽證、公聽或座談會。
本會以往在處理營業規模中型以上的結合或限制競爭等案件，不乏舉辦聽證、公
聽或座談會的經驗（參照附件一：公平會聽證會、公聽會與座談會選錄），邀請上中
下游業者、學者專家及政府機關與會，但在高通案中反而付諸闕如，雖不違法但明顯
不當。
公平會作為獨立機關，一方面地位因專業與被信任而獲得高度保障（權利），另
一方面所做的行政處分攸關人民權益至深且鉅（權力），對重大案件的規範評價更深
具政策指標意涵，對程序正義和透明化的自我要求程度（義務），甚至應高於一般行
政機關。尤其是所為處分如果事先已高度預知將對國內產業產生重大影響，一如本
案，更應主動廣徵業界及學者專家意見，並和行政院其他相關部會進行溝通協調，以
避免處分內容流於閉門造車，處分結果則各方皆輸的風險。
獨立機關一旦輕忽包括尊重、參與及透明化在內等民主法治基本原則，對權力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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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自我節制之認知，最後受傷害的也一定包括大家所共同珍惜的獨立性。
(三)針對高通公司「行政和解」一事之處置有待商榷
本會自設立 25 年來，曾有多起行政和解案件，包括微軟案在內，爭議內容均涉
及智慧財產權之行使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參照附件二：公平會行政和解之案例彙
整）
。至於進行行政和解的法源則是行政程序法（90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第 136 條。
另根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行政和解案件之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本會對於行
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經依職權調查仍不能確定者，為有效達成行政目
的，並解決爭執，得與人民和解，締結行政契約，以代替行政處分」；又，第三點規
定，「承辦處就和解契約之締結與否，及和解契約協商之重點與範圍，應於協商程序
開始前，報請委員會議審議」
。
事實上，對於高通案此一涉及專利授權的案件，是否適合由公平會（競爭法機關）
過度介入，以及高通的商業模式究竟對台灣造成何種影響？在「事實或法律關係」上
是否已經相當「明確」？業務單位、委員之間也一直都有爭議。加上考量高通在 10
月 11 日委員會議之前，已正式向公平會提出行政和解要約，茲事體大，准駁與否按
理應正式提交委員會議進行審議。
然而，針對「高通公司已正式向公平會提出行政和解要約」一事，部分委員在 10
月 11 日委員會議之前仍毫不知情，一直到該次委員會議始被告知。換言之，這些委
員不僅事先完全沒有機會檢視該和解內容，無從瞭解該和解要求的利弊得失，更遑論
在委員會議上針對此事依本會處理原則之規定進行審議並彼此說服。
至於本案處分書（公處字第 106094 號）第七大點（二）最後一段所言，
「另行政
和解要約與行政程序法所定行政和解構成要件容有未合，均經本會委員會議審酌在
案」，避重就輕的意圖相當明顯，畢竟所謂「審酌」和「審議」之間，在法律拘束力
方面仍有極大差別。
三、處分理由的兩大疑點：排除「合理原則」與「去脈絡化」
(一)排除「合理原則」隱含高通的商業模式不存在任何合理因素
首先，處分書裁定高通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9 條（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地位）之
第 1 款：事業「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
。具體指控內容
主要則包括「不授權晶片予競爭同業」、「不簽署授權契約則不提供晶片」，以及「與
特定事業簽署獨家交易折讓條款」等三大行為。
然而，上述指控不僅僅只是高通的特定市場行為，更是這家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專
利授權與訂價模式。既然裁處標的是一整套由來已久有關專利授權的商業模式，不僅
為業界所共知，高通公司也不曾否認，所以如果沒有經過仔細評估與分析過程（包含
商業慣例或交易成本等市場效率角度），而在認定高通於晶片等相關市場具有市場獨
占地位之後，就直接判定高通的專利授權模式為「不公平且直接或間接阻礙他業者參
與競爭」
，並合致公平法第 9 條第 1 款的構成要件，顯然犯了「套套邏輯」
（tautology）
或「循環論證」的謬誤，一如本處分書所為。
換句話說，縱使是在論斷「獨占事業是否濫用市場地位」時，有關「是否濫用」或「手
段是否不公平」的部分，也應考慮我國公平交易法的立法原旨，適度引入「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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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reason）作為判斷依據。
美國 FTC（聯邦貿易委員會）和 DOJ（司法部反托拉斯署）在今年所聯合公告最
新版「針對智慧財產授權的反托拉斯指導原則」（"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更提到，有鑑於通訊產業的技術發展和
專利授權的商業模式日益複雜，特別是在「交互授權」與「專利集管」等制度設計，
往往有降低交易成本並促進市場效率之功能，競爭法機關對此一類型案件之涉入應盡
可能謹慎。
此份報告甚至進一步指出，由於專利權屬於智慧財產權，具有和創新活動高度相
關且先前研發投資支出不容易回收等特性，建議在審議有關專利授權之行使是否涉及
違反競爭法時，應比一般財產權要更寬容，包括可擴大「合理原則」的適用範圍。
以此番處分書所指控的「無償交互授權」為例，就是一口咬定行為違法沒得商量
的典型例子。處分書指控高通利用其在晶片市場的優勢地位，迫使國內被授權人與其
簽訂不公平授權條款，包括因而取得「無償交互授權」
，「而得強化高通所售晶片免受
專利侵權攻擊之保護」。然而，高通此一商業模式，正因為也避免了高通下游客戶之
間陷入彼此爭訟糾葛，有效降低了摩擦與交易成本，反而有助於整體市場秩序之維
持。本處分書捨此不論，也凸顯了欠缺經濟思維之支撐。
另外，在「與特定事業簽署獨家交易折讓條款」（忠誠折扣）指控一節也犯了相
同錯誤。事實上，今年歐盟法院針對英代爾一案，也已做出判決，要求「忠誠折扣」
之違法認定，應有「合理原則」裁量空間，特別是「是否因此排除與之具有同等營運
效率之廠商」
，作為判定違反競爭法的前提。但本份處分書中並沒有進行相關檢測。
所以一開始該問的是，高通被指控的這些「限制措施」究竟有無反競爭效果？例
如造成價格上升、產品下降或排除既有或潛在競爭對手等；緊接著必須查明，和高通
有關的這些限制措施是否都和效率或促進競爭無關？總的來說，如果高通的這些「限
制措施」具有反競爭效果且無關乎效率，才足以直接判定高通違法。
可惜，本處分書並沒有以上檢證過程，倒是不乏以下這種論證方式：「高通拒絕
授權給競爭同業所致影響於高階手機之競爭尤甚，競爭同業於高階手機晶片之供應因
迴避高通 SEP 上之困難及研發創新處於劣勢，而手機業者採用競爭同業所供應之晶片
又有面臨侵權告訴之風險，致高通於高階手機晶片市場幾乎處於無競爭之態勢，此由
我國主要高階手機品牌搭載高通晶片之比例高於 50%，甚有 80%至 100%的搭載比例可
證」
。
事實上，高通從 1990 年代以來就一直是行動通訊技術的領導者，其高階晶片的
性能在市場上向來皆有客觀評價，至於主要優勢來源究竟來自何方，嚴格來講必須詳
加檢視。然處分書卻認為，高通的專利授權行為「導致其高階手機晶片在市場上幾乎
處於無競爭之態勢」
，這種描述與分析方式，顯然有倒果為因之嫌。
最後，公平會此份處分書的指控邏輯，基本上乃完全站在技術需求者或使用者的
角度來探討「公平」問題，並未考慮到技術提供者的動機與利益。偏技術需求者可加
大技術擴散速度，倚技術提供者則可強化創新誘因，兩者必須有所平衡，但從處分書
中顯然看不出此一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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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分「去脈絡化」毫無「責任倫理」
不容諱言，本處分書最大的敗筆乃在於，只看到針對高通全球商業模式的高調與
抽象指控，而幾乎沒有思考公平會本身的立足點何在，並顧及台灣產業發展的脈絡與
後果。這也預示了，何以在罰鍰金額或要求於高通的改正措施，皆缺乏合理比例與相
關連結。
如果仔細區分，台灣和高通公司有直接業務往來的廠商，至少包括以下四大類：
1.和高通在晶片市場從事競爭；2.手機相關的品牌及代工廠商；3.通訊模組及系統廠
商；4.半導體代工廠商。易言之，這是個相當豐富的產業生態系（ecosystem）
，既有
競爭也有合作與互惠關係，商業機會、人才培育，乃至技術吸納和傳播於焉存在。
因此，處分書將高通公司「向我國事業所收取之授權金總額約新臺幣 4 千億元，
以及我國事業向高通公司採購之基頻晶片之總金額約 3 百億美元」視為「不法所得」，
並以相關數據作為計算裁罰金額之基礎，而不論實際影響何在與範圍多大，可謂偏頗
至極。
四、結論：本案應以和解談判代替裁罰處分
競爭法機關如何介入技術專利授權爭端至今仍眾說紛紜，例如違反 FRAND（公平
合理無歧視）授權條件之義務是否必然違反競爭法（公平法）？此類紛爭究竟比較屬
於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範疇？在在值得繼續推敲，但至少本案的處分程序有虧、論
證有疑，教人難以信服。
再者，高通多年來行之全球的專利授權模式如果有所撼動，也勢必要等高通與蘋
果這兩大公司的訴訟告一段落之後，才比較有可能塵埃落定，而非本會的裁決。在這
種情況之下，由於本會此次處分直接宣告高通的專利授權模式違法，並要求改正，一
旦高通屆期未能更改其模式，意味著本會必須進行後續處分，「至其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措施為止」
，相關後果是否符合台灣利益，尤值深思。
更重要的是，包括台灣的手機、通訊與半導體等相關產業在內，涵蓋上中下游不
少廠商，和高通的商業關係堪稱錯綜複雜，既有市場競爭也有技術轉移與合作。從而
一刀切式的裁罰與改正措施，恐無法真正切合台灣產業需要。特別是考慮到台灣未來
產業的發展與佈局等因素，本案仍應以和解談判作為上策。
附件一：
公平會聽證會、公聽會與座談會選錄
承辦單位

案由

案件型態

日期

聽證會

第 二 處 有關國內水泥業者被檢舉 限制競爭 94.10.17 「國內水泥業者涉及聯
(組改前) 涉及聯合行為案
承辦單位

合行為案」聽證會

案由

案件型態

製造 業競 關於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 結合案
爭處

日期

公聽會

105.11.3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

份有限公司擬與矽品精

報擬與矽品精密工業股份

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結

有限公司進行結合案

合案」 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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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業競 有關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結合案
爭處

102.01.03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

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

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

司、威寶電信股份有限公

公司、威寶電信股份有限

司、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

公司、悠遊卡投資控股股

限公司、遠傳電信股份有限

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

公司擬合資設立新事業經

份有限公司擬合資設立

營信託服務管理平臺，申報

新事業經營信託服務管

事業結合案

理平臺，申報事業結合
案」公聽會

服務 業競 有關 Global Professional 結合案
爭處

Investment Limited 等事業

101.11.29 「媒體併購與結合管制」
公聽會

擬取得香港商壹傳媒有限
公司所屬子公司全數股
份，申報事業結合案
第 一 處 關於鉅亨網股份有限公司 不公平競 95.04.12 「事業抄襲競爭事業網
(組改前) 被檢舉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爭

站新聞報導於著作權法

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與公平交易法適用暨違

條規定案

法行為適用行政罰法等
相關問題」公聽會

第 二 處 有關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 結合案
(組改前) 司擬與維力食品工業

97.08.28 「速食食品事業結合相
關競爭議題」公聽會

股份有限公司等結合向本
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案
第 二 處 有關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 限制競爭 91.05.09 「軟體市場智慧財產權
(組改前) 司等相關事業涉有利用獨
占市場力量，壟斷電腦軟體

行使與公平交易法適用
性相關問題」公聽會

市場，不當訂價獲取暴利，
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情形
案
第 一 處 有關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限制競爭 91.03.15 「現行證券交易資訊使
(組改前) 有限公司被檢舉現行交易
資訊使用費收取標準，涉有

用費標準之合理性」
公聽
會

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第 一 處 有關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 限制競爭 88.10.01 「便利超商股份有限公
(組改前) 司被檢舉壟斷超商代

司獨家代收民營電信資

收民營電信資費涉有違反

費帳單行為是否違反公

公平法規定乙案

平交 易法規定」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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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處 南山股份有限公司檢舉盟 不公平競 85.09.24 「在我國無專利且國外
(組改前) 傑開發實業有限公司及香 爭

專利權已屆滿之產品形

港商恩平股份有限公司仿

狀、外觀應否再適用公平

製銷售其獨家代理之「開塞

交易法予以保護」
公聽會

樂」產品，涉嫌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第二十一、第
二十四條規定案
承辦單位

案由

案件型態

製造 業競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結合案
爭處

日期

座談會

105.02.23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

限公司擬與矽品精密工業

份有限公司擬與矽品精

股份有限公司結合案

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結
合案」
競爭影響評估座談
會

服務 業競 有關Morgan Stanley
爭處

結合案

Private Equity Asia

Private Equity Asia

IV,L.L.C.擬與安順開發股

IV,L.L.C.擬與安順開發

份有限公司、博康開發股份

股份有限公司、博康開發

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含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

中嘉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全

公司(含中嘉網路股份有

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全球數位媒體股

及吉隆等12家有線廣播電

份有限公司及吉隆等 12

視系統經營者)結合，向本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案

營者)結合案」座談會

服務 業競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公司 結合案
爭處

104.12.09 「有關 Morgan Stanley

103.12.25 「台灣大車隊股份有限

分別與泛亞計程車客運服

公司與泛亞計程車客運

務有限公司，以及龍星車隊

服務有限公司，龍星車隊

股份有限公司、龍典計程車

股份有限公司、龍典計程

客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及

車客運服務股份有限公

皇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有

司及皇星計程車客運服

限公司申報結合等 2 案

務業有限公司之結合案」
座談會

製造 業競 有關主動調查汽車銷售事 限制競爭 103.12.24 「國內汽車售後維修市
爭處

業供銷零(配)件對於維修

場之現況與競爭議題」
座

保養(含獨立維修廠)之市

談會

場競爭影響案
服務 業競 有關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 結合案
爭處

103.08.14 「有關大豐有線電視股

限公司擬取得台灣數位寬

份有限公司擬與台灣數

頻有線

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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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限公司結合案」座談會

份申報結合案
服務 業競 關於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結合案
爭處

103.06.19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

司等 3 事業合資新設事

理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票

業經營 PSP TSM 申報結合

據交換業務發展基金會擬

案」座談會

共同經營金流信託服務管
理平台之結合案
服務 業競 關
爭處

於

Corporation

Microsoft 結合案
及

103.02.11 「Microsoft 與 Nokia 結

Nokia

合案」座談會

Corporation 域外結合案
服務 業競 關於主動調查台灣高速鐵 限制競爭 102.11.15 「高鐵漲價與公平交易
爭處

路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獨

法之關係」座談會

占事業，及有無濫用獨占地
位不當調漲票價，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規定案
服務 業競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 限制競爭 100.01.25 「研商 E.164 網路電話
爭處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與市內電話網路服

相互檢舉違反公平交易法

務相關爭議」座談會

案
附件二：
公平會行政和解之案例彙整
承辦單位

案由

案件型態

日期

委員會議
決議

第 二 處 ( 組 有關美商英代爾公司被檢舉專 限制競爭
改前)

85.07.10 行政和解

利授權行為涉有違反公平交易 不公平競爭
法案

第 二 處 ( 組 有關台北捷運公司檢舉法商馬 限制競爭
改前)

86.11.05 行政和解

特拉公司拒絕提供維修服務及 不公平競爭
箝制其下包商提供維修服務涉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第 二 處 ( 組 有關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被 限制競爭
改前)

87.01.07 行政和解

檢舉促使機車零件衛星廠拒絕
供貨予競爭事業及散播不實情
事等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第 二 處 ( 組 有關美商美國無線電湯姆笙授 限制競爭
改前)

權公司被檢舉不當收取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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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案

第 二 處 ( 組 有關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等 限制競爭
改前)

相關事業涉有利用獨占市場力
量，壟斷電腦軟體市場，不當訂
價獲取暴利，涉嫌違反公平交易
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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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5 號
被處分人：鮮茶道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408922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復興街 5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營運期間
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用)」
，及「授權加盟店
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
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鮮茶道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招募「鮮茶道」品牌加盟
過程，疑未以書面充分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
、
「加
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
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
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以及「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
容與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規定。
二、 案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自 97 年開始招募「鮮茶道」品牌加盟，103 年
至 105 年度各年度新設加盟店分別為 29 家、32 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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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06 年 1 至 6 月新設加盟店 17 家，迄至 106 年 6 月
30 日，加盟店總計 249 家。
(二) 招募加盟方式及流程：招募方式為有意加盟者撥打客服
電話進線詢問加盟，電話號碼印製於茶飲杯上，亦有登
載於企業網站，客服人員會轉由展店部門人員聯繫有意
加盟者就加盟資訊向其說明，包括加盟總金額約新臺幣
(下同)185 萬元至 200 萬元左右(並說明實際金額須視開
店店面大小、店面屋況實報實銷)以及加盟者須具備的條
件等，說明之資料內容，公開於企業網站加盟專區。接
著約第一次面談，面談時提供空白草約(即加盟區域範圍
(地點)約定書)及加盟費用表，加盟費用表明列加盟費用
項目及預估金額，包括營運前之費用(包括品牌授權費、
技術移轉費、履約保證金、設計規劃費、裝潢費、招牌
費、設備費）
，以及營運期間之費用(包括貨款、廣宣費、
POS 系統費用)。展店人員會請有意加盟者回去多加考
慮，有疑問可以再詢問，不要倉促決定，如有加盟意願
則約第二次面談，被處分人向有意加盟者說明加盟區域
範圍(地點）約定書之內容，有意加盟者經考慮確認要加
盟，被處分人才收取訂金 10 萬元並簽訂加盟區域範圍(地
點)約定書。接下來的階段會提供主合約書(即連鎖加盟
店合約書，下稱加盟合約)、裝潢報價單、設備價格明細
報價單、招牌報價單及首配原物料明細表等資料，正式
簽訂加盟合約前，會先提供審閱至少 7 天，簽約後進行
店面確立及教育訓練。
(三) 招募「鮮茶道」加盟流程，與有意加盟者簽訂正式加盟
契約前，均會先收取 10 萬元訂金並簽訂加盟區域範圍(地
點)約定書，就開設「鮮茶道」加盟店之區域地點與保留
期間達成合意，若有意加盟者無法於約定期間內確定門
市開設地點，因被處分人為尋找店面的事務費用成本已
支出，故將依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定書，扣除前置作
業 5 萬元後將餘款退還。
(四) 加盟重要資訊揭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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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洽談過程於提供加盟區域範
圍(地點)約定書予有意加盟者審閱時，同時提供加盟
費用表，加盟費用表載有加盟店開始營運前之費用，
包括品牌授權費 20 萬元、技術移轉費 5 萬元、履約保
證金 10 萬元(期間如無違約，無息返還)、設計規劃費
2 萬元、裝潢費 65 萬元(預估金額，由被處分人指定之
人自行視各門市實際情況報價、承攬)、招牌費 10 萬
元(預估金額，由被處分人指定之人自行視各門市實際
情況報價、承攬）
、設備費 85 萬元(預估金額，由被處
分人視各門市實際情況報價）
，有關加盟店營運所需之
商品、原物料，統一由加盟總部供貨，首配(第一次進
貨)約 15 萬元由總部配送，揭露於加盟費用表。
２、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包括廣宣費 3,000 元(每月
收取)、年度 POS 系統使用租賃費 18,000 元(有使用之
門市按年計算收取)，載於加盟費用表。加盟店所需之
商品、原物料，依實際需求自行向總部訂購，商品、
原物料品項及價格資訊，有意加盟者於教育訓練階
段，經由連結被處分人公司網站加盟主專區訂貨系統
可得知，由加盟店自行訂貨，貨款依實際訂購量結算。
３、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
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
條件：相關資訊載明於加盟合約第 1、3、5、10 條。
４、 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提供教育訓練課
程，並提供門市實習、店面協尋、開店前事務處理等。
營運期間每月派員現場稽核營運狀況並予以輔導，每
年研發 3 至 4 品項新產品並提供製作新產品的教育訓
練，詳加盟合約第 16、17 條。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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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
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
完整揭露有關「加盟營運期間之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
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等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
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
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
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
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公平
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
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被處分人應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
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經查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洽談加盟過程，正式簽訂加
盟合約前，均先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盟區域範圍(地點)訂
金 10 萬元並簽訂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定書，依加盟區域
範圍(地點)約定書之約定，於收取訂金起 2 個月內，倘未
確定開設加盟店，被處分人將收取加盟前置事物費 5 萬元
整，由訂金扣除後，餘款 5 萬元無息退還有意加盟者，因
雙方已約定後續倘未確定開設加盟店，則被處分人將收取
一半訂金 5 萬元，已產生限制有意加盟者轉換加盟業主之
效果，故被處分人應於向交易相對人收取訂金並簽訂加盟
區域範圍(地點)約定書，亦即成立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
提供加盟重要資訊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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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
予有意加盟者之加盟書面資料為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定
書及加盟費用表：
雖據被處分人表示，於加盟過程除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
定書及加盟費用表外，亦有提供加盟合約、裝潢報價單、
設備價格明細報價單、招牌報價單及首配原物料明細表等
資料，惟其自承，加盟合約、裝潢報價單、設備價格明細
報價單、招牌報價單及首配原物料明細表等資料係於收取
訂金並簽訂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定書之後提供，故被處
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
意加盟者之加盟書面資料係加盟區域範圍(地點)約定書及
加盟費用表 2 項文件。
四、 被處分人招募「鮮茶道」品牌加盟，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
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提供「加盟營運期間之購買
商品、原物料費用」
、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
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等加盟重要資
訊，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一) 加盟營運期間之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經查加盟合約
第 13 條約定：
「乙方於本合約營業點銷售之商品、原料
及餐具用品等，乙方不得自行向其他廠商進貨或自行製
造。」又第 19 條第 3 項約定：「乙方營業所需之原、物
料及商(貨)品及包材等，除甲方書面核可之生鮮蔬果及
特定品項外，統一由甲方或甲方指定廠商供應，乙方不
得自行製造或向其他廠商進貨，…。」復查加盟費用表
載明，營運期間統一由加盟總部供貨，營運後店鋪依實
際需求自行向總部訂購，故「鮮茶道」加盟店所需之商
品、原物料、餐具用品、包材等均須由被處分人供應。
經檢視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之書面
資料，未見有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金額
之資訊揭露，被處分人亦自承其商品、原物料品項及價
格資訊，加盟店係於教育訓練階段，經由連結被處分人
公司網站加盟主專區訂貨系統得知。由於教育訓練階段
係在正式簽訂加盟合約之後，有意加盟者無法於締結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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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加盟經營關係前知悉其於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
物料之費用金額，且透過訂貨系統得知尚非以書面方式
提供，故難認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已
充分完整揭露加盟營運期間之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金
額資訊。
(二)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
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經檢視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
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之書面資料，未見被處分人授權加盟
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
各項限制條件資訊，雖據被處分人表示，相關資訊揭露
於加盟合約第 1、3、5、10 條，惟查加盟合約並未於締
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爰難認被處分人已充分完
整提供是項資訊。
(三) 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
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
原物料之費用)」及「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
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資訊，
有意加盟者難據以充分評估加盟營運期間須支出之費
用，以及經營加盟之商標權使用情形，前開資訊為有意
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之重要交易資訊，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
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
等，未充分揭露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進而與交易相對
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
交易，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自 97 年開始招募「鮮茶道」加盟，103 年至 105
年度各年度新設加盟店分別為 29 家、32 家、34 家，106
年度 1 至 6 月新設加盟店 17 家，截至 106 年 6 月底共有加
盟店 249 家，仍持續招募加盟，其以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
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
之交易模式，其行為已影響與其締結預備加盟及加盟經營
關係之交易相對人。且有意加盟者之加盟投資費用並非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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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經投入即無法轉為他用，有使被處分人之其他競爭
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
一方，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未以書面充分且完整
揭露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
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有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之虞，
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該等行為如不予以遏止，恐將持
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對交易秩序構成更大之損
害，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招募「鮮茶道」品牌加盟，未於締結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
露「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之費
用）」
、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與有效期限，及
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違法行
為持續期間(97 年迄今)、營業額、已簽約加盟店數、配合
調查態度良好、係屬初犯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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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6 號
被處分人：沐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827307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30 號 3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營養保健品、
美容保養品、淨（濾）飲水器材及寢具。本會於 106 年 6 月 15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現場調查，查悉被處分人會員入會申請書登
載白金級套組 A、B 及其內之「常淨樂」
、
「海礦礦物質濃縮液(3
入)」
、「海礦礦物質濃縮液(6 入)」等商品未見於報備資料中，
另「黃金薑黃液 80ml」
、
「H.Food 蘋果藍莓纖維粉」
、
「沐淨源全
植機能餐」
、「普邁樂」、
「IGF 奇蹟之泉 30 粒裝」等原報備之商
品價格各為新臺幣（下同）3,000 元，變更為 3,150 元、3,150
元、3,200 元、3,200 元及 3,150 元，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招
募 2 位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
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
第 1 項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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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 據本會現場調查，被處分人會員入會申請書登載白金級套
組 A、B 及其內之「常淨樂」
、
「海礦礦物質濃縮液(3 入)」、
「海礦礦物質濃縮液(6 入)」等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另變更銷售「黃金薑黃液 80ml」、「H.Food 蘋果藍莓纖維
粉」
、「沐淨源全植機能餐」
、「普邁樂」、
「IGF 奇蹟之泉 30
粒裝」等商品之價格均未事先向本會報備，又被處分人到
會陳述亦自承疏於注意，於未報備前即使會員搶先訂購前
揭商品，而於同年 6 月 9 日始向本會報備，是被處分人變
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次查被處分人招募 2 位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並無渠
等傳銷商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附於參加契約，且其會員
入會申請書之監護人簽章欄位亦為空白，是被處分人招募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
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至被處分人嗣後補正前揭法定代理人之書
面允許，尚無礙其違法之事實。
三、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
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
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
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
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
爰依同法第 33 條及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並就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各處新臺
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6 月 15 日現場調查所得之會員入會申請書。
二、 被處分人報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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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7 月 19 日陳述紀錄及 106 年 7 月 31 日陳
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16 條第 2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
商者，應事先取得該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書面允
許，並附於參加契約。
第 33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1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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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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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7 號
被處分人：車麗屋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2606833
址
設：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 176 號 1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營
之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路平台銷售「eni 機油 5W-30」、
「eni 機油 5W-40」及「ARAL 機油 5W-40」等商品，宣稱「API
認證機油」、「國際 API 認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本會 106 年 4 月主動查悉被處分人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
銷售「eni機油 5W-30」、「eni機油 5W-40」及「ARAL機油 5W-40」
等商品，宣稱「API認證機油」、「國際API認證」，然查API
（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 美 國 石 油 協 會 ） 網 站
（https://engineoil.api.org/Directory/EolcsSearch）登錄資料，未見上開型
號機油之認證，涉有廣告不實之情事。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7 月起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
「eni機油 5W-30」、「eni機油 5W-40」及「ARAL機油 5W-40」
等商品，宣稱「API認證機油」、「國際API認證」等語，
予人印象為上開商品皆已通過API之認證，然查API網站登
錄資料，未見上開型號機油之認證。被處分人自承前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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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未經API認證，因商品瓶身包裝載有API SN字樣，其係指
符合API規範，被處分人誤認係經API認證，而於網頁刊載
是項訊息。是案關網頁廣告宣稱內容確與事實不符，核屬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 綜上，被處分人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eni機油
5W-30」、「eni機油 5W-40」及「ARAL機油 5W-40」等商品，
於商品網頁宣稱「API認證機油」、「國際API認證」，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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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eni 機油 5W-30」、
「eni 機油 5W-40」及「ARAL 機油 5W-40」之網頁資料。
二、 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106 年 5 月 5 日
雅虎資訊(一○六)字第 00585 號函。
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13 日陳述紀錄、陳述意見書及未具日
期（本會收文日期：106 年 6 月 19 日）補充事證。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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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0
月
3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更正：本處分書理由欄（第 2 頁第 9 行）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更正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
之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
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
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
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
等態度，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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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8 號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民眾於 106 年 9 月檢舉略以，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
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涉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規定。
理
由
一、 經查億倍力國際生物集團(下稱億倍力集團) 係中國大陸
廈門人○○等人所創立，其行銷方式係以會員購買該集團
CATUABA 商品計算業績點數，再依業績點數多寡計算獎金
數額，獎金則採雙向制之獎金計算方法，獎金種類包括推
薦獎金 PV（商品積分值，下同）40%、對碰獎金 PV20%、第
一層層碰獎金 PV45% ，總計 PV105% ，商品每元計發出
65%-70%PV。是該集團透過所轄會員介紹不特定人參加，以
建立多層級之組織，並藉由該組織架構所形成之人際網絡
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會員因此獲得事業所給予之佣金、
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及具有多層級獎金及團隊計酬之特
性，核屬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規定之多層次傳銷。被
處分人 105 年 11 月 1 日因○君之介紹於網路上加入億倍力
集團，再將該集團之傳銷制度及商品引進國內，迄 106 年
4 月間轄下組織計有 557 個經營權加入，會員約 100 餘人。
被處分人以前揭行為招攬他人加入億倍力集團之傳銷計畫
或組織，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視為同
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惟於開始實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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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傳銷行為前未備齊法定事項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
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證
據
一、 民眾 106 年 9 月 5 日電子郵件及所附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9 月 27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4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事業，指統籌規劃或實施前條
傳銷行為之公司、工商行號、團體或個人。外國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傳銷商或第三人，引進或實施該事業之多層次傳銷計畫或
組織者，視為前項之多層次傳銷事業。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一、
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銷商參
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商品或服
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服務之行銷
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售之規定
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證
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
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
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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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模及經
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
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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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99 號

