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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制，在於禁止事業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交易資訊，不當爭取交易機會，以保護效能競爭，並進而保障消費者權

益。由於事業以廣告進行商品或服務促銷活動，為業界普遍現象，且考量邇

來隨著新興傳播媒體之產生，及行銷手法推陳出新，產生若干值得探究之新

型促銷行為態樣，恐挑戰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既有對促銷廣告之法

制規範。故為瞭解公平會現行對促銷廣告之法制規範，是否已足茲因應現今

所面臨新型態促銷廣告行為，爰以「公平交易法對於促銷廣告之規範及案例

研究」為題，首從學理、法令規定內涵，就公平會處理促銷廣告行為類型之

方式，論析新近廣告行為態樣於此管制架構下之規範可能性及可行性，並試

就公平會現行管制法規提出建言。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分析法，藉由蒐集書籍、各國相關文獻及

網路搜尋等方式，探討我國公平交易法及美國、德國、日本、大陸地區對於

不實促銷廣告之相關規範及公平會執法案例，以供日後該會執法時參考。本

文章節之編排，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回顧國內促銷廣告文獻及國外與大

陸地區對於促銷廣告規範情形；第三章係介紹公平交易法對於促銷廣告之規

範；第四章則針對不實促銷廣告案例進行研析說明與檢討，最後於第五章提

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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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建議事項

經綜合前述研究議題，獲致建議如下：

（一）公平會因促銷廣告為業界普遍現象，為利業界遵循避免違法，因而訂

定促銷廣告案件處理原則，近年來該會受理之促銷廣告違法情形有半

數以上係透過網路管道傳播，且由於現行網路廣告之商業模式競爭，

因多媒體之盛行，相互整合而使得如 Facebook(下稱臉書)一頁式廣

告、Line、直播、YouTube、Instagram 等新型態廣告成為行銷主流，

故建議公平會未來宜將網路促銷廣告所衍生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不

公平競爭行為納為關注之重點。

（二）由於網路促銷廣告或有可能涉及跨國網站或社群網站行銷之不實廣

告，倘刊登促銷廣告之廣告主並未於境內且未能明確辨識廣告經營主

體情形時，因該類案件多具有詐騙特徵，而事涉刑事責任，鑑於例如

事業於臉書刊登冒用侵害他人權益之廣告，據瞭解臉書僅配合刑事調

查，並須由受害人直接於臉書提出下架之請求，包含指出特定網址、

標示出該頁面之特定內容，說明其違反之特定法律條款以及原因等，

方可由臉書進行審查並做出是否下架之決定，是該類案件或可藉由受

害事業向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反映，循刑事途徑獲致解

決。

（三）促銷廣告由傳統廣告媒介(如：報紙、電視、廣播)，隨網際網路、行

動電話之發展，演變為事業於自身網站、簡訊等方式甚或透過社群網

站進行，針對目前臉書詐騙促銷廣告盛行，致使無經驗之消費者，極

可能受臉書促銷廣告吸引而受騙上當，基於保障消費者網路交易安

全，建議公平會可透過勸導或宣傳方式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包含臉書等

採取自我管理措施，例如事前於受廣告主委託刊登廣告時，要求廣告

主於廣告刊載其名稱及可聯絡之基本資料，並加以確認其真偽，以及

事後就不實廣告之委託刊登個案，刊登更正或下架廣告等，以防止不

實促銷廣告之違法行為及適時補救該違法行為造成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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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平會現階段處理公平交易法不實促銷廣告案件，雖尚無窒礙難行之

處，惟建議仍宜隨時關注國外相關案件或規範修訂俾供參考。至新型

態廣告之日漸增加，建議未來亦宜持續瞭解問題來源加強檢視網路相

關廣告，並積極與其他行政機關相互合作，建立橫向聯繫外，同時強

化對外宣導說明內容，俾供業界遵循，嗣累積相關案例或執法經驗

後，再考量是否修訂相關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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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公平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制，在於禁止事業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交易資訊，不當爭取交易機會，以保護效能競爭，並進而保障消費者

權益。由於事業為促銷商品，採用各種具創意或活潑性之促銷廣告方式，

激發消費者購買慾望，提昇銷售量，獲取更多之利潤，本即為商業活動互

相競爭之特性，亦為業界普遍現象。惟倘事業不循「效能競爭」之途徑，

刊載虛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促銷廣告，使消費者誤認該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於

價格或數量上較為優惠，而阻礙消費者對商品之「正確選擇性」，不僅影響

消費者權益，同時將使同業喪失交易之機會，影響市場之公平競爭甚鉅。

鑑於事業於廣告進行商品或服務促銷活動常生違法情事，是公平交易委員

會(下稱公平會)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以

避免事業以不當促銷廣告誤導消費者，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

邇來隨著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智慧型手機及網路的普及化，消費者日

漸習慣藉由電子商務進行交易，根據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

之 2018 年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數位媒體廣告的投放比例已從 2011

年的 16.9%躍升至 2018年的 54.6%，同時並超過其他媒體(戶外、廣播、雜

誌、報紙、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廣告的總合，顯見網路廣告已成為業者行

銷方式之主流。由於新興傳播媒體之產生及事業行銷手法推陳出新，例如：

雙 11在廠商之宣傳下成為大型購物節，各家電商平台均紛紛推出促銷優惠

活動，以及業者將社群媒體行銷列入銷售策略工具之一等，進而產生之新

型促銷行為態樣，包括透過一頁式廣告進行促銷商品等，值得進一步檢視

公平會既有對促銷廣告之法制規範，是否已足茲因應現今所面臨多元之促

銷廣告行為態樣，再者公平會對於不實廣告之執法迄今已有 20餘年，投入

相當執法成本，因應產業發展下廣告呈現方式之變化多端，亦宜就訂定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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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檢視所獲執法成效為何，以評估該規範模式下調

整之可能性，俾作為未來規制事業不實促銷廣告行為之實務執行及修訂相

關法規之參考。

第二節 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承上所述，事業於廣告進行商品或服務促銷活動為常見現象，而易滋

生違法情事，且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及消費習慣的改變，透過網路傳遞消

費資訊，甚至直接透過網路進行交易之情形愈來愈普遍，但因網路的特性，

讓消費者無法在交易前看到實體商品，甚至連店家所在都無法得知，只能

依靠店家之網路廣告獲取商品及店家資訊，作為交易決定之參考，在資訊

不對稱下，讓業者可藉機透過不實促銷廣告獲取利益，尤其是 Facebook(下

稱臉書)的一頁式廣告詐騙時有所聞，造成無交易經驗消費者產生促銷商品

或服務較為優良、交易條件較為有利之誤認，亦是值得關注之現象。

考量公平交易法之立法及修法沿革，均深受歐美先進國家競爭政策及

法規影響，是各國對於廣告不實之規範對我國極具參考價值，是本研究將

嘗試從國外法令規定內涵，以公平會對於促銷廣告所採規範架構進行探

討，藉由瞭解前開處理原則之訂定，是否讓公平會得以有效裁處該類違法

行為，並從歷年來公平會所處理該類實務重要案例，以及就現行面臨新型

態促銷廣告議題，檢討是否有進一步研修「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

案件之處理原則」之必要，以檢證公平會執法措施之良窳。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分析法，藉由蒐集書籍、各國相關文獻及

網路搜尋等方式，逐一分析、探討我國公平交易法及國外與大陸地區對於

促銷廣告之相關規範，並蒐集整理分析公平會對於不實促銷廣告執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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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且嘗試從公平會近年處理新型態廣告之經驗，探討相關問題並提出建

議，以供日後公平會執法時參考。

本文章節之編排，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回顧國內促銷廣告文獻及

國外與大陸地區對於促銷廣告規範情形；第三章將介紹公平交易法對於促

銷廣告之規範；第四章則針對不實促銷廣告案例進行研析說明與檢討，最

後於第五章提出結論及建議。



4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國內文獻

一、促銷之定義

促銷為企業最常用來達到短期銷售目標的一種活動，其可定義成是針

對消費者的一種短期刺激，主要目的為誘發顧客的消費行為
1
。因對象不

同，促銷活動可區分為三大類： (一 )消費者促銷活動（ Consumer

Promotion）：目的在鼓勵消費者使用及購買更多的產品，以及爭取未使用

者的青睞。(二)中間商促銷活動（Trade Promotion）：目的在誘導零售商

持有新的產品項目，維持較高的存貨水準，以及鼓勵零售商在淡季進貨。(三)

銷售人員促銷活動（Sale Force Promotion）：目的在於鼓勵銷售人員支持

新產品，積極推銷現有產品，尋找更多潛在顧客
2
。

製造商對消費者所常採用之 3種促銷工具如下
3
：

（一）降價或折扣：將價格優待直接用在產品售價上，提供消費者相對於

平常價格又更低的價格優惠，一般使用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單件

產品直接標價，低於平常價格出售；二是將多種產品組合以優惠價

格出售。

（二）折價券：折價券是給予消費者一種憑證，消費者憑此憑證購買特定

產品而給予某些優惠。折價券的目的是可以與競爭品牌的價格相抗

衡，更可積極的運用來增加銷售，提高市場占有率。

（三）贈品：贈品是廠商提供免費或極低的相對成本讓消費者可以得到某

些其他商品為誘因。贈品的方式有四種：隨貨附贈、免費郵寄贈獎、

1 Webster F.E, 1965. “The Deal-Prone Consume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2,
pp.186-189.
2 Kotler, P.(2000),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10th Edition, .NJ: Prentice Hall.
3 王鴻菁，2013，人力促銷行為對衝動性消費之影響，大葉大學關係管理學術研討會，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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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償贈品及包裝本身屬於可重複使用的容器。