被處分人：宏醫新傳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072350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77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
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
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內容等法定
應記載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
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四、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緣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 4 日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
售「3Q好聰明-300 入」等 144 項商品，本會於 106 年 4 月 19 日
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人提供
傳銷商參加契約包含於 105 年 5 月 17 日締約者；
「板橋公球」
傳銷商未與被處分人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
「3Q好聰明-300 入」等 96 項報備商品之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
金之內容；於「宏醫新傳會員申請書暨同意書」及「自營經營
商銷售管理手冊」(以下分稱入會申請書、事業手冊)分別訂定
傳銷商退出退貨時得自退款扣除刷卡或分期之手續費與拆封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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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貨款之約款，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3 條
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理
由
一、 本會業務檢查悉被處分人於 105 年 5 月 17 日與傳銷商締結
參加契約，早於其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之日期 105
年 7 月 4 日，此有其傳銷商之入會申請書可稽，且被處分
人到會說明時亦自承 105 年 5 月開始提供欲參加者填寫書
面參加契約。是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
前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
規定。
二、 另據被處分人所提供傳銷商組織系統資料，
「板橋公球」與
其他傳銷商具上、下線關係並計入傳銷商人數，為被處分
人之傳銷商，且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時亦自承「板橋公球」
係 3 位傳銷商合資，但並無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是被處分
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
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
三、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
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內容等法定
應記載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
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一）按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以多層次傳銷方式銷售「3Q 好聰
明-300 入」等 144 項商品，惟本會業務檢查查悉被處分
人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內容未記載「3Q 好聰明
-300 入」等 96 項報備商品之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
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且被處分人到會說明時亦自承
僅提供傳銷商空白之商品訂購單，欲知悉該等未記載商
品之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內容者，須向其人員詢
問或參閱實體門市之公告，是被處分人所為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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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查被處分人於入會申請書及事業手冊分別訂定「1.會
員得自訂約日起算 30 日內，以書面通知多層次傳銷事業
解除或終止契約。……2.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返
還會員之款項，得扣除……。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
貨者，並得扣除……因刷卡或分期之手續費用。
（下略）」
及 「 * 注 意 事 項 … … 2. 退 回 促 銷 方 案 期 間 所 購 的 貨
品，……，已拆封贈品則需扣除贈品之貨款。（下略）」
惟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多層次
傳銷事業於傳銷商解除或終止契約時得自返還款項扣除
之法定事項並不包括刷卡或分期手續費與拆封贈品貨款
等，且該等約款顯較法令規定更不利於傳銷商，是被處
分人所為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3 款規
定。
（三）綜上，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
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內容等法定應記載
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
且不利於傳銷商，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
（四）至被處分人辯稱迄至 106 年 5 月尚無傳銷商辦理退出退
貨，未依前開約款扣除刷卡或分期之手續費與拆封贈品
貨款，無礙於其與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對於傳銷
商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劣於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所定權利義務事項之事實。
四、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
結書面參加契約；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
價格及其計算獎金之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書面參加契
約所定有關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不符且
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經審酌被處
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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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
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
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34 條前段規定，就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各處 15 萬元、5 萬元、5 萬元及 5
萬元罰鍰，總計處 3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4 月 19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分人傳銷商之入
會申請書與事業手冊。
二、 被處分人之傳銷商組織系統資料。
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 6 日、7 月 31 日、8 月 28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6 月 27 日、7 月 21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10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前，應告知下列事項，不得有隱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一、多層次傳銷事業之資本額及營業額。二、傳
銷制度及傳銷商參加條件。三、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四、
傳銷商應負之義務與負擔、退出計畫或組織之條件及因退出
而生之權利義務。五、商品或服務有關事項。六、多層次傳
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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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
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13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時，應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正本。
第 14 條：前條參加契約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一、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7 款所定事項。二、傳銷商違約事由及
處理方式。三、第 20 條至第 22 條所定權利義務事項或更有
利於傳銷商之約定。四、解除或終止契約係因傳銷商違反營
運規章或計畫、有第 15 條第 1 項特定違約事由或其他可歸責
於傳銷商之事由者，傳銷商提出退貨之處理方式。五、契約
如訂有參加期限者，其續約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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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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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0 號

被處分人：柏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836652
址

設：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 段 97 號 6 樓之 9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變更參加契約內容、傳銷
商參加條件、商品品項及服務價格、營業所等項目前向本
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4 月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營養保健食
品及細胞儲存服務，並於 106 年 10 月 1 日報備停止實施多層次
傳銷。本會於 106 年 9 月 12 日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業務檢查，
查悉被處分人變更經銷商申請書格式及特別告知事項；變更入
會權利金自新臺幣（下同）8,000 元修改為 18,800 元；新增銷
售「雙冠二維碼 Immu2D、北海道黃金蘑菇、健纖四維碼 ISO4D」
等 3 項傳銷商品；修改「尊榮儲存」
、「生命保險」細胞儲存服
務之售價（如「尊榮儲存單人一次付清」售價自 235,000 元修
改為 275,000 元；
「生命保險單人一次付清」售價自 78,000 元
修改為 94,000 元）
；新增臺中營業所等，俱未依法向本會辦理
變更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經查被處分人係於 105 年 8 月 26 日變更經銷商申請書格式
及特別告知事項內容；於 105 年 8 月 25 日變更入會權利金
自 8,000 元修改為 18,800 元；於 105 年 12 月 22 日新增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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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雙冠二維碼 Immu2D」
，於 105 年 10 月 24 日新增銷售
「北海道黃金蘑菇」
，於 106 年 5 月 31 日新增銷售「健纖
四維碼 ISO4D」
；於 106 年 4 月 14 日起變更尊榮儲存、生
命保險等細胞儲存服務價格（如「尊榮儲存單人一次付清」
售價自 235,000 元修改為 275,000 元；
「生命保險單人一次
付清」售價自 78,000 元修改為 94,000 元）
；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新增臺中營業所等，未於變更前向本會報備，且自
承係疏漏所致，是被處分人變更參加契約內容、傳銷商參
加條件、商品品項及服務價格、營業所等項目，俱未於實
施前向本會報備，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變更參加契約內容、
傳銷商參加條件、商品品項及服務價格、營業所等項目前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
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
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
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本會 106 年 9 月 12 日業務檢查紀錄及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
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0 月 13 日陳述紀錄暨 106 年 10 月 18 日
陳述書。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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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
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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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1 號
被處分人：金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820062
址
設：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溪南路 1 段 622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銷商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
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自 105 年 6 月 1 日從事多層次傳銷，
銷售美容保養品等商品。本案緣於檢舉人 106 年 3 月 6 日
來函指稱，○○○、○○○、○○○、○○○、○○○、
○○○、○○○、○○○等 8 位傳銷商於 105 年間加入被
處分人傳銷組織，入會時繳納新臺幣(下同)500 元之入會
費，並購買 105,000 元金級入會套餐之商品，而為金級會
員。前述○君等 8 位傳銷商於 106 年 1 月間以存證信函終
止參加契約，並請求退貨退款，迄今被處分人均未依法辦
理。
二、 本案○君等 8 位傳銷商存證信函寄送地址為被處分人之登
記地址（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溪南路 1 段 622 號 1 樓）
，然
被處分人已於 105 年 9 月 13 日變更報備其營業所（臺中市
烏日區溪埧里溪南路 1 段 376 號 1 樓）
，本會於 106 年 5 月
16 日以公競字第 1061460491 號書函寄送至被處分人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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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請被處分人檢證答辯，106 年 5 月 22 日並派員至被處
分人營業所查訪，經告知應就案關事實答辯，然被處分人
未 予 回 復 。 本 會 再 於 106 年 6 月 23 日 以 公 競 字 第
1061460634 號書函請負責人於 106 年 7 月 3 日到會就案關
事實說明，被處分人仍未到會或回復。
三、 本會為瞭解被處分人已否收受○○○等 8 位傳銷商之存證
信函，函請檢舉人提出掛號郵件收執回執（下稱回執）簽
收為證，檢舉人僅提出○○○、○○○、○○○、○○○、
○○○、○○○等 6 人之回執。本會函詢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公司)溪壩郵局有關被處分人已否收
訖○○○等 6 人之存證信函，中華郵政公司臺中郵局則檢
送該等存證信函簽收收據為憑。
理
由
一、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 項期
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傳銷計
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領之日起
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契
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請，並以傳銷
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多層次傳銷事
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時，得扣除因該項
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其取回商品之價值有
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之金額。由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
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運費。」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復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
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
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為止；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命令解散、勒令歇業或停止
營業 6 個月以下。」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未於傳銷商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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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即違反多層
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二、 本案檢舉函所敘：「前開經銷商等 8 人皆係加入『金級會
員』
，入會即給付金牛公司 500 入會費，及 105,000 元貨款，
應領 16 套商品……」
，即○○○等 8 位傳銷商加入被處分
人傳銷組織時，均購買 105,000 元之商品。惟按○○○、
○○○2 人存證信函內容觀之，其等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
織日期為 105 年 6 月 30 日、105 年 6 月 15 日，而存證信
函寄發日期為 106 年 1 月 3 日，因未指稱其等加入時無商
品可提領，是○君等 2 位傳銷商所購買商品恐逾「自可提
領之日起算 6 個月」之法定期限，爰難證明被處分人就○
君等 2 人終止契約負有退貨退款責任。另本案因檢舉人未
提出○○○、○○○2 位傳銷商所寄發存證信函之回執，
亦難證明○君等 2 位傳銷商終止契約請求退貨退款之書面
通知已送達被處分人。
三、 經查本案○○○、○○○、○○○、○○○、○○○等 5
位傳銷商，分別於 105 年 8 月 13 日、105 年 9 月 1 日、105
年 9 月 26 日、105 年 9 月 25 日、105 年 8 月 31 日加入被
處分人傳銷組織，並購買 105,000 元之商品；其等於 106
年 1 月間寄發存證信函終止契約，並請求退貨退款。按中
華郵政公司臺中郵局所提供簽收收據，○君等 5 位傳銷商
終止契約之意思均已送達被處分人。本會多次請被處分人
就案關事實答辯或到會說明，惟被處分人未進行答辯或說
明，迄今亦未收悉○君 5 位傳銷商來函表示被處分人已辦
理其等退出退貨。故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銷
商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洵堪認定，核其
行為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四、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銷商契約終
止生效後 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其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
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
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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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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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2 號
被處分人：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860312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651 之 5 號 10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實施 0 元收視 1 年有線電視方案，以及與公寓大
廈管理委員會於有線電視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約定獨家經
營權條款，核屬以低價利誘及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
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以低
價利誘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違法行為。
三、 處新臺幣 2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公司)為新
北市有線廣播電視新進業者，業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
稱通傳會)決議通過，取得新北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分期營
運許可，104 年 5 月於新北市新莊區、三重區及板橋區正
式開播，惟查上開有線電視經營區域之新莊區已存既有業
者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為瞭解
被處分人推廣有線電視服務是否有以不公平方法，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競爭，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爰主動
立案調查。
二、 復本會主動立案調查後，接獲數位檢舉人檢舉被處分人對
公寓大廈社區綁約(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致渠等無法自
由選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者(下稱有線電視業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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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對全國公司訂戶推出新臺幣(下同)0 元收視 1 年
有線電視方案(下稱系爭優惠方案)之掠奪性定價等相關檢
舉案。茲將檢舉事項臚列如次：
(一)甲君為新莊區「金碧瑤社區」住戶，被處分人以提供社
區回饋方案為由，要求社區管委會限制其他有線電視業
者之線路不得使用公共管道，以及不得於社區辦活動或
張貼廣告 DM 等，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二)乙君為新莊區「星光大道社區」住戶，被處分人於 104
年 7 月與該社區管委員簽訂一年的優惠協議書，該協議
書內容有一「排外條款」，內容為管委會需保障被處分
人於社區的經營權，不可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於社區提
供有線電視服務，否則違約會有罰則。因管委會與被處
分人簽有前揭協議書，致渠無法選擇全國公司之視訊服
務。
(三)丙君為新莊區「麗景中國社區」住戶，被處分人為避免
該社區開放其他業者進駐，爰與管委會洽商，提供優惠
方案給社區並簽署優惠協議書。管委會擔心被處分人行
使違約條款求償，因此不願開放全國公司進入社區，迫
使訂戶不得不繼續選擇被處分人或放棄收看有線電視。
(四)丁君為新莊區「時尚女人香社區」住戶，欲申裝其他業
者之有線電視服務時，社區總幹事告知，已與被處分人
簽訂合約，社區不得與其他業者配合，以致渠無法自由
選擇業者，權益受損。
(五)竣業精典二期社區之住戶反映，因管委會與被處分人簽
約，其中第 21 條註明只有被處分人有進線權利，不給
其他業者於社區進線，此約定有封殺社區住戶收視其他
業者之有線電視的權益，此舉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
定。
(六)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 1 日開始，與全國公司原有訂戶
簽訂「申裝預約單(專案戶和解書)」，前揭申裝預約單
之費用項目欄以一個大「Ｘ」全部刪去，備註欄並載明：
「B 方案『106.06.30 前之費用已付訖』」或「B 方案有
線電視費用已付訖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以消費者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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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毋庸支付費用之促銷方式招
攬全國公司原有訂戶。另依新北市政府審定有線電視
105 年度費率，被處分人 105 年分組審定費率每月 500
元，且被處分人網站公告收費標準，每年(每戶)至少
5,960 元以上；另外，被處分人每戶支付予頻道代理商
之版權成本合計約○元。被處分人基於排除全國公司參
進市場競爭為目的，針對全國公司訂戶推出系爭優惠方
案，明顯低於合理價格，以低於成本之方式，誘使全國
公司訂戶轉換交易對象，改與被處分人締約，且系爭方
案長達 1 年，將發生迅速掠奪全國公司訂戶之效果，嚴
重阻礙全國公司參進市場，藉此迫使全國公司退出市
場，以獲取長期超額利潤，穩固被處分人在新莊區有線
電視市場之既有優勢地位，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三、 調查經過﹕
(一) 經函請前揭民眾、全國公司及被處分人提供資料及說
明，彙整所提供之契約書，被處分人與管委會簽訂系爭
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可概分為版本 1：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獨家經營權條款(如豪門福星第三期)；版本 2：契
約書第 21 條－獨家經營權條款(如紅蘋菓)。且被處分
人提供新莊區簽約社區年繳每月收視費用優惠範圍約
為○元至○元，半年繳每月約為○元至○元。
(二) 前開管委會提供事證並就與本案相關行為具體說明
者，情形略以：
1. 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條款係被處分人所擬之制
式合約，社區管委會僅能片面接受契約內容(如金碧
瑤、豪門福星第三期及合康百儷等社區)。如違反約
定，則有違約條款，管委會因礙於前揭條款之約定，
為避免麻煩，不會另洽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提供服務，
亦不會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簽約(如豪門福星第三期
社區)。
2. 被處分人 103 年前並未與社區管委會簽訂書面協議或
合約，且每戶每月 500 元價格收費，然於 1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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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陸續與管委會簽訂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如豪
門福星第三期、合康百儷、合康百世達、法國勳章 A
區等社區)。
3. 合康百儷社區管委會表示，該社區管線空間約可提供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及其他網路設備之管線裝設，且不
影響管線間之通暢度及訊號傳輸品質，倘有新進業者
欲進入裝設相關設備，仍須經管委會同意。然因礙於
前揭條款之約定，如果其他新進業者提供更優惠方
案，該管委會須以書面徵詢被處分人同意。
(三) 函請新進業者全國公司及新北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新北市公司)就本案提供相關說明及事證資
料，略以：
1. 全國公司：
(1)全國公司獲通傳會核准於新北市新莊區、板橋區及
三重區經營有線電視系統(按全國公司於 105 年 6 月
13 日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
(第 2 期)，經營地區除前揭 3 行政區外，尚涵蓋五
股區、泰山區、汐止區、中和區、樹林區、鶯歌區、
三峽區、土城區及蘆洲區等 9 個行政區域)。該公司
104 年於新莊區業務推展時，被處分人約與 30 餘處
社區公寓大廈管委會簽署以契約限制公寓大廈公共
區域纜線管理權，致阻礙該公司參與競爭。全國公
司 106 年 6 月底於新莊區之訂戶數為 19,324 戶。
(2)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規定，全國公司及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於公寓大廈共
同區域管道間鋪設有線電視纜線配線系統，如發現
電波洩漏，應立即查詢原因及修護改善，應無訊號
干擾之疑慮。
(3)一般公寓大廈垂直管道使用 7C 線作為訊號幹線，
其直徑為 10.5 毫米(mm)。而公寓大廈配置之箱體，
通常設置 2 英寸以上之 PVC 管(內徑約為 50.8 毫
米)，足以容納 5 至 9 條之 7C 線，因此垂直面施作
第二套有線電視系統時並不會影響到既有業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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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而公寓大廈水平面的配線一般建置於地下室，
以配置 7C 線為主，因地下室空間較為廣闊，不論是
貼牆附壁或設置於既有之電信設備線槽內，皆不影
響其他線路業者。
(4)有線電視業者財務報告之會計科目須遵守「有線廣
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科目設置規範」，依前揭規
範，業者營業成本結構可分為節目版權成本(凡因向
外購買節目取得之播映權而攤提或支付之成本)、訂
戶安裝維修成本(凡因替收視客戶安裝或維修系統
而產生之成本皆屬之)、節目播映成本(凡運用播映
設備將畫面呈現於觀眾面前而發生之成本皆屬之)
及其他。其中節目版權成本，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相
關規定，係依訂戶數計算成本，隨著訂戶數增加，
版權費增加，故業界將此視為變動成本，除以平均
訂戶數，即為平均變動成本。被處分人 102 年至 105
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戶每月版權成本約○元至○元，
前揭版權成本乃為包含頻道商及頻道代理商的版權
成本。至於訂戶安裝維修成本、節目播映成本及其
他等營業成本項目包含人事成本、辦公機房租金、
機房端的傳輸設備、相關折舊等。
(5)全國公司於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時係以原價(每戶
每月 450 元)招攬訂戶，嗣於 104 年 8 月起推出買 6
個月看 7 個月的優惠(費用為○元，平均每戶每月○
元)，104 年 10 月起，對於首次申裝客戶推出買 2
個月送 2 個月的優惠(即平均每月每戶○元)，105
年 1 月起推出買 3 個月送 3 個月的優惠，復再於 105
年 1 月 26 日起針對季節性推出買 3 個月送 4 個月短
期促銷方案(即平均每月每戶○元)，惟開播迄今未
曾推出免費方案(即系爭優惠方案)。
2. 新北市公司：
(1)該公司經通傳會許可，於 104 年 7 月 1 日取得新北
市有線電視系統第 1 期營運許可證，並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開播。許可經營地區為，新北市新莊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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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區、泰山區、淡水區、三重區及蘆洲區。截至 106
年 6 月底於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訂戶數分別為
205 戶、257 戶及 276 戶，共計 738 戶。
(2)有線電視業者所建設網路使用之頻譜為「封閉式」
頻譜，所傳輸之訊號應各自於封閉式纜線內傳輸，
除因纜線品質不佳、年久劣化、或人為外力施工不
周導致包覆表皮破損，可能致使纜線訊號受到無線
電波干擾，然該公司佈建纜線的大樓並無反映訊號
干擾的情事。
(四) 赴新莊區數處公寓大廈實地勘查有線電視管道空間及
設備、纜線，情形略以：管道間弱電箱數量、箱內大小、
纜線通過之孔洞的數量、大小等或因建築物本身新舊及
建商建築設計時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較新(約 10 年
內)之大樓，管道間弱電箱數量較多(約 2 至 4 個)、箱
內體積較大、纜線通過之孔洞數量多且大，可容納較多
家之有線電視業者之相關設備及纜線。較舊(約 10 年以
上)之大樓，管道間弱電箱數量較少(約 1 至 2 個)、箱
內體積較小、纜線通過之孔洞數量少且小，但仍可容納
至少 2 家有線電視業者之相關設備及纜線，惟弱電箱內
會稍嫌擁擠。倘管道間弱電箱內相關設備及纜線太過雜
亂，或纜線接頭鬆脫致影響訊號品質，仍可請相關業者
進行纜線清整及相關維修作業加以排除。
(五) 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事證、陳述書並到會說明，略以：
1. 被處分人經營區域為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
及林口區，核准開播日期 88 年 12 月，實際開播日期
89 年 1 月，經核准每月收視費用 500 元。截至 106 年
6 月底於新莊 區、五 股區及 泰山區 訂戶數 分別為
86,453 戶、19,287 戶及 19,612 戶，共計 125,352 戶。
2. 被處分人簽訂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之緣由及目
的係因社區大樓之公共管線空間有限，有些社區大樓
管線間有裝設監視器線路，倘有線電視纜線過多，會
影響及干擾訊號傳輸品質，蓋因有線電視接頭稍有鬆
落，訊號即會出現不穩之情況，然前揭情形可用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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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將訊號不穩或受干擾的情況加以排除，因此社區
管委會常需要通知相關業者維修，進而使被處分人之
維修成本增加。被處分人為減少維修成本並使社區公
共管線空間暢通，爰以減少維修成本而回饋提供優惠
收視費方式與社區管委會簽約。此外，被處分人於 103
年以前經營區域並無其他業者，不會發生其他業者進
線後導致管線空間不足等問題，故並無與社區約定需
保障被處分人在社區之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等條款。
3. 被處分人於新莊區簽有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之
社區有○處，簽約戶數約有○戶。
4. 被處分人與社區簽訂之優惠方案，因締約之對象係社
區管委會而非個別用戶，用戶並未受該等約定之拘
束。且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之規定不得訂有違約金，用戶得隨時任意終止契
約而不受不利益之對待。倘社區管委會或用戶因其他
業者提供更優惠之價格方案而欲轉為其他業者之用
戶時，任何系統業者所採取之措施只有推出更優惠之
方案予以挽留用戶，而無取消優惠甚至興訟之理。與
被處分人簽有優惠協定之社區大樓，全國公司已進線
者有 11 處社區，故該等契約條款並無拘束交易相對
人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無生損及消費者權益或限制
競爭之可能。
5. 被處分人復表示，被處分人前所提供之優惠協議書或
契約書條款中所謂「自甲方(即社區管委會)違約時起
以一般戶之標準費用向甲方社區收取每戶每月優惠
期間之優惠金額」或「自甲方違約時起社區需補回每
戶每月優惠期間之優惠金額」等尚非違約金條款，且
實際上亦無執行之可能，蓋因此種取消優惠之條款並
非為求損害之填補亦不具懲罰之性質，僅屬附有條件
之優惠。此外，被處分人前所提供之優惠協議書或契
約書迄今多已屆至，且目前並未繼續使用，調整該等
條款內容略以：甲方管委會不得因其他業者進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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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遷移、異動或拆除乙方(即被處分人)原有管線或
設備，應通知乙方協調妥處與其他進線業者相關事
宜，包括甲方管委會於其他進線業者於鋪設線路後，
若於合約期間內進入甲方社區進行維護、修繕及相關
工程事宜時，甲方同意於該業者為前開行為時通知乙
方派員進行監工，以避免乙方設備線路遭破壞進而影
響收視訊號之情事，於此情況下，任何一方有權提前
終止合約，由雙方另行議定契約。
6. 長期以來，有線電視收視費用皆以地方主管機關所審
議之上限價格訂定。市場開放競爭，部分新進業者以
低價招攬用戶，全國公司甚至 104 年 5 月開播即以每
月每戶○元價格招攬用戶。被處分人進行業務推廣
時，授權業務人員於訪查客戶或潛在客戶時，視個案
情形給予一定程度的議價空間(即給予優惠)，以爭取
客戶或挽留客戶。且除前述對纜線網路及訊號品質維
護給予社區優惠補償外，另為推廣居家保全、寬頻網
路或其他產品之業務，宣傳行銷效果，數位化之推
動，消弭用戶重大客訴或勸諭私接用戶轉為正常用戶
等，均會個案提供用戶優惠方案。由業務同仁於溝通
現場，依用戶申裝需求、客訴申訴範圍及強度差異，
甚而可能包括提供用戶免費體驗一段期間視訊服務
等。
7. 被處分人提供 105 年 7、8 月申裝預約單(專案和解書)
○份，前揭申裝預約單備註欄所載「B 案有線電視費
用已付訖至 106 年 6 月 30 日」之「B」係指優惠之意
(Benefit)，其具體優惠內容難一概而論。例如，申
裝預約單之中和街用戶於 105 年 3 月 30 日向被處分
人表明終止契約擬轉訂全國公司，因全國公司提供買
3 送 4(相當每月收視費用為○元)，當被處分人提供
買 3 送 3（相當每月收視費用為○元）
，來爭取客戶時，
客戶卻要求比照全國公司優惠，退還客戶每月溢繳○
多元之利益。經被處分人業務與客戶多次溝通，最後
同意客戶於 105 年 7 月與被處分人訂購有線電視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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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客戶之前多繳納約一年每月○多元之金額，用
以抵繳客戶之有線電視收視費用至 106 年 6 月底。且
陸續亦有客戶要求並主張優惠應回溯計算之前收視
費用應可抵充之後收視費用，否則即予退租，故被處
分人僅得依據個案情形給予優惠。
8. 自市場開放參進以來，有線電視市場競爭越趨白熱，
被處分人位於新莊區，即是此波激烈競爭中受影響最
為嚴重者。面對競爭對手以低價策略進入市場掠奪客
戶之行為，必須以適當之競爭策略以為因應，故為回
應客戶壓力所推出之促銷方案，在目的上係為「跟進」
競爭對手之訂價行為，在結果上則使當地之有線電視
服務競爭更加活絡，消費者得以獲得更多經濟上利
益。故被處分人只是單純針對有競爭對手進入的部分
用戶所做的反擊策略，並無構成公平交易法上掠奪之
疑慮，純粹是市場上事業的正當防衛措施。
9. 被處分人營業成本分為節目版權成本、訂戶安裝維修
成本、節目播映成本及其他成本等。其中節目版權成
本係事先與頻道商及頻道代理商洽談年度合約，並依
主管機關審查收視費率時之申報實際收視戶數為基
準來決定節目版權成本，故被處分人認為節目版權成
本可視為固定成本。至於訂戶安裝維修成本包括外包
人力支出、車輛油耗、耗材接頭等耗材支出，另 102
年起陸續提供訂戶裝設機上盒等相關數位化設備所
致生增加之成本亦為訂戶安裝維修成本。而節目播映
成本則包括折舊、水電、租金等支出。其他成本則包
括節目製作成本、第一類電信成本、器材銷售成本等。
10.匯流環境下，各式影音視訊服務皆可經由網際網路之
多樣網站或網路平台取代。根據「資訊工業策進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之「2015 上半年數位影視付費行為分
析」研究報告顯示，有 16.2%者將「轉移」第四台訂
閱預算至數位影視，故若將有線電視服務的產品市場
及網路服務的市場切割，或將可提供相類似內容之不
同技術平臺區別，將背離消費者進行消費抉擇時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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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於產品市場面向，被處分人經營區內可提
供網路服務者，計有：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
亞太電信、台灣之星、亞太固網、全國等多家公司所
提供之網路服務可部分替代被處分人之有線電視服
務，應於一定範圍內納歸相關市場；另有關視聽媒體
服務平臺提供之服務，例如：中華電信公司
MOD(Multimedia on Demand)、無線電視臺、各式 OTT
業者(如 YouTube、Netflix、愛奇藝)等，皆與被處分
人處於直接競爭關係。因此，相關產品市場為「多頻
道視訊服務提供者市場」
。而被處分人相關地理市場則
為「新北市」
。因此，本案相關市場為「新北市多頻道
視訊服務提供市場」
。105 年第 2 季新北市有線電視收
視戶共計 1,053,059 戶，加上中華電信公司 MOD 之
207,778 戶(OTT 欠缺統計資料)，新北市多頻道視訊服
務提供市場的用戶約有 1,260,837 戶，被處分人 105
年第 2 季共有 145,449 戶收視戶，僅占前揭市場用戶
比例約 11.53%，故被處分人並非獨占事業。復被處分
人 104 年度之總銷售金額僅為○億元，故被處分人獨
占事業之適格性自有未符。
(六) 另本會依被處分人提供之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計
算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簽約社區約有○處、簽約戶
數約有○戶。
理
由
一、 本案相關市場界定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一)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
(1)本案被處分人、競爭同業全國公司及新北市公司均
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向通傳會申請取得經營許可
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主要業務為以設置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據，供公眾
收視、聽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提供「傳播
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者，除有線
廣播電視外，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播衛星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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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網路視聽平臺及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如中
華電信公司 MOD)，均能承載語音、視訊、寬頻上
網等服務，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外辦理之
「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服務平臺替代性意
見調查」內容顯示，民眾以有線電視為主要收視管
道占 70.7%、無線數位電視占 12.7%、MOD 占 10.9%、
免費網路視聽平臺占 5.0%及付費網路視聽平臺占
0.7%(後二者即 OTT)。主要使用有線電視收看電視
節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多元性、頻道節目
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方式、頻道位置
等)，最近 1 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者僅 1.7%。另據
通傳會公布之「全國有線電視用戶數」及「中華電
信 MOD 用戶數」資料觀之，前者用戶數由 98 年第
1 季 490 萬 4,576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2 季 522 萬
4,462 戶，後者用戶數亦由 98 年第 1 季約 68.6 萬
戶成長至 105 年第 1 季 131 萬 593 戶，有線電視之
用戶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之增加而有用戶數
衰退之情事，亦可證二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
可認二者未有顯著替代性。從前述消費者於有線電
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臺間之轉換情形與用戶使用
行為發現，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臺等服務
互不為替代。
(2)另衡酌中華電信公司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
別以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公司
MOD 服務之營運模式是以固網加值服務的方式提供
電信傳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
劃頻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
自主權不同，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
道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
費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用，
並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
度迥異，顯示二者於法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
密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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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網路視聽平臺服
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服務
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頻道數
量、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
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
2. 地理市場：查被處分人向通傳會申請之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區「新北市新莊區」
，涵蓋範圍包括新北市
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及林口區；全國公司 104
年 5 月於新北市新莊區、三重區及板橋區開播，並於
105 年 6 月 13 日取得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經營
許可執照(第 2 期)，經營地區除前揭 3 行政區外，尚
涵蓋五股區、泰山區、汐止區、中和區、樹林區、鶯
歌區、三峽區、土城區及蘆洲區等 9 個行政區域；新
北市公司係於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泰山區、淡水
區、三重區及蘆洲區開播。前等 3 事業重疊且互相競
爭之區域或範圍為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
縱全國公司尚未正式於五股區及泰山區開播，然全國
公司業已取得於該 2 行政區之經營許可執照，故無礙
於該公司得隨時於五股區及泰山區提供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而前等區域之有線電視收視戶等交易相
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其所在區域提供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之事業。故應以「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及
泰山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3. 被處分人雖辯稱本案產品市場應擴及包括 MOD、OTT
等視訊服務之「多頻道視訊服務提供者市場」
，並引
據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之 2015 上半年數
位影視付費行為分析研究報告「16.2%者將轉移第四
台訂閱預算至數位影視」等語，基於前述理由，本案
仍應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為產品市場。此外，
本案被處分人簽訂系爭條款及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均
係針對「其他系統業者」提供之「有線電視服務」，
故被處分人於實施相關行為亦僅認「有線電視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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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要競爭對手，並就「有線電視服務」為從事競爭
之範圍，故被處分人事後辯稱相關產品市場應擴及
MOD、OTT 等視訊服務之「多頻道視訊服務提供者市
場」等語，尚不足採。
(二)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
市場為「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服務市場」
，市場參與者有被處分人、全國公司
及新北市公司。依前揭 3 家業者提供之訂戶數資料，
106 年 6 月被處分人在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訂戶數
為 125,352 戶、全國公司在新莊區訂戶數為 19,324 戶
(該公司於五股區、泰山區尚未開播，故訂戶數為 0)
及新北市公司在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訂戶數為 738
戶，以前揭訂戶數計算被處分人在新莊區、五股區及
泰山區之市場占有率為 86.20%、全國公司 13.29%、新
北市公司 0.51%。
二、 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場之占有率為 86.20%，雖達二分之
一，然被處分人 105 年度營業額為○元，未達本會公告獨
占事業總銷售金額 20 億元門檻，依公平交易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不列入獨占事業認定範圍，且考量有線電視已開
放新進及跨區經營，新進業者全國公司及新北市公司業於
104 年 5 月及 104 年 10 月參進市場參與競爭，被處分人市
場占有率於新進業者參進後已下降 13.80%，就本案相關市
場競爭情形觀之，亦難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事
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
除競爭之能力」有關獨占定義之構成要件，合先敘明。
三、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
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三、以低價利
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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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本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低價利誘，指事業以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該條立法理由謂判斷
是否低價利誘，原則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例外於個案
參酌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因素，亦可採用平均避免成本、
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標準認定之。至於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其他不正當方法」並不以與例示之「低
價利誘」具有共同特徵為限，凡事業「以不正當方法」從
事「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造成市場上
限制競爭之效果，即具有可非難性。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立法理由表示，就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事業從事不當
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雖未構成掠奪性訂價，
但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予以明文規定，以維市場
競爭秩序。至於低價利誘、不正當方法是否有限制競爭之
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
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
判斷。另「有限制競爭之虞」並不以實際已生限制競爭結
果為限，而以客觀上有限制競爭之危險可能性為已足。
四、 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起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核屬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以低價利誘阻礙競爭者參與或
從事競爭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
(一)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
基本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僅
須單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象著
眼點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倘既有業者憑
恃其市場優勢地位實施具低價利誘性質甚或免費收視
之促銷優惠方案，一經締約即可取得約定期間內單獨供
應用戶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新進業者倘欲與其競
爭，勢必須以更低廉價格爭取用戶，惟新進業者營運初
期尚須負擔高額基礎建設成本及頻道授權費用，恐難長
期比照以低於成本之收視費用提供服務，甚或提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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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視方案，是倘具有市場優勢地位之既有業者實施具低
價利誘性質甚或免費之促銷優惠方案，將阻礙新進業者
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機會。
（二)查被處分人提供○份之 105 年 7、8 月「申裝預約單(專
案戶和解書)」
，其費用項目欄以一個大「Ｘ」全部刪去
(或於費用合計欄位寫 0 元)，備註欄載有「B 案有線電
視費用已付訖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即表彰用戶於 105
年 7 月至 106 年 6 月 30 日約 1 年之期間 0 元收視有線
電視服務。雖被處分人表示，部分客戶另有申裝寬頻上
網，故不一定是免費收視等語，惟查前揭「申裝預約單
(專案戶和解書)」有○份背面印有「數位視訊暨寬頻服
務申請書」(下稱視訊暨寬頻申請書)，表示用戶係同時
申裝有線電視及寬頻服務，該○戶用戶申裝之寬頻服務
除○戶申裝 60M(下行速率，下同)/20M(上行速率，下同)
外，其餘皆申裝 120M/30M，經計算被處分人向渠等收取
每月約○元至○元之(連線)費用，再依被處分人網站及
所提供之資料顯示，120M/30M 及 60M/20M 寬頻服務公告
之價格(牌價)分別為每月為○元及○元，被處分人實際
向寬頻用戶收取約牌價之一半費用，以 60M/20M 為例，
經計算被處分人每月僅向用戶收取約○元之(連線)費
用。故可知前揭同時申裝有線電視及寬頻服務之○戶用
戶所支付之費用係為申裝寬頻服務所生之費用，並未含
括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服務之費用，是被處分人針對前等
○戶用戶，就所提供之「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服務仍為
1 年收費 0 元。此外，前揭○戶用戶付費使用寬頻期間
僅約數個月(約 1 至 3 個月)，而依渠等同時簽訂之申裝
預約單(專案戶和解書)所示，有線電視可收視約 1 年(例
如前揭 105 年 7 月之申裝預約單其備註欄註明：B 案
「106.06.30 前之費用已付迄」)，2 者服務期限不同，
更足證被處分人該項收費係屬寬頻服務費用，則有線電
視服務之費用仍為 0 元。故本案被處分人是否涉有低價
利誘行為，仍應以該公司與此○戶簽訂「申裝預約單(專
案戶和解書)」部分論處。
491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三)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係以低於成本，顯不相當之價
格，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1.依一般經濟學原理，所謂變動成本係指隨產量變動而
變動之成本，而有線電視業者之變動成本即為隨訂戶
數變動而變動之成本。依被處分人 95 年至 105 年財務
報表資料及通傳會公告訂戶數資料，11 年來被處分人
之 「 節 目 版 權成 本 」 與 「 訂戶 數 」 之 相 關係 數 為
0.9485，由前揭數據資料可知，被處分人「節目版權
成本」與「訂戶數」具有高度正相關。被處分人亦自
承「節目版權成本」係依實際收視戶計算，且查 103
年起頻道代理商為因應通傳會有線電視分組付費政
策，對各有線電視業者收取之頻道授權費用及其銷售
辦法係以「基本頻道」作為洽談標的，並以「簽約戶
數」為計價基礎，105 年頻道代理商對各有線電視業
者提出之基本頻道銷售辦法，亦以「每月每戶單價」
報價，並以「訂戶數」為簽約計價基礎，又雙方所簽
訂之頻道授權契約之授權條件及內容須每年重新協商
洽簽，每年雙方所議定之頻道授權費用亦因「訂戶數」
之變動而有所調整，故被處分人之「節目版權成本」
屬變動成本，殆無疑義。至於「訂戶安裝維修成本」，
被處分人表示，此項成本為被處分人之變動成本，包
含外包人力支出、車輛油耗、耗材接頭等耗材支出，
且為因應政府數位化政策，於 102 年起陸續提供訂戶
裝設機上盒，致生訂戶安裝維修成本增加，故亦隨訂
戶數變動而調整，得認屬其變動成本。經計算被處分
人 105 年平均每戶每月「節目版權成本」及「訂戶安
裝維修成本」併計之平均變動成本約為○元。
2.復依被處分人所提供 105 年 7、8 月申裝預約單(專案
和解書)，其上費用項目欄以一個大「Ｘ」全部刪去(或
於費用合計欄位寫 0 元)，備註欄載有「B 案有線電視
費用已付訖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被處分人表示，申
裝預約單(專案和解書)備註欄所載「B 案有線電視費
用已付訖至 106 年 6 月 30 日」之「B」係指優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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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且被處分人亦自承授權業務人員於訪查客
戶或潛在客戶時，依用戶申裝需求、客訴申訴範圍及
強度差異，提供優惠方案，甚而可能包括提供用戶免
費體驗一段期間視訊服務等，故而前等事證足認被處
分人於 105 年 7 月起確有實施系爭優惠方案(期間約 1
年)之情形，且已明顯低於被處分人 105 年每戶每月平
均變動成本○元，顯見其係以低於平均變動成本之免
費方案，藉以利誘及影響有線電視收視戶對交易對象
之正常選擇，應堪認定。
3.次查被處分人 105 年經核定之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收視
費率為每月每戶 500 元，月繳 500 元、季繳 1,500 元、
半年繳 2,980 元及年繳 5,960 元，另查全國公司開播
以來僅曾推出收視費每月平均○元至○元之優惠方
案。故被處分人給予前揭申裝預約單(專案和解書)用
戶 0 元免費收視 1 年之優惠，無論與其過去(新進業者
未參進時)對一般訂戶之收費價格，或與競爭者全國公
司之收費情形相較，依照市場之商業通念，抑或有線
電視之一般消費通念以觀，皆係為顯不相當之價格。
至於新北市公司未採購主流頻道，其節目內容與前等
業者尚有差異，節目版權等成本結構與其他有線電視
業者亦不相同，爰尚難逕與前等業者之優惠費率加以
比較。
(四)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意圖及目的，乃在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被處分人自承，長期以來收視
費用係以地方主管機關審議之上限價格收費，惟因市場
開放新進或跨區業者參進，面對競爭對手(尤其為全國
公司)以低價策略進入市場競爭，故以相關促銷方案以
為因應。且查被處分人對於其既有訂戶並未提供系爭優
惠方案，亦未對外公開促銷或宣傳系爭優惠方案，則系
爭優惠方案顯非一般為爭取交易機會所為之正常商業
行為，爰得認其僅針對特定業者(即新進業者全國公司)
之訂戶提供系爭優惠方案，其動機顯係為阻礙或排除新
進業者，已具有限制市場競爭機能之非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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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已生阻礙競爭者參與
或從事競爭之效果：經勾稽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之○
名用戶名單與全國公司 105 年 7 至 8 月拆機名單，有○
名用戶名稱一致，可證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已影響交
易相對人對有線電視服務提供者之正常決定，而使得新
進業者蒙受流失客戶及退租退費之損害。因此就市場競
爭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效果而言，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
對競爭者產生阻礙競爭之效果。
(六)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
理由如下：
1.對競爭事業之影響：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
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有率為 86.20％，業具有相當市
場力量，鑒於前揭有線電視服務特性，有線電視業者
爭取交易機會，客源不外乎「開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
視新客戶」及「爭取其他競爭同業之收視舊客戶」，
而本案系爭優惠方案招徠對象即屬後者。新進業者參
進市場初期，除須面臨開發新客戶不易之現況，尚須
負擔高額網路佈建成本及頻道授權費用，本即處於相
對不利之競爭地位，其競爭對手被處分人再以低於成
本且顯不相當之價格從事競爭，將形成對新進業者之
競爭屏障，而對相關市場之效能競爭產生不利影響，
最終恐致新進業者退出相關市場。是以，被處分人實
施系爭優惠方案，實際上已對競爭者產生阻礙競爭之
效果，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難謂不顯著。
2.復查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前之市場
占有率，因新進業者全國公司、新北市公司參進市場
而下降，然對照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起實施系爭優惠
方案後，其市場占有率之降幅已有減緩趨勢，反觀新
進業者全國公司同期市場占有率之增幅亦呈現趨緩現
象，故尚難認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對本案相關
市場之競爭程度不具影響力。
3.對消費者之影響：考量有線電視業者之設立係特許性
質，所提供之服務均受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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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之高度管制，故其在設立、所
提供之有線電視視訊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有法令限制
情況下，待現有新進業者因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而
退出相關市場，一時亦難有後繼之競爭者參進，將剝
奪消費者未來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及多元方案之選
擇權。且被處分人在無其他新進競爭者的情況下，極
有可能恢復原本之收視費用，抑或縮減、不再提供先
前所提供之優惠措施，如此終將損及系爭相關市場之
競爭及整體消費者利益，此自新北市新莊區、五股區
以及泰山區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市場長期為被處
分人把持，被處分人於經營區開放前均依(或接近於)
公告費率上限收費，僅有半年繳優惠繳費總額○元、
年繳優惠繳費總額○元，甚少給予收視戶優惠乙事，
可見一斑。
4.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對本案相關市場之
正常競爭及消費者利益顯有負面影響，而有限制競爭
之虞。
(七)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
特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系爭優惠方案實施情況
對市場競爭之影響，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起實施系爭優
惠方案，核屬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八)至於被處分人辯稱因市場開放新進或跨區業者參進，面
對競爭對手(全國公司)以低價策略進入市場競爭，其以
促銷方案以為因應，目的上係為跟進競爭對手之訂價行
為所做的反擊策略，並無構成公平交易法低價利誘之疑
慮等語，惟查新進業者營運初期市場占有率極低，於本
案相關市場尚不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如全國公司，104
年 5 月開播至 106 年 6 月 2 年之期間，市場占有率約
13.29%)，參進市場初期以提供較優惠價格吸引新客戶
使用其服務之促銷行為，其目的非在透過低價排除競
爭，而是藉此得以順利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實無減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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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競爭之機能。且查本案新進業者全國公司於開播後雖
陸續提供較優惠之促銷價格(約每月○元至○元，原價
為 450 元)，惟全國公司表示並無 0 元促銷之情事，且
被處分人亦未提出全國公司實施 0 元促銷之具體事證，
則被處分人以「0 元」之系爭優惠方案競爭，該價格明
顯低於競爭對手之促銷價格及其自身之平均變動成
本，爰得認其所稱係為跟進競爭對手訂價行為所為之反
擊，係屬辯詞，實不足採。
五、 被處分人於 104 年 5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有線電視
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特別條款及契約書第 21 條(即版本 1 及
版本 2，獨家經營權條款)，亦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且有限制競爭之虞：
(一)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具同質性高等相關特性已如前
述，是有線電視業者無論係與個別用戶或管委會簽訂相
關服務契約，即取得單獨供應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
會，惟倘具一定市場力量之有線電視業者無正當理由於
契約內搭配獨家經營權性質之條款，並輔以違約之效果
約束締約對象，即等同剝奪競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
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機會。
(二)查被處分人有線電視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特別條款(版本
1)內容略謂：「1.因乙方(即被處分人)以優惠價格提供
甲方有線電視相關服務，於甲乙雙方議定有效合約期間
內，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及維護訊號傳輸品質，甲方應
保障乙方在合約期間內為唯一有線電視經營業者，並不
得另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甲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
關服務，否則乙方有權取消雙方協議之相關費用優惠，
並自甲方違約時起社區需補回每戶每月優惠期間之優
惠金額。2.優惠期間內甲方需保證如有其他業者接觸
時，乙方得享優先議價權。」以及契約書第 21 條(版本
2)內容略以「因乙方(即被處分人)以優惠價格提供甲方
有線電視相關服務，於甲乙雙方議定有效合約期間內，
為顧及管線間之通暢及維護訊號傳輸品質，甲方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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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在甲方社區為唯一有線電視業者享有獨立經營權
與暗管使用權。甲方除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外，不得另
與其他系統業者協議於甲方社區提供有線電視相關服
務，否則視同違約；乙方有權取消雙方協議之相關費用
優惠，並自甲方違約時起以一般戶之收費標準向甲方社
區收取每戶每月優惠期間之優惠金額」(按前揭 2 版本
即為獨家經營權條款)。
(三)由版本 1 及版本 2 之系爭條款內容觀之，簽約社區住戶
雖可享有以較低廉收視價格收視被處分人有線電視服
務之權利，惟除經被處分人事先同意，該社區住戶在獨
家經營權條款約束下同時亦喪失於合約期間內(1 年或 2
年)自由選擇收視別家有線電視業者服務之機會。倘社
區執意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線提供視訊服務，被處分
人除可據前揭優惠協議書或契約書條款主張該社區違
約及有權取消優惠外，並得向社區收取每戶每月優惠期
間之優惠金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據部分社區管委會
(如金碧瑤社區、豪門福星第三期社區、合康百儷社區
等)表示，系爭條款乃為被處分人所擬之制式條款，渠
等僅能接受條款內容，並表示因礙於系爭條款之約定，
為避免麻煩，不會另洽其他有線電視業者提供服務，亦
不會與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簽約(豪門福星第三期社
區)。故而系爭條款確已使得競爭者喪失爭取交易機
會，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效果。
(四)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之意圖
及目的，乃在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查被處分
人約於 104 年 5 月起陸續與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優
惠協議書及契約書，於此之際，適逢新進業者全國公司
於 104 年 5 月 6 日開播(新北市公司則於 104 年 10 月 31
日開播)。此外，被處分人亦表示，103 年以前經營區域
並無其他業者，不會發生其他業者進線後導致管線空間
不足等問題，故並無與社區約定需保障被處分人在社區
之經營權與暗管使用權等條款。由此可知，被處分人因
預知競爭對手將進入市場參與競爭，爰於渠等進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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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與相關公寓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
約書，顯見被處分人係針對新進業者進入市場之阻卻行
為。
(五)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經查
豪門福星第三期管委會表示，因礙於系爭優惠協議書及
契約書條款約定，不會另洽其他業者提供有線電視服
務；合康百儷社區管委會表示，該社區管線空間約可提
供 2 家有線電視業者及其他網路設備之管線裝設，且不
影響管線間之通暢度及訊號傳輸品質，然因礙於前揭條
款之約定，倘其他業者提供更優惠方案，管委會須先徵
詢被處分人同意，他家業者始得進線，均可證案關管委
會業因簽訂相關契約而已致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無法提
供服務之情形，一旦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無法進線該社
區，更遑論與住戶有接洽締約提供服務之機會。故系爭
獨家經營權條款已拘束公寓大廈管委會及其住戶，並阻
礙新進業者爭取交易相對人。
(六)被處分人所述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係為顧及管道間通暢
及訊號傳輸品質，欠缺營運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
1.各社區管道間或弱電箱大小不一，不必然空間不足。
本會實地勘查被處分人經營區域之捷運首席、歡喜親
家等社區發現，即便以暗管方式鋪設，仍有容納 2 家
有線電視業者安裝相關設備於弱電箱之實例。另管道
間本存有其他管線，縱被處分人以獨家經營權條款約
束社區管委會，由於弱電箱內通常除設有線電視纜線
外，另設有電信、社區共同天線、監視器等線路，亦
無法達其所欲管道間通暢之目的。故被處分人簽訂獨
家經營權條款所持為顧及管道間通暢之理由顯不具合
理正當性，且訂立該條款之目的與所欲達成管道間通
暢未有必要合理之關連。
2.鑒於有線電視訊號穩定度對於傳輸品質之重要性，通
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工程技術管理辦法」
，要求
有線電視業者每年自行辦理 2 次巡查，並將資料送通
傳會備查。倘因訊號洩漏而導致消費者權益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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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可由通傳會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3 條命業者限期
改正或其他必要措施。故各業者本應自行巡查，確保
訊號無洩漏情狀。況本會實地勘查發現，有線電視管
線垂直拉至各層樓後，只須將建商建置之住戶水平管
線接上有線電視業者拉設至各層樓管道間之垂直管
線，即可收視，換言之，住戶線路係與所欲收視之有
線電視業者線路相連接，並無線路共用導致訊號干擾
之情事。且纜線是否破損或接頭是否鬆脫，與其他有
線電視業者是否進線至社區無必然關聯，即便僅單一
有線電視業者進線，亦無法保證在風吹日曬或久未維
護情形下，不會發生此等纜線破損或接頭鬆脫情形，
故難認被處分人於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
權條款之手段，與所欲達成維護訊號品質目的間具有
必要合理之關聯。況縱發生訊號洩漏干擾之情況，亦
係應由主管機關命相關業者改善，而非由業者片面以
契約條款排除其他業者進線。
(七)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
1.對競爭事業之影響：系爭契約附隨之違約金條款對欲
爭取締約管委會之競爭者而言，締約管委會如欲轉換
有線電視業者收視，除考量競爭者之價格等交易條件
是否較為優惠外，因有違約金條款，該等違約金額勢
必成為締約管委會要求競爭者須予以承擔之支出，而
競爭者所須負擔締約管委會之轉換成本，除提供比被
處分人更為低廉之收視費用優惠外，尚須代償前揭條
款所稱之懲罰性違約金或遷移費用，始能成功爭取案
關締約管委會，該違約條款無疑形同墊高新進競爭者
經營成本，同時亦降低其價格競爭之能力。況新北市
新莊區、五股區及泰山區屬人口稠密之地區，且多為
公寓大廈等集合式住宅及社區，被處分人與單一公寓
大廈管委會簽訂系爭條款之契約，即可拘束社區所有
住戶轉換其他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自由及排除其
他競爭同業之競爭，倘該行為不加以遏止，被處分人
將透過與更多公寓大廈管委會締結系爭條款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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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更多住戶轉換交易相對人，則競爭對手遭致之排
擠效果將更趨嚴重，故被處分人系爭行為對本案相關
市場已有限制競爭之虞。
2.對消費者之影響：被處分人綁約對象除締約管委會
外，亦拘束管委會所代表之全體住戶，形同對全體住
戶有綁約及違約金條款之約定，同時損及部分不欲與
被處分人交易或有意轉換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之住
戶即消費者利益。另案關消費者原可自新進業者參進
市場初期與既有業者競爭之際取得若干利益，如低廉
收視費用、較高收視品質等，然被處分人卻以系爭不
正當方法阻礙新進業者參進，倘未及時遏止系爭違法
行為，恐終致新進業者遭逐出相關市場，而減損整體
消費者之利益。
(八)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
特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所持之理由不具營運上
之必要性及合理正當性、墊高競爭者經營成本及對市場
競爭之影響，被處分人 104 年 5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委會
簽訂有線電視優惠協議書第 5 條特別條款及契約書第 21
條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核屬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
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九)至於被處分人就簽訂系爭獨家經營權條款所提抗辯事
由，尚無可採，理由如下：
1.被處分人辯稱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因締約之對象
係社區管委會而非個別用戶，用戶並未受該等約定之
拘束，無生損及消費者權益或限制競爭，惟查：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
管委會。設置管線倘必須使用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
時，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應經管委會之
同意後為之，可認對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管線設置
具有決定權限者為管委會而非個別住戶。於此情形，
倘有線電視業者與管委會間簽署僅能由該業者獨家經
營之合約，則可預期其他有線電視業者事實上已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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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線至該簽約社區，一旦其他有線電視業者無法進線
該社區，更遑論與住戶有接洽締約之機會，此可證本
案檢舉人之說詞，因此被處分人辯稱系爭優惠協議書
及契約書無生損及消費者權益或限制競爭等語，並不
可採。
2.被處分人復辯稱與被處分人簽有優惠協定之社區大
樓，全國公司已進線者有 11 處社區，該等契約條款並
無拘束交易相對人選擇交易對象之自由，惟查：被處
分人提供予本會之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僅有 8
處社區，其餘 3 處社區則未提供合約予本會，且查前
揭 8 處社區中有半數係於合約到期方有其他業者進線
之情形(例如豪門福星第三期、現代巴黎、天下一家及
捷運首席等 4 處社區即為合約到期全國公司方為進
線)。且本會於調查過程中亦有部分社區管委會表示，
因礙於系爭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條款約定，不會另洽
其他業者提供有線電視服務(豪門福星第三期)，故縱
有其他業者一同進線情形，仍屬少數社區，並無礙於
系爭條款對於簽約交易相對人所產生之拘束及對案關
市場所生之反競爭效果，是被處分人之辯稱尚不足採。
3.另被處分人復辯稱，系爭優惠協議書或契約書條款中
所謂「自甲方(即社區管委會)違約時起以一般戶之標
準費用向甲方社區收取每戶每月優惠期間之優惠金
額」或「自甲方違約時起社區需補回每戶每月優惠期
間之優惠金額」等尚非違約金條款，且實際上亦無執
行之可能，惟查：系爭違約金條款，係建構在被處分
人要求社區管委會不得讓其他有線電視業者進線，爰
提供費用優惠以為對價，故倘管委會違約讓其他有線
電視業者進線，則社區需補回每戶每月優惠期間之優
惠金額，而前揭需補回之金額實際上已具有懲罰性違
約金之性質。且查豪門福星第三期管委會亦表示，因
系爭條款之約定，不會另洽其他業者提供有線電視服
務，因此可證系爭條款確已實質產生拘束力，縱被處
分人辯稱系爭條款無執行之可能，惟此乃二事且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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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卻其違法行為。此外，縱被處分人表示擬以預擬調
整後之條款(包括刪除獨家經營權條款及懲罰性違約
金條款)與社區洽談契約或續約，並請本會對此條款予
以指正，仍無礙於被處分人前揭違法行為之構成。
六、 綜上，被處分人於 105 年 7 月起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以及
於 104 年 5 月起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有線電視優惠
協議書第 5 條特別條款及契約書第 21 條約定獨家經營權
條款，核屬以低價利誘及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
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經衡酌被處分人已停止使用系爭獨家經營
權條款之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並陳報刪除相關條款之調
整後契約版本，爰僅令被處分人應立即停止前揭以低價利
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違法行為。至於罰鍰
部分，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意圖、目的、實施系
爭優惠方案及簽訂獨家經營權條款等行為不法性及持續
期間、營業額、訂戶數、受影響之簽約戶數、初次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及配合調查態度等因素，爰依同法
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就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
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違法行為處新臺幣 90 萬元
罰鍰，另就被處分人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簽訂有線電視
優惠協議書及契約書約定獨家經營權條款，阻礙競爭者參
與或從事競爭之違法行為處新臺幣 160 萬元罰鍰，總計處
新臺幣 25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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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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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3 號
被處分人：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6974228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 2 段 207 號 5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實施「第四台回娘家優惠方案—0 元看一年」，核
屬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
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全國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國數位公司、
檢舉人）來函檢舉，略以：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處分人）105 年 7 月起以寄發內容為「您好：這邊是
大豐有線電視-大大寬頻…我們現在有一個整年 0 元，完全
免費收視收看第四台回娘家優惠方案…」之簡訊，以及對
話內容為「…現在就是我們針對轉到全國的用戶，只要你
以前是大豐轉去全國的，我們就幫你開通第四台的訊號，
也就是我們提供給你第四台直接送你一年免費…」之電話
等方式，針對曾使用被處分人有線電視服務嗣轉而使用全
國數位公司有線電視服務之板橋區用戶，推出「第四台回
娘家優惠方案-0 元看一年」
（下稱系爭優惠方案）
，以低於
成本之掠奪性定價方式，誘使全國數位公司客戶轉換交易
對象，改與被處分人締約，且系爭優惠方案與收視戶契約
期間長達 1 年，將發生迅速掠奪全國數位公司客戶之效
果，期間必將影響其交易機會及嚴重阻礙其參進市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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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迫其退出市場以獲取長期超額利潤，穩固被處分人於新
北市板橋區有線電視市場業者之既有優勢地位。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全國數位公司提供相關事證、陳述書並到會說明，
略以：
1. 被處分人確實僅針對全國數位公司訂戶實行系爭優
惠方案，據悉未對同經營區即新北市板橋區之競爭同
業數位天空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數位天空公司）
實行，對其既有訂戶亦無實行系爭優惠方案。然因被
處分人對全國數位公司訂戶實行系爭優惠方案之其
他相關事證尚難取得，僅以署名大大寬頻（為被處分
人關係企業）之 4 紙系爭優惠方案收據及前揭收據所
載地址之客戶之全國數位公司服務裝機單，其中 3 名
客戶已向全國數位公司辦理退機之退費申請表佐證。
2. 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至 8 月間推出系爭優惠方案，致
全國數位公司 105 年 7 月、8 月退機戶數達○戶，而
受有總計新臺幣（下同）○萬餘元之退費損害，另提
供全國數位公司 105 年 7 月至 9 月退機名單供參。
3. 一般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下稱有線電視業者）營業
成本結構可分為訂戶安裝維修成本、節目版權成本、
節目播映成本、節目製作成本、折舊費用及其他。其
中節目版權成本，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規定，係依
實際訂戶數計算成本，隨訂戶數之增加，版權費隨之
增加，故業界將此視為變動成本，可用平均訂戶數去
除，求得平均每戶每月版權費成本，即為平均變動成
本，而被處分人 103 年度、104 年度因財報適用 IFRS
（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其財報表達方式未細分
節目版權成本、節目播映成本、節目製作成本，而將
之併為節目版權成本。
4. 全國數位公司計算被處分人 102 年至 104 年度平均每
戶每月版權成本（即平均變動成本）分別約○元、○
元及○元，104 年度係因被處分人跨區經營後，在該
等跨區經營之營業區係以行政戶數 15%計費，故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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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度平均每戶每月版權成本，而前揭版權成本包含
全部頻道商及頻道代理商之版權成本。
5. 全國數位公司 104 年開播迄今，除有推出限時優惠方
案期間，原則均依新北市政府頻道分類審定費率之
「基本普及組」收費，每月為 450 元。前曾於 104 年
8 月至 12 月推出買 6 個月看 7 個月，平均每月○元之
優惠方案，另於 105 年 1 月至 8 月 15 日因應同業推
出買 3 送 3 優惠方案，亦推出針對首裝客戶買 3 送 3
之促銷方案，平均每月○元，並無採取低於平均變動
成本之不公平競爭方式參進市場。
(二) 函請被處分人提供相關事證、陳述書並到會說明，略以：
1. 系爭優惠方案係被處分人就 104 年 5 月至 105 年 6 月
間之「拆機客戶名單」
，自 105 年 6 月 20 日起試辦實
施，復於 105 年 7 月起每月 10 日抽籤○名拆機客戶，
預計執行至 105 年 12 月，由被處分人電銷組人員電
洽通知中獎之拆機客戶，可享免費收視 1 年被處分人
有線電視之權利，並同時推廣寬頻網路服務（需收
費）
。系爭優惠方案 105 年 7 月成交率約 2 成，嗣因
開放中獎之拆機客戶可指定其他舊拆機訂戶遞補，故
105 年 8 月後成交率上升至 8 成，目前取得系爭優惠
方案客戶數約 1,000 餘戶。中獎之拆機客戶主要為被
處分人既有經營區之板橋區、土城區之拆機客戶，至
於新經營區如中和區、永和區、樹林區、三峽區及鶯
歌區，因客戶甫裝機，尚無拆機情形。
2. 檢舉人提供簡訊內容所載業務員為被處分人員工，此
類簡訊係因要求電銷組人員每月系爭優惠方案成交
率，例如每人要求打 10 通電話，至少須成功拉回 5、
6 名客戶。因業績壓力，故電銷組人員於電洽系爭優
惠方案中籤客戶未果時，即可能寄發此類簡訊予該客
戶，而簡訊發送對象及其電話號碼則由前述「拆機客
戶名單」取得。
3. 中獎客戶裝機完成後，因係抽獎贈送而無收費收據，
惟如客戶要求時，則提供可收視到期時間證明之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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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客戶留存，又「裝機工單（服務裝機單或申裝書）」
由客戶簽名後，存根聯由工程單位繳回公司留存，例
如申裝書中所載之「CATV_視訊收入」每期金額 1,500
元，收費金額則為 0 元，而另有客戶因安裝寬頻服務，
故申裝書載有「26M/26M_寬頻連線費」
每期金額 1,200
元，收費金額 1,200 元。
4. 檢舉人提供署名大大寬頻之 4 紙系爭優惠方案收據，
為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推廣系爭優惠方案所簽發，因
起初認為提供免費收視 1 年，即 105 年 7 月某日與系
爭優惠方案中獎之拆機客戶談妥約裝後，則提供至翌
(106)年 6 月底之免費有線電視服務，此即系爭收據所
載「有線電視收視費用已結清至 106 年 6 月 30 日止」
意涵，惟因嗣有客戶反映應提供完整 1 年之免費有線
電視服務，故 105 年 8 月推廣系爭優惠方案時，如客
戶於 105 年 8 月接受系爭優惠方案，則可免費收視至
106 年 8 月底。提供系爭收據所載地址之收視戶取得
系爭優惠方案之申裝書及 105 年 7 月至 10 月間取得
系爭優惠方案之收視戶之申裝書數份供參。
5. 節目版權成本、節目製作成本即為與頻道代理商洽談
成交之節目版權費用，係以固定訂戶數為基礎計算，
不因節目版權購買期間訂戶數之變動而增減，故認此
二成本項目為固定成本。又有線電視業者係屬資本密
集產業，除節目製作及頻道版權購置成本外，建置初
期投入骨幹網路建設亦需投入大量資金，另為配合主
管機關數位化政策，被處分人建置高畫質數位機房並
推出高畫質 HD 數位機上盒，於 104 年度已 100%數位
化，因此固定成本佔整體營業成本比重極高，伴隨用
戶數之變動成本主係安裝機上盒之相關成本。
6. 系爭優惠方案按公平交易法第 23 條及事業提供贈品
贈獎額度辦法第 3 條規定，依法不屬贈品、贈獎之適
用範圍，應屬不以交易為要件之促銷行為，或服務本
身之價格折扣促銷行為，故不受第 4 條第 1 項贈品價
值上限二分之一之限制。退步言，縱屬贈獎（抽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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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所無償提供之服務），亦未超過第 5 條第 3 項贈獎
總額及第 6 條最大獎項金額之上限。
7. 系爭優惠方案從舊有拆機客戶中以抽獎方式限量辦
理，並無針對特定競爭業者實施之意圖。本次拆機回
娘家方案之客戶族群，統計當時拆機原因以及各該原
因之戶數占取得系爭優惠方案總客戶數 1,085 戶之比
例，涵蓋轉去「收看無線電視（共 9 戶，1%）
」、「收
看中華 MOD（共 8 戶， 1%）
」、
「收看全國有線電視
（共 397 戶， 37%）
」、
「收看數位天空有線電視（共
257 戶， 24%）
」，更多是屬於客戶表明「已搬家（共
36 戶， 3%）」或「無收視需求（共 56 戶， 5%）」等。
8. 被處分人為獨立系統業者，在新北市積極投入大量成
本建置數位光纖網路以提升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而同
時兼具既有及跨區經營業者身分，與其他既有業者單
純寡占地位不同。然今（105）年在面臨數位天空、
全國等新進業者競相推出超低特價促銷，而同時中華
MOD、網路電視 IPTV 如 Netflix、愛奇藝等紛紛祭出免
費收視方案搶客，造成用戶收視習慣改變，拆第四台
轉去收看 OTT 網路電視、手機 APP 等熱門新聞綜藝節
目線上免費直播。被處分人在既有經營區客戶數迄今
明顯流失近 2 萬戶，而擴增經營區訂戶數卻未能突破
行政戶數 15％之 MG 門檻，更遑論實際收益，腹背受
敵情況下不得已被迫跟進採取系爭促銷策略防禦。
9. 系爭優惠方案之消息絕不樂見對外流露至非中籤拆
機客戶，檢舉人提供被處分人業務員發出之手機簡
訊，經查係少數業務員個人行為，目的僅為通知未接
電話之中獎客戶，提醒客戶注意領獎訊息，尚無大量
或針對不特定對象致有散佈廣告之情事，會約束電銷
組人員不可再為。且如非屬中獎之舊拆機客戶，縱經
轉寄而收受系爭簡訊者，亦無法參與優惠專案，當不
致造成無限制數量之客戶轉與被處分人交易。因受調
查之故，為避免後續衍生爭議，決定自 105 年 11 月
11 日起主動停止實施系爭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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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由
一、 本案相關市場及被處分人市場占有率：
(一) 相關市場界定：
1. 產品市場：
(1) 被處分人、台灣數位寬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灣數位寬頻公司）、全國數位公司及數位
天空公司均係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向通傳會申請取
得經營許可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主要業務
為以設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播送影像、聲音或數
據，供公眾收視、聽或接取之服務。雖目前國內可
提供「傳播影像、聲音供公眾直接視、聽」之服務
者，除有線廣播電視外，尚包括無線廣播電視、直
播衛星廣播電視、網路視聽平臺及多媒體內容傳輸
平臺（如中華電信 MOD）
，均能承載語音、視訊、
寬頻上網等服務。惟參酌本會 105 年 11 月 28 日委
外辦理「有線電視與 MOD 等視聽媒體服務平台替
代性意見調查」 內容顯示，民眾以有線電視為主
要收視管道占 70.7%、無線數位電視占 12.7%、
MOD 占 10.9%、免費網路視聽平台占 5.0%及付費
網路視聽平台占 0.7%（後二者即 OTT）
。主要使用
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者，重視頻道節目內容選擇
多元性、頻道節目符合需求及收視習慣（包含操作
方式、頻道位置等），最近一年改變主要收視管道
者比例僅 1.7%。另據通傳會公布之「有線電視（播
送）系統全國總訂戶數統計表」及「中華電信 MOD
累計用戶數」觀之，前者訂戶數由 101 年第 1 季
504 萬 1,259 戶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522 萬 4,462
戶，後者用戶數亦由 101 年第 1 季 110 萬 6,070 戶
成長至 106 年第 1 季 133 萬 8,071 戶，有線電視訂
戶並未因中華電信 MOD 用戶增加而有訂戶數衰退
之情事，亦可證二者之增減未必有關連性，爰可認
二者未有顯著替代性。從前述消費者於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間轉換情形與用戶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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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線電視與 MOD、網路視聽平台等服務互
不為替代。
(2) 另衡酌中華電信 MOD 與有線電視目前仍係分別以
電信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管制，中華電信 MOD 服
務之營運模式係以固網加值服務方式提供電信傳
輸平台，非頻道節目內容提供者，亦不得規劃頻
道，與有線電視業者對於編排頻道位置有相當自主
權不同，且 MOD 收視費用包含平臺服務費及頻道
節目內容、隨選視訊內容、應用內容等各項服務費
用，而有線電視收視費用主要為視訊服務費用，並
無平臺服務費，二者收視費用結構及費率管制密度
迥異，顯示二者於法令管制與供給面應尚不具緊密
替代性。
(3) 經審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與網路視聽平臺服
務、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無線廣播電視服務
及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間，渠等所提供之頻道數
量、頻道內容、法令管制、收視戶替代關係等因素，
現階段尚缺乏顯著之替代性，是以本案應以「有線
廣播電視服務」為產品市場。
2. 地理市場：查被處分人及台灣數位寬頻公司向通傳會
申請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區「新北市板橋區」，
涵蓋範圍包括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而新進業者全
國數位公司係 104 年 5 月於新北市板橋區、三重區及
新莊區開播，並於 105 年 6 月 13 日取得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經營許可執照（第 2 期）
，可經營區域
除前揭 3 行政區外，尚涵蓋土城區、中和區、樹林區、
三峽區、鶯歌區、蘆洲區、五股區、汐止區及泰山區；
數位天空公司係於新北市板橋區、土城區及中和區開
播。由於前等事業重疊且相互競爭之區域或範圍為新
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縱全國數位公司尚未正式於土
城區開播，惟全國數位公司業取得該行政區之經營許
可執照，故無礙於該業者得隨時於土城區提供有線廣
播電視服務；而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之有線電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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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戶等交易相對人亦僅能選擇訂閱收視其所在區域
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故應以「新北市板橋
區及土城區」構成本案地理市場。
(二) 市場占有率：按前述市場範圍之界定，本案所涉相關市
場為「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務
市場。經查被處分人於通傳會原劃分有線電視經營區內
（即新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之其他經營者僅台灣數位
寬頻公司）
，全國數位公司及數位天空公司則分別於 104
年 5 月、104 年 11 月開播。依通傳會公布之「106 年第
1 季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依經營區）」統計資料及案關
業者提供各行政區訂戶數資料，截至 106 年 3 月被處分
人、台灣數位寬頻公司、全國數位公司（該公司於土城
區尚未開播，故該區訂戶數為 0）及數位天空公司在新
北市板橋區及土城區分別為 78,313 戶、85,834 戶、24,308
戶及 40,299 戶，則其等市場占有率分別約為 34.2％、37.5
％、10.6％及 17.6％，是得認被處分人於「新北市板橋
區及土城區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市場」顯然具有相當市場
地位。
二、 按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有下列各款行為之
一，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3、以低價
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
為。」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
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億元
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第 20 條第 3 款立法理由表示，係就具有相當市場
地位之事業從事不當低價競爭或其他阻礙競爭之行為，雖
未構成掠奪性訂價，但對市場造成限制競爭效果者，予以
明文規定，以維市場競爭秩序。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
「本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低價利誘，指事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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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低價利誘是否有限制競爭之虞，應綜合當事人之意
圖、目的、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商品或服務特性及
實施情況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等加以判斷。」而該條立法理
由謂判斷是否低價利誘，原則以平均變動成本為標準，例
外於個案參酌市場結構、產業特性等因素，亦可採用平均
避免成本、平均增支成本或進貨成本等標準認定之。
三、 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下旬起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已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所稱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
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一) 按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具各家有線電視業者提供之基本
頻道服務同質性高之特性，故同一時空下，用戶僅須單
一業者提供服務即已滿足，則用戶選擇交易對象著眼點
即轉而為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是倘既有業者憑恃其
市場優勢地位實施具低價利誘性質甚或免費收視之促
銷優惠方案，一經締約即可取得約定期間內單獨供應用
戶有線電視服務之交易機會，新進業者倘欲與其競爭，
勢必須以更低廉價格爭取用戶，惟新進業者營運初期尚
須負擔高額基礎建設成本及頻道授權費用，恐難長期比
照以低於成本之收視費用提供服務，甚或提出免費收視
方案，是倘具有相當市場地位之既有業者實施具低價利
誘性質甚或免費之促銷優惠方案，將阻礙新進業者以價
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競爭。
(二) 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係以低於成本且顯不相當之價
格，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1. 查有關事業低價行為存在之量化檢驗方法，依所選定
事業成本種類之不同，可分為邊際成本檢驗法（實務
上以平均變動成本替代之）
、平均避免成本檢驗法、平
均增量成本檢驗法、平均成本檢驗法。倘以實務上常
見平均變動成本法檢驗，全國數位公司係將節目版權
成本、節目播映成本、節目製作成本歸為變動成本，
隨訂戶數之增加而增加，而被處分人則認節目版權成
本及節目製作成本，本為其與頻道代理商洽談成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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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版權費用，係以固定訂戶數為基礎計算，故屬固
定成本，而伴隨用戶數之變動成本主係安裝機上盒之
相關成本，檢舉雙方對於有線電視服務之變動成本見
解歧異。惟查，103 年起頻道代理商為因應通傳會有
線電視分組付費政策，對各有線電視業者收取之頻道
授權費用及其銷售辦法係以「基本頻道」作為洽談標
的，並以「簽約戶數」為計價基礎，105 年頻道代理
商對各有線電視業者提出之基本頻道銷售辦法，亦以
「每月每戶單價」報價，並以「訂戶數」為簽約計價
基礎，又雙方所簽訂之頻道授權契約之授權條件及內
容須每年重新協商洽簽，每年雙方所議定之頻道授權
費用亦因「訂戶數」之變動而有所調整，故有線電視
業者支付予頻道代理商之頻道授權費用（此費用即屬
有線電視業者所稱節目版權成本）係依訂戶數之變動
而變動，仍屬變動成本，殆無疑義。復按被處分人表
示安裝機上盒之相關成本屬變動成本，而有線電視業
者之維修成本與安裝服務相關，亦將隨訂戶數之變動
而調整，亦同屬變動成本，爰據被處分人所提供近年
營業成本明細，將其內「版權成本」、「安裝成本」及
「維修成本」等項目併計為變動成本計算，則被處分
人既有經營區板橋區、土城區 103 年、104 年及 105
年上半年度之每戶每月平均變動成本分別約為○元、
○元及○元，另就有線電視相關產業之商業模式、交
易特性及經營性質等面向觀察，其等事業之營業成本
（尤其是變動成本）殊無可能為 0，故被處分人系爭
優惠方案針對其舊有拆機客戶，提供享有免費收視 1
年被處分人有線電視之權利，就一般收視戶而言，本
案系爭優惠方案無異於以無償方式收視被處分人所供
播之基本頻道節目，顯見被處分人係以低於平均變動
成本之免費方案，藉以利誘及影響有線電視收視戶對
交易對象之選擇，應堪認定。
2. 次查被處分人網站刊載之資費方案顯示，其數位有線
電視收視費月繳 500 元、季繳 1,500 元、半年繳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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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年繳 5,960 元，而取得本案系爭優惠方案之用戶
之「數位視訊暨寬頻服務申裝書」收費/設備項目欄亦
載明「CATV_視訊收入」每期金額應為 1,500 元，另查
被處分人曾推出收視費每戶每月平均○元至○元之優
惠方案、數位天空公司亦曾推出收視費每戶每月平均
○元至○元之優惠方案，以及全國數位公司曾推出收
視費每戶每月平均○元至○元之優惠方案。故被處分
人推出給予舊有拆機用戶免費收視 1 年之系爭優惠方
案，無論與其過去對訂戶之收費價格，或其他有線電
視業者收費情形相較，依照市場之商業通念，抑或有
線電視之一般消費通念以觀，皆係為顯不相當之價格。
(三) 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意圖及目的，乃在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
1. 查被處分人自承系爭優惠方案自 105 年 6 月 20 日起
試辦實施，實施對象為被處分人 104 年 5 月至 105 年
6 月間之拆機客戶，並自承前等實施對象主要為被處
分人既有經營區新北市板橋區、土城區之拆機客戶，
是以，系爭優惠方案實施對象未包含被處分人之「既
有客戶」。次查，被處分人自承系爭優惠方案之消息
不樂見對外流露至非中籤拆機客戶，並表示系爭簡訊
係由被處分人電銷組人員電洽通知中獎之拆機客戶，
得認系爭優惠方案並無對外公開促銷，爰非屬針對不
特定對象所實施之一般促銷方案。且查 104 年 5 月、
104 年 11 月恰為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數位天空公
司開播時點，其等開播地區恰含新北市板橋區、土城
區，且系爭優惠方案實施日期在於新進業者全國數位
公司、數位天空公司開播營運時點之後，綜合前等事
實觀之，可證系爭優惠方案係為因應新進業者參進本
案相關市場，所為低價利誘新進業者之客戶以阻礙新
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行為之意圖甚明。
2. 復據被處分人提供系爭優惠方案復機客戶之拆機原
因統計表顯示，取得系爭優惠方案之 1,085 戶中，雖
有部分客戶當時拆機原因為逾期未繳、搬家、無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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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或很少使用等因素，惟查其中 397 戶（36.59%）及
257 戶（23.69%）為收視全國數位公司、數位天空公
司，合計 654 戶（60.28%），倘併計拆機原因為「客
不願告知（共 164 戶，占 15.16%）」者中或有部分亦
係轉換由新進業者提供服務，則取得系爭優惠方案之
客戶來自於新進業者之比例，將高於前所統計之 6 成
比例，益發凸顯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實施對象係以
新進業者之客戶為主，揆其意圖及目的，應係以免費
服務爭取新進業者之客戶為手段，使其競爭者難以與
其競爭。準此，被處分人辯稱系爭優惠方案從舊有拆
機客戶中以抽獎方式限量辦理，客戶當時拆機因素多
元，並無針對特定競爭業者實施之意圖等語，顯屬規
避卸責之詞，要無可採。
(四) 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已阻礙競爭者參與
或從事競爭：勾稽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 105 年 7 月至
10 月復機客戶名單及全國數位公司、數位天空公司同期
拆機名單，合計逾 300 戶之用戶名稱一致；復由全國數
位公司提供署名大大寬頻之 4 紙系爭優惠方案收據及前
揭收據所載地址之客戶之全國數位公司服務裝機單，其
中 3 名客戶已向全國數位公司辦理退機，以及經向被處
分人證實，前揭收據所載地址之收視戶業已取得系爭優
惠方案等事證觀之，可證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已影響
交易相對人對有線電視服務提供者之決定，而使得新進
業者蒙受立即流失客戶及退租退費之損害，就市場競爭
或市場進入所產生之效果而言，已對競爭者產生阻礙競
爭之效果。
四、 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已有限制競爭之虞，理
由如下：
(一) 對市場競爭及競爭事業之影響：
1. 衡諸被處分人為既有業者，於系爭相關市場之市場占
有率為 34.23％，業具有相當市場力量，鑒於前揭有線
電視服務特性，有線電視業者爭取交易機會，客源不
外乎「開發本非有線電視之收視新客戶」及「爭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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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競爭同業之收視舊客戶」
，而本案系爭優惠方案招徠
對象高達 6 成即屬後者，且均來自於新進業者，顯示
被處分人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意圖甚明。
由於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初期，除須面臨開發新客戶不
易之現況，尚須負擔高額網路佈建成本及頻道授權費
用，本即處於相對不利之競爭地位，其競爭對手被處
分人再以低於成本且顯不相當之價格從事競爭，將形
成對新進業者之競爭屏障，而對相關市場之效能競爭
產生不利影響。另按本案因本會調查致被處分人主動
停止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倘未有調查或及時遏止系爭
違法行為，依被處分人原所規劃，系爭優惠方案預計
執行至 105 年 12 月，每月招徠 300 名拆機客戶，則可
合理預期取得系爭優惠方案之新進業者用戶勢必增
加，且因被處分人擁有台灣數位寬頻公司 100%股份，
二事業具控制從屬關係而有事業集團經濟上一體性，
不排除台灣數位寬頻公司未來亦採行相類優惠方案，
則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對市場競爭之影響程度將更
為顯著。
2. 復查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前之市場
占有率，因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數位天空公司參
進市場而下降，然對照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下旬起實
施系爭優惠方案後，其市場占有率之降幅已有減緩趨
勢，反觀新進業者全國數位公司、數位天空公司同期
市場占有率之增幅亦呈現趨緩現象，故尚難認被處分
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對本案相關市場之競爭程度不具
影響力。
3. 此外，對欲爭取已取得系爭優惠方案用戶之競爭者而
言，除比照被處分人提供免費收視優惠外，恐須提供
較系爭優惠方案為長之免費服務期間或額外提供贈
品、禮券或等值物資，始能成功爭取系爭優惠方案用
戶，是系爭優惠方案無疑墊高競爭者經營成本。
(二) 對系爭優惠方案用戶及消費者之影響：就已取得系爭優
惠方案之用戶短期而言，乍似無償取得 1 年有線電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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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考量有線電視業者之設
立係特許性質，所提供之服務均受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
規定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傳會之高度管制，故其在設
立、所提供之有線電視視訊服務進入相關市場受有法令
限制情況下，待現有新進業者因被處分人系爭優惠方案
而退出相關市場，於本案相關市場一時亦難有後繼之經
營者參進，將剝奪消費者未來有線電視服務交易對象及
多元服務方案之選擇權，而被處分人在無其他競爭者參
與競爭狀態下，極有可能恢復原本之收視費用，抑或縮
減、不再提供先前所提供之優惠措施，且就消費者利益
評估，案關消費者原可自新進業者參進市場初期與既有
業者競爭之際取得若干利益，如較高收視品質、網路頻
寬等亦將不復見，如此終將減損本案相關市場之效能競
爭及整體消費者利益。
(三) 綜上，被處分人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對新北市板橋
區及土城區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市場之競爭及消費者利益
顯有負面影響，而有限制競爭之虞。
五、 綜合考量被處分人市場地位、所屬市場結構、案關服務特
性；系爭行為之意圖、目的、系爭優惠方案實施情況對市
場競爭之影響，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下旬起實施系爭優惠
方案，核屬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
行為，且依其在本案相關市場占有率以觀，藉系爭優惠方
案之實施，於案關服務特性同質性高情況下，將阻礙其他
有線電視業者以價格、品質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相對人之
競爭，導致競爭者銷售困難，系爭行為無疑限制競爭可非
難性甚高，而有限制競爭之虞，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
六、 至被處分人另辯稱本案為腹背受敵情況下不得已被迫跟
進採取系爭促銷策略防禦等語，蓋被處分人於本案相關市
場屬具相當市場地位之既有業者，卻以免費服務不當利誘
本案相關市場內之交易相對人，兼之系爭優惠方案實施時
間已逾 4 個月，提供免費服務時間長達 1 年，對競爭者及
市場競爭秩序已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故被處分人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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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贈獎促銷策略或價格競爭行為作為合理抗辯事由。
七、 綜上，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下旬起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係
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
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依
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之
市場地位、阻礙新進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意圖、目的、
實施系爭優惠方案之行為不法性及持續期間（105 年 6 月
20 日至同年 11 月 10 日）
、105 年度營業額、訂戶數、受
影響戶數、初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定及配合調查
態度良好等因素，爰依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1