有關促銷工具的分類，依促銷誘因是否能夠與產品價格相比較，可將

促銷工具分成兩類，一類是金錢性的促銷工具(如折扣、降價、折價券)；

另一類是非金錢性的促銷工具(如贈品、競賽及摸彩)4
。在研究促銷與廣告

對消費者品牌選擇行為的長期影響中，則將促銷工具分為兩類，一為價格

導向的促銷工具(如折扣、降價、折價券、特賣會)；另一類為非價格導向

的促銷工具(如贈品、商品陳列展示)5
。亦可將促銷方式分為屬於價格促銷

和數量促銷，價格促銷則包括直接降價、折價券等；而數量促銷則包括另

外贈送額外商品或加量促銷(如買一送一)等6
。

促銷活動可歸納重點如下
7
：

（一）促銷活動有一定的期限，屬於一種短暫性與暫時性的活動。

（二）目的為刺激通路中及消費者的興趣、試用或購買意願。

（三）廣告、人員促銷、宣傳報導性活動都算是促銷活動；主要針對兩大

類─經銷商和消費者的促銷活動。

而促銷活動的目的主要為：吸引顧客上門、增加短期銷售金額或數量、

強調新產品上市、維持顧客忠誠度、增加顧客對商品或服務的知識及建立

零售商的顧客資料庫。促銷組合一般在操作形式上主要有四種元素：廣告

(Advertising)、公關報導(Publicity)、人員推銷(Personal selling)與

促銷活動(Sales promotion)8
。

4 L. Campbell and W.D. Diamond, Framing and Sales promo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deal.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7(4):25-31. 1990.
5 F.C. Mela, S. Gupta and D.R. Lehman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promotion and advertising
on consumer brand choic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XXXIV: 248-261. 1997.
6 M.F. Smith and I. Sinha, The impact of price and extra product promotion on store pre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8(2): 83-92. 2000.
7 龔昶元、黃偉哲(2008)。網路廣告促銷方式、衝動性特質對網路衝動性購買行為之影響。

行銷評論，5(2)，249-274。
8 周信宏(2011)。影響百貨公司促銷活動效果因素之研究─以信義計畫區百貨公司為例。

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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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時代的促銷

隨著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的普及，透過網路形成的商機也持續擴大。

現在從網路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商品及其價格等相關資訊，甚至能直接進

行購買，若再搭配行動裝置的使用，消費即不再受到時間及空間的限制，

其所帶來的便利性徹底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下，網路

廣告也因此成為主要的宣傳管道，連帶對促銷行為也產生了影響。

（一）促銷的重要性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臺灣消費者平均年網購金額及網購金額占每月消

費總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由此可知臺灣消費者在網路購物的依賴度逐年

加深，而多半的消費者在網路購物時，常受到促銷的影響，而做出衝動性

購買的決策
9
。

（二）促銷的方式

近年的研究針對促銷方式的選擇給出一些建議，像是對於曾使用代購

服務的消費者，推出分享評價獲得下次購買折扣的優惠方案，一來可累積

網路口碑的質量，二來亦能促進老客戶回流，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
10
；若目

標客群為女性消費者，採取降價型的促銷策略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而對

於目標客群在 17歲以下之消費者採用贈品型促銷手法，比較可以提升其購

物慾望
11
；週期性地推出主題或於特定節慶提供與服飾商品利益有關的促銷

活動，以刺激相關商品的點閱率，進而促進買氣，或開發額外的獨特服務，

如透過專欄或拍攝影片方式指導消費者於特定節日與場合挑出合宜禮品的

貼心服務、給予小禮物建議商品服務，以及提供免費禮品包裝與運送服務，

運用特殊服務給予消費者更多樣化的選擇，來增加消費者到訪商家的次數

9 莊勝雄、施坤壽、黃文宏、宋珍誼，「數量折扣與促銷框架對衝動性購買影響之差異研

究」，載於管理資訊計算第 6卷特刊 2期，2017年，第 171-188頁。
10 林諺銘，「跨境網路代購服務之消費者決策因素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年 6月。
11
 林家弘，「網路促銷廣告、知覺風險及限制性因素對促成消費者衝動性購買之影響」，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論文，201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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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而若將促銷方式概分為價格促銷及非價格促銷，研究指出價格促銷作

為衝動性購買行為的刺激因子，效果最為顯著
13
；「網路促銷廣告」對於消

費者的「知覺享樂」和「知覺有用」有著相當顯著的影響，其中「立即降

價」促銷方式是影響效果最顯著的因素
14
；將「非金錢促銷」（贈品、摸彩

及遊戲競賽）、「金錢促銷」（折價卷、降價及現金回饋）、「夥伴關係式」（卡

友獨享）及「促銷組合方式」等促銷方式做比較，結果發現，「促銷組合方

式」與「金錢促銷」效果最佳，「夥伴關係式」居次，「非金錢促銷」效果

較不理想
15
；網路商店所推出的價格促銷手法，會直接增加消費者在購物過

程中所得到的樂趣，並且透過娛樂導向影響其態度間接產生非計畫性購買

之行為
16
。從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數位時代下，價格促銷一般來說會比非

價格促銷具有刺激消費的效果。

第二節 各國及大陸地區對於促銷廣告規範

一、美國

西元1789年美國憲法確立分權之聯邦體制，行政執法機關分為聯邦、

州及地方三級，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共同分享權力，彼此各有權限，互不侵

犯，若涉及聯邦與各州間權限爭議時，則由聯邦政府最高法院為最後決定

者，亦即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涉及聯邦憲法爭議之各州最高法院的司法判決

擁有否決權
17
。

12 楊美雪、陳乃慈、邱于平，「網路原生商店平台服務之研究」，載於電子商務研究第 11

卷第 3期，2013年，第 311-330頁。
13 同註 9。
14 同註 11。
15
 謝佩玲，「線上促銷策略對價值共創之影響」，載於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第 2卷第 2 期，

2014年，第 254-264頁。
16

沈永正、朱家賢、姜哲祺、黃河明，「影響網路非計畫性購買之個人與情境的前置因素

探討」，載於電子商務學報第 12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第 457-482 頁。
17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各國對於不實廣告規範之研究，第 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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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行政執法機關依聯邦政治分權體制，是由國會立法指定或成立

的，如依據西元1914年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FTC Act）所成立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即為美國執行消費者保護聯邦及行政執法機關。州級的行政執法機關，則

係指州檢察長辦公室、州消費者保護機關和統一消費者信貸法行政長官。

地方級則是指地方或市政府部門。

（一）法律規範

1.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項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上之不

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及不公平或欺

罔之行為或作法（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違

法。」同法第5條（n）項規定，只有在系爭行為造成或可能造成消

費者的實質(substantial)損害，才是不公平或欺罔行為；同法第12

條（a）項規定：「任何個人、合夥或營利事業以下列方式散佈或促

使他人散佈任何不實廣告者，均屬違法：（1）利用美國郵政、或利

用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引誘或足以引

誘他人購買食品、藥品、儀器、服務或化妝品；或（2）利用任何方

式，直接或間接引誘或足以引誘他人為商業上或對商業有所影響之

食品、藥品、儀器、服務或化妝品方面之購買。」係就食品、藥物、

醫療器材或化妝品銷售之不實廣告為特別規定。同法第12條（b）項

將散佈不實廣告（False Advertisement）之行為，界定為第5條（a）

項所稱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作法」。

聯邦交易委員會若依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為保護消費者而

提起控訴，尚須符合下列要件：

(1)控訴之行為必須在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 條「不公平競爭方法或

不公平或欺罔行為或作法」範圍內。但聯邦交易委員會法並未對

第 5條之「不公平」(Unfair)或「欺罔」(Deceptive)加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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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將解釋問題留給聯邦交易委員會與法院解決。

(2)須涉及州與州之間的商業。亦即，地方性商業廣告不在聯邦交易

委員會法規範內，惟實務上，聯邦交易委員會通常採從寬解釋的

態度，故甚少不實廣告得以逃脫聯邦交易委員會注意範圍外。

(3)行為必須具重大到足以使聯邦交易委員會為維護公共利益而提出

控訴之必要性。

由於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為之抽象性規定，在具體適用上

仍有其困難，因此聯邦交易委員會乃透過詳盡內容，就不同的產業

別、廣告目標對象及廣告方式，訂以政策揭示（FTC Statement）、

規範原則（Guide）等方式說明聯邦交易委員會之執法標準。聯邦交

易委員會針對廣告行為訂定諸多處理原則，但關於不實廣告或其他

行銷規範之具體落實及實際執法，仍由各州主管機關為之。

2.蘭哈姆法（Lanham Act）第43條（a）項規定：「任何人在其商品、

服務、容器、或商品之容器，附上或應用於虛偽之來源說明，或任

何虛偽之描述，此項描述包括文字、有意虛偽表示之標誌，而使上

述商品或服務使用於商業上。任何明知其虛偽來源的說明、描述或

表意，而在其他地區運送、使用於商業，其虛偽表示致使任何人相

信而遭受可能之損害者，將負民事責任」。

蘭哈姆法為美國另一規範不實廣告的成文法，主要用以規範聯

邦商標事務，其目的在於保護免受競爭者使用類似商名或商標，而

致消費者對商品之生產者身分產生混淆，此條規定處罰兩種類型行

為，對商品來源的不實說明、對商品品質的不實陳述。

綜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第（a）與蘭哈姆法（Lanham Act）

第43條（a）項規定兩者的規範重點並不相同，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

5條（a）項的廣告規範著重在「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中，引人錯誤所造成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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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法（Lanham Act）第43條第（a）項規定保護內容，則著重在如商