月

1 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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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4 號

被處分人：咖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353122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1 段 27 號 18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
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
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及「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
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
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咖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招募「cama 現烘咖啡
專門店」品牌加盟過程，疑未以書面充分揭露「開始營運
前之各項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授權加盟
店使用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及有效期限」等加盟重要資
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調查期間另獲民眾檢舉被
處分人涉有未揭露加盟重要資訊等情事，爰併案調查。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 被處分人自 99 年間開始招募加盟，自 103 年至 105 年各
年度新招募加盟店數分別為 13 家、10 家及 16 家，迄今
加盟總店數為 106 家。招募加盟流程，係於品牌網站刊
登加盟訊息，篩選合適對象並邀請其參加加盟說明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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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面試，其後再寄送資訊揭露文件予面試合格者，並電話
確認其加盟意願，雙方簽約前會再給予至少 10 日的契約
審閱期間。又雙方於簽署正式契約前，不會另外簽署草
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文件，且此階段並不向交易
對人收取任何費用。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文
件，包括「cama 現烘咖啡專門店特許加盟授權使用合約
書」(下稱 cama 加盟合約書)、
「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
揭露」
、cama café加盟訓練教材封面及目錄影本等資料；
另於 106 年 2 月起開始以書面提供加盟說明會之簡報資
料予有意加盟者。其中「cama 加盟合約書」自 104 年迄
今大致可分為 3 個版本，3.1 版係自 104 年 8 月開始使
用；3.2 版於 106 年 2 月修正後，尚未開始使用，即於
106 年 4 月變更為 3.3 版。至於「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
訊揭露」目前可確定於 105 年 1 月已開始使用，更早之
前的版本則未保留。
有意加盟者於開始營運前應支付之費用，包括履約保證
金、授權權利金、整體規劃執行費及首批物料；加盟營
運期間之費用則包括機器設備保修費、輔銷物(如海報、
價格牌)及契約附件 2 所列應購買之原物料(如咖啡豆)及
耗材。
被處分人係於雙方簽約後、加盟店開店前，提供「cama
門市物料單價明細表」予加盟店；另為因應新型態支付
方式，自 106 年開始向新簽約之加盟店收取系統開發維
護費，並於新版契約中載明前開費用。有關商標權利內
容部分，被處分人則係於「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
載明商標註冊號為第 01610205 號、第 01278121 號及其
授權使用權限。
被處分人認目前所揭露之資訊，已足以幫助有意加盟者
判斷，並不致造成顯失公平之情形，倘本會認仍有改善
空間，被處分人亦已完成新版之資訊揭露文件。

(三)

(四)

(五)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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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
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有關開始營
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購買商品、原物料等應
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以及授權加盟店使
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等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
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
交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
交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
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
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
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
加盟重要資訊：被處分人主要係透過品牌網站刊登加盟訊
息，篩選合適對象並邀請其參加加盟說明會及面試，且未
先與有意加盟者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
件，亦未收取相關費用，而係於洽談加盟事宜後，方與有
意加盟者正式簽訂加盟合約，故為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
使有意加盟者可為正確之交易判斷，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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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主要係提供「cama 加盟
合約書」
、
「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等 2 項資料予有
意加盟者：據調查期間所獲資料，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被處分人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文件，包括「cama café特許
加盟資訊揭露」
、「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等資料，分
別係自 105 年 1 月、104 年 8 月開始使用。其中「cama 加
盟合約書」於本會調查期間(即 106 年 4 月間)曾更新契約
版本(即 3.3 版)並修正契約內容，故本案主要係依修正前
之契約內容(即「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作判斷。是
以，本案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交易相
對人之書面資料為「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及「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
。
四、 本案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
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
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
用)」
，及「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
資訊，構成顯失公平之行為：
(一)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查被
處分人提供之「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
，其第 3 條第
(六)項後段訂有「乙方應向甲方訂購首批物料」(即附件
二「乙方應按甲方規定進貨之物品列表」所示之物)」等
文字，然查前開合約書附件二僅記載加盟店應向被處分
人進貨之物品包括原物料、咖啡生豆、耗材等，惟未載
明其費用金額；迄至本會調查後，被處分人始於 106 年 4
月修正契約內容並於「cama 加盟合約書(3.3 版)」第 3
條第(六)項新增「首批物料費用預估為○萬元」等文字，
復於 106 年 7 月修正「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並
新增該項資訊。是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4 月前，未於
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
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二)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查
被處分人提供之「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
，其第 4 條
第(二)項第 3 款第(1)目前段訂有「乙方應向甲方訂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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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二所示之原物料、咖啡生豆、耗材、銷售商品」(以下
簡稱物料)，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購買
任何物料」等文字，然查前開合約書附件二僅記載加盟
店應向被處分人進貨之物品包括原物料、咖啡生豆、耗
材等，惟未載明其費用金額；對此，被處分人到會時自
承係於雙方簽約後、加盟店開店前，始提供「cama 門市
物料單價明細表」予加盟店，而後已於 106 年 7 月修正
「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並新增該項資訊。足見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前，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
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三)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查被處
分人提供之「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僅載有商標
之註冊號，復於「cama 加盟合約書(3.1 版)」第 2 條揭
載商標之使用範圍及限制條件，惟未涵括授權加盟店使
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資訊，而後始於 106
年 7 月修正「cama café特許加盟資訊揭露」並新增該項
資訊。足見被處分人於 106 年 7 月前，未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授權加盟店使用商
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資訊。
(四) 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
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以及「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
效期限」等加盟重要資訊，有意加盟者將難據以充分評
估投入加盟資金多寡、加盟營運期間須支出費用，以及
加盟後是否有權使用該商標作為營業表徵、得以繼續使
用期間為何、加盟後是否會面臨須變更該營業表徵等情
形。又前開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
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
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
招募加盟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
揭露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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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自 99 年間開始招募加盟「cama 現烘咖啡專門
店」
，又自 103 年至 105 年間之新加盟簽約店數分別為 13
家、10 家及 16 家，迄今加盟總店數計 106 家，以其掌握
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行締約之行
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其行為已影響與其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又加盟經營關係之締結具有排
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提供同類商
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準此，被處
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未以書面充
分且完整揭露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
之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
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對交易秩序構成嚴重損害，
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
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
用)」
、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等
加盟重要資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依公平交
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營業額、已加盟
簽約店數、違法行為期間、所收加盟費用、配合調查態度、
係屬初犯且已改正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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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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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5 號
被處分人：呷尚寶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003074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 195 巷 18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
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
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及「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
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
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呷尚寶興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招募「呷尚宝」
品牌加盟過程，疑未以書面充分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
費用」、「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以及「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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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被處分人自 99 年間起，正式以公司名義從事「呷尚宝」
品牌加盟招募，截至 106 年 6 月共計招募 179 家加盟
店，並無設立直營店。又分別於 103 年招募 37 家加盟
店、104 年招募 38 家加盟店、105 年招募 36 家加盟店，
及 106 年至 6 月底招募 2 家加盟店。
２、 被處分人招募加盟管道，主要係由有意加盟者透過創
業輔導專線電話、公司網站之電子郵件洽詢相關加盟
事宜，或透過其他加盟主介紹等 3 種。有意加盟者透
過前述加盟管道向被處分人表示加盟意願後，被處分
人會請有意加盟者至店面參觀、說明現場營運情形，
並進行洽談加盟事宜。被處分人於洽談加盟過程，會
提供加盟簡介、品牌簡介、門市設備規格一覽表、生
財器具表、營業毛利計算方式，及產品售價表等書面
文件予有意加盟者，並說明加盟概況及方式。
３、 經洽談加盟過程後，被處分人對有意加盟者之資格進
行評估及審核。倘審核通過後，被處分人會提供加盟
合約書向有意加盟者逐條解說及審閱，並給予有意加
盟者充足審閱期間後，才進行簽訂加盟合約書。而被
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前，均未另外
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件，僅於簽
訂加盟合約書同時，收取訂金新臺幣(下同)○元作為
輔導實習及人力服務使用，該筆訂金可扣抵店面設
計、設備及器材費用。
４、 有關「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資訊：
(１) 被處分人目前免收加盟金及權利金，並於洽談加盟
過程，以門市設備規格一覽表，向有意加盟者說明
投資加盟金額為○萬○千元，其金額包括店面設計
裝潢、設備器材等費用。
(２) 至有關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被
處分人於洽談加盟過程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開始
營運前，因加盟店尚無訂購商品、原物料之經驗，
故被處分人依照北、中、南各區加盟店之產品過往
銷售量資料，設計各區之基本組合，幫新進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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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好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之種類及數量。
倘加盟店於銷貨過程，發現有銷量不佳或不適合之
產品，亦可將預先配好的貨物退回。而各區加盟店
購買商品、原物料之基本組合及費用，北區以宜蘭
○○店為例，為○萬○○千元；中區與南區內容相
同，以高雄○○店為例，為○萬○○千元，其中前
開北區與中南區之基本組合及金額差異，係因加盟
店開幕季節、員工人數、新品推出時間及誤繕等因
素，而略有不同。
(３) 另被處分人考量點貨單上載資訊涉及商業機密，及
原物料價格波動，無法在加盟前訂定統一價格等因
素，分別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後(開幕前)及第 1 次進
貨時，才會提供點貨單及銷貨單予有意加盟者，作
為加盟店後續訂購商品、原物料使用。
５、 有關「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加盟營運期
間有意加盟者除副材料(蔬菜、糖、蛋)之外，須統一
向被處分人購買商品、原物料。而相關購買商品、原
物料項目及費用資訊，即揭載於前述之點貨單及銷貨
單，加盟店可依門市經營狀況，自行決定訂購數量及
費用。
６、 有關「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
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被
處分人於洽談加盟過程，會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目
前加盟店數，並告知詳細加盟店數可上網查詢，倘有
意加盟者尚有區域書面資料需求，被處分人會另外提
供予有意加盟者。而關於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
率之統計資料部分，亦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各加盟
店與公司終止契約比例極低，每年平均不到 5 家。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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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
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有關開始營
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購買商品、原物料等應
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以及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
加盟契約，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對交易
相對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
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
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
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
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
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資訊(如購買
商品、原物料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
因攸關有意加盟者須投資之成本及評估營業獲利之資訊，
且加盟業主常為確保商品品質一致性，要求交易相對人於
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
買商品、原物料，對於有意加盟者乃為相當且必要支出之
費用，實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掌握
之重要資訊。而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
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則攸
關有意加盟者評估加盟體系規模、店鋪分布情形、品牌穩
定性及成長性之資訊，亦為交易相對人評估是否進入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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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加盟體系之決策因素。是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
未以書面方式充分揭露前等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
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且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者，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 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
加盟重要資訊：被處分人主要係透過創業輔導專線電話、
公司網站之電子郵件，以及加盟主介紹等管道進行招募「呷
尚宝」品牌加盟，且與有意加盟者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前，
均未另外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文件，亦
未收取相關費用，而係於洽談加盟事宜後，方與有意加盟
者正式簽訂加盟合約書，故為衡平雙方之資訊地位，使有
意加盟者可為正確之交易判斷，故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四、 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提供加
盟簡介、品牌簡介、門市設備規格一覽表、生財器具表、
營業毛利計算方式、產品售價表，及加盟合約書等 7 項書
面文件：據被處分人表示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前，提供加盟
簡介、品牌簡介、門市規格費用一覽表、生財器具表、營
業毛利計算方式、產品售價表，及加盟合約書等 7 項文件
予有意加盟者；而點貨單及銷貨單等 2 項書面文件，被處
分人自承係分別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後及第 1 次進貨時，才
提供予有意加盟者，是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係提供加盟簡介、品牌簡介、門市設備規格
一覽表、生財器具表、營業毛利計算方式、產品售價表，
及加盟合約書等 7 項書面文件。
五、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
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
「加
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及「所
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
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顯
失公平之行為：
(一) 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 費用(購買商
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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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經查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
者之書面文件，其中加盟經營合約書第 5 條揭載：
「材
料及原料緣因註冊商標之規定及確保品質一致之要
求，概由甲方統一供應予乙方。除少數副料如鹽、糖、
雞蛋、蔬菜類等，經甲方同意後，乙方得自行採購。
且乙方不得將甲方供應之材料與原料轉售他人。」及
門市設備規格一覽表揭載原料費用部分，僅以「依訂
貨量」文字表示，未見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
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資訊。
２、 被處分人雖表示於洽談加盟過程，以口頭向有意加盟
者說明，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因加盟
店尚無訂購商品、原物料之經驗，故被處分人會幫新
進加盟店配好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之種類及
數量，以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則
由各加盟店依經營狀況自行決定訂購數量及費用。然
被處分人亦自承考量涉及商業機密，及原物料價格波
動等因素，係於簽訂加盟合約書後及第 1 次進貨時，
才提供揭載相關商品、原物料價格及項目資訊之點貨
單及銷貨單文件予有意加盟者，作為加盟店後續訂購
商品、原物料使用。
３、 承此，被處分人僅以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會幫新
進加盟店配好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之基本組合
(其費用約為○萬餘元至○萬餘元不等)，未以書面提供
前項費用資訊，並自承揭載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
購買商品、原物料價格資訊之銷貨單文件，係於第 1 次
進貨時，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致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前，並無相關資訊，可供其評估開始營運前
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僅能片面接受被處分人之建
議，難以評估投入加盟須負擔之成本，亦無法充分評估
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之多寡，是被處分
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開
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將妨礙有意加盟者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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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
１、 經查前述案關書面文件，均未有揭載所有縣(市)同一
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
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並據被處分人表示於洽談加
盟過程，以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目前加盟店數，並
告知詳細加盟店數可上網查詢，倘有意加盟者尚有區
域書面資料需求，被處分人會另外提供予有意加盟
者。而關於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部分，亦以向有意加盟者口頭說明各加盟店與公司終
止契約比例極低，每年平均不到 5 家。
２、 縱使前開被處分人表示每年與各加盟店終止契約比率
極低，惟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
訊，仍屬有意加盟者評估加盟品牌之成長性及穩定之
重要資訊，難謂因終止契約比例極低，而可未以書面
方式提供該項資訊予有意加盟者。況查加盟經營合約
書第 6 條揭載：「乙方非有個別情事，無法繼續經營，
欲將加盟店頂讓他人時，須經甲方同意，並支付輔導
訓練費用。…」及第 10 條揭載：
「乙方之加盟店如有
違前述之規定…；或未經核備許可擅自將店頂讓他
人，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是參諸前開條文，
有意加盟者締約後，尚難任憑己意終止加盟合約，而
不受被處分人所拘束，且有意加盟者投入相當之加盟
資金，亦無法轉換他用，使變更交易對象之可能性降
低。
３、 又被處分人僅以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所有縣(市)同
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
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惟以口頭方式而未以書面
說明部分加盟資訊，對處於資訊弱勢之交易相對人，
實難經由口頭探詢即可獲悉充分完整之交易資訊，而
該口頭方式，易對實際說明內容產生爭執，有意加盟
者將有陷於錯誤而與其締結加盟契約之風險，是難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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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已充分且完整揭露
是項資訊。
(三) 綜上，考量被處分人招募「呷尚宝」品牌加盟主要係從
事餐飲服務業，其簽訂之加盟合約書亦規定加盟店須向
被處分人購買商品、原物料，就餐飲服務業之行業特性
而言，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係加盟店於開始營運前及
加盟營運期間之主要營運費用，且品牌加盟體系之總店
數、店鋪分布情形、成長性及穩定性，亦為有意加盟者
評估是否進入該品牌加盟體系之決策因素。是被處分人
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開
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加盟
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以及「所
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
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有意
加盟者難據以充分評估投入加盟資金多寡、加盟營運期
間須支出費用、以及加盟品牌之成長性與穩定性等情
形。又前開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
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
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
招募加盟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
揭露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六、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被處
分人自 99 年間起，以公司名義招募「呷尚宝」品牌加盟，
截至 106 年 6 月共計招募 179 家加盟店，而自 103 年起至
106 年 6 月新招募 113 家加盟店，至今仍持續招募加盟，
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行
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其行為已影響與其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且有意加盟者須依照
被處分人整體企業形象，負擔裝潢門市費用，投入相當資
金，而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又加盟經營關係之
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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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
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
未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
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同業
喪失締約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且該等行為如不
予以遏止，日後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對交易
秩序構成更大之損害，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
七、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招募「呷尚宝」品牌加盟過程，未
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
揭露「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及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
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
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
酌違反行為持續期間(99 年間迄今)、營業額、已加盟簽約
店數、配合調查態度良好、係屬初犯等因素，爰依公平交
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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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6 號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25006
址

設：臺中市西屯區櫻城一街 53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水噹噹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217815
址

設：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236 號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964862
址

設：臺中市西區大忠里大忠南街 105 號 2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授
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
圍與各項限制條件」、「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
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
之數目、營業地址」、「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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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限制」
，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
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
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合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
人合理契約審閱期間，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
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 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及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自
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 2 項違法行為。
四、 處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處水噹噹國際有限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處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甲君(下稱檢舉人甲君)來函反映略以，渠於 104
年 12 月 5 日參觀 2015 年台中國際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介紹該公司連鎖加盟情況後，雙方於同年月 8 日進行
加盟簽約，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業務人員提供以被處分
人水噹噹國際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為名義
之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予渠，並表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加盟簽訂之合約即為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後因逾
期交貨而衍生解除合約及請求退還訂金等契約爭議，並反
映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過程，
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及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爰
向本會提出檢舉。
二、 案於調查過程，復有民眾乙君(下稱檢舉人乙君)以電子郵
件反映略以，渠於 2016 高雄國際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
現場即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簽訂加盟意向書及加水站
附條件買賣合約，渠認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未給予合
理契約審閱期間，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三、 調查經過
(一) 請檢舉人甲君補充說明，略以：
１、 檢舉人甲君表示於 104 年 12 月 5 日至 2015 台中國際
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參觀，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向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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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該公司連鎖加盟情況，並於加盟展現場交付訂金新
臺幣(下同)○○元及簽訂加盟意向書。
２、 嗣後雙方約定時間進行加盟簽約，該時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拿出 1 本書面資料夾，以該資料夾內之加盟
簡介、幸福水屋公司獲得之證書、加水站附條件買賣
合約、全聯來客數獲利預估表，以及加盟費用利潤分
配表等文件，與渠洽談加盟合作細節，並表示如於當
場簽訂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可讓渠優先取得加水
機台放置於全聯福利中心某店之權利。
３、 簽訂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時，渠發現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係提供以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為名義之加
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予渠，故向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
司業務代表詢問，惟業務代表表示與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加盟 簽 訂之合約即 為 加水站附條 件 買賣合
約，且表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即為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之高雄總公司。
(二) 請檢舉人乙君補充說明，略以：
１、 檢舉人乙君表示於 105 年 8 月 21 日至 2016 高雄國際
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現場即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
司簽訂加盟意向書及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係因被
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告知，如未於加盟展現場簽約，
機台價格及加盟金則無優惠，故渠於加盟展現場即與
該公司簽訂前開 2 項文件。而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
於洽談過程中，亦未告知有合理契約審閱期間，故渠
認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係為讓渠儘速簽訂前開
文件，而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
２、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於洽談加盟過程，有以書面資
料本內之加盟意向書、加盟費用利潤分配表，及加水
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向渠說明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
為機台只要向該公司買斷，僅需再負擔商標使用權利
金○○○○元，並以書面資料本內之全聯來客數獲利
預估表向渠說明全聯租金與水電費用。至關於加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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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店數及營業地址等資訊，僅以口頭說明該品牌在台
灣約有 300 家。
３、 又檢舉人乙君表示前述書面資料本內未有提供加盟
合約，加盟合約係於交付加水站機台當天，渠向被處
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要求先傳電子檔，給予半天的契約
審閱期，否則加盟合約原定於當天機台安裝完成後，
即於現場簽訂加盟合約。
(三)

函請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
略以：
１、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自 102 年起，開始從事招募「幸
福水屋」品牌加盟，分別於 104 年及 105 年新招募 1
家、42 家加盟店，截至 105 年底共計 30 家直營店及
43 家加盟店。
２、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招募加盟之管道主要為加盟
展，另設有公司網站刊載加盟專線，有意加盟者亦可
透過加盟專線洽詢，將由該公司專人記錄相關基本資
料後，派員前往解說，惟目前尚未有透過加盟專線管
道設立之加盟店，而前述 2 種管道提供予有意加盟者
之書面文件並無差異。
３、 另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分別於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及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與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御
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簽訂代理銷售合作協定書，並於前開期間，授權招募
「幸福水屋」品牌加盟業務予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雖代理銷售合作協定書未記載
授權招募加盟業務之內容，然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
於每場加盟展前，均會與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
分人御風行公司討論加盟方案及現場執行方式，並事
前共同擬定加盟相關文件，且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協助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銷
售加水站機台及招募加盟後，可獲取每台機器銷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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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 10%，作為報酬，又倘為白鐵機器，則為每台可
獲取○萬元之報酬(於 105 年間，被處分人水噹噹公
司獲得報酬共計○○萬元，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獲
得報酬為○○萬元)。
４、 加盟展現場係由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
風行公司之業務人員，以加盟解說本向有意加盟者介
紹「幸福水屋」品牌加盟，而加盟解說本內文件包含
加盟意向書、水市場概況資料、加盟方案表(即檢舉
人甲君所稱之加盟費用利潤分配表)、商標註冊證、
設備專利證、檢驗報告、全國分佈圖、獲利分析表、
獲利模式評估、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及加盟合約等
書面文件。另於加盟展現場亦有放置加盟簡介供參觀
加盟展之民眾索取，及發送廣告宣傳單。
５、 為使有意加盟者能保留加盟方案優惠價及商圈範圍
保障，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於
加盟展現場會先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意向書，並收
取訂金○○元，如後續有意加盟者不願意加盟，則會
退還訂金，但可能因為收取訂金之金額不高，目前無
申請退還訂金之有意加盟者，故尚無相關退還訂金之
事證。而簽訂加盟意向書後，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業務人員會依加盟意向書上載
之基本資料，與有意加盟者繼續洽談「幸福水屋」品
牌加盟，並提供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予有意加盟者
攜回審閱 7 至 14 天。倘有意加盟者有簽訂前開買賣
合約之意願，則由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
風行公司與 有 意加盟者簽 訂 加水站附條 件 買賣合
約，並向有意加盟者收取加水站機台售價之 50%，作
為製作機台之訂金。
６、 至簽訂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後，由被處分人水噹噹
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向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
司訂購加水站機台，並與有意加盟者進行商圈尋點，
倘有意加盟者沒有找到想要放置機台的地點或沒有
繼續加盟之意願，就僅存加水站機台買賣關係。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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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加盟者尚有加盟意願，則待交付機器時，被處分人
幸福水屋公司才會提供加盟合約予有意加盟者，並於
交付機台現場簽訂加盟合約。
７、 有關加盟重要資訊揭露情形如下：
（1）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有意加盟者於開始營運前
須支付購買加水站機台費用予被處分人水噹噹公
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而洽談加盟過程，會以
加盟方案表向有意加盟者說明加水站機台費用，及
加盟展有免收加盟金及保證金之優惠，如非加盟展
期間，則會有收取加盟金 3 萬元，惟截至目前並無
向加盟店收取加盟金。
（2）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有意加盟者在簽訂加盟
合約後，須支付權利金○○○元(3 年商標使用權
利費用含稅)，並於加盟營運期間須支付每月水品
收入之 20%，作為技術服務費(即加盟合約上載之
管理保修費用)予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而前述
費用亦於洽談加盟過程，會以加盟方案表向有意加
盟者說明。
（3）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
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
限制條件：相關商標及專利權證書資料，均放置於
加盟資料本內，並於洽談加盟過程，提供予有意加
盟者審閱。
（4） 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交付機台時會
向有意加盟者解說如何簡易排除機台問題，並給予
保修手冊。另經營協助部分尚有開始營運時及營運
期間提供促銷活動之協助，而洽談加盟過程，會向
有意加盟者解說，後續由加盟店自行評估是否參加
促銷活動。
（5）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
案或預定計畫：即加盟合約第 8 條第 1 項揭載乙方
所屬商圈範圍為所在地起車行距離 2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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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展現場
有製作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加盟店分佈圖進行
展示，而加盟資料本內亦有該分佈圖資料，上載加
盟店所在縣市區域及店名，以供有意加盟者審閱，
惟因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於 105 年才招收到加
盟店，故目前沒有終止契約之加盟店資料。
（7）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加
盟合約第 9 條第 1 項揭載設備保養、故障或置換
時，耗材應向甲方或甲方所指定供應商訂購。惟因
有向加盟店收取管理保修費用，由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進行換修及保養，故尚未使用該條項內容。
（8）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加
盟合約第 12 條至第 14 條揭載契約變更、終止及解
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9） 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
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洽談加盟過
程，曾以加盟資料本內之獲利分析表及獲利模式評
估向有意加盟者說明加水站之預估獲利，其中獲利
分析表係以預估客單價計算預估營業額，再扣除技
術費用、各加盟店使用水電之平均費用值，以及租
金等費用設算，而獲利模式評估係以販售每桶水之
平均價格，扣除技術費用及間接費用後設算，前開
2 份書面文件均載有計算方式，而目前已無使用該
2 項文件。
函請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迄
未見復，亦未到會陳述，及本會派員至被處分人水噹噹
公司之公司地址實地訪查未果：
據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表示，授權被處分人水噹噹公
司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招募
「幸福水屋」品牌加盟，爰本會前以 106 年 4 月 5 日公
服字第 1061260344 號及 106 年 4 月 21 日公服字第
1061260427 號書函通知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提出陳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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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惟迄未見復。復以 106 年 5 月 10 日公服字第
1061260496 號書函派員至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之公示地
址進行實地訪查，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未有相關業務人
員在場，亦迄未與本會聯繫。本會再以 106 年 5 月 25 日
公服字第 1061260553 號書函及 106 年 6 月 20 日公服字
第 1061260640 號書函請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到會陳述，
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並未到會亦未與本會聯繫。
(五) 函請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
以：
１、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被授權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
盟期間自 105 年 9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迄今已協助招募加盟店共計 8 家，其與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之合作關係，係經兩家公司共同討論後決
定，由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主要透過加盟展之管道，
推銷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製造之加水站機台，且如
有意加盟者有加盟意願，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亦會向
有意加盟者說明後續加盟事宜。另與有意加盟者介紹
之加盟相關文件，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事前均有與被
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共同討論，亦瞭解相關文件內
容，而加盟展向有意加盟者所解說的內容及方式，亦
獲有共識。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於每場加盟展銷售機
台及介紹「幸福水屋」品牌加盟所獲得報酬，隨每場
地區加盟展所販售機台不同，平均而言可獲得每台機
器銷售金額之 10%，作為報酬。
２、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在加盟展會使用加盟解說本向
有意加盟者解說，其加盟解說本之內容文件包含廣告
宣傳單、加盟意向書、水市場概況資料、加盟方案表、
商標註冊證、設備專利證、檢驗報告、全國分佈圖、
獲利模式評估、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及加盟合約等
書面文件。倘有意加盟者欲保留展場機台優惠價，會
先簽訂買賣意向書，並收取訂金○○元及提供水壺贈
品予有意加盟者，倘事後有意加盟者不願意購買機
台，會退還該筆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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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在加盟展現場會提供加水站附
條件買賣合約予有意加盟者審閱，除非有意加盟者自
行決定現場簽訂前開合約外，會給有意加盟者攜回審
閱，後續再由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聯繫有意加盟者詢
問有無要簽訂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至簽訂加水站
附條件買賣合約後，有意加盟者須繳納機台售價之
50%，作為製作機台之訂金，並由被處分人御風行公
司通知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製作加水站機台。另於
交付機台前，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會詢問有意加盟者
是否有加盟「幸福水屋」品牌之意願，倘有加盟意願，
俟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製作機台完成後，被處分人
御風行公司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會共同至交付
機台現場，由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收取機台費用尾
款，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則提供加盟合約，並與有
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合約。
４、 至有關加盟重要資訊揭露情形，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陳述內容大致相同，被處分
人御風行公司僅對於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
方式之資訊尚有表示，會於洽談加盟過程，以加盟方
案表說明與加盟店間之工作分配事項，而相關細節則
揭載於加盟合約。
(六) 為瞭解從事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之行為主體、是
否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 10 日前，提供商標註冊證、加
盟合約等書面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以及是否有給予
合理契約審閱期等情事，依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提供
簽訂加盟合約之加盟店訂約人作為問卷對象(計 43 家)，
並扣除加盟店訂約人為同一人則寄發 1 家，共計寄發 33
份問卷，回收問卷計 19 份，結果如下︰
１、 在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幸福水
屋」品牌加盟事宜之行為主體(被處分人水噹噹公
司、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可複選)：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4 家表示為被處
分人水噹噹公司，6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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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7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1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及被處
分人御風行公司，1 家表示 3 者皆有。
２、 在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 10 日前，前開公司是否有以
書面提供「商標註冊證」予有意加盟者審閱：回覆問
卷 19 家加盟店中，6 家加盟店表示有提供，13 家加
盟店表示未提供。
３、 在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 10 日前，前開公司是否有以
書面提供「加盟合約」予有意加盟者審閱：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8 家加盟店表示有提供，11 家加盟店
表示未提供。
４、 簽訂加盟合約前，前開公司是否有給予至少 5 日以上
之契約審閱期間：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7 家加盟
店表示有提供，12 家加盟店表示未提供。
(七) 又為進一步瞭解問卷調查回覆內容之具體情形，本會自
回覆問卷者中，訪談願意受訪之加盟店，相關訪談結果
如下：
１、 A 店表示，略以：
（1） 渠係透過 105 年 3 月台北春季加盟展得知「幸福水
屋」品牌加盟，當時加盟展業務人員沒有特別說明
為何者公司之人員，僅以「幸福水屋」品牌說明，
渠係以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之甲方判斷，與渠洽
談加盟過程之公司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
（2） 於洽談加盟過程，加盟展業務人員有以 1 本資料夾
向渠說明加盟事宜，而該資料本內有類似加盟簡介
第 2 頁、加盟意向書、加盟方案表等 3 項書面文件，
其上載有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費用資
訊，並以口頭及手寫方式，說明獲利計算方式及資
訊。然簽訂加盟合約前，均未見商標註冊證及全國
分佈圖等書面文件，且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及加
盟合約均為簽約日當天才看到，並未給予契約審閱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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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有關購買加水站機台、權利金及利潤分配(即管
理保修費用)等費用均係匯款至幸福水屋國際有限
公司-聯邦銀行西屯分行之帳戶，並提供被處分人
幸福水屋公司匯款說明之電子畫面。
２、 B 店表示，略以：
（1） 渠等係透過 105 年 3 月台北春季加盟展得知「幸福
水屋」品牌加盟，當時加盟展業務人員丙君有提供
名片予渠等，名片上載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故
認為與渠等洽談加盟事宜之公司為被處分人水噹
噹公司。
（2） 於洽談加盟過程，加盟展業務人員有以 1 本資料夾
向渠等說明加盟事宜，而該資料夾內有廣告宣傳
單、加盟意向書、加盟方案表、加盟簡介第 9 頁、
商標註冊證，及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等書面文
件，前開書面文件上載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
之費用、商標權，及預估營收淨利分析等資訊，並
為保留商圈範圍，於加盟展現場簽訂加盟意向書及
支付訂金○○元。然簽訂加盟合約前，未見全國分
佈圖，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僅以口頭方式說明其直
營店及加盟店約有 300 家，並未說明上一年度解
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資訊，且加盟合約係
交付加水站機台時，才看到加盟合約，而加盟合約
上載資訊亦於交付機台現場才予以說明，並同時簽
訂加盟合約。
（3） 至有關購買加水站機台及權利金等費用，係匯款至
水噹噹國際有限公司-三信商業銀行高雄分行之帳
戶，而利潤分配(即管理保修費用)原先匯款至前開
帳戶，後續經幸福水屋客服部助理 line 帳號通知
將每月管理保修費用匯款至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
司帳號。
３、 C 店表示，略以：
（1） 渠係透過 105 年 9 月台北加盟展得知「幸福水屋」
品牌加盟，當時加盟展向渠說明加盟之業務人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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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別說明為何者公司之人員，而據渠所知，該業
務人員非屬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或被處分人御
風行公司人員，係以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及加盟
合約之甲方判斷，與渠洽談加盟之公司為被處分人
幸福水屋公司與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2） 於洽談加盟過程，加盟展業務人員有提供廣告宣傳
單予渠，另以 1 本資料夾向渠說明加盟事宜，而該
資料夾內有加盟方案表及獲利分析表，其上載有開
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費用及預估營收淨利
分析等資訊，並為保留加盟展優惠，於加盟展現場
即簽訂加盟意向書及支付訂金○○元。而加盟合約
係於交付加水站機台時，才提供予渠，未提供至少
5 日以上之契約審閱期間。
（3） 至有關購買加水站機台及權利金等費用，係匯款至
御風行創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水湳分行
之帳戶，利潤分配(即管理保修費用)係匯款至幸福
水屋公司之帳戶。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或加盟業主單方
擬訂之加盟契約內容難以全然獲悉，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
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
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有關「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
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
「加
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
畫」、「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
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加盟契約存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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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
、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
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或未給予合
理契約審閱期間，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
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
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
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
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
「主
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
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屆期仍不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本案行為主體係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處分人水噹噹
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一）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
１、 據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表示該公司自 102 年起，開
始從事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行為，又於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及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授權招募「幸福水屋」
品牌加盟業務予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御
風行公司，而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合約後，須一次性
支付 3 年商標使用權利費用，及每月須支付技術服務
費用予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語。
２、 查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提供截至 105 年底與加盟店
簽訂相關合約影本，計有 43 家加盟店，其中有 21 家、
14 家及 8 家加盟店分別與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被處
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簽訂加水
站附條件買賣合約；有 11 家、32 家加盟店分別與被
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簽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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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合約，且前述合約影本均載有「幸褔水屋」品牌字
樣。
３、 次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系統，「幸福水
屋」設計圖之商標權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所有，
故本案行為主體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應無疑義。
（二）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１、 按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故意共同實施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
處罰之。」所謂「故意共同實施」，係指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構成要件之事實或結果，由 2 以上行為人於主
觀上出於認知所為行為之故意，並以利用他方行為作
為己用之意思，互相聯絡而為共同行為之決意，且於
客觀上藉由彼此分工協力之方式共同實施構成要件
之行為。
２、 本會前以 106 年 4 月 5 日公服字第 1061260344 號、
106 年 4 月 21 日公服字第 1061260427 號、106 年 5
月 25 日公服字第 1061260553 號及 106 年 6 月 20 日
公服字第 1061260640 號書函通知被處分人水噹噹公
司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並於函文內容敘明如不
於期間內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且上
開書函均依行政程序法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於應送
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
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
人員，業合法送達在案。另本會人員亦曾實地訪查被
處分人水噹噹公司之公司登記地址，無該公司職員在
場，並數次電話聯繫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之負責人，
未有接聽，亦未與本會聯繫或提出書面說明與到會陳
述。又查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被處分
人水噹噹公司法人格仍為存續(無解散或清算狀
態)，而該公司所在地之地址並無變更。
３、 據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表示分別於 104 年 1 月 1 日
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及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由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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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御風行公司代理銷售加水站機台，並授權招募「幸
福水屋」品牌加盟業務予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
分人御風行公司，且於每場加盟展前，均會與被處分
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討論加盟方案
及現場執行方式，並事前共同擬定加盟相關文件，而
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協助被
處分人幸福 水 屋公司銷售 加 水站機台及 招 募加盟
後，可獲取每台機器銷售金額之 10%，作為報酬等語，
並提供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與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簽收相關報酬之收據。
４、 次據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表示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之合作關係，係經兩家公司共同討論後決定，由
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主要透過加盟展之管道，推銷被
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製造之加水站機台，且如有意加
盟者有加盟意願，亦會向有意加盟者說明後續加盟事
宜。另與有意加盟者介紹之加盟相關文件，事前均有
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共同討論，亦瞭解相關文件
內容，而於加盟展向有意加盟者所解說的內容及方
式，亦獲有共識等語。
５、 再據本會向加盟店問卷調查之結果，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與其洽談「幸福水屋」品牌加盟事宜之公司，
在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有 4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
水噹噹公司，6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7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1 家表示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及被處分人
御風行公司，1 家表示 3 者皆有。復有加盟店進一步
表示，加盟展業務人員有提供名片予渠，而該業務人
員之名片上載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又加盟店提供
後續接洽加盟業務人員之名片上載為被處分人御風
行公司，且與加盟店簽訂加盟合約者，除被處分人幸
福水屋公司外，亦有 11 家加盟店與被處分人水噹噹
公司簽訂加盟合約，以及支付加水站機台費用、權利
金、技術服務費用予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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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水屋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之匯款單據，顯
示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與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因招
募加盟行為，而獲有報酬。
６、 參諸前開所述及事證，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
人御風行公司均於招募加盟行為前，與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業共同討論及瞭解加盟相關文件，並對向有
意加盟者解說之加盟內容及執行方式均有所共識，且
因招募加盟行為而獲有利益，是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
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對相關招募加盟行為及文件
內容，乃為預見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已符合前開
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堪認被處分人水噹噹
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為本案共同行為人，亦為
本案行為主體。
７、 綜上，本案行為主體係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以
及被授權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業務之被處分人
水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
三、 關於未充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乙節：
（一）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
係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１、 經檢視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提供之加盟合約第 10
條第 1 項揭載：「甲方僅授權乙方加入本連鎖事業，
使用甲方之商標、經營技術等而為營業，乙方係以獨
立之商號或法人等本加盟店來營運…」及第 3 條第 1
至 5 項揭載乙方須支付加盟金、品牌權利維護、設備
及管理保修等費用，以及第 8 條第 2 項揭載：「為協
助乙方經營，甲方應定期派員輔導及提供建言，致力
提高乙方的經營效益。」是本案係透過簽訂加盟合約
之方式，將商標授權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
店之經營，而其加盟店對此亦須支付一定對價，並存
有繼續性之支付對價關係，基此經營關係下，乃屬加
盟經營關係，先予敘明。
２、 查加盟意向書，其內容雖有支付○○元，作為保留加
盟資格或優惠資格之保證金字樣，惟據被處分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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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表示倘有意加盟者
事後不願意加盟或不願意購買機台，則會退還訂金，
但可能因為收取訂金之金額不高，目前無申請退還訂
金之有意加盟者，故尚無相關退還訂金之事證等語。
次查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其內容亦僅揭載購買加
水站設備之相關給付、交貨及違約等約定事項。
３、 是據加 盟意向 書及加 水站附 條件買 賣合約 文件內
容，尚無涉及授權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予加盟店使用之
事項，且該加盟意向書上載保證金之金額亦尚難認有
限制有意加盟者轉換加盟業主之效果，故認被處分人
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即簽訂加盟合約前)，提供有意加盟者各項加盟重要
資訊。
（二）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前，係提供加盟簡介、廣告宣傳單、水市場概況資料、
加盟意向書、加盟方案表、設備專利證、檢驗報告、獲
利分析表、獲利模式評估，及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等
10 項書面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１、 據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表示於加盟展現場會放置
加盟簡介供參觀加盟展之民眾索取，及發送廣告宣傳
單，並洽談加盟過程，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
人御風行公司業務人員會以加盟解說本向有意加盟
者介紹「幸福水屋」品牌加盟，而加盟解說本內文件
包含加盟意向書、水市場概況資料、加盟方案表、商
標註冊證、設備專利證、檢驗報告、全國分佈圖、獲
利分析表、獲利模式評估、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及
加盟合約等書面文件。另查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提供
與有意加盟者洽談「幸福水屋」品牌加盟過程所使用
之書面文件，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提供予本會之
書面文件大致相同，且據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表示加
盟相關文件係與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共同討論，並
瞭解相關內容等語，故本案就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
所提供之書面資料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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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然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
分別有 13 家加盟店、11 家加盟店表示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或被處分人御風行公
司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商標註冊證、加盟
合約予以審閱。復有加盟店進一步表示洽談加盟過程
中，未見商標註冊證及全國分佈圖等書面文件，僅口
頭告知目前加盟店數約有 300 家，且加盟合約係於交
付機台現場才提供予渠等語，故難認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有提供商標註冊證、全國分佈圖及
加盟合約等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是本案被處分人
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
提供加盟簡介、廣告宣傳單、水市場概況資料、加盟
意向書、加盟方案表、設備專利證、檢驗報告、獲利
分析表、獲利模式評估，及加水站附條件買賣合約等
10 項書面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
３、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露「授權加盟店使用商
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
制條件」
、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
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
數目、營業地址」
、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
營關係之限制」，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
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構成顯失公平行
為：
（1） 經檢視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
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 10 項書面
文件，均未揭露前等加盟重要資訊，雖被處分人幸
福水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表示前等加盟
重要資訊，係以商標註冊證、全國分佈圖、加盟合
約向有意加盟者說明，且因目前沒有解除、終止契
約之加盟店，故無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
統計資料可提供有意加盟者。然據本會問卷調查結
果，難認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
552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加盟經營關係前，有提供商標註冊證及加盟合約予
有意加盟者審閱。復有加盟店進一步表示於締結加
盟經營關係前，未見全國分佈圖文件，僅以口頭告
知加盟店數約為 300 家等語，是難認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已書
面充分揭露前等加盟重要資訊。
（2）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未於締結加盟
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提供「授權加盟店
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
與各項限制條件」
、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
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
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
、
「加盟契約存續
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及「加盟契約
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
資訊，有意加盟者難據以充分評估商標權之權利行
使、品牌內競爭情形、加盟體系之經營績效、加盟
經營限制約定，以及雙方權利義務變更後續處理等
情形。又前開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經營所
關切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
擇加盟業主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等 3 家事業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
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揭露
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
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四、 關於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乙節：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與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
合約前，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構成顯失公平行為：
（一）按一般締結加盟契約過程中，由於定型化契約多半皆為
加盟業主事先單方擬定，就契約相關資訊而言，加盟業
主無疑為具優勢地位之一方，因此加盟業主於簽訂加盟
經營關係有關之書面契約前，應給予交易相對人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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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審閱期間，使其能充分且詳細瞭解契約內容，據以
為締結契約與否之判斷。
（二）雖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表示洽
談加盟過程，業務人員有以加盟解說本向有意加盟者說
明，而加盟合約即為加盟解說本內之文件，後續倘有意
加盟者尚有加盟意願，則待交付機器時，被處分人幸福
水屋公司才會提供加盟合約予有意加盟者，並於交付機
台現場簽訂加盟合約。
（三）然案經調查，難認加盟合約為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之書面
資料，且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回覆問卷 19 家加盟店中，
有 12 家加盟店表示簽訂加盟合約前，被處分人幸福水屋
公司等 3 家事業未給予至少 5 日以上之契約審閱期間。
復有加盟店進一步表示，加盟合約係交付加水站機台現
場，才看到該項文件，並於同時簽訂加盟合約，是被處
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僅於交付加水站機台現場
提供加盟合約予有意加盟者，並當天即與有意加盟者簽
立，未給予至少 5 日或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
（四）綜上，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與有意加盟者
簽訂加盟合約前，未提供合理之契約審閱期間，剝奪有
意加盟者合理且充分審閱契約之機會，致交易相對人未
能充分且詳細瞭解契約內容，據以為是否締結契約之適
當判斷，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前開未充分揭露加盟重
要資訊，以及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之顯失公平行為，
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自 102 年起，開始招募「幸福水屋」
品牌加盟，迄至 105 年底共計招募 43 家加盟店，至今仍持
續招募加盟，且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表示分別於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及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授權招募加盟業務予被處分人水
噹噹公司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
等 3 家事業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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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其行為已
影響與其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又加盟經
營關係之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幸
福水屋公司等 3 家事業締約，其他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
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會。準此，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等 3 家事業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以書面充分完整揭露前開交易資訊，以及未給予合
理契約審閱期間，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
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締約機會，產生
不公平競爭之效果，且該等行為如不予以遏止，日後將持
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對交易秩序構成更大之損
害，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
及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於招募「幸福水屋」品牌加盟過程，
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
整揭露「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
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
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所有縣(市)同
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
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
，及「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
之條件及處理方式」等加盟重要資訊，以及未給予交易相
對人合理契約審閱期間，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依據公平交易法
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違法行為持續期間(被處分
人幸福水屋公司自 102 年迄今、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及被處分人御風行
公司自 105 年 9 月 1 日迄今)、營業額、已加盟簽約店數，
104 年新招募 1 家加盟店及 105 年新招募 42 家加盟店、係
屬初犯等因素，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就未充
分揭露加盟重要資訊之違法行為，分別處被處分人幸福水
屋公司、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新臺
幣 8 萬元、5 萬元、5 萬元罰鍰，另就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
期間之違法行為，分別處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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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噹噹公司、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新臺幣 7 萬元、5 萬
元、5 萬元罰鍰，共計分別處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
處分人水噹噹公司、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新臺幣 15 萬元、
10 萬元、1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幸福水屋公司、被處分人御風行公司如不服本處分，
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
被處分人水噹噹公司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
起 2 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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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7 號