品來源不實說明與對商品品質等之不實陳述行為。

（二）不實廣告之責任義務

1.廣告主

廣告主為虛偽不實廣告，不僅使得消費者受到實質之損害外，更對

守法之競爭者，造成不公平競爭，因此民事責任方面，分為(1)廣告

主對競爭者所應負之民事責任及(2)廣告主對消費者所應負之民事

責任。

(1)廣告主對競爭者所應負之民事責任

競爭者得依據蘭哈姆法第43條（a）項之規定，原告無須提出確

切的證據，證明因虛偽不實廣告而導致直接的經濟損失，只是相

信他受到或可能受到傷害，即可對虛偽陳述之廣告主提起民事賠

償訴訟，並得要求法院對其發出禁止命令。

(2)廣告主對消費者所應負之民事責任

消費者因虛偽不實之廣告而購買商品，致財產或身體上之損害，

廣告主對此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

2.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

(1)廣告代理業：廣告代理業是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責任，係視其對

廣告支配能力而定，若廣告代理業是負責執行委託廣告之製作與

播出，同時也為廣告內容之構思者，則應與廣告主負連帶之責。

(2)廣告媒體業：廣告媒體業通常是依照廣告主指示而為宣導或刊登

廣告，在大部分之情形下，是不需負損害賠償，倘若廣告媒體明

知此則廣告為虛偽不實之情形下，仍予以宣導或刊登，則與廣告

主負連帶責任。

（三）針對促銷廣告之規範

有關廣告限制或負擔、隱藏條件等相關規範，仍適用聯邦交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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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所確立之不實廣告禁止原則及適法性判斷標準，即1.廣告必須

真實表示，禁止欺罔；2.其內容是否引人錯誤，其判斷標準為一般

理性消費者之觀點，該等內容是否使理性消費者產生誤解，並影響

消費者之交易決定。而實質之交易重要資訊，包含商品之功能、效

能、特點、安全性、價格、成本、保證品質、安全或健康資訊；廣

告中所為之科學性或事實宣稱，需有證據支持。至於廣告所隱藏之

條件、限制或負擔若為實質上之重要資訊，需進一步判斷該等資訊

之揭露方式，實質性之重要資訊須於廣告中緊鄰所欲宣稱之圖像、

文字或相關說明，不能以註解或較小字體、或快速將重要資訊快速

閃過等方式呈現，如商品促銷價格之限制條件，而影響消費者獲悉

案關促銷方案實質資訊之取得。

二、德國

（一）廣告不實之規範

德國關於廣告、行銷行為之規範，主要係適用不正競爭防制法

(Gesetz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UWG)18
。觀諸德國不正

競爭防制法，主要係透過民事訴訟途徑，以不作為之訴、除去侵害

之訴等訴訟形式，請求法院為裁判，並非由行政機關為之。

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有關於廣告不實係規範於第5條至第7條，

惟都必須滿足第3條之要件始可成立。而該法第3條的適用須具備以

下之要件：1.不正當之交易行為，不得為之；2.針對或到達消費者

之交易行為，如其不符合事業上之注意且足以重大影響消費者的經

濟行為者，係屬不正當；3.於該法附錄中所述對於消費者之交易行

為，其一律不得為之；4.就判斷對於消費者之交易行為，係以平均

之消費者為準，或如交易行為係向特定消費者族群為之時，則以該

18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譯，德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2017 年最新翻譯。



12

族群之平均成員為準。事業經營者可預見交易行為僅重大影響清楚

可加以辨識出的消費者族群之經濟行為，而此消費者族群鑑於此等

交易行為或作為此等交易行為基礎之商品或服務，基於精神上或身

體上殘疾、年齡或輕易相信他人而特別需要保護者，則交易行為須

自該族群之平均成員的觀點來加以判斷。該法又於2015年增訂第3

（a）條「違反法律之規定，而此等規定亦係為了市場參與者之利益

而就市場行為進行規制者，且該違反足以明顯地妨害消費者、其他

市場參與者或競爭者之利益者，其行為構成不正當」。

另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標示之規範，具有下列特

色：採取引人錯誤的交易行為，其足以促使消費者或其他市場參與

者做出其原本不會做出的交易上之決定者，其行為構成不正當。交

易行為，如其含有不真實之陳述，或就1.商品或服務的重要特徵；

2.銷售之動機；3.事業經營者之人、特質及權利；4.與直接或間接

之贊助有關的陳述或象徵，或涉及事業經營者或商品或服務之許可

者；5.給付、備件、交換或修理之必要性；6.事業經營者對於拘束

其負有義務之行為準則之遵守；7.消費者之權利等情事，含有其他

足以欺罔之陳述，構成引人錯誤。

（二）不實廣告之責任義務

民事責任，因引人錯誤之廣告足以擾亂營業競爭秩序及妨害消

費者之利益。因此，禁止引人錯誤之廣告，即係德國不正競爭防制

法之主要目的。廣告主作了引人錯誤之廣告陳述時，競爭者得依德

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8條之規定，對廣告主行使不作為請求權，並可

依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9條規定，以故意或過失採取依前法第3條

不被允許之交易行為者或第7條不合理之交易行為者，附有義務對於

競爭者賠償由此所生之損害。在德國競爭法實務中，不作為請求權

具有相當之重要性，而此種不作為請求權不作為，則不以廣告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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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或過失為要件。而不作為請求權之貫徹，能使守法之營業競爭

者不再遭受傷害。另外，廣告主明知或應知其所為之廣告為引人錯

誤，致使他人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而受害人則因引人錯誤

之廣告而受有損害賠償請求權。

刑事方面，德國不正競爭防制法第16條第1項規定「意圖造成所

提供之供貨係特別有利之假象，而於對於較大範圍之人所為之公開

公告或通知中，透過不真實之陳述來引人錯誤地進行廣告者，處2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得併科罰金。」第2項規定「於交易行為中所採

取之行為，以促使消費者接受商品、服務或權利，如為透過對於消

費者承諾，倘消費者促使他人締結相同之交易，消費者其將自發起

人處或第三者處獲得特別的利益，而該他人亦能依此招攬方式，就

其對於其買受人之相關招攬，來取得此種利益之時，處3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或得併科罰金。」

三、日本

（一）廣告不實之規範

日本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之法規範，主要有二，一為不

正競爭防止法；二為不當贈品類及不當標示防止法，茲說明如下：

1.不正競爭防止法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廣告有關者，乃為第2條第

13款規定：「在商品、勞務或其廣告、交易所使用之書面、通訊中，

為使人誤認有關商品之原產地、品質、内容、製造方法、用途、數

量，或勞務之品質、内容、用途、數量的標示，以該商品為讓與、

交付，為讓與或交付而展示、出口、進口，或透過電力通訊回路提

供，或以該標示提供勞務的行為。」

前述規定中所稱「廣告」即是指以營利為目的，向不特定公眾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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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表示，除了以小冊子、傳單之文書型態之外，口頭宣傳亦包含

在內。而在報章雜誌、屋內、外廣告物等所有媒體上所為之廣告，

均屬之。其行為態樣可分為下列三種
19
：

(1)商品之原產地、出產地之誤認行為：此所稱之原產地係指商品生

產、製造或加工之地區。除農作物出產地之外，還包括農作物第

二次加工製品之加工地及工業製品的製造地。

(2)商品品質等之誤認行為：此之品質內容係指商品之性質、屬性，

兩者並無太大之區別實益。

(3)勞務品質及內容之誤認行為：此誤認表示之對象，係關於勞務之

數量品質、內容、用途等。所謂勞務之品質、內容，包括提供勞

務之具體內容、品質及其他與交易影響之相關事項。

2.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

關於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中，有關不當表示之類型，分述如

下：

(1)優良誤認：

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事業於其

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對一般消費者為較其實際

情形優良之表示，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良之表示，致

不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本款之客體，包括「品

質」、「規格」或「其他內容」。而所謂「品質」是指商品成分

及屬性，成分包含原材料、濃度、純度、添加物以及混用之比率

等；屬性則是指其性能、效能、效果、安全性、耐用度、鮮度、

構造、衛生性、乾燥度以及營養價值等等。所謂「規格」是指由

國家、公益團體或民間團體所訂之規格、等級等等。至於「其他

內容」則是指原產地、製造方法、使用方法、有效期間、製造年

19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三)，第 278頁，自版，2006年 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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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等，對於商品之品質和內容有影響者，均皆屬之。其態樣有二：

A.較實際商品顯著優良之誤認：

此態樣是指有關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之表示，給予一般消費者

有違於事實，且較實際商品有顯著優良印象；又或者是沒有違背

事實，但卻更為誇張之表示。

B.較其他競爭同業顯著優良之誤認：

此態樣又包含兩種類型，一為對競爭同業所提供之商品、勞務之

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為虛偽誇大之表示；另一為是，雖正確將

同業競爭者之商品或其內容表示出來，且該事實也與自身之商品

或服務相同，但卻特別強調其他同業之缺點。

(2)有利誤認：

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事業意圖

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為

較其實際情形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良之表示，致不當

誘引顧客而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而本款中，使一般消費者誤認

之對象，除價格外，還包含其他之交易條件，如數量、內容、大

小；贈品之有無、種類、提供方法；修理、檢查之服務、保證之

內容、期間、條件、支付條件及利息之有無等等。

3.其他由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指定事項：

不當贈品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第4條第1項第3款：「除前兩款規定外，

事業為與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相關事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之表