被處分人：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39718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 2 段 145 號地下 1 樓及 1~18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經營期間實
施之統配機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
或標準，以及加盟契約對加盟店規範之加盟經營關係相關
限制等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7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美廉社」加盟店多位經營者反映略謂，三商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經營期間採用電腦系統強制配送
短效期 4℃冷藏飲料及甜品，及不定時強制加盟店進不可
退商品，商品未售完或即期報廢，加盟店須吸收報廢成本，
然該等資訊加盟前後都無告知。以及被處分人交付契約審
閱時，始知悉有多達 64 項之罰款事項，惟被處分人收取草
約金前均未揭露。
二、 調查經過：
(一)請檢舉人 A 君補充說明及並進行訪談，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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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被處分人自動配送商品，多為促銷商品或進口商品，
頻率差不多一個月 10 多次，數量則不一定，至於被處
分人對於自動配送商品未銷售完之處理方式，有辦理
退貨、將商品轉至直營店，但該類商品通常是屬於不
可退貨商品，且被處分人訂有商品出清期限，在期限
內無法出清，就會轉為門市報廢，由門市吸收報廢成
本。另門市系統 4℃冷藏商品之訂購頁面，有系統量
數據，門市自行訂購數量小於系統量，頁面會反紅顯
示，被處分人會強制配送商品至系統量之數量，且門
市無法修改系統量數據，至於系統量如何計算，被處
分人並無告知。
２、被處分人對於商品訂購數量、陳列量或存貨量並無具
體規範，門市商品訂購量、陳列量或存貨量不足，被
處分人即可依加盟門市作業評核表之違規事項第 31
項「陳列豐富」要求門市訂、進貨。而如何達到「陳
列豐富」
，完全是依被處分人標準，門市完全不清楚，
簽訂加盟契約前，被處分人亦無告知。
３、門市 1 個月報廢成本約新臺幣(下同)3,000 多元至
4,000 多元，但因商品出清階段銷售價格較低，故出
清時尚未售出之商品，部分會自行買下，因此實際報
廢成本應該更高。
(二)請檢舉人 B 君補充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交付加盟契約、管理規章審閱，然管理規章
內之限制條款(罰款)，於其支付草約金前或受訓期
間，被處分人都未曾明確告知，目前經營常被依管理
規章相關限制條款罰款，如違反營業規定、規範、規
章，及不配合訂貨等。
２、被處分人不定時強制加盟店進不可退商品，如進口啤
酒，及不論加盟店有無同意，會自動配送短效期冷藏
商品，然簽約前後均無告知該等商品會強迫配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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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退貨方式，加盟店只能設法出清。另被處分人對於
何謂產品擺設須豐富之定義，亦無明確告知。
３、簽約前，被處分人告知 1 個月報廢成本不會超過 3,000
元，惟開幕後 1 個月之實際報廢金額較所告知金額高
出數千元不等。
(三)請檢舉人 C 君補充說明，略以：
教育訓練結訓時，被處分人提出加盟契約、管理規章，
但管理規章多達 64 項罰款事由，卻於其離開前份工作、
給付草約金、訓練完成才揭露，簽約後依管理規章第 31
項罰款事由未隨時保持商品豐富，進行開罰。另加盟前
後也未告知多數商品是不可退貨，訂購後未能銷售須完
全由加盟店自行負擔。
(四)請被處分人提出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１、
「美廉社」加盟事業係自 100 年 12 月開辦，於 104 年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割「美廉社」加盟事業，
由被處分人負責業務經營。
「美廉社」加盟模式分為委
託加盟及特許加盟，新招募加盟店數 104 年為 22 家、
105 年為 25 家、106 年(截至 2 月)為 8 家。104 年 12
月委託加盟店 50 家、特許加盟店 6 家、總店數(含直
營店及加盟店)459 家；105 年 12 月委託加盟店 69 家、
特許加盟店 10 家、總店數 558 家；106 年 2 月委託加
盟店 77 家、特許加盟店 9 家、總店數為 567 家。營業
收入 104 年為 149 億 3,736 萬元、105 年為 161 億 696
萬元。
２、
「美廉社」加盟模式，委託加盟由被處分人提供店面，
委託加盟者兩人專職經營，兩人簽約、兩人受訓【加
盟金○萬元(未稅)、履約保證金○萬元(每月利息返
還，約滿全額退還)、毛利額分配：月毛利額 20 萬元
以下為○％、20 萬元以上未達 30 萬元為○％、30 萬
元以上為○％、毛利額提撥保障為每月○萬○○○
元】；特許加盟由加盟者投資店面裝潢費用並負擔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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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以獲得較高毛利分配比例，單人簽約(需指派店
長、副店長受訓)【加盟金○萬元(未稅)、履約保證金
○萬元(每月利息返還，約滿全額退還)、裝潢費用(約
○○萬元至○○萬元)及每月租金、毛利額分配為
○％、毛利額提撥保障為每月○萬○○○元】。
３、被處分人加盟作業流程：
(１)第 1 次面談會請有意加盟者填寫加盟申請表、創業
適合度評量、職業興趣測驗，確認有意加盟者背景、
經歷，瞭解加盟動機、心態、期望收入，說明公司
沿革、經營理念、加盟條件、型態、費用等，結束
後依有意加盟者意願，被處分人會提供委託加盟或
特許加盟之加盟條件與項目說明。如有意加盟者願
意第 2 次面談，會請有意加盟者於第 2 次面談前完
成 4 份訪店報告後，邀約第 2 次面談。第 2 次面談
會進行門市觀察心得分享、加盟權利義務與報酬金
測驗、詢問資金相關事宜、門市每日作業介紹、與
加盟推廣部主管洽談並確認家訪(即第 3 次面談)，
結束後被處分人會以電子郵件寄送加盟者基本資料
表、加盟者自傳、加盟者接店計畫書、加盟者關係
表等表單，待回收後進行第 3 次面談。第 3 次面談
係於有意加盟者家中進行，加盟專員會將家訪內容
及居家環境紀錄於家訪記錄表，並邀約第 4 次面
談。第 4 次面談被處分人會提供「加盟資訊揭露事
項」予有意加盟者閱讀並簽名，及提供體檢項目表
及公司銀行存摺影本、有意加盟者於收集及處理個
人資料告知書簽名，並與營運主管約面試時間。
(２)營運主管面試後，如未通過則不予加盟，如同意加
盟，則安排有意加盟者擇期簽訂草約。簽訂草約前
會提供「草約閱讀本」、「契約閱讀本」、「管理規章
閱讀本」供有意加盟者審閱 7 天，之後並進行 3 至
4 小時契約說明課程，使有意加盟者充分瞭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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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草約簽訂時，被處分人會回收草約閱讀本及
體檢表，有意加盟者須繳交草約金○萬元之匯款證
明，並於草約用印後，完成草約簽約程序。
(３)草約簽訂後，進行 4 週教育訓練，經考核通過後，
有意加盟者繳交加盟金尾款及保證金之匯款證明，
雙方簽訂加盟契約。是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草約
前，會提供加盟資訊揭露事項、草約閱讀本、契約
閱讀本、管理規章閱讀本等書面資料，於簽訂加盟
草約至簽訂加盟契約前，則提供 SOP 手冊及教育訓
練講義。
４、教育訓練期間，有意加盟者可針對本身學習狀況、工
作勝任度、家庭因素、夥伴因素、健康因素等原因，
向被處分人申請草約終止，被處分人亦可針對有意加
盟者受訓狀況提出草約終止。教育訓練期間中途合意
解約，按加盟草約第 7 條規定，可依有意加盟者訓練
週數，退還不等草約金，退款於雙方簽訂草約終止協
議書後一次返還予有意加盟者。但實際運作上，為免
爭議，倘若係被處分人提出有意加盟者不適合經營之
情況，被處分人皆全額退還草約金予有意加盟者。
５、加盟店接受委託進行商品銷售，同時負有管理商品陳
列、商品庫存、商品鮮度之責任，故進行商品銷售及
管理過程中所產生相關費用或損失，則由加盟店負
擔。依加盟契約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被處分人按加盟
店每月銷售商品之毛利額，依固定計算方式提撥毛利
額與服務商品分配之代收(售)手續費，加計行政績效
獎金，扣除該店管銷費用後，計算出加盟店經營報酬
金。加盟契約已載明商品報廢成本由加盟店負擔。惟
被處分人也授權加盟店針對即將過期商品進行特價出
清，以減少報廢損失，或如需被處分人進行如轉貨、
費用補助等，被處分人亦會盡力協助。加盟店每店每
月平均報廢成本金額，104 年為○○○元、105 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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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06 年截至 2 月為○○○元。又被處分人自
105 年 2 月 25 日起，實施加盟新開店特別補助之辦法，
適用對象為辦法實施後新增加盟店，另考量辦法實施
前有部分業績不理想之加盟店，亦同樣給予特別補
助，特別補助會按月連續補助 3 個月，之後再依單店
業績及加盟店收入判斷，如仍不足且無重大違約事
項，則將再予補助，而各項補助中即包含商品報廢費
用補助○○○元。目前獲該特別補助之加盟店計有○
家，占加盟店比例為○○％。
６、關於被處分人不經門市下訂，而自行配送商品到店(含
直營及加盟)之措施：
(１)統配機制：
甲、新品：
新品統配機制係於 98 年開始實施，新品到貨會於
後台系統通知各門市，門市可依據「新增商品通
知單」獲知新品訊息，以及門市陳列數量。而新
增商品通知單所載「門市需求量」即指新品在門
市之最小陳列量，新品配送的數量會依「門市需
求量」之數量配送到門市。
乙、促銷品：
促銷品統配機制係於 100 年 3 月實施，被處分人
選定特定商品後，再與供應商議定促銷價格及配
合檔期後，以「促銷明細」通知各門市應配合之
行銷活動。促銷品因係採二位陳列，在門市庫存
量不足情形下，配送數量會依據陳列規劃表所載
統配數量及門市庫存數量進行配送。
丙、「美廉社」門市大小並無太大差異，商品配送數
量僅配合貨架陳列空間，並不會造成門市庫存及
銷售壓力，每家門市對於新品「門市需求量」及
促銷品不足之配送數量均一致。而新品及促銷品
統配機制，主要係針對如新品上架、商品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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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商品、機會商品等重點商品統配到店，以增
加消費者接觸廣度，避免門市因未訂貨或訂貨量
不足造成缺貨，導致消費者客訴，且規劃之行銷
活動為對外之重要活動，所有門市須共同參與，
對於產品銷售及門市業績有正向幫助，雖可能因
銷售情況不佳產生報廢，然被處分人透過銷售數
據估算合理進貨量、協助處理滯銷品、商品報廢
補助等措施，以避免加盟店發生損失，應無可能
對於加盟關係限制之情形。
(２)電腦自動補貨系統(OPL)：
OPL 系統係於 105 年 4 月間實施，主要在低溫日配
商品，該類商品自行配送數量為系統量補足自訂量
不足之數量。而 OPL 系統係因「美廉社」門市日配
品多達 2、3 百項，門市下訂商品可能須花費很多時
間，故主要係希望透過 OPL 系統減少門市下訂商品
之勞務量，並非為塞貨給門市。
(３)相關資訊揭露情形：
被處分人招募「美廉社」，在與有意加盟者面談過
程，會以口頭說明有關新品及促銷品之配送方式。
如第 2 次面談以口頭向有意加盟者說明有關實際運
作中會遭遇之問題點，即包含新品及檔期促銷活動
相關做法，並請有意加盟者就費用分擔、報酬計算
進行測驗，以「美廉社」單店平均每月盤虧及報廢
金額約○○○元，被處分人保守提供盤虧及報廢金
額為 3,000 元、5,000 元予有意加盟者進行試算。以
及後續第 3 次面談、第 4 次面談、營運主管面談，
均會針對有意加盟者疑問多次確認、加盟資訊揭露
及說明(如加盟制度、最低保障、違約金、營業運作
相關作業等)。而被處分人於 105 年 8 月之加盟資訊
揭露事項，將新品及促銷品配送方式，以書面進行
揭露，惟配送數量及標準，加盟資訊揭露事項雖無
56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明確揭露，但新品及促銷品之配送數量並不多，且
多是常溫商品，報廢情形較少。另在說明加盟資訊
揭露事項之統配機制及教育訓練課程時，會口頭說
明 OPL 系統之配送方式，使有意加盟者瞭解 OPL 系
統係解決其日常訂貨時，發生錯訂或少訂之情形。
７、關於被處分人加盟管理規章之加盟門市作業評核表之
執行情形：
(１)101 年 9 月版之管理規章即有加盟門市作業評核
表，一開始評核項目為 62 項，至 102 年 8 月新增第
63 項及第 64 項，並透過 EIP 公告，通知所有加盟店
知悉。
(２)加盟店違反加盟門市作業評核表規範事項，如果是
較為重大情節部分，例如商品過期、未匯款、晚開
店、侵占會員點數、未著制服即進入櫃檯結帳、結
帳邊講手機…等，被處分人會開立缺失單，即依加
盟門市作業評核表之罰款額，進行罰款，如較不重
大情節，則先開立勸導單，屢不改善才會罰款。另
加盟店如被開立缺失單，則當月行政績效獎金○○
元，會被被處分人取消。
(五)案於函請被處分人補充說明及事證過程，三商家購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三商家購公司)提出陳述，略以：
１、為考量集團長期策略發展所需，提升整體競爭力及經
營績效，依企業併購法規定採既存分割分式，將被處
分人家購事業部之相關營業分割移轉予三商家購公
司。因此，三商家購公司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就本案
繼受被處分人一切權利、義務。
２、106 年 4 月前，
「美廉社」加盟流程進行至加盟草約簽
訂前，皆須進行加盟資訊揭露、營運主管面談通過後，
給予有意加盟者草約閱讀本進行 5 至 7 天審閱，有意
加盟者如無異議後進行草約簽訂並繳交草約金，但考
量契約外流安全性及管理規章營運機密，故在有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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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者受訓期間，才提供契約閱讀本及管理規章閱讀本
予有意加盟者審閱，受訓完成後再簽訂加盟契約。而
於 106 年 4 月後，加盟招募標準流程修改為，在營運
主管面談通過後，即給予有意加盟者草約閱讀本、契
約閱讀本及管理規章閱讀本進行 5-7 天審閱，有意加
盟者無異議後簽訂草約並繳交草約金安排受訓，受訓
完成後簽訂加盟契約。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
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所稱「顯失公平」
，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
競爭或營業交易；所謂「交易秩序」
，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
資訊難以全然獲悉，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
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
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有關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
於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例如商品最低配送數量)之加盟重要
資訊，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對交易相對
人顯失公平。又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考量
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
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者，即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
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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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二、 被處分人應於與交易相對人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
供加盟重要資訊：
案據調查，被處分人加盟流程概分為 4 次面談、營運主管
面試、收取○萬元草約金並簽訂加盟草約、教育訓練、簽
訂加盟契約等。是被處分人於簽訂加盟契約前，有向交易
相對人收取草約金並簽訂加盟草約之過程，依被處分人 104
年 1 月加盟草約第 7 條及第 8 條約定，因乙方(即交易相對
人)之事由而解除草約，被處分人不返還交易相對人繳交之
費用。後 105 年 3 月修訂之加盟草約，草約第 7 條則約定
中途合意解約，依交易相對人訓練週數，退還不等款項。
雖被處分人表示實際倘係被處分人提出交易相對人不適合
經營之情況，皆全額退還草約金予交易相對人，然查如係
交易相對人提出解約情形，被處分人仍依加盟草約約定，
收取相關費用，且費用達數萬元不等，並非少數，足認已
使交易相對人變更交易對象(加盟業主)之可能性降低，是
被處分人應於與交易相對人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
供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
三、 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加盟者
審閱之書面資料為「加盟資訊揭露事項」及「草約閱讀本」
等：
案據被處分人表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會提供
「加盟資訊揭露事項」
、
「草約閱讀本」
、
「契約閱讀本」
、
「管
理規章閱讀本」等書面資料予交易相對人審閱。惟經檢視
被處分人提出對加盟店提供及該等加盟店簽訂(收)前開書
面文件時點之說明及事證，
「契約閱讀本」及「管理規章閱
讀本」均係於加盟草約簽訂後提供，又據檢舉人對於被處
分人加盟過程提供之書面資料情形表示，係於支付草約
金、簽訂加盟草約後，教育訓練結訓時，被處分人始提出
加盟契約、管理規章等文件，以及分割受讓被處分人家購
566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事業部之三商家購公司表示，係於 106 年 4 月後，
「美廉社」
加盟招募標準流程始修改為，營運主管面談通過後，給予
有意加盟者「草約閱讀本」、「契約閱讀本」及「管理規章
閱讀本」審閱，有意加盟者無異議後簽訂草約並繳交草約
金安排受訓，受訓完成後簽訂加盟契約。基此，可認 106
年 4 月前，被處分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提供予有
意加盟者審閱之書面資料為「加盟資訊揭露事項」及「草
約閱讀本」等。
四、 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
整揭露加盟經營期間實施之統配機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
統，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以及加盟契約對加盟店
規範之加盟經營關係相關限制等資訊，構成顯失公平之行
為：
(一)案經被處分人表示不經門市(直營店及加盟店)下訂，由
被處分人自行配送商品到店之措施為統配機制及電腦自
動補貨系統(OPL)。統配機制係對於新品及促銷品進行配
送，新品統配機制於 98 年開始實施，配送數量為新增商
品通知單所載「門市需求量」之數量，而促銷品統配機
制於 100 年 3 月實施，配送數量會依據陳列規劃表所載
統配數量及門市庫存數量進行配送(庫存數量不足統配
數量即配送)，至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則於 105 年 4 月間實
施，主要係對於低溫日配商品，而該類商品配送數量為
系統量補足自訂量不足之數量。是加盟店經營期間，被
處分人有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之加盟經營關係限制情
形。
(二)又被處分人表示，101 年 9 月版之管理規章即有加盟門
市作業評核表，評核項目為 62 項，至 102 年 8 月新增第
63 項及第 64 項。關於檢舉人反映被處分人未揭露管理
規章之作業評核表 64 項違規事項資訊乙情，按加盟門市
作業評核表係被處分人對於管理加盟店所為之細節性規
定，而加盟店須遵守加盟門市作業評核表所規範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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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乃基於加盟契約約定加盟店須遵守甲方(即被處分
人)所訂各種規章、守則、辦法…等，是為加盟經營關係
之限制。
(三)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易相對人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
前，提供之「加盟資訊揭露事項」、「草約閱讀本」等書
面資料，查被處分人 104 年 1 月至 105 年 7 月提供予交
易相對人之「加盟資訊揭露事項」及「草約閱讀本」
，未
見有統配機制之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105 年 4 月
(OPL 系統實施)至 105 年 7 月提供予交易相對人之「加
盟資訊揭露事項」及「草約閱讀本」
，亦未見有電腦自動
補貨系統之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而被處分人於 105
年 8 月後提供之「加盟資訊揭露事項」第 18 點商品統配
處理原則揭露「1.商品統配之原則主要為針對重點商品
(例如新品上架、商品換季、暢銷品)統配到店…。2.統
配品項及數量皆由採購分配，僅就新品及檔期商品分
配…。」亦僅說明新品及檔期商品有統配機制，仍未有
統配機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之相關資訊，且亦無
相關電腦自動補貨系統之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之資
訊，乃至 106 年 6 月修正之「加盟資訊揭露事項」第 20
點 OPL 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原則，始揭露 OPL 配送數量之
計算公式及原則。至依加盟契約約定，加盟店尚須遵守
相關規章之管理事項，以及其他加盟契約對加盟店加盟
經營關係相關限制(例如：不得販售任何非商品台帳所列
載或販售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須配合被檢舉人之行
銷企劃活動…等)，然查 106 年 4 月前被處分人於締結預
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並未提供加盟契約予有意加盟者審
閱，而提供之「加盟資訊揭露事項」、「草約閱讀本」等
書面資料，對加盟經營關係限制資訊，亦僅於「加盟資
訊揭露事項」第 8 點揭載「雙方經營關係依據正式契約
內容規範」
，難謂已揭露加盟契約規範之加盟經營關係限
制事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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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處分人雖陳稱，與交易相對人面談過程，會以口頭說
明有關新品與促銷品統配機制及 OPL 系統之配送方式、
單店平均每月盤虧及報廢金額約○○○元，面談時進行
費用分擔及報酬計算測驗，已提供盤虧及報廢金額為
3,000 元及 5,000 元情形資訊、新品及促銷品統配機制
係針對重點商品統配到店，以增加消費者接觸廣度，避
免門市缺貨，致消費者客訴、電腦自動補貨系統係為減
少門市下訂商品之勞務量、配送數量係透過銷售數據合
理估算、會協助加盟店處理滯銷品、依加盟店新開店特
別補助給予每間加盟店每月○○○元之商品報廢補助等
語。惟對於已處資訊弱勢之交易相對人，實難經由口頭
說明即可獲悉充分且完整之交易資訊，又雖已提供盤虧
及報廢金額資訊，惟交易相對人並無法自盤損及報廢金
額，認知有關統配機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其商品最
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之加盟經營關係限制，亦無從獲悉日
後經營加盟店將無法自行決定相關商品進貨數量。以及
實施統配機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統係提升加盟店銷售業
績及減少訂貨勞務量之目的、配送數量係經合理估算、
會協助加盟店處理滯銷品，均與被處分人須揭露統配機
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之
加盟經營關係限制資訊，係為求衡平交易相對人資訊地
位，使交易相對人於資訊充分且完整情形下，再為交易
決定之立意無涉。至被處分人提供加盟店每月○○○元
之商品報廢補助，惟查該補助項目並非提供全數加盟
店，且補助期間為 3 個月，仍將再依單店業績及加盟店
收入判斷是否續行補助，非完整覆蓋加盟契約期間。
(五)基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
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經營期間實施之統配機制及電腦自
動補貨系統，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以及加盟契
約對加盟店規範之加盟經營關係相關限制等資訊，交易
相對人難據以充分評估加盟經營關係限制約定。又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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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為交易相對人基於事業經營所關切事項，並賴以評
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選擇加盟業主之加盟重要資
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
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對等，未充分揭露其所掌握之
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乃
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爭取交易，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
五、 被處分人前開顯失公平行為，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被處分人自 104 年 1 月開始招募「美廉社」加盟，招募加
盟店數 104 年為 22 家、105 年為 25 家、106 年(截至 2 月)
為 8 家。加盟店須繳交加盟金○ 萬元、履約保證金○萬
元，特許加盟店尚須負擔門市裝潢費用約○○萬元至○○
萬元及每月租金，且加盟招募係屬掌握資訊優勢地位持續
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行締約之行為，為重複性之交易模
式，惟被處分人利用其掌握重要交易資訊之優勢地位，為
不相稱的資訊揭露，將妨礙交易相對人作成正確之交易判
斷，已影響與其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對
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並易使競爭同業喪失交易機會，產
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是被處分人在與眾多交易相對人締
約之情形下，確實足以對交易秩序造成一定影響，核屬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未於締結預備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
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加盟經營期間實施之統配
機制及電腦自動補貨系統，其商品最低配送數量或標準，
以及加盟契約對加盟店規範之加盟經營關係相關限制（例
如：須遵守相關規章之管理事項、不得販售任何非商品台
帳所列載或販售自製或私自進貨之商品、須配合被檢舉人
之行銷企劃活動…等)等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
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期間、104
年及 105 年營業額、104 年至 106 年(截止 2 月)招募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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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數、加盟投入金額、配合調查態度、係屬初犯等因素，
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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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8 號

被處分人：富羅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84161
址

設：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 5 段 727 之 1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