示，致不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及經日本公平交易委

員會所指定者。」而本條中，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指定之事項，包

含「不含果汁成分之清涼飲料之相關表示」、「商品之原產國相關

不當之表示」、「消費者信用之融資費用相關不當之表示」、「不

動產之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及「誘餌廣告之相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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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行為類型，均有其共通之要件，以下分述之：

(1)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所謂「一般消費者誤認」是指一般具有常識

性知識之消費者在通常的情況下，會產生誤解之情況，蓋因一般

消費者欠缺專門知識與經驗，且對於不實廣告辨視能力，促使事

業主越為不當表示行為，以奪取消費者商品選擇之利益。而所謂

的誤認，是指實際上商品或服務與一般消費者從表示上所得之印

象產生差距，在這種情況下，並不問事業主有無故意或過失之存

在，再者，即使表示所產生之效果不明顯，雖然一部分表示是正

確的，但從表示之整體觀察時，倘仍會使人誤認，那此也是誤認

之一種。

(2)不當引誘消費者：此處所稱之「不當」，乃是一個使消費者誤認

之表示，這包含正確之表示或不當之表示，而非只是規範廣告中

之不當表示。因此，此處之「不當」應以廣告整體觀之，乃屬於

使消費者誤認之表示，其不法性不可言喻。

(3)妨礙公平競爭之虞：乃指減少自由競爭之程度、競爭手段本身之

不公平及侵害自由競爭之基礎等 3點來判斷，並不需要妨礙公平

競爭之事實發生，只要有足認其會發生，均屬之。

由以上不當表示之共通三要件觀之，其實只要該當第一要件「使一

般消費者誤認」表示，其他兩要件為充分條件，亦即不當表示之要

件係以「使一般消費者誤認」為其核心。

通常商品或服務之表示，於內容鮮少僅表示單一事項出現，通常是

以複雜內容組合而出現在消費者的面前，如品質、價格、規格等等。

如何判斷該表示是否為不當，日本學說認為可採3種方式加以判斷：

A.隔離觀察：

是指在不同地點及時間，由該商品或服務之需要來觀察，其所認為

之狀態來判定之方法。在這方法下，觀察者對於有問題之表示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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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種且類似之表示一起觀察。該表示通常侷限於個別的、一般人

對通常表示施以有限注意的情況下，以記憶為基準的方式來判斷。

B.全體觀察：

在包含多數事項之表示下，依該表示所示是否會使消費者產生誤

認，無法個別事項加以判斷，而以各該項間相互關聯所給予之印象

加以判斷。

C.主要部分觀察：

亦稱為分離觀察，以全體觀察為基礎，對消費者具有強力識別性的

部分予以其如何之印象，來判斷是否會造成消費者產生誤解之方法。

（二）不實廣告之責任義務

民事責任方面，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3條規定：「因不公平競爭，

營業上之利益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者，對侵害其營業上之利益者

或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停止或預防其侵害。」第4條規定：「因故

意或過失為不公平競爭而侵害他人營業上之利益者，對因此造成之

損害，負賠償之責任。」

在刑事方面，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21條2項規定，以不當之目的，

進行第2條第13款所列之不公平競爭，處5年以下徒刑，科或併科500

萬日圓以下罰金。

四、大陸地區

（一）廣告不實之規範

中國大陸地區對於廣告之規範，係以大陸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於1994年10月27日公布，後於2018年10月26日修正公布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以規範廣告活動，保護消費者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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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促進廣告業的健康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20
。其中第3條規

定「廣告應當真實、合法，以健康的表現形式表達廣告內容，符合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第4

條規定「廣告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

消費者；廣告主應當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負責」第5條規定：「廣告

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佈者從事廣告活動，應當遵守法律、法規，

誠實信用，公平競爭」第8條規定「廣告中對商品的性能、功能、產

地、用途、品質、成分、價格、生產者、有效期限、允諾等或者對

服務的內容、提供者、形式、品質、價格、允諾等有表示的，應當

準確、清楚、明白。廣告中表明推銷的商品或者服務附帶贈送的，

應當明示所附帶贈送商品或者服務的品種、規格、數量、期限和方

式。」

1.不實廣告之行為類型

大陸地區的不實廣告在表現上主要有幾種特徵：(1)為濫用各種誇張

語言。(2)假冒優質產品或有意做各種誇大的宣傳。(3)未經國家批

准，擅自宣稱是「國家定點生產企業」或未經註冊、批准或已過時

作廢的商標、專利權，而偽稱擁有專利或商標。(4)未經國家有關權

威部門檢驗鑑定和公佈，而宣稱產品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與技術水

準。(5)利用各種數字、百分比等對產品效用、性能進行數據性的宣

傳。(6))利用廣告推銷過期、品質低劣的產品
21
。

是就上述之特徵，將大陸地區不實廣告之行為區分為三類：(1)誤導

性廣告行為。(2)虛假宣傳行為。(3)商業詆毀行為，分述如下
22
：

(1)誤導性行為

20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 3條、第 4條、第 8條
21 劉國熙、湯文山，廣告大糾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49-51頁
22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3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公平交易法對於網路廣告之規範及案例研究

第 4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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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導性的廣告行為是指廣告主、廣告代理業或媒體等，利用廣告

或者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製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

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宣傳行為。無論是假冒他人專利、

商標等，或是冒用未獲授權的商標等行為，重點在於以廣告內容

或對商品陳述的不實，造成費者的誤解，進而產生錯誤的購買行

為。

(2)虛假宣傳行為

大陸地區學者之認為虛偽宣傳和誤導行為是混用或通用的。而所

謂誤導行為就是誤導公眾之行為，只要宣傳可能產生誤導後果，

就足以構成誤導行為。似乎認為不實廣告的標準並非是在虛偽不

實，而是在於消費者是否產生誤導之行為，這是和美國法所認定

之虛偽不實不同。

就目前大陸地區相關廣告法律規範，廣告監督管理機關以及廣告

審查機關並未就不實廣告之判斷原則加以詳盡闡釋，法規中僅要

求廣告主在申請廣告審查時，應當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規向廣告審

查機關提交相關證明文件。換言之，大陸地區在防範不實廣告時，

除探討訴求具體含意外，僅僅對聲稱是否具有合理依據加以檢

驗，並不要求大眾及消費者可能之反應，以及廣告可能產生之結

果加以判斷。

(3)商業詆毀行為

商業詆毀行為，即以惡意的陳述或虛假的虛傳等廣告，攻擊競爭

對手的信譽，致使其名譽或商品聲譽受到影響，降低消費者購買

意願。雖然現在市場競爭激烈，廠商間為求勝出，常出奇招，但

商業詆毀屬不正當的競爭行為，站在公平法益的立場上，這樣違

法行為絕非法律及市場秩序所允許的，是以，大陸地區學者對於

其相關案例，將分成下列5項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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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經營者所為之行為，意即行為主體須為經營者：反不正當競爭法

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之經營者，是指從載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服務

之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而損害信譽之行為是經營者對他人

企業、產品、服務或工商業活動宣傳虛假的信息。

B.侵害對象為特定之競爭對手：特定之競爭對手除指名道姓之外，

也能從其他情況去推知為某一企業。

C.行為人主觀須為故意或過失：此為侵權行為成立之基本要件。大

陸地區學者認為，依照詆毀行為之條文規定來看，捏造與散布的行

為皆應該屬於故意實施之行為，否則至少當存在過失。

D.捏造、散布虛偽事實：捏造是指無中生有，將不在知事情說成真

實存在的事情，散布虛偽事實是利用手段方式，公開陳述傳播虛假

事實。

E.行為人之詆毀行為與造成商譽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意旨行為人

之捏造或散布事實之行為，對於競爭對手之商譽造成損害，便可認

定行為人從事所謂之不正當競爭行為，因果關係成立，行為人須承

擔被害人直接之經濟損失。

（二）有關不實廣告之法律效果

1.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大陸地區於1993年10月31日第8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4

次會議通過，並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

2013年10月25日公告修正，並於2014年3月15日實施，其內容針對不

實廣告也加以規範
23
。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

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品質、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資訊，應當真實、全面，不得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

同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經營者以廣告、產品說明、實物樣品或者其

23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20條、第 23條、第 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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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務的品質狀況的，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務的實際品質與表明的品質狀況相符。

同法第45條第1項規定，消費者因經營者利用虛假廣告或者其他虛假

宣傳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務，其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向經營

者要求賠償。廣告經營者、發佈者發佈虛假廣告的，消費者可以請

求行政主管部門予以懲處。廣告經營者、發佈者不能提供經營者的

真實名稱、位址和有效聯繫方式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2項規定，

廣告經營者、發佈者設計、製作、發佈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商品或

者服務的虛假廣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與提供該商品或者服

務的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第3項規定，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

人在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告或者其他虛假宣

傳中向消費者推薦商品或者服務，造成消費者損害的，應當與提供

該商品或者服務的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2.廣告法

2018年10月26日修正實施的「廣告法」，對虛偽不實、引人錯誤的

廣告列有罰則，分述如下：

(1)第 38條第 2項

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不能提供廣告主之真實名稱與地址的，

應當承擔全部民事責任。

(2)第 55條

違反該法規定，發佈虛假廣告的，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止

發佈廣告，責令廣告主在相應範圍內消除影響，處廣告費用3倍以

上5倍以下的罰款，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人民幣

（下同）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款；2年內有3次以上違法行

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廣告費用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

廣告費用無法計算或者明顯偏低的，處10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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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罰款，可以吊銷營業執照，並由廣告審查機關撤銷廣告審查批

准檔、1年內不受理其廣告審查申請。

(3)第 56條第 1項

違反該法規定，發佈虛假廣告，欺騙、誤導消費者，使購買商品

或者接受服務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由廣告主依法承

擔民事責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佈者不能提供廣告主的真實名

稱、位址和有效聯繫方式的，消費者可以要求廣告經營者、廣告

發佈者先行賠償。關係消費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廣

告，造成消費者損害的，其廣告經營者、廣告發佈者、廣告代言

人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4)第 59條

廣告內容違反本法第8條規定，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止發

佈廣告，對廣告主處10萬元以下的罰款。

（三）不實廣告之責任義務

1.廣告主

民事方面，廣告主可能在進行廣告宣傳時，在建立商品形象同時，

有可能利用他人商標或肖像，此時即有侵害他人權益的可能；廣告

主利用廣告內容致使消費者產生誤解，進而行事交易行為，基本上

違反了現代民法中的「誠實誠信」原則，使消費者的權益受損，構

成侵權行為。如果消費者可以證明其因廣告知內容，使自己受誤導，

而從事交易行為的話，可藉由法律訴訟程序要求廠商予以解約或負

起損害賠償的責任，還可請求返還不當得利；廠商對所生產之產品

品質，負有瑕疵擔保責任，如果廠商利用廣告的內容，引誘消費者

從事購買行為，不但要對產品的品質負責，若因產品品質不良而導

致消費者權益受損害的話，廠商對所銷售之不良商品還應承擔損害

賠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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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方面，若廣告主在廣告內容中是侵害他人之商標或肖像，又或

者廣告為了要引人注目，而非客觀性評鑑或毀謗他人產品、信譽，

以及其他不法內容、詐騙和其他法律所不許之廣告，須承擔所違反

之刑事責任。

行政方面，通常廣告主除了民事和刑事責任外，尚需承擔行政責任。

通常若依廣告內容違法情節嚴重，行政機關會立即對廣告主作出禁

令命令或停業處分的行政處分；又或是廣告內容發生錯誤，使消費

者觀念受扭曲，此時行政機關介入，並要求廣告主作出更正性廣告；

若廣告主對其之行為一犯再犯，屢勸不聽，行政機關就有可能對廣

告主作出吊銷執照或其他許可之證明。而其他如停止播出、刊載、

沒收等等，也都是行政機關處罰廣告主之手段。

2.廣告代理業與媒體

由於廣告代理業和廣告主是處於承攬關係，廣告代理業為廣告主設

計、製作廣告，假若廣告代理業在明知且也知其內容不法，但仍繼

續進行廣告之行為，就須負擔民事上之責任；而廣告媒體通常是刊

登或送廣告，對於廣告之內容應有監督之責，如明知廣告內容錯誤

不實，仍然予以刊登或播送，則必須與廣告主負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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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國及大陸地區廣告規範重點彙整表

重點 美國 德國 日本 大陸地區

廣告規範 1.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第 5條

2.蘭哈姆法第43

條

不正競爭防制

法第 3 條至第

7條

1.不正競爭防

止法第 2條

2.不當贈品及

不當表示防

止法第 4條

1.廣告法

2.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

廣告不實

判斷原則

聯邦交易委員會

法而言：

1.廣告必須真

實，不能欺

罔。

2.廣告中之聲明

須有證據支

持。

3.廣告不能不公

平。

藍哈姆法而言：

1.對商品來源的

不實說明。

2.對商品品質之

不實陳述。

1.首先針對與

市場有關行

為。

2.該競爭行為

不公平。

3.足以明顯妨

礙競爭而不

利競爭者、

消費者或其

他市場參與

者。

1.使一般消費

者誤認。

2.不當引誘顧

客。

3.妨礙公平競

爭之虞。

1.損害信譽之

行為。

2.侵害對象為

特定之競爭

對手。

3.行為人主觀

須為故意或

過失。

4.捏造、散布

虛偽事實。

5.行為人之詆

毀行為與造

成商譽間有

因果關係。

不實廣告

之責任義

務

1、廣告主對競爭

者所負之民事責

任。

2、廣告主對消費

者所負之民事責

任。

3、倘廣告代理業

與廣告媒體依照

廣告主指示而為

宣導或刊登廣

告，須附連帶民

事責任。

廣告主負民事

或刑事責任。

廣告主負民事

或刑事責任。

1.廣告主負民

事或刑事責

任或行政責

任。

2.倘廣告代理

業與媒體明

知可得知負

連帶責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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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平交易法對於促銷廣告之規範

第一節 不實廣告相關法令規範架構

我國於民國 80年初制定公布公平交易法，並於隔年 2月開始施行，其

訂定緣由係因應加入國際經濟合作組織之世界潮流，及因我國經濟結構之

發展與轉變，國內相關經濟政策逐步邁向國際化及自由化，而於高度經濟

管制鬆綁之際，需要有一規範事業競爭行為之經濟法典，藉以建構自由而

公平之經濟秩序與交易環境。而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立法體例，係將「限制

競爭」與「不公平競爭」規定合併於一部法典，而關於事業之不實廣告行

為係於「不公平競爭」章節予以規範（即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於公平交易法公布施行之前，我國針對事業之商品標示及廣告行為已

定有相關法律條文予以規範，例如商品標示法
24
、食品衛生管理法

25
、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
26
等相關法律條文。另除了公平交易法，基於不同之立法理

由，我國對於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亦於不同之法律規章予以規範，例如

針對商品標示不實訂定商品標示法、食品標示及廣告不實訂定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菸酒標示及廣告不實訂定菸酒管理法、補習班廣告不實訂定補

習及進修教育法、旅行業廣告不實訂定發展觀光條例等規範，嘗試以各種

法律條文規定，責予不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範管理之權力，以完善有

關不實廣告之立法體例。

由於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散落於不同之法律規章予以規範，為使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與其他商品（服務）專法關於不實標示及廣告規定之競合

24 於 71年 1 月 22 日公布，原第 5 條規定：「商品之標示，不得有左列情事：一、內容虛

偽不實。二、標示方法有誤信之虞者。三、有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25 於 64年 1月 28日公布，原第 16條規定：「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之標示，不得有虛偽、

誇張或易使人誤認有醫藥之效能」、原第 17 條規定：「對於食品、食品添加物，不得藉大

眾傳播工具或他人名義，播載虛偽、誇張、捏造事實或易生誤解之宣傳或廣告」。
26 於 61年 12月 28日公布，原第 24條第 1項規定：「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之化粧品，不

得於報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及其他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有傷風

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其未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者，亦不得於各該工具登載或宣播有醫療

效能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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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以及管轄分工問題得以解決，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
27
（現

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6條）方式，公平會自 81 年成立開始，本於專業合作

之原則，即與各商品（服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調分工，並獲得各項

協調結論，藉以劃分彼此權責並共同打擊不實廣告，茲整理如下
28
：

一、瘦身美容、食品、醫療、藥品、化粧品、健康食品廣告等與行政院衛

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分工。

二、徵才廣告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分工。

三、一般商品標示案件與經濟部分工。

四、酒類商品標示案件與財政部國庫署分工。

五、農產品廣告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分工。

六、移民、跨國境婚姻媒合及不動產經紀業廣告與內政部分工。

七、補習班廣告與教育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工。

八、代辦貸款及債務協商廣告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警政署分工。

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與其他商品（服務）專法關於不實標示或廣告之規

定，二者具有法規競合關係，而相較於其他特殊商品（服務）專法對於不

實標示或廣告規定而言，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乃屬普通規定，爰依據「特別

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案件如亦合致其他特殊商品（服務）專法相關規

定之構成要件時，應優先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專法相關規定予以

處理；公平會則係就無特別法規範之一般商品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予

以查處。

27 於 80年 2月 4日公布，原公平交易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

會之職掌者，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商同各該部會辦理之」。
28 參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18條至第 24條，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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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立法目的與規範範疇

一、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立法目的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開宗明義於其第 1條規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

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

檢視上開意旨，公平交易法欲保護之法益及其立法之目的，即在維護交易

秩序與確保公平競爭，藉使消費者利益獲得維護，並以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為最終政策目標。

鑒因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就其所提供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如商

品或服務本身），以及具有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

事項（包括事業之身分、資格、營業狀況，與他事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

關之關係等）所揭露之交易資訊，經常處於不對等之地位，是以倘事業濫

用其交易資訊之優勢地位，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不

僅損及消費者權益，亦將傷害具競爭關係之他事業於相關市場從事爭取交

易之機會，從而破壞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是為規範不肖業者以不實廣告

之不公平競爭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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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4項並補充規定：「前三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

之。」

二、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規範範疇

以下分別就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虛偽不實」與「引人錯

誤」之概念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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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偽不實