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FACEBOOK 網站之公司專頁登載「量子大力神」
產品廣告，宣稱產品經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檢測，
最高可節油 25%、平均節油 14%、最低節油 8%，認證具有
【節能】、【減碳】的實際功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案據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下稱車測中心) 106 年 8 月 25
日 來 函 指 稱 ， 被 處 分 人 於 FACEBOOK 網 站 之 公 司 專 頁 （ 下 稱
FACEBOOK網頁）中登載「量子大力神」產品廣告，宣稱：
「狂賀
本產品通過車測中心檢驗，認證具有【節能】、【減碳】的實際
功能，同類產品圴無法具體提出實驗報告。」
「量子大力神【省
油專用】的產品，經ARTC（車測中心）極為嚴峻的精測後，所
呈現的結果是【省油耗、降CO2 】
，也就是本產品同時擁有【節
能減碳】的特點，功效永久不衰。」並刊載車測中心之檢測報
告。按前揭產品雖曾送該中心執行汽油汽車行車型態污染測
試、車型號能測試（編號：B105EG0272、B105EG0273 之測試報
告），然安裝後之污染及耗能測試結果數據均較安裝前之數值
高，
「量子大力神」產品並無業者宣稱之省油耗、降CO2 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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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稱內容涉及誇大、引人錯誤等情事。另被處分人 105 年 7
月 30 日於FACEBOOK網頁中登載：
「『量子大力神』經過ARTC（車
輛測試中心）的測試（測試車比較）最高一公升汽油可節油 12.4
公里、平均節油 100 公里 1.6 公升（2015.05.07）的測試數據
本產品最高可節油 25%、平均節油 14%、最低節油 8%，確實達到
節油的功效。」之內容亦涉有不實。
理
由
一、 經查被處分人自 105 年 7 月起於FACEBOOK網頁中登載「量
子大力神」產品廣告，宣稱：
「
『量子大力神』經過ARTC（車
輛測試中心）的測試（測試車比較）最高一公升汽油可節
油 12.4 公里、平均節油 100 公里 1.6 公升（2015.05.07）
的測試數據本產品最高可節油 25%、平均節油 14%、最低節
油 8%，確實達到節油的功效。」「狂賀本產品通過車測中
心檢驗，認證具有【節能】、【減碳】的實際功能，同類產
品圴無法具體提出實驗報告。」
「量子大力神【省油專用】
的產品，經ARTC（車測中心）極為嚴峻的精測後，所呈現
的結果是【省油耗、降CO2 】
，也就是本產品同時擁有【節
能減碳】的特點，功效永久不衰。」及刊載車測中心之車
型號能測試報告，該網頁並登載：
「檢測案號：B105EG0272
（無產品測試）B105EG0273（有產品測試） 測試結果：油
耗降低、CO2 排放降低」
「經ARTC實測，加裝量子大力神可
有效 降低汽車油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其予人印象為
「量子大力神」產品經車輛測試中心檢測，最高可節油 25%、
平均節油 14%、最低節油 8%，加裝量子大力神可降低汽車
油耗，節能減碳，並有車測中心的檢測報告為憑。本案被
處分人雖稱「量子大力神」產品並未開始銷售， FACEBOOK
網頁發布之訊息非屬廣告之性質。然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
稱「廣告」係指事業以傳播方法，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
一般大眾共見共聞其商品、服務訊息，以達招徠銷售為目
的之行為。而被處分人坦承自 105 年 8 月間，已對外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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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產品之經銷商，故其於FACEBOOK網頁登載「量子大力神」
相關產品資訊，即為達招徠銷售為目的之廣告行為。
二、 本案被處分人廣告宣稱：「『量子大力神』經過ARTC（車輛
測試中心）的測試（測試車比較）最高一公升汽油可節油
12.4 公里、平均節油 100 公里 1.6 公升（2015.05.07）的
測試數據本產品最高可節油 25%、平均節油 14%、最低節油
8%，確實達到節油的功效。」乙節，車測中心表示被處分
人 104 年 5 月間未曾至該中心執行測試，被處分人則推稱
其員工誤載他廠商資料，其並無車測中心 105 年 5 月 7 日
之測試報告，故其廣告已與事實不符。另廣告宣稱：
「狂賀
本產品通過車測中心檢驗，認證具有【節能】、【減碳】的
實際功能，同類產品圴無法具體提出實驗報告。」
「量子大
力神【省油專用】的產品，經ARTC（車測中心）極為嚴峻
的精測後，所呈現的結果是【省油耗、降CO2 】
，也就是本
產品同時擁有【節能減碳】的特點，功效永久不衰。」及
刊載車測中心之車型號能測試報告，該網頁並登載：
「檢測
案號：B105EG0272（無產品測試）B105EG0273（有產品測
試） 測試結果：油耗降低、CO2 排放降低」
「經ARTC實測，
加裝量子大力神可有效 降低汽車油耗，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 ！ 」 乙 節 ， 車 測 中 心 表 示 其 所 出 具 B105EG0272 、
B105EG0273 之測試報告，有關耗能部分，於該中心所提供
檢測報告中市區耗能為 7.68km/l（安裝前）及 7.64km/l
（安裝後）
，按該數據，使用產品（即「量子大力神」產品）
後之市區油耗反較使用前差；再者，具代表性之油耗應為
市區油耗與非市區油耗加權計算後的平均油耗，而案關檢
測報告顯示產品安裝前、安裝後之平均油耗為 10.2km/l、
10.1km/l，並無被處分人所述油耗較節省之情事。另關於
減碳部分，由於車輛引擎燃燒後，燃料中的碳變成碳氫化
合物(THC)、一氧化碳（CO）
、二氧化碳（CO2）3 種組態排
放到空氣中，故是否改裝後有達到減碳的效用，應同時檢
視這 3 種物質的排放量而定，本案產品安裝前CO2、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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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為 228.02g/km、0.021g/km、0.261g/km，安裝後則為
228.01g/km 、 0.032g/km 、 0.293g/km 、 其 中 CO2 降 低
0.01g/km、THC提高 0.011g/km、CO提高為 0.032g/km，亦
無所述減碳作用。是系爭廣告宣稱內容確與事實未合，核
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足以影響交易決定，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FACEBOOK網頁登載「量子大力神」產品
廣告，宣稱產品經車測中心檢測，最高可節油 25%、平均
節油 14%、最低節油 8%，認證具有【節能】
、【減碳】的實
際功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
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
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
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爰依公平交易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於 FACEBOOK 網站之公司專頁登載「量子大力神」
產品廣告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9 月 11 日陳述意見書及 106 年 10 月 17 日
陳述紀錄。
三、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106 年 8 月 25 日、106 年 9 月
25 日車智字第 1060001809 號、第 1060001877 號函。
四、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編號：B105EG0272、B105EG0273
之檢測報告。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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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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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
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
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
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
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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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09 號
被處分人：金好康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601495
址

設：臺中市西區民龍里臺灣大道 2 段 307 號 7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事
實
查被處分人於 100 年 9 月間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營養保健、美容保養及資訊商品，其報備營業所為「臺中市西
區民龍里臺灣大道 2 段 307 號 7 樓」
，且另無其他營業所，惟本
會 106 年 8 月 29 日上網查詢及同年月 30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
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查，獲悉被處分人網頁之「聯絡我們」載
有「台北辦事處」、
「台南辦事處」及「Yes5tv 高雄旗艦店」等
相關營業資訊，且查被處分人與傳銷商簽訂「金好康申請暨經
銷商契約書」之「辦事處」一欄亦載有「台北」
、
「台南」及「高
雄」等註記，與前開報備內容不符，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向本會報備營業所為「臺中市西區民龍里臺灣
大道 2 段 307 號 7 樓」
，經本會 106 年 8 月 29 日上網查詢
及同年月 30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獲悉被處分人新增臺北、臺南及高雄等 3 處營業所，
被處分人雖辯稱前揭 3 處營業所僅供傳銷商聚會使用，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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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被處分人網頁之「聯絡我們」載有臺北、臺南及高雄等
營業所相關資訊，且被處分人 106 年 6 月間於臺北、臺南
及高雄等 3 處營業所招募傳銷商加入其傳銷組織，此亦有
傳銷商簽訂之「金好康申請暨經銷商契約書」可資佐證。
是被處分人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
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
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
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網頁及報備資料。
二、 本會 106 年 8 月 30 日業務檢查紀錄。
三、 被處分人 106 年 9 月 7 日、10 月 13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9
月 29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7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
變更，除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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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
第 34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
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
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法者之規
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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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0 號
被處分人：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3142092
址
設：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2 段 218 巷 11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 105 年 12 月期間舉辦「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活
動，不當提供新竹縣市地區國中教師金錢及物品，為足以
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民眾反映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透過聖誕節活動，提供新竹縣市國中教師獎金及獎品，涉
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爰立案調查。
二、 調查經過：
（一） 為瞭解「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活動內容，本會 105
年 12 月 23 日側錄直播抽獎過程。據被處分人業務人
員於直播過程中陳稱略以：感謝被處分人贊助活動，
本次計有 SOGO 禮券 5,000 元(即頭獎，1 名)、西堤牛
排餐券 2 張(即貳獎，共 5 名)、威秀電影票 2 張(即參
獎，共 10 名)、AVEDA 保護組 1 組(即肆獎，共 60 名)、
施巴足部修護體驗組 1 組(即伍獎，共 100 名)等獎品，
另參加者倘均未抽中前揭頭獎至伍獎商品者，亦可獲
得拍拍獎 1 份(即安慰獎，未具體說明獎品內容)。活
動計有 824 位教師參加，每位參加者依排序於姓名前
均有一組 3 碼之編號，由業務人員依序抽出編號之百
位數、十位數及個位數等數字後即成中獎編號，該編
號所對應之參加者即為該獎品之中獎者。另因肆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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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獎數量眾多(總計約 160 名)，嗣後將利用電腦隨機
抽獎，並以電子郵件寄送中獎名單。
（二） 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並提出案關資料，略以：
１、「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活動係由旗下業務人員所策
辦，考量新竹地區業務人員流動率高，且離職時多未
交接其負責學校之教師聯絡方式，爰希冀透過本次活
動蒐集各校教師之電子郵件、聯絡電話，以發送教育
訊息及相關時事內容。
２、該活動僅限新竹縣市國中教師參加，未於其他縣市舉辦
相同或類似之活動。該活動採人人有獎，教師僅須上網
填寫 Google 表單並登錄基本資料，給予業務人員一句
鼓勵話語，即可完成報名。
３、106 年 5 月被處分人已陸續收到教師退還之獎品，惟未
製作退還名冊，印象中退還獎品以奶茶包及糖果等商品
為主(即拍拍獎)，少數為施巴組(即伍獎)。
４、被處分人自估 106 年選書後，於全國國中教科書市占率
約 3 成 5。104 年至 106 年新竹縣國中一年級至三年級
整體科目合計平均市占率(即加總各科目市占率後取平
均數)約 3 成；新竹市則約介於 2 成 5 至 3 成左右。倘
以中獎數量較多之學校市占率觀之，亦未有上升趨勢，
足證系爭活動並未帶來正面效益。
５、系爭活動目的係為蒐集教師之聯絡方式以即時發送教育
訊息，與人情積累無涉，爾後被處分人將加強內部管
理。此外，該業務人員已於 106 年 8 月離職，是無法對
此進行相關懲處。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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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
業交易者，蓋以教科書負有教育政策意義，性質有別於一
般商品，且具有選用權人與實際購買人分離之特性，倘銷
售事業對選用權人提供或預告提供金錢、物品或其他經濟
利益，以不正當爭取選用其教科書之機會，則屬以顯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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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之方法從事競爭；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不以其對交
易秩序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倘教科書銷售業者不正當之
行銷行為致影響競爭秩序，使其他競爭者喪失可能之交易
機會，則足以影響教科書之整體交易秩序。基此，為闡釋
本會執法立場，防範教科書出版事業從事不正當之行銷行
為，本會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
售行為之規範說明」(下稱本會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
明)，臚列教科書銷售業者可能涉及違法之行為態樣，供業
者參考。查諸該規範說明第 8 點略以，銷售事業提供或預
告提供金錢、與教學不具有直接關聯之物品，即非教學時
所必要之輔助教具，以不當爭取選用其教科書之機會，為
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之行為，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虞。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
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
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
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 本案被處分人主張「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活動係於 105
年 12 月舉辦，因非屬教科書選書期間而無前述規範說明之
適用等語，查前揭本會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各點內
容，均未以業者是否於選書期間提供作為評價違法之唯一
標 準 ， 且 100 年 10 月 18 日 本 會 亦 曾 以 公 貳 字 第
10013607272 號函警示被處分人略以：
「……衡諸日前各家
業者甚有於非選書期間為人情之積累，提供各式物品競逐
於教科書市場之情況，難謂全無以爭取選用其教科書機會
之疑慮。爾後貴公司(即被處分人)所提供物品應與使用特
定教科書教學具直接關聯，並應避免違反前揭公平交易法
相關規定。」是被處分人對於前揭規範說明之適用應已知
悉；且本會教科書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內容雖例示金錢、
物品或其他經濟利益等不當爭取教科書選用之行為，惟其
法律效果仍歸諸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作為評價，當無疑義。
三、 查「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係由被處分人業務人員所策辦，
活動進行前已向其所在區域之區經理報備並獲得被處分人
經費贊助，相關行為被處分人均未爭執。依行政罰法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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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
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
過失。」本案「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雖由被處分人旗下
業務員所舉辦，惟其事前已向該區主管人員進行報備並獲
被處分人經費贊助，是被處分人於經費核發過程中，對於
系爭活動申請之目的及內容本應負有審閱、監督之義務，
且業務人員對外所為之行為主體亦為被處分人。
四、 被處分人雖陳「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活動目的係為蒐集
各校教師之電子郵件及電話等資料，以即時發送相關時事
或教育訊息，惟時事資料及訊息之發送倘屬產品銷售之附
加服務，則凡選用被處分人教科書版本之全國各級學校(含
國中及國小)，被處分人理應對其提供相同或類似之活動；
惟系爭活動卻僅限新竹縣市區域之國中教師參加，而未擴
及其他縣市區域，顯與常理相悖；再者，被處分人倘欲發
送相關課程輔材，縱學校未提供教師之聯絡資訊，其業務
人員亦可親赴各校或透過各校相關單位進行發送，難謂有
提供有價贈品以獲得教師聯絡訊息之必要。
五、 檢視「康軒歡樂聖誕大抽獎」提供之獎品，即 SOGO 禮券
5,000 元、西堤牛排餐券 2 張、威秀電影票 2 張、AVEDA 保
護組 1 組及施巴足部修護體驗組 1 組等均與教學無關，即
非屬教學時所必要之輔助教具，且受益對象均為教師或學
校人員；再者，系爭獎品內容，即 SOGO 禮券、西堤牛排餐
券，威秀電影票、AVEDA 保護組、施巴足部修護體驗組及
拍拍獎(內容物為奶茶包及糖果)等，均具有客觀之金錢價
值而得以餽贈他人，縱部分商品經濟價值不高，惟既非關
教學，於教科書選用期間外贈送，亦屬人情作用之積累。
況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503 號判決內容，縱
贈品價值不高，惟倘於非選書期間內贈送，仍有人情作用
之積累，亦持相同之見解。
六、 又被處分人辯稱其於新竹縣市地區教科書選書結果並不理
想，整體市場占有率下跌，該活動並未影響選書結果乙節，
58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處分

按教科書總體市場占有率之變化涵蓋層面甚廣，除活動效
果外，尚有產品品質、各校教學重點調整等影響因素，不
一而足，惟被處分人辦理此類抽獎活動將有影響教科書選
書制度公正性之虞，行為本身即具商業倫理非難性，況人
情作用本屬長期之積累，縱短期選書結果未有顯著之變
化，亦難謂被處分人此行為屬合法正當，被處分人所辯尚
非足採。
七、 綜上，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2 月期間舉辦「康軒歡樂聖誕大
抽獎」活動，不當提供新竹縣市地區國中教師金錢及物品，
為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及事業
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及以往違法情形，爰依同法
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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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1 號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925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96 號 4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momo 購物網銷售「光陽機車 GP125 質感風 鼓
煞」商品，刊載市價 73,000 元，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5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被檢舉於 momo 購物網銷售
「光陽機車 GP125 質感風 鼓
煞」商品，刊載市價新臺幣（下同）73,000 元，促銷價 54,500
元，惟查被處分人無法提出案關商品市價為 73,000 元之銷售紀
錄及佐證資料，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3 月 7 日至 7 月 28 日期間，於其所經
營之「momo 購物網」網站刊載「光陽機車 GP125 質感風 鼓
煞」商品廣告，消費者藉由網站廣告得知案關商品交易資
訊，並於網站進行訂購商品、付費等交易流程，其付款對
象、發票開立主體及售後服務提供者均為被處分人，消費
者所認知之交易對象為該網站之經營者被處分人，其以出
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並就所售商品獲有利潤，且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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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亦自承案關廣告所刊載市價 73,000 元係由被處分人之
企劃人員所製作及刊登，故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案關商品刊載市價 73,000 元，予人產生案關商品於廣
告期間市場上曾以 73,000 元之價格銷售交易之印象，惟被
處分人無法提出案關商品曾以 73,000 元銷售之紀錄及證
明。又被處分人表示該市價係由被處分人企劃人員於去年
自行搜尋資料所概算出，並刊登於 momo 購物網上，雖其辯
稱今（106）年市場價格變動後未及時更改市價，而導致沿
用去年之市價，惟其亦無法提出去年市場上以該價格銷售
之紀錄及佐證資料，故其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又被處分
人案關商品於網站上以 54,500 元銷售，與其所刊載市價
73,000 元有顯著價差，予人產生 momo 購物網銷售案關商品
給予優惠甚多之印象，已有引起消費者錯誤認知與決定之
虞。
三、 綜上，被處分人於 momo 購物網銷售「光陽機車 GP125 質感
風 鼓煞」商品，刊載市價 73,000 元，已有引起消費者錯
誤認知與決定之虞，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
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
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
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
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momo 購物網網站刊載「光陽機車 GP125 質感風 鼓煞」商
品廣告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8 月 14 日陳述書及 106 年 9 月 14 日陳述
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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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
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
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
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
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
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
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
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
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5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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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2 號
被處分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71579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2 號 8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登載全國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廣告，宣稱「月付
$999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
飽？！」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
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情概述：
（一）本會於106年1月17日上網檢視全國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
廣告，係以「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為
標題，並於頁末為相同內容之字體較大及顏色清晰之貼
心叮嚀。再經檢視同網頁之影音廣告，口白陳述「打電
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網外都適用
」、「保證吃很飽」，並同步播放「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
飽？！」、「通通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外』『網內』
」、「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全部吃到飽？！」之畫面。整體觀之為打電話(不分市話
、行動、網外、網內)及上網均為吃到飽方案，惟再予檢
視廣告同一畫面下角白色字體標示「打電話仍有每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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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
及「本優惠數量有限，額滿為止。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
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詳
洽本公司官網查詢」之限制條件，而有引起相關交易相
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次有民眾106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檢舉，被處分人廣告
強調語音(打電話)吃到飽，惟實際去門市詢問，最多為
2,300分鐘，與一般大眾認知吃到飽之概念不符，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三）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06年9月13日函移受理陳情案
件登記移案表，略以：被處分人推出「月付$999打電話+
上網全部吃到飽」資費方案，案關廣告表示市話、行動
、網內/外都適用，惟於使用後始得知打電話限制在1,900
分鐘免費，爰認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二、 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月付999打電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方案係被處分人「全國
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下稱999吃到飽方案)，案關資費
方案促銷期間為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31日止，嗣延
長至6月30日，該方案於門市仍有銷售，案關999吃到飽
方案相關廣告(下稱案關廣告)對外刊播情形，分述如下
：
1、電視超級篇廣告：自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19日
於各大電視媒體刊播，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
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2、數位網路媒體：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2月於聯合新
聞網、自由時報及東森新聞雲等數位網路媒體刊載，
廣告宣稱「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月付$999全部吃到飽？！」
。
3、台灣大車隊：106年1月至2月於車內螢幕包框及橫插
卡刊載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
飽？！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105年12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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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06年1月1日及106年1月20日至2月9日，分別車
內刊播影音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
到飽？！市話‧行動‧網內‧網外」
。
4、三創大樓：106年1月20日至同年月27日，於三創大樓
上方媒體塔刊載廣告，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
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
5、門市輔銷物：促銷方案期間於全國各門市放置106年2
月份期刊，於106年2月1日至2月28日張貼海報及橫布
旗，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
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
（二）案關999吃到飽方案係被處分人「全國壹大網」資費的促
銷方案，原有之「全國壹大網」資費方案內容計有優惠
月租費、上網優惠、語音優惠(網內/網外/市話)及簡訊
優惠，前揭資費方案之語音不分對象每通前X分鐘免費，
以「$999」方案為例，前10分鐘免費，撥打行動門號及
市話當月通話對象以300個不同電話號碼(含)為上限，以
及每月撥打網外(含市話)1,500分鐘免費的限制；上網傳
輸量每月3.5G；簡訊則區分網內及網外的費用，網內1
則新臺幣(下同)1元，網外1則2元。
（三）被處分人經統整分析已申辦前揭「全國壹大網」資費之
用戶105年12月至106年2月4G全體用戶撥打電話每月使
用情況，用戶每月發話平均低於35分鐘，99.99％的用戶
每月發話總分鐘數低於1,900分鐘門檻，以及99.98％發
話對象低於300組，被處分人期能為消費者爭取更優惠的
電信服務，突破由各大電信業者長久以來慣用的費率門
檻，提升業界良性競爭，故提供案關999吃到飽方案，上
網優惠部分提供上網無限制的傳輸量；語音優惠方面，
則取消每通前10分鐘免費之限制，惟為避免商業上濫用
之考量，不分市話及行動(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電話
號碼限制，及網外與市話每月總量由1,500分鐘提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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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分鐘，網內互打電話則無限制，是案關999吃到飽
方案幾乎等同於沒有限制。
（四）案關廣告宣稱「吃到飽」係傳達產品意念及情境，廣告
不僅於「吃到飽」處加入「？!」作為提醒，並於相關畫
面及保護文字均明確備註說明「電話仍有每月通話數量
及網外(含市話)總分鐘數上限的限制，詳洽本公司官網
查詢」等字樣，同時亦以清楚明確之文字刊載刊載於各
式廣宣品備註說明，業已充分揭示產品相關訊息，消費
者前往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門市人員亦會詳細解說
，務必使消費者充分了解後才辦理，且方案同意書更以
粗框、明顯標記方式呈現，請消費者簽名確認，應不致
使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
決定之虞。
（五）又其他電信業者推出「網內互打免費」之優惠，亦有網
內通話對象不得超過300個不同門號之限制，否則即視為
當商業使用，而不再享有免費吃到飽之優惠。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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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
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
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或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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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
。
二、 廣告客體：本案係針對案關 999 吃到飽方案資費廣告所為
調查，案關廣告計有本會主動調查之電視影音廣告，廣告
期間 105 年 12 月 12 日至 106 年 1 月 19 日；次有被處分人
提供之刊載於數位網路媒體之廣告，廣告期間 105 年 12 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台灣大車隊車內之螢幕包框、橫插卡
廣告，廣告期間 106 年 1 月至 2 月；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
廣告，廣告期間 105 年 12 月 19 日至 106 年 1 月 1 日及 106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9 日；三創大樓上方媒體塔廣告，廣告
期間 106 年 1 月 20 日至 106 年 1 月 27 日以及於各門市所
掛之布旗、期刊封面及海報廣告，廣告期間 106 年 2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28 日，前揭廣告均屬本案調查之廣告範圍
。
三、 有關案關 999 吃到飽資費方案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電視影音廣告及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廣告為引人錯誤之
表示：
1、查被處分人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19日於各大電
視媒體刊播超級篇廣告，內容以口白陳述「打電話加
上網全部吃到飽」、
「市話、行動、網內網外都適用」
及「保證吃很飽」
，並同步播放「打電話+上網全部吃
到飽？！」、「通通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外』『
網內』」、「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
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之畫面，同時下方以較小
字體揭示限制條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對象數量及
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次查被處
分人自106年1月至2月於台灣大車隊之車內刊播影音
廣告，內容以口白陳述，月付999打電話加上網，並
同步播放「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
‧行動‧網內‧網外」之畫面，同時下方以較小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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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限制條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對象數量及網外
(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前揭案關影音
廣告整體觀之，予人印象為打電話不分市話、行動、
網外、網內及上網均無任何限制而完全吃到飽。據被
處分人表示，案關999吃到飽方案，提供上網無限制
之傳輸量，惟打電話部分則為避免商業濫用之考量，
就市話及行動(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電話號碼之
限制，以及網外與市話每月總量1,900分鐘數之限制
。
2、按影音廣告以口語宣播並搭配影像畫面同時呈現，觀
者可同時自視聽二方面理解廣告訊息，而案關影音廣
告雖於下方同時揭示限制條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
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
，惟案關影音廣告除以畫面播放，並以口語方式積極
表示「打電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及「月付999打電
話加上網」之優惠內容，而卻以與廣告畫面優惠宣稱
使用文字顯不相當比例之微小字體揭露限制條件，其
未達顯著之程度，已使一般大眾無法得知限制內容。
3、綜上，案關電視影音廣告及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廣告
，就案關999吃到飽資費方案廣告宣稱，核屬引人錯
誤之表示。
（二） 其他媒體等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被處分
人自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2月分別於聯合新聞網、自由
時報及東森新聞雲等數位網路媒體刊載廣告，廣告宣稱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月付$999全
部吃到飽？！」；次自106年1月至2月於台灣大車隊之車
內螢幕包框及橫插卡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
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復自106
年1月20日至同年月27日於三創大樓上方媒體塔刊載廣
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
行動‧網內/外 都適用」
；又於106年2月間於全國門市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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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橫布旗、期刊封面及海報廣告，表示「月付$999打電
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前揭廣告未見相關限制之說明，整體觀之予人印象為
打電話不分市話、行動、網外、網內及上網均無任何限
制而完全吃到飽，惟如前所述，其上網雖確實無限制，
但打電話部分，就市話及行動(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
電話號碼之限制，以及網外與市話每月總量1,900分鐘數
之限制，是上揭其他媒體之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至被處分人表示，消費者前往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
門市人員必會詳細解說使消費者充分瞭解，並於方案同
意書簽名確認，應不致使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
惟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之招徠手段，消費者
受到廣告吸引而前去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該廣告即
已發揮功能，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前往交易
致權益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會，廣
告就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且廣
告是否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應就整體廣告內容
為觀察，倘須待消費者親赴門市申辦方得澄清廣告內容
，已屬消費者抵達門市後獲得之訊息，其就消費者為個
別補充說明，並不影響不實廣告之認定。至於契約僅係
事業於特定人為交易決定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之權利
義務範圍，與廣告有所不同，爰契約之另為補充、補正
說明亦不影響不實廣告責任之認定。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案關 999 吃到飽方案廣告，宣稱「月
付$999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
飽？！」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
第 1 項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
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
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
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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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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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3 號

被處分人：潔沐鍶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2309211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1 段 205 號 8 樓之 4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
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3 月至 4 月間舉辦 7 場活動推廣介紹「亮眼
復活精萃凝露」等美容保養品及清潔用品、銅級會員等參加或
晉升條件及對碰獎金等獎金制度並招收傳銷商，惟未檢具載明
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即實施前揭多層次傳銷行
為，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招收會員銷售「亮眼復活精粹凝露」、「潔沐鍶
頭髮豐盈精華露(加強型)」、「潔沐鍶舒敏皂」等美容保養
品及清潔用品，會員參加須繳交入會費新臺幣 1,000 元及
購買 3,000 元商品取得銅級階級，視購買商品金額及組織
經營情形可再晉升銀級、金級、VIP 級、藍寶、紅寶、鑽
石、彩鑽至皇冠階級，並得視自身推薦業績、達成階級及
組織左、右區多層下線業績領取不等之推薦獎金、對碰獎
金、層碰獎金、培育獎金及重銷獎金，上述獎金制度具有
多層級抽佣關係及團隊計酬特徵，是被處分人核屬從事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 條所規範之多層次傳銷。又被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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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於 106 年 3 月至 4 月間舉辦 7 場活動推廣介紹前揭商
品、參加條件及獎金制度並招收會員，此有其代表人於
「LINE｣通訊軟體所發被處分人同年 3 月至 4 月間舉辦多場
說明會之訊息、「Youtube｣網站同年 5 月 14 日所刊被處分
人說明會影片、被處分人提供會員自同年 3 月 17 日起參加
之推薦組織表及領貨會員編號表等經營資料可稽，縱被處
分人於 106 年 5 月、7 月及 10 月向本會報備以多層次傳銷
方式銷售前揭商品，迄至同年 10 月 27 日完成報備，惟其
開始實施前揭多層次傳銷行為之時間早於前開報備日期，
是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
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二、 綜上，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
明法定事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
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傳銷活動之商品與制度文宣、說明會舉辦訊息、
影片及推薦組織表等經營資料。
二、 被處分人 106 年 10 月 13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3 條：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指透過傳銷商介紹他人參加，
建立多層級組織以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
第 6 條第 1 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
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
一、多層次傳銷事業基本資料及營業所。二、傳銷制度及傳
銷商參加條件。三、擬與傳銷商簽定之參加契約內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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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之品項、價格及來源。五、其他法規定有商品或
服務之行銷方式或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始得推廣或銷
售之規定者，其行銷方式合於該法規或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許可之證明。六、多層次傳銷事業依第 21 條第 3 項後段或
第 24 條規定扣除買回商品或服務之減損價值者，其計算方
法、基準及理由。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
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
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
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違
法者之規模及經營情況。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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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4 號
被處分人：精饌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92209
址