依一般通念，凡廣告表示或表徵與實際商品或服務之狀態有所差

異、不相符合者，即屬「虛偽不實」。考量若法規對廣告內容之規

範係要求與事實完全一致，將使廣告不足以吸引消費者注意，喪失

廣告所應有的藝術與娛樂等功能，甚或妨礙商品或服務自由流通、

降低競爭。因此，法律所規範的虛偽不實，應以其虛偽不實致使消

費者陷於錯誤及影響其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決定之虞者為限。關於

廣告以外的商品標示及「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內容是否虛偽不

實就競爭法之觀點而言，基本上亦應採取相同之認定標準。

基此，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所稱之「虛偽不實」，依「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則」第5點，將「虛偽不實」

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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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引人錯誤

就一般通念，所謂引人錯誤廣告，係指廣告主利用廣告刊播技巧、

表達手法、誇張或歪曲事實、隱匿重要事項，使消費者有陷於錯誤

之虞，並足以引起造成消費者或廣告主競爭者損失者。在上述理解

之下，則廣告內容在客觀上並無不實，但仍有使消費者陷於錯誤之

虞，亦可能構成引人錯誤廣告。關於廣告以外的商品表示及「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內容是否虛偽不實，亦應採取相同的認定標準。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所稱之「引人錯誤」，依「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則」第6點，將「引人錯誤」定義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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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公平會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為不同概念之

認定，實務上，判斷表示或表徵是否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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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下：

1.表示或表徵應以相關交易相對人普通注意力之認知，判斷有無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

2.表示或表徵之內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

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主要因素者，得就該特別顯著

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定。

3.表示或表徵隔離觀察雖為真實，然合併觀察之整體印象及效果，有

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即屬引人錯誤。

4.表示或表徵有關之重要交易資訊內容於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

顯不成比例者，有引起相關交易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5.表示或表徵有關之負擔或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者，有引起相關交易

相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6.表示或表徵客觀上具有多重合理的解釋時，其中一義為真者，即無

不實。但其引人錯誤之意圖明顯者，不在此限。

7.表示或表徵與實際狀況之差異程度。

8.表示或表徵之內容是否足以影響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

人為合理判斷並作成交易決定。

9.表示或表徵之內容對於競爭之事業及交易相對人經濟利益之影響。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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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予以判斷。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

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禁止事業對於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及具有

招徠效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不僅限於在商品或服務本身，亦涵蓋以

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係

29 客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之規定、商品(或服務)之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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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

行為，包括設置市招、散發名片、舉辦產品（服務）說明會、將資

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之方式使事業得以共見共聞、

於公開銷售之書籍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付於

消費者、散發產品使用手冊於專業人士進而將訊息散布於眾等。此

外，對於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

商品或服務，亦受上開法條所禁止。另對於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

業與廣告薦證者，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仍製作、設計、傳播、

刊載或薦證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公平會為有效執行公平交易法第21條有關不實廣告案件，除已訂有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外，並

將廣告涉有違法行為類型化，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瘦身美容

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

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

處理原則」等，以供自身執法之參考及業者遵循。

第三節 促銷廣告之規範介紹

促銷廣告若含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則當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加以規範，惟因促銷廣告具有多項特殊性，故公平會針對促銷廣告特別

制定處理原則，使廣告主於登載促銷廣告時能有所依循而不致違法。

有關公平會對於促銷廣告之處理原則歷次修訂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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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公平會對於促銷廣告之處理原則歷次修訂情形表

發布令 (修)訂定內容

99年 8 月 5日

公參字第

0990005611號令

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

則」。

鑑於事業於廣告就商品（服務）進行促銷，為業界普遍現

象，公平會經彙整過去相關處分案例，明定事業促銷廣告

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行為態樣，透過就事業應

注意原則、違法類型及效果之清楚規範，使事業知所依

循，並作為公平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101年 3 月 3日

公競字第

1011460194號令

1. 修正名稱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

理原則」。

2. 配合 99年 12月 10日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8 點規定，刪除有

關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3款之法律效果規定。

3. 為規範未盡事宜，爰增訂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及相關處

理原則適用之補充規定。

104年 3 月 12日

公競字第

1041460183號令

鑑於「公平交易法修正條文」於 104年 2月 4 日公布後，

除內容異動外，條次亦大幅變動，爰因應公平交易法條次

變更而配合修訂。

105年 11 月 14日

公競字第

10514613301號令

1. 有關限制條件之版面排列、位置及字體大小等揭露部

分，參酌公平會過去相關案例，為避免限制條件的揭

露方式致人誤認，爰就重要交易資訊呈現方式，訂定

原則性規範。

2. 鑒於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已就比較

廣告中就他事業商品為比較項目而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情況予以規範，爰刪除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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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會對於促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1 點明定，為維護交易秩序與保障

消費者權益，避免事業以不當促銷廣告誤導消費者，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

特訂定該處理原則。而針對該處理原則所稱促銷廣告之定義，則於第 2 點

明確說明，促銷廣告係指事業於商品（服務）之廣告，以特價、減價、折

扣、分期、免費或買一送一等價格或數量優惠、限時或限量交易、提供贈

品或贈獎等方式，促進對消費者之招徠效果，而增加其商品（服務）之交

易機會。

又對於業者刊登促銷廣告時應遵守之幾項基本原則，亦分別訂定於「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3 點至第 6點，說明如下：

一、真實表示原則

事業就商品（服務）促銷廣告應善盡真實表示義務，並確保促銷內容

與實際提供情形相符。

二、妥善規劃原則

事業為促銷廣告前應充分考量、善予規劃及妥為準備，無論促銷活動

係自行辦理或與他事業合作，促銷內容係自行或他事業提供，均應確保廣

告之真實履行。

三、充分備貨原則

事業促銷廣告未有限量表示者，應事前備置充足商品（服務），並於促

銷期間提供，以確保廣告真實履行。

四、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

事業就商品（服務）所為促銷廣告，對於足以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

重要交易限制條件應充分揭示，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消費

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另「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7 點亦列舉幾項業

者於刊登促銷廣告時，應避免出現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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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別說明如下：

一、廣告所示商品（服務）價格或數量優惠與實際提供情形不符，包括事

業實際並未提供銷售、提供數量顯較廣告所示數量為少，或未有限量

表示，而實際提供銷售之商品（服務）顯未達合理可預期之需求數量。

二、廣告所示商品（服務）之價格、數量或其他優惠，實際附有條件、負

擔或期間等限制而未予明示，或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

不成比例者。

三、廣告所示商品（服務）之圖片、型號等表示或表徵與實際交易情形不

符。

四、廣告就贈品贈獎之內容、數量、價值、參加辦法（資格、期間、方式

等）、抽獎日期等所為表示或表徵與實際不符。

五、廣告所示贈品贈獎實際附有條件、負擔或期間等限制而未予明示，或

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者。

六、廣告就商品（服務）價格為業界最低或類似表示，實際並無銷售或銷

售價格並非最低。

七、廣告內容僅於特定門市、分店或交易場所適用而未予明示。

八、廣告強調商品（服務）數量之稀少或限量，而為不實之銷售。

九、廣告為虛偽不實之限時表示。

十、廣告宣稱價格優惠，但所示商品（服務）之「原價」、「市價」等基準

價格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十一、廣告表示消費一定數額得獲嗣後交易優惠之抵用券、折價券等，就

抵用券、折價券等使用方式、期間、範圍等限制未予明示，致消費

者就其價值產生錯誤認知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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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新型態廣告之規範簡介

隨著科技及傳播媒體的發展，新興廣告之手法千奇百怪，又加上網際

網路使用的普及，透過網路媒體所做之促銷廣告手法更是變化萬千，以下

將針對促銷活動較常見之新型態廣告及其相關規範簡要介紹如下：

一、網路廣告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點，「網路

廣告」一詞之定義，係指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以網際網路為媒介，

提供商品或服務媒介，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以招徠交易機會之傳

播行為。即凡是運用專業的廣告橫幅、文字連結、多媒體的方法，在網路

刊登或發佈廣告，藉以激起消費者購買商品或勞務之欲望者，皆可稱作網

路廣告。而因科技進步及商業經營模式多元發展，利用網路媒體進行商品

或服務銷售已為業界普遍現象，違法型態亦有增加趨勢，而為維護交易秩

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並有效處理網路廣告不實案件，公平會特訂定「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網路廣告有別於傳統媒體廣告，其兼有文字、聲音、影像等內容，以

生動活潑之方式吸引消費者注意，另其跨越地域之限制，得以接觸世界各

地的網際網路用戶，增加互動性，並產生立即性的回應，另相較於傳統之

電視、報紙等廣告，其製作成本較低，且製作時間短，廣告主可透過點閱

率等方式衡量廣告效果，並依據廣告效果迅速的更換廣告內容，更可使網

有直接於線上購買商品或服務，完成交易，節省許多成本與時間，以更有

效率之方式進行廣告行銷。

由上述之說明，茲將網路廣告的特色列舉如下：

（一）預算彈性

傳統媒體通常預算門檻高，價格驚人，而網路廣告之成本普遍較低、

且更具備彈性調整的空間，可依據廣告效果隨時更改廣告內容及投

放方式，增加運用預算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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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靈活度高

相較於傳統媒體，網路廣告的優勢為可即時修正錯誤內容，而相關

促銷活動內容（日期、折扣、贈品等）倘有任何變動也能即時進行

調整，讓消費者隨時知悉更新後的資訊。

（三）成效量化

使用者於網路上的任何行為皆會被紀錄並轉化成數據，此即所謂「量

化」。在廣告後台可清楚知道廣告曝光給幾個人看、幾個人點擊進

入網站、停留多久時間等，以這些數據為基礎，才能更精確的進行

廣告成效分析。

（四）精準受眾

網路廣告能將廣告內容投遞給對的人看，讓成效從根本上達到優

化，例如在廣告上設定投放的地理位置，透過區域鎖定確保目標客

戶群能看到所欲傳達之廣告訊息。

（五）深度溝通

網路廣告可針對曾造訪網站的使用者進行「再行銷」的廣告投放，

精細可至「影片觀看秒數」皆能被追蹤，例如對前7天皆曾造訪促銷

網站的使用者，投遞「活動只剩2天，別再猶豫立即訂購！」的內容

將更具號召力、促銷力道更強。

另隨著社群媒體之盛行，出現許多新型態之網路廣告，以下將針對較

常見之新型態社群網路廣告簡要作介紹：

（一）臉書一頁式廣告

臉書是源於美國的社群網路服務及社會化媒體網站，目前尚無官方

的中文譯名，較為廣泛使用則為臉書。臉書使用者除了文字訊息之

外，還可傳送圖片、影片、文件、貼圖和聲音媒體訊息給其他使用

者，以及透過整合的地圖功能分享使用者的所在位置。使用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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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才能使用臉書，註冊後他們可以建立個人檔案、將其他使用者

加為好友、傳遞訊息，並在其他使用者更新個人檔案時獲得自動通

知。此外使用者也可以加入有相同興趣的群組，這些群組依據工作

地點、學校或其他特性分類，使用者亦可將朋友分別加入不同的列

表中管理。

一頁式廣告設計是近年來的趨勢潮流，許多事業都嘗試設計一頁式

廣告，用來宣傳某一項促銷活動、短期競賽等，不需要過多的訊息

又能夠結合一頁式網頁的視覺效果，而一頁式廣告通常具有以下

優、缺點：

優點：

1.節省時間

由於一頁式廣告所有資訊都在這一頁完整呈現，對於企畫方向明

確、資訊整合精準的廣告來講，確實可以省去使用者搜尋的時間。

2.符合使用者體驗

現今使用智慧型裝置上網的比例已經超過電腦，使用者慣性會用

“滑”來瀏覽訊息，一頁式廣告正好符合這個趨勢，一路滑到底的

便利，又不會遺漏任何資訊，任何人都無法抵抗懶人式瀏覽的魅力。

3.節省網路空間

一頁式廣告不會占用到太多的網路空間，可以快速載入網站降低使

用者的等待時間，也因此常常會用來建置成活動廣告、短期賽事等

用途。

缺點：

1.網站的企劃、目標族群、理念訴求需很明確

一頁式廣告之訊息一定要能夠滿足使用者所需，否則只會讓人覺得

這是一個沒有內容又無法提供有效資訊的網站，因此，應避免未完

整規劃與評估就冒險嘗試一頁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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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頁需夠吸引人

一頁式廣告通常都會搭配滾動式視覺效果、動態效果、視差效果來

吸引使用者跟網站進行互動，因此一頁式廣告設計最害怕的就是網

站的視覺效果不夠吸引人，及資訊提供不夠多元。

（二）Line廣告

LINE是一個由Naver集團旗下LINE株式會社所開發的即時通訊軟體

綜合平台，於2011年6月發表。用戶間可以通過網際網路在不額外增

加費用情況下，與其他用戶傳送資訊及觀看直播，並可透過LINE使

用購物、行動支付及獲取新聞資訊等功能。LINE服務性質相當於傳

統電信商提供的多媒體簡訊或簡訊等服務或即時通訊之演進，並進

一步演化爲整合各項生活機能的平台。而Line廣告通常具有以下特

色：

1.社群

臉書廣告版位雖搶手，但LINE廣告更擁有臺灣在地化的優勢，並強

勢占有社群廣告一席之地。

2.雙贏

根據競標出價結果和廣告品質分數，廣告會投遞給設定的目標族

群，能夠同時兼顧廣告主的廣告效益及消費者瀏覽體驗。

3.友善

Line廣告的形式，讓廣告無聲無息的出現在目標族群面前，巧妙地

與貼文串的內容融合，完美達成宣傳目標。

4.彈性

標題與廣告文案完全由投遞廣告者決定，更可以搭配不同的促銷活

動，隨時更換相呼應的號召型按鈕，讓廣告絕對客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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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播廣告

直播是近期較新穎的行銷策略，能夠透過現場實體轉播拉近與消費

者的距離、增加互動率與品牌的透明度。不僅如此，即時互動還能

夠建立消費者對於品牌的信任感。藉由直播，能夠傳遞更多的品牌

訊息讓消費者知道，也能真實、完整的呈現商品樣貌。對於誠實性

的銷售，消費者更加容易敞開心房、提高滿意度，這是其他網路行

銷手法所無法比擬的優勢。而直播廣告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1.直播是現場的實況轉播不能後製剪接。

2.直播更有臨場感和時效性，並且可與訪客互動。

3.觀眾和直播現場相隔兩地卻能同步所有訊息，增加討論的話題性。

4.具體呈現商品樣貌

利用臉書直播功能，把產品做個開箱文實況報導，測試使用狀況給

訪客看個清楚，讓沒有購買的人也能感受到使用的效果是否符合自

己的需求。

5.模仿電視購物特性

把促銷庫存品利用直播的即時性來個清倉大拍賣，先喊個起標價，

再由觀眾競標，可增加趣味與競爭性。

6.帶領觀眾參觀生產製作流程

如果是製造業，只要不透露商業機密的條件下，都可以發起直播製

作流程來加強觀眾對你的品牌信任度，一邊介紹，一邊鼓勵觀眾提

出問題一起互動，這種完全透明化的作風讓品牌更加分。

（四）YouTube廣告

YouTube是源自美國的影片分享網站，讓使用者上傳、觀看、分享及

評論影片，公司於2005年2月14日註冊，今日它已經成為影音網站的

翹楚，不單在娛樂音市場上吸引觀眾，又成功把龐大流量轉變為社

群平台，並激發網上創作產業，同時企業則申請官方帳號用作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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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線上傳媒管道等。

而業者使用YouTube廣告主要係因其為臺灣多數人收看之影音平

台，亦可以分享影片至許多地方，而不單單侷限在部落格、社群媒

體、網站，另相關影片易瞬間抓住消費者目光，係品牌印象與消費

者溝通之良好管道，亦為適合業者上傳相關促銷活動宣傳之網路平

台。

（五）Instagram廣告

Instagram是臉書公司旗下一款免費提供線上圖片及視訊分享的社

交應用軟體，於2010年10月發布，它可以讓用戶用智慧型手機拍下

相片後再將不同的濾鏡效果添加到相片上，然後分享到臉書、

Twitter、Tumblr及Flickr等社群網路服務、或是Instagram的伺服

器上。在臺灣通常簡稱IG。而Instagram廣告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1.強力的主題標籤（hashtag）

在Instagram貼文中，我們可以利用兩種標籤(hashtag)加強行銷：

與品牌有關的標籤（hashtag）和社群的標籤（hashtag）。品牌的

標籤（hashtag）有助於讓既有的客群和關注者能夠以主題標籤的方

式快速找到相關貼文；而社群的標籤（hashtag）則是由Instagram

使用者們為了追求共同主題或興趣而創建的hashtag，適時地在貼文

中標註社群的標籤，則可以觸及潛在的客戶。

2.善用限時動態

限時動態能夠讓行銷者們與粉絲進行更直接且透明的互動，其最大

的好處就是，可以讓品牌在一天之中多次地與粉絲進行短暫又快速

的互動，並吸引粉絲們的注意力，加上新推出的精選功能，限時動

態開始能夠進行系列式的促銷活動互動，成為重要的新行銷趨勢。

3.有技巧的直播

Instagram目前也有直播功能，透過分享直播，粉絲就可以在動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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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欄看見直播訊息。此外，除了可以收看已追蹤者的直播，Instagram

也會提供探索頁面，根據觀看人次、語言或地理資訊等等，向用戶

顯示熱門的直播，而此時便是品牌觸及到新粉絲與潛在客戶的大好

時機。

4.投放廣告

廣告能幫助品牌觸及到潛在的目標客戶，不僅僅是推銷產品，更能

結合「查看更多」、「瞭解詳情」、「來去逛逛」等讓消費者導入

購買的連結。

Instagram的廣告頁面和格式因為長得和一般的貼文非常相似，對於

Instagram用戶而言是較沒有侵入性的；且有別於其他社群媒體，

Instagram提供了整頁全螢幕式的廣告，讓品牌能夠利用類似限時動

態的方式嵌入用戶的瀏覽頁面中。

網路廣告若含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內容，則當以公平交易法第

21條加以規範，惟因網路媒體較傳統媒體具多項特殊性，故公平會

針對網路廣告特別制定處理原則，使廣告主於登載網路廣告時能有

所依循而不致違法。

另公平會參照以往處分相關案例及行政法院判決，於「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3點及第4點，特別說明兩種