設：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 2 段 307 號 5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
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三、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四、處新臺幣 16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於 101 年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銷售
「傳家寶福利契約 A」及「精饌米」等商品或服務，並陸續
變更其傳銷制度及銷售商品，目前報備商品包含「美麗新
世界契約」
（下稱新世界契約）單價為躉繳新臺幣（下同）
25.6 萬元，或分期繳款為頭期款 6.9 萬元及每月 3,400 元
共 60 期之總額 27.3 萬元，以及「優安米」等商品。本會
於 106 年 3 月 28 日派員赴被處分人主要營業所進行業務檢
查，查悉被處分人於 106 年 3 月 15 日至同年 4 月 15 日舉
辦「買：牛樟芝精華液 2 瓶 送 1 瓶 特價：7,600 元 原價
11,400 元」
、
「買：牛樟芝精華液 1 瓶 送：1、牛樟純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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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瓶 2、牛樟一條根 1 瓶 3、牛樟健康皂 1 盒 特價：3,800
元 原價：5,050 元」
、
「買：牛樟芝精華液 2 瓶 送：牛樟芝
固態液膠囊 1 盒 特價：7,600 元 原價：10,800 元」及「買：
牛樟芝固態膠囊 1 盒 送：1、牛樟健康皂 1 盒(3 入)2、牛
樟一條根 1 盒 3、牛樟純精油 1 瓶 特價：3,200 元 原價：
4,500 元」等 4 項特案活動，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涉及違反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經抽查被處分人 7
位傳銷商之「精饌股份有限公司退款申請書」資料，渠等
傳銷商均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辦理終止契約，被處分人係
依個別傳銷商購買新世界契約已繳付總金額（躉繳或分期
繳款累計金額）之 30%辦理退款，未依法以原購價格 90%買
回傳銷商所持有之新世界契約及扣除因該項交易給付之獎
金或報酬等，涉及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被處分人傳銷商繳付入會費 1,000 元加入其傳銷計畫或
組織，必須簽訂 1 份新世界契約，契約年限為 30 年，單
價為躉繳 25.6 萬元，或分期繳款 27.3 萬元。新世界契
約提供 4 項福利，包含「尊貴會員卡」持卡享數千家特
約商家消費折扣、
「會員保障福利」享契約期間 200 萬元
團體意外險、「愛心慈善會」享直系親屬（本人、父母、
配偶及子女）身故慰問金及「免費宅配優質通路商品」
享被處分人提供多種商品選擇之定期宅配等福利。
（二）被處分人係依新世界契約所載「解約：自契約生效日起
算除頭期款外，續期款繳滿 6 個月得申請解約，解約金
為所繳款項 30%。唯須扣除已領取之未到期福利相關費
用。」辦理解約，故被處分人退款金額為傳銷商所繳款
項 30%。另新世界契約提供團體保險及多種商品定期宅配
等福利，倘傳銷商終止契約辦理退出，已宅配商品及投
保費用為被處分人履行新世界契約之成本，且被處分人
向來不追繳退出退貨傳銷商之上線所領獎金或報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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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考量前揭成本因素，概括性以傳銷商所繳費用
30%退款。
（三）至被處分人 106 年 3 月 15 日至同年 4 月 15 日舉辦「買：
牛樟芝精華液 2 瓶 送 1 瓶」等 4 項促銷活動，活動期間
銷售之「牛樟芝精華液」
、
「牛樟純精油」
、
「牛樟一條根」
、
「牛樟健康皂」及「牛樟芝固態液膠囊」等係被處分人
報備之傳銷商品，因促銷期間僅為 1 個月，被處分人誤
認為短期活動無須事先報備。
理
由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
業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前，應檢具載明下列事項
之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報備：……四、商品或服務
之品項、價格及來源。
（下略）」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文件、資料所載內容有變更，除
下列情形外，應事先報備：一、前條第 1 項第 1 款事業
基本資料，除事業名稱變更外，無須報備。二、事業名
稱應於變更生效後 15 日內報備。」爰多層次傳銷事業倘
變更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應報備事項，
而未依法定期限報備，即違反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4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
於違反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條至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
項、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7 條、第 19 條、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6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
下罰鍰」
。
（二）經查被處分人於 106 年 3 月 15 日至同年 4 月 15 日舉辦
「買：牛樟芝精華液 2 瓶 送 1 瓶 特價：7,600 元 原價
11,400 元」
、
「買：牛樟芝精華液 1 瓶 送：1、牛樟純精
油 1 瓶 2、牛樟一條根 1 瓶 3、牛樟健康皂 1 盒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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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 元 原價：5,050 元」
、
「買：牛樟芝精華液 2 瓶 送：
牛樟芝固態液膠囊 1 盒 特價：7,600 元 原價：10,800
元」及「買：牛樟芝固態膠囊 1 盒 送：1、牛樟健康皂 1
盒(3 入)2、牛樟一條根 1 盒 3、牛樟純精油 1 瓶 特價：
3,200 元 原價：4,500 元」等 4 項特案活動，前揭特案
活動提供組合商品之價格與個別商品單價加總有所差
異，應視為不同品項之商品，惟未事先向本會報備，核
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1 條規定：「傳銷商於前條第 1
項期間經過後，仍得隨時以書面終止契約，退出多層次
傳銷計畫或組織，並要求退貨。但其所持有商品自可提
領之日起算已逾 6 個月者，不得要求退貨。多層次傳銷
事業應於契約終止生效後 30 日內，接受傳銷商退貨之申
請，並以傳銷商原購價格 90%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
多層次傳銷事業依前項規定買回傳銷商所持有之商品
時，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
其取回商品之價值有減損者，亦得扣除減損之金額。由
多層次傳銷事業取回退貨者，並得扣除取回該商品所需
運費。」同法第 24 條規定：
「本章關於商品之規定，除
第 21 條第 1 項但書外，於服務之情形準用之。」爰多層
次傳銷事業倘未依法定計算方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
退款，無異侵蝕或架空是項退貨機制，即違反前揭規定。
復按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主管
機關對於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
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得限期令停止、改
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
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及第 2 項規定：
「前項規定，於違
反依第 24 條準用第 20 條第 2 項、第 21 條第 2 項、第 22
條或第 23 條規定者，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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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被處分人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廣、銷售新世界契約，
傳銷商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織必須購買 1 份新世界契
約，契約年限為 30 年，該契約提供「尊貴會員卡」
、
「會
員保障福利」、「愛心慈善會」及「免費宅配優質通路商
品」等 4 項福利，其性質核屬「服務」類型。是傳銷商
倘於訂約日起算 30 日後辦理退出退貨，被處分人應依多
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規定辦理，就傳銷
商所持有之新世界契約，以原購價格 90%計算退款金額，
並得扣除因該項交易對該傳銷商給付之獎金或報酬等法
定事項。
（三）惟經勾稽比對被處分人提供傳銷商辦理退出退貨情形，
查悉被處分人於 103 年 4 月至 106 年 8 月共受理 154 個
傳銷商經營權退出退貨，其中 108 個經營權係以傳銷商
購買新世界契約所繳費用（躉繳或分期繳款累計金額）
30%退款，顯未依前揭法定計算方法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
之退款。雖被處分人主張係依據與傳銷商簽訂新世界契
約所載「解約：自契約生效日起算除頭期款外，續期款
繳滿 6 個月得申請解約，解約金為所繳款項 30%。唯須扣
除已領取之未到期福利相關費用。」辦理，且基於其履
行新世界契約提供團體保險、多種商品定期宅配之各項
福利及依傳銷制度給付之獎金或報酬等相關成本，概括
性以傳銷商所繳費用 30%退款。惟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業已
明確規範傳銷事業辦理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法定計算方
法，被處分人尚不得以契約另行約定傳銷商品或服務之
退費方式，並據以主張豁免其違法責任。是被處分人未
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核已違反多層次
傳銷管理法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
三、綜上論述，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
事先向本會報備；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
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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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
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情況、以往違法情形、違法後
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
32 條第 1 項前段、第 2 項及第 34 條前段規定，就違反同法
第 7 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第 24 條準用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總計處新臺幣
16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14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
，訴願於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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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5 號
被處分人：樂藝國際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2623681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1 段 61 之 1 號 1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講座活動廣告，並宣稱講師
○君為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美國 NGH 高
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服務品質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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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被處分人被檢舉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NLP 極速─記憶學」
、「
NLP 魔幻魅力術」、「NLP 掌握人心─心錨術」、「NLP 魅力四
射聊天術」、「NLP 九型人格─定心術」、「NLP 讀心術」及「
NLP 魅力─精準表達的藝術」等講座活動廣告，並宣稱講師○君
為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美國 NGH 高階催眠師
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等，惟查○君並未具有臺灣大學博士
學位、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美國 NGH 高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資格證照，案關廣告表示與事實不符，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規定。
理

由

一、 查被處分人自承案關講座活動廣告皆為其所製作並刊登於
ACCUPASS 網站，其與該網站並無合作關係，且被處分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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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頁面提供被處分人「Line｣ QR Code 以供消費者聯繫及
報名講座，故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主。
二、 次查被處分人宣稱講師○君為「臺灣大學博士」
，予人產生
○君擁有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之印象。據臺灣大學畢業
生離校規定，研究所畢業生應繳交學位論文並上傳完畢通
過審核後始得完成離校手續，惟依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網
站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碩博士論文資料庫皆未能查得○君之
博士學位論文，且被處分人自承○君博士學位仍未完成，
僅具學士學位證書。復查廣告宣稱○君為臺灣記憶力比賽
冠軍，予人○君獲得在全臺灣規模之記憶力競賽中獲得冠
軍之印象，惟實際上係被處分人所自行舉辦之記憶力比
賽，該比賽並未對外公開宣傳，僅予被處分人之學員參加，
其廣告宣稱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認知之虞。再查被
處分人自承○君確實未具有美國 NGH 高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證照，其為廣告中誤繕所致，故該等廣告
表示亦與事實不符。據被處分人自承所刊登之各活動講
座，其中最早為 105 年 8 月 17 日「NLP 讀心術」講座活動，
最近一次為 106 年 8 月 26 日「NLP 魅力─精準表達的藝術」
講座活動，案關廣告宣稱行為期間 1 年餘。
三、 被處分人雖辯稱其講座活動係免費公益講座，惟被處分人
於到會陳述時自承其活動舉辦場地「魔法咖啡學苑」為被
處分人旗下開設之休閒餐飲店，該址為被處分人之營業登
記地址，且其營業收入亦為被處分人所有，被處分人訂有
參加講座之學員最低消費規定，每位入場人員須繳交 100
元做為場地使用費、維護清潔費及飲品費。顯見被處分人
因該活動獲有利益，縱使該個別參與人員繳納費用不高，
然被處分人自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8 月間，講座廣告文案
中皆有案關宣稱，違法期間逾 1 年餘，辦理逾 73 場次，獲
有營業收入，故其免費公益講座活動之說詞不足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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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上，被處分人樂藝國際有限公司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
「NLP 極速─記憶學」
、「NLP 魔幻魅力術」、「NLP 掌握人
心─心錨術」、「NLP 魅力四射聊天術」、「NLP 九型人格
─定心術」、「NLP 讀心術」及「NLP 魅力─精準表達的藝
術」等講座活動廣告，並宣稱講師○君為臺灣大學博士、
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美國 NGH 高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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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
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
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
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 被處分人刊載於 ACCUPASS 網站之「NLP 極速─記憶學」、
「NLP 魔幻魅力術」、「NLP 掌握人心─心錨術」、「NLP
魅力四射聊天術」、「NLP 九型人格─定心術」、「NLP 讀
心術」及「NLP 魅力─精準表達的藝術」廣告。
二、 被處分人未具日期陳述書(本會收文日期分別為 106 年 7 月
25 日、106 年 9 月 7 日、106 年 9 月 25 日)及 106 年 10 月
26 日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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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
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第 21 條第 4 項：前 3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第 42 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
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 36 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
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
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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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6 號

被處分人：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543652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樂群 2 路 267 號 8 樓之 1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銷售「中山凱宴」建案之廣告，刊載 Lounge Bar
、撞球室、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及機車停車空間等公共
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19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主動查悉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下稱案關建案)於廣
告 DM 與電子檔廣告之「1F」平面圖、
「RF」平面圖及「B1」
平面圖將 1 樓機車停車空間規劃為 Lounge Bar 及撞球室等
室內空間使用、屋頂突出物 1 層樓梯間規劃為多功能休憩
區、屋頂突出物 2 層機房位置規劃為健身房、地下 1 層之
4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3 部機車停車空間規劃為 34 部機車停
車空間等公共設施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案關建案坐落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2 段 68 巷 8 號，其
自 103 年 8 月開始興建，103 年 8 月 1 日開始銷售，105
年 7 月 28 日完工交屋。總銷售 157 戶，廣告期間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14 日共銷售 14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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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處分人委託巨豐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
豐公司)承攬案關建案之銷售及廣告事宜，委託期間從
104 年 6 月 1 日至 107 年 5 月 31 日止，並依管理顧問合
約書收取管理諮詢費。該管理諮詢費內容，係指巨豐公
司派員管理該建案銷售所產生之人事管銷費用(含薪
資、獎金、勞健保等)，及執行前述工作事項之人事管銷
費用再加計 20%作為其管理該建案銷售之利潤。而案關
建案之廣告行銷費用、內外接待中心、實品屋雜支、水
費、電費、電話費等費用係由廠商直接向被處分人請款，
並由被處分人支付。
（三） 案關建案廣告 DM 及電子檔之廣告製作、刊登流程(包含
發包、發稿等)皆由巨豐公司全權處理，被處分人僅提供
廣告所需內容及相關資料予巨豐公司，再由其關係企業
巨豐公司美工設計、定稿及發包製作。因巨豐公司專門
負責被處分人案關建案之廣告媒體業務，故只需將廣告
完成之定稿及刊登後之廣告物給予被處分人，並由被處
分人支付廣告費用。案關建案廣告之費用係由印製廠商
逕向被處分人請領。廣告 DM 共製作 3,000 本，發送期間
為 105 年 11 月 25 日至 106 年 2 月 14 日止，放置於案關
建案銷售中心供現場參觀之客戶取閱；另電子檔廣告播
放期間為 105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2 月 14 日止，係經由
案關建案銷售中心之電腦播放予親至現場參觀之客戶觀
看。
（四） 案關建案廣告中 1F 之 Lounge Bar 及撞球室、R1F 之多
功能休憩區、R2F 之健身房等公共設施，係依據多數購
買者希望閒置空間能做更有效之利用，以不影響建築物
結構安全之前提下設置，故沒有建管權責機關核發許可
室內空間用途之證明文件，與建管相關法令未盡相符。
（五） 案關建案電子檔廣告之「B1」平面圖粉紅區域位置所標
示機車停車空間，建管單位核准之空間名稱及用途為機
車停車空間及汽車停車空間，被處分人將上開空間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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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為機車停車空間，主要係按照合約約定內容，因上
開空間屬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有部分，復按多數
承購人之希望，規劃作為機車停車空間供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使用。使用執照上機車停車位為 128 個，汽車停車
位為 149 個，而實際上機車停車位為 84 個，汽車停車位
為 145 個。
三、 經函請巨豐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巨豐公司與被處分人於 104 年 6 月 1 日就案關建案(時名
中山真藏)簽訂管理顧問合約書，由巨豐公司負責該建案
之銷售、廣告物設計製作及宣傳執行、銷售現場人事管
理等工作，而被處分人則係負責支付因前述工作所生之
人事管銷費用(含薪資、獎金、勞健保等)。
（二） 案關建案廣告係由巨豐公司負責發包製作、審閱及定稿
等工作，廣告 DM 共製作 3,000 本，並於 105 年 11 月 25
日起置放於銷售中心供親臨之客戶參閱；電子檔廣告於
105 年 8 月 1 日起經由案關建案銷售中心之電腦播放予
現場參觀之客戶參閱。上開廣告係由被處分人提供該建
案之圖面等說明資料後，再由巨豐公司進行視覺整合之
工作(包含周遭地理環境介紹、影像製作、美術版面編排
及加註說明等)後設計製作完成，廣告委印(製)款項係由
印製廠商逕向被處分人請領。案關建案廣告 DM 及電子檔
廣告已於 106 年 2 月 14 日停止發放及刊登。
四、 經函請臺北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
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
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
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
執照。經查案關建物地上 1 層原屬機車停車空間，如有
變更為 Lounge Bar、撞球室等非營業性供住戶使用之公
共空間，仍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
委由開業建築師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若違反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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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依建築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
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
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
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經查該址並
無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紀錄可稽。
（二）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
定，略以：
「屋頂突出物：突出於屋面之附屬建築物及雜
項工作物：(一)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及機械房。
(二)水塔、水箱、女兒牆、防火牆。(三)雨水貯留利用
系統設備、淨水設備、露天機電設備、煙囪、避雷針、
風向器、旗竿、無線電桿及屋脊裝飾物。(四)突出屋面
之管道間、採光換氣或再生能源使用等節能設
施。……」
，查健身房、多功能休憩區等用途非屬前開規
定範圍，應屬同條第 19 款所稱「居室」。有關建築物高
度一節，依上開技術規則同條項第 9 款規定，略以：
「自
基地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高部分之垂直高度。但屋頂突
出物或非平屋頂建築物之屋頂，自其頂點往下垂直計量
之高度應依下列規定，且不計入建築物高度：(一)第 10
款第 1 目之屋頂突出物高度在六公尺以內或有昇降機設
備通達屋頂之屋頂突出物高度在九公尺以內……」
。綜上
所述，屋頂突出物室內空間僅得做樓梯間、昇降機間、
無線電塔及機械房等用途使用，如符合同條第 9 款第 1
目規定，得不計入建築物高度；倘未符上述規定，該室
內空間應視為「居室」
，且應屬另一樓層，其容積樓地板
面積及建築物高度應予計入。
（三） 該建物地下 1 層之 4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3 部機車停車空
間變更為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一事，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
使用類組或有第 9 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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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
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惟若該建
物變更後停車位總數經開業建築師核算與使用執照登載
核定之數量相同，且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得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
五、 經函請內政部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按建築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建造，係指左列行
為：……二、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
者。……」
，第 25 條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
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
，第 28 條規定：
「……
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
及第 86 條規定：
「違反第 25 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
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
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其建築物。……」。
（二） 屋頂突出物室內空間得做樓梯間、昇降機間、無線電塔
及機械房等用途使用，如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1 條第 9 款第 1 目規定，得不計入建築物高度，
如符合同規則第 162 條規定，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
積；倘未符合上述規定，該室內空間視為「居室」且應
屬另一樓層，其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建築物高度應予計
入，如涉有增建行為時，應依前揭建築法相關規定請領
建造執照。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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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
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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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
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第 25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
下罰鍰」
。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經查案關建案係由被處分人所投
資興建，並與消費者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及與巨豐公司
簽訂合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證被處分人除出資興建
該建案外，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巨豐公司製
作廣告及銷售商品，亦自承廣告 DM 及電子檔廣告所需內容
及相關資料均由被處分人提供，亦由其支付廣告款項，是
被處分人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 案關建案廣告 DM 與電子檔廣告之「1F」平面圖、
「RF」平
面圖及「B1」平面圖刊載 Lounge Bar、撞球室、多功能休
憩區、健身房及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等公共設施，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一） 查案關建案廣告 DM 刊載
「大廳一隅精心規劃一座 Lounge
Bar」、「撞球室是另一個備受年輕族群喜愛的交誼空
間」
、
「首先是空間感、隱私性絕佳的健身房」等文字並
輔以 Lounge Bar、撞球室、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等實
景拍攝圖片，以及電子檔廣告之「1F」平面圖設置 Lounge
Bar 及撞球室、
「RF」平面圖之 R1F 設置多功能休憩區及
R2F 設置健身房與「B1」平面圖設置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
等廣告資料，作為接待中心人員現場銷售介紹使用，就
整體廣告內容觀之，足使消費者誤認該等公共設施皆可
合法使用，並據此認知做成交易決定。惟查前揭公共設
施位置分別於竣工圖地上 1 層、屋頂突出物 1 層、屋頂
突出物 2 層及地下 1 層等平面圖上登載用途為「機車停
車空間」
、「樓梯間」
、「機房」及「4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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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機車停車空間」
，被處分人將 1 樓機車停車空間位置
規劃作為 Lounge Bar 及撞球室等公共設施使用、屋頂
突出物 1 層樓梯間規劃為多功能休憩區、屋頂突出物 2
層機房位置規劃為健身房、地下 1 層之 4 部汽車停車空
間及 3 部機車停車空間規劃為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等公
共設施使用。據臺北市政府提出專業意見表示，案關建
物地上 1 層原屬機車停車空間，如有變更為 Lounge
Bar、撞球室等非營業性供住戶使用之公共空間，仍應
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委由開業建築
師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若違反前開規定，未經核准變更
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次查案關
建物屋頂突出物 1 層及屋頂突出物 2 層分別原屬樓梯間
及機房空間，而健身房、多功能休憩區等用途非屬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範
圍，應屬同條第 19 款所稱「居室」
。復據內政部提出專
業意見表示，屋頂突出物室內空間僅得做樓梯間、昇降
機間、無線電塔及機械房等用途使用，如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9 款第 1 目規定，得不計
入建築物高度，如符合同規則第 162 條規定，得不計入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倘未符上述規定，該室內空間應視
為「居室」，且應屬另一樓層，其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建
築物高度應予計入，如涉有建築法第 9 條規定之增建行
為時，應依建築法第 28 條規定請領建造執照，倘未申
請建造執照即擅自建造，涉及違反第 25 條規定，並依
同法第 86 條規定辦理。又據臺北市政府表示，該建物
地下 1 層之 4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3 部機車停車空間變更
為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按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應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惟若該建物變更後停車位總數經開
業建築師核算與使用執照登載核定之數量相同，且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惟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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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使用執照上機車停車位為 128 個，汽車停車位為 149
個，而實際上機車停車位規劃為 84 個，汽車停車位規
劃為 145 個，其總數與該建物停車位登載核定之數量不
符，涉及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公共設施情況，為影響消費者
承購與否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案關建案廣告
內容，僅認知於購屋後得享有廣告所揭示之 Lounge
Bar、撞球室、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及 34 部機車停車
空間等公共設施，而難以知悉倘按廣告所載用途使用，
將違反建管法規，有遭裁罰、停止使用、命恢復原狀或
強制拆除等風險。本案被處分人雖表示從未宣稱 Lounge
Bar、撞球室、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及 34 部機車停車
空間等公共設施係屬合法設置之公共設施及該等公共
設施係依多數購買者希望閒置空間能做更有效之利
用，以不影響建築物結構安全之前提下設置等語。惟前
揭公共設施於竣工圖上登載用途分別為機車停車空
間、樓梯間、機房與 4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3 部機車停車
空間，案關建案廣告表示內容，顯與建物之核准用途不
符，此有內政部及臺北市政府專業意見可稽；復據被處
分人自承，案關建案廣告中之 Lounge Bar、撞球室、健
身房、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及 34 部機車停車空間等
公共設施之設置，無建管權責機關核發許可室內空間用
途及變更使用執照之證明文件，與建管相關法令不符。
爰該建案於交屋時，消費者並未能獲得或合法享有廣告
所示之公共設施空間使用。是以，案關建案廣告之表示
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對案關建案
之用途及內容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
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之機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
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凱宴」建案，
於廣告 DM 與電子檔廣告之「1F」平面圖、
「RF」平面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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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平面圖等廣告將地上 1 樓機車停車空間、屋頂突出
物 1 層樓梯間及屋頂突出物 2 層機房等空間分別作為
Lounge Bar、撞球室、多功能休憩區、健身房及 34 部機車
停車空間等公共設施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
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
所得利益，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
情形、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8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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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
路1段2之2號12樓
承辦人：○○○
電話：02-2351-7588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公服字第10600200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關於貴聯營處申請增加停靠鹽埔泊區，並依本會104年6月
25日公聯字第104004號許可決定書所許可之東港－小琉
球航線交通客船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及同一票證等聯
合行為案，准予備查，許可內容、許可理由及許可負擔比
照前開許可決定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聯營處106年12月4日東琉字第106012001號函辦理。
二、貴聯營處組織章程第7條及第8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文字應修正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正本：東琉線交通客船聯營處（飛馬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觀
光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競強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東信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誠翔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交通部航港局、本會服務業競爭處、綜合規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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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許可決定書
公聯字第 106003 號

申請人：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102298
址

設：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 1 段 453 號

代 表 人：晉昇投資有限公司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6192402
址

設：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45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申請人：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3251209
址

設：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 301 號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前三人代理人：台灣區大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理 事 長：○○○
地

址：臺北市南京東路 4 段 21 號 6 樓之 1
申請事項

一、 延展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大麥之許可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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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合行為實施期間：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5 年。
許可內容
一、 申請人前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大麥，期限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申請延展許可期限，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
第 1 項但書第 5 款及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應予許可展期，
期限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二、 申請人應將本聯合行為之執行情形，包括每船次各進口人
之登記採購量、實際採購量、採購裝船期、裝貨港名稱、
船抵裝貨港日期、自裝貨港開航日期、船抵我國港口日期、
採購價格、各申請人每月進口量、銷售量、庫存量等資料，
按季函報本會。
三、 申請人不得利用本許可從事其他聯合行為，或限制任一申
請人自由決定其聯合採購進口之數量，或禁止任一申請人
自行採購進口，或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業加入本聯合採
購。本聯合行為主體變動並應報經本會備查。
許可理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經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五、為加強貿易效能，
而就國外商品或服務之輸入採取共同行為者。」同法第 16
條規定：
「主管機關為前條之許可時，得附加條件或負擔。
許可應附期限，其期限不得逾 5 年；事業如有正當理由，
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至六個月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
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五年。」
二、 申請人申請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大麥，可降低進口成本，分
散風險，避免增建龐大倉儲設備，減少儲存原料耗損，降
低利息支出及積壓資金，間接降低加工成本，亦可增強發
生貿易糾紛時之對外交涉能力。又因採購量大，可促使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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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商重視並提供良好品質之原料，間接確保飼料業加工產
品品質。另節省之採購成本，可回饋予下游飼料業者，降
低國內飼料銷售價格，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三、 大麥為自由進口物資，政府對進口人資格並無限制，業者
可自由登記進口數量並選擇適當時機進口，亦可直接向供
應商購買，原料獲得不致發生困難。我國大麥主要由澳洲
進口，作為飼料配方或經精細加工用於食品，其與飼料用
玉蜀黍、飼料小麥等飼料原料具有替代性，本合船組進口
之大麥係原料，大多加工製成麥粒、粗麥片、麥片等半成
品、成品，轉售予中、下游加工成細麥片或其他用途。依
財政部關務署之進口大麥量值統計資料，我國 104 年、105
年與 106 年(1-9 月)大麥之進口數量分別為 56,688 公噸、
50,152 公噸與 44,957 公噸，又根據大麥公會來函資料暨
按季申報資料，本合船組 104 年、105 年與 106 年(1-9 月)
大麥進口量分別為 15,150 公噸、11,850 公噸與 10,002 公
噸，約占同期間我國大麥總進口量之 28.22%、23.63%及
22.25%，與前次 101 年、102 年及 103 年 53.87%、58.71%
及 39.40%相比，有明顯減少之趨勢。另由於飼料用玉蜀黍
及飼料小麥均與本合船組進口之大麥原料所產製之半成品
或成品具有替代關係，是若考量上開產品之進口量，則本
合船組 104 年、105 年與 106 年(1-9 月)之進口量僅占 0.39
﹪、0.30﹪及 0.33%，與前次 101 年、102 年及 103 年進口
比例約占 0.72％、0.68％、0.46%相較之下，並無更加集
中之趨勢，故本合船聯合進口大麥對相關市場之影響尚屬
有限。
四、 綜上，本次申請人申請延展大麥聯合採購合船進口之許可
期限，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但書第 5 款規定，予以許可。惟為避免因本聯合
行為之許可，致申請人內部及對外交易上發生弊端，並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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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本會監督，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予以附加
期限及負擔如許可內容。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

申請人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達到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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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條文別分類
公平交易法
【第 9 條】
一、Qualcomm Incorporated 因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
競爭之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及不同意見書。

350

【第 10 條】
一、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事業結合
案。

269

【第 11 條】
一、聯維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寶福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報事業結合
案。

269

【第 15 條】
一、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事業申請共同承運機關(構)進口物資聯合
行為許可延展期限案。
二、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大麥聯合行
為許可期限案。

276

619

【第 16 條】
一、光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事業申請共同承運機關(構)進口物資聯合
行為許可延展期限案。
二、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申請延展聯合採購合船進口大麥聯合行
為許可期限案。

276

619

【第 17 條】
一、眾益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誠翔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東港─小琉球航線
交通客船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及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准予備查案。
二、僑泰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41 家合船採購小麥聯合行為主體，增加康合
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准予備查案。

70

191

三、東琉線交通客船聯營處申請增加停靠鹽埔泊區，依本會許可之東港─小琉 61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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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航線交通客船實施聯合排班、共同售票及同一票證等聯合行為案，准予
備查。

【第 20 條】
一、天外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
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金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四、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五、佳訊視聽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9 號
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六、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
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七、全聯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八、香港商極進網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因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而
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九、永佳樂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低價利誘及不正當方法阻礙競爭者參
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因以低價利誘方式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
爭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93

111

239

250

294

239

250

294

477

504

【第 21 條】
一、○○○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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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1

二、華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愛山林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28

交易法處分案。
三、精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
II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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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四、雅威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五、捷順建設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因就與商品相關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六、出去走走股份有限公司因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七、佳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新富利廣告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八、富霖開發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九、宏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津發廣告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
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景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博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一、炬嘉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服務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二、○○○即樺峰興業商行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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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64

71

75

150

160

176

181

十三、長虹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新開創廣告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 184
案。
十四、新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海悅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 196
法處分案。
十五、昇佳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207

十六、鑫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與美麗聖不動產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 210
分案。
十七、謝天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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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八、聖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九、競合國際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一、富堡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二、車麗屋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三、富羅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四、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五、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六、樂藝國際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十七、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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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一、超吉優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即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因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上禾淨水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四、豬豬科技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處分案。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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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鮮茶道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處分案。
六、咖碼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七、呷尚寶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八、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等 3 家事業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
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九、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
平交易法處分案。
十、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足以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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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一、全球數位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8
號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二、佳訊視聽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0 月 31 日公處字第 105119 號
處分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三、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因未依本會 105 年 11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5120 號處分
書改正違法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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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傳銷管理法
【第 6 條】
一、○○○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二、○○○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
管理法處分案。

90

461

三、宏醫新傳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與
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
之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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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四、潔沐鍶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檢具載明法定事
項之文件、資料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596

【第 7 條】
一、豐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主要營業所及銷售商
品品項，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24

二、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及
銷售商品，未事先報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

40

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三、○○○即旺得富國際企業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品項，未事先
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147

四、塞席爾商真怡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
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未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 265
理法處分案。
五、台灣東方宇威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
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六、日商億田國際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商品品項及傳銷制度，未
於實施前依法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七、美好一生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及傳銷制度，
未事先向本會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320

323

334

八、沐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許， 454
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九、柏威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變更參加契約內容、傳
銷商參加條件、商品品項及服務價格、營業所等項目前向本會報備，違反 470
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十、金好康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營業所，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十一、精饌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
備；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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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案。

【第 13 條】
一、新加坡商美極客環球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傳銷商參加條件及
銷售商品，未事先報備；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並交付契約

40

正本，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二、宏醫新傳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與
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
之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

464

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14 條】
一、宏醫新傳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開始實施前向本會報備；
於傳銷商參加其傳銷計畫或組織時，未與傳銷商締結書面參加契約；與
傳銷商締結之書面參加契約未記載完整之商品品項、價格及其計算獎金 464
之內容等法定應記載事項；所定傳銷商退出退貨之扣除事項與法令規定
不符且不利於傳銷商，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16 條】
一、邁捷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
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未於主要營業 193
所按月備置傳銷經營資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二、沐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
報備；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允 454
許，並附於參加契約，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21 條】
一、金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於傳銷商契約終止生效
後 30 日內辦理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24 條】
VII

473

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決定彙編

索引

一、精饌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變更銷售商品，未事先向本會報備；
未依法辦理傳銷商終止契約之退出退貨，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599

【第 25 條】
一、邁捷國際健康事業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招募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傳
銷商未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書面允許，並附於參加契約；未於主要營業 193
所按月備置傳銷經營資料，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第 38 條】
一、寰宇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多層次傳銷，未依限向財團法人多層次傳
銷保護基金會繳納 106 年度年費，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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