網路廣告中之廣告主，一為事業為銷售商品或服務，於網路刊播網

路廣告者；另一為由供貨商與網站經營者共同合作完成之購物網站

廣告，其提供商品或服務資訊之供貨商，以及自身名義對外刊播並

從事銷售之網路經營者，均為該網路廣告之廣告主。由前揭處理原

則得以讓業者知悉公平會於實務上認定網路廣告之廣告主之見解。

而有關網路廣告之內容規範，於前揭處理原則訂有事業應遵守之相

關義務，一為廣告內容真實表示原則，即要求事業刊播網路廣告應

善盡真實表示義務，並確保廣告內容與實際提供情形相符，例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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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所刊載銷售商品或服務之促銷內容，應確保與實際相關優惠

折扣、贈品數量及限制條件等一致，且可確實執行。

又為考量網路廣告具有即時性等特性，特課予事業及時更正義務，

即刊播網路廣告後事業應隨時注意廣告刊播內容是否與實際相符。

如其廣告內容錯誤、變更或已停止銷售該商品或服務，應及時更正。

另該處理原則亦賦予事業限制條件充分揭示之義務，即事業刊播網

路廣告，對於足以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限制條件應充分揭示，避

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

而有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而鑑於事業委託薦證者及社群網站用戶(含部落客)於網路撰寫文章

之廣告形式愈來愈盛行，亦規範網路廣告以他人薦證或社群網站用

戶（含部落客）撰文之方式推廣商品或服務者，廣告主應確保其內

容與事實相符，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而與廣告主故

意共同實施之薦證者或社群網站用戶(含部落客)，得依廣告主所涉

違反條文併同處罰。藉以保障消費者因信賴薦證者或社群網站用戶

(含部落客)而購買商品或服務之權益，亦杜絕市場上其他正當經營

之業者遭受競爭上之不利益。

二、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廣告係指運用網路搜尋引擎之特性，由廣告主向搜尋引擎平台

業者購買並設定關鍵字，在網路使用者輸入該特定關鍵字以搜尋需要的資

訊時，廣告主的網址或廣告連結將被置於網路使用者搜尋結果頁面的最前

端，此種廣告無須花俏的廣告畫面，而係以清楚的文字敘述，吸引網路使

用者點擊觀看。

關鍵字廣告和傳統廣告在廣告目的方面有很大的相異處，傳統廣告之

目的是要讓消費大眾知道他們所要銷售的商品或服務是什麼或有什麼功

能，而關鍵字廣告則是藉著大眾依賴搜尋引擎尋找需要的資訊之習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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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輸入事業所設定之關鍵字後，便能使其刊載於網頁上的連結出現在最

明顯處，提高被點擊的機會，因此其目的為更加曝光廣告主之廣告。

而關鍵字廣告與一般網路廣告比較部分，其與一般網路廣告皆是網際

網路高度發展而產生之廣告型態，兩者之差異除了上述所說明的廣告目的

不同外，就費用計算方式、刊登時間彈性，與廣告曝光程度之點亦大不相

同。而關鍵字廣告通常具有以下特色：

1.即刻性流量，刊登速度快

關鍵字廣告能迅速獲得網路流量，只要獲得刊登批準，廣告就會開

始投放給受眾，適合用於特定促銷活動節慶、特定時段推廣或某個

熱潮下。

2.鎖定特定受眾，任意設定關鍵字曝光

根據興趣、特徵定位受眾群，由受眾數據分析更精確地縮小潛在客

戶，鎖定年齡範圍、性別、地區等。針對受眾群不同，選擇相對應

的曝光管道，提高廣告效益。也可以觸及與產品和服務互動過的訪

客，包括過往的網站訪客、行動應用程式使用者等，進行再行銷的

功能。

3.設定廣告預算範圍

每日預算功能有效率的運用廣告預算，廣告活動設定平均每日預算

後，系統就會著重在預算用完前盡量多顯示您的廣告。如果不設定

廣告預算，容易造成廣告支出超過預算。關鍵字廣告採單次點擊成

本競價的方式，所以價格會隨時在浮動，競價比較激烈的產業，價

格會在同業的出價競爭中水漲船高。雖然如此廣告花費還是有自然

平衡的機制，並非無限制的攀高。

4.廣告版位優勢

顯示在自然搜尋結果上方，廣告版位為顯眼的位置帶來更多先機。

關鍵字廣告於公平交易法可能牽涉的條文除第 21 條規定外，尚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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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條顯失公平之行為，分別說明如下：

1.不實廣告

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主要係針對廣告所呈現內容作規範，倘廣告

主利用知名品牌之特定字句，來與其所推廣之商品或服務產生關

聯，使他人誤以為其商品或服務出自該特定字句之知名品牌公司，

或係其配合廠商等，則此時便有廣告引人錯誤之嫌，甚或廣告主用

知名品牌之特定字句與其自身商品或服務作比較，強調其品質或市

場反應度等較知名品牌之商品或服務佳，則此時便為比較廣告而有

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問題。

若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而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

字亦為該商標文字，則當網路使用者看到該商標文字連結點即進入

時，易誤解為係商標權人所經營之網站，當關鍵字廣告主於網頁中

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等又未特別說明時，如此易使網路使用者形

成該網頁中之商品或服務係由商標權人或係其相關企業所提供之錯

誤印象，即有對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或製造者有錯誤認知之

虞。另倘關鍵字廣告所呈現之文字係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時，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之虞。

2.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25條為一概括條款，鑑於於經濟活動日益專業、複雜

致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行為之類型及態樣眾多，公平交易法實無

法完全列舉所有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行為之類型而為規範，因此

授權主管機關基於公平交易法判斷特定之經濟行為是否構成應以公

平會規範之不公平競爭、限制競爭行為，以求周延。本條係規範市

場交易秩序有危害之「欺罔」與「顯失公平」之行為。所謂欺罔，

係指對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

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而顯失公平行為，則為以不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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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包含搾取他人努力成果及以損害競

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及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

以不公平交易行為之方式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其中關於搾取他人

努力成果之行為類型中，又包含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於判斷是否

為本條所保護之商譽時，應考量該品牌是否於市場上具有相關之知

名度，且使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產生一定品質之聯想。

因而關鍵字廣告主以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之行為，依具體個案情形

將有可能被認為係搾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即認為行為人並未投

入相當努力以爭取客戶，而以攀附他事業相當努力成果之方式，應

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如此將導引潛在客戶進入其網站，因而對

於他事業之營業信譽背後所蘊含經濟成果之努力造成損害，影響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將可能構成本條規定之違反。

三、隱藏式廣告

廣告主對於商品或服務所呈現之廣告內容，若未能充分揭露所有活動

條件、限制或負擔，及重要的交易條件之細節，而僅表現出商品或服務部

分特徵等以吸引消費者之目光，進而與其進行交易者，便可稱作隱藏式廣

告，如個案中多半事業廠商係以較高優惠條件以偏概全，引起消費者的誤

認，或是所謂的「但書」條款未完全交代清楚，雖然在某些個案的廣告中

有載明「詳情請見…」，但廣告中所載之優惠已在消費者閱讀該則廣告之時

便已引起興趣與慾望，即造成其錯誤之認知。

廣告主採用此種廣告手法之目的為，受限於媒體費用高昇而致短暫廣

告時間，因而不可能完整對商品或服務之特性一一介紹，所以於廣告中明

確敘述其產品之優勢，而省略獲取該商品須盡之義務，便能藉由所凸顯的

優點抓住消費者之目光，以從眾多同類型商品或服務中脫穎而出。即便消

費者為交易時，知道該等限制、條件及負擔後，可能會拒絕交易，但廣告

主用此隱藏式廣告，最起碼取得和消費者接觸之機會，如此便有可能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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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廣告吸引而來的消費者進行交易。

此種廣告手法常見於促銷活動中，其方式為以有限的時效之內以產品

額外的誘因來刺激消費者購買欲望，因此對於如何獲取這額外利益變成了

廣告訊息最重要的部分，消費者便是藉由廣告資訊之評估來決定買或不買

及買多少等決策。且正因所謂之時效性，事業給予消費者能夠充分瞭解促

銷活動資訊，並對於作出正確判斷的時間有限，因此事業若僅凸顯促銷之

內容，卻未提及相關特殊條件，則極可能造成消費者誤解。

另外，正如其意義「未充分揭露所有活動條件、限制或負擔，而僅表

現出商品或服務部分特徵」，因此隱藏式廣告的特性便為資訊不完整。當廣

告提供不完整或者不正確之資訊，將導致消費者陷於錯誤之理解情形下而

做成交易之決定。

從消費者保護角度及市場競爭秩序維護以觀，廣告內容必須實在且充

分揭露商品或服務之重要內容，亦即須有明確、顯而易見的資訊揭露，特

別是攸關相對人交易與否之重要條件與資訊；否則該等附隱藏條件、負擔

或限制之廣告，極可能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消費大眾錯誤的認知或交易

決定。如若廣告誤導成立，則可能間接影響同業間市場分配態勢，導致不

公平競爭。

由於公平會對於廣告內容不得有未明示而附負擔或條件之情形，係可

見於各處理原則予以規範，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

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該等處理原則皆闡

明事業於廣告中所為之表示必須與現實之情形相符並能確實履行，而於廣

告中所提供之優惠若設有限制、負擔或條件，則必須將該等情形一併於廣

告中清楚揭示，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

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交易決定之虞，因此公平會對於隱藏式廣告

未來可能衍生廣告不實情事，尚可援引相關處理原則，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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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鑑於隱藏式廣告有日益頻仍，方興未艾之情形下，參酌學者看法建

議未來公平會或可視情況朝下列方向對於隱藏式廣告加以關注及考量規範

30
：

（一）訊息呈現程度是否可被消費者注意

廣告中相關限制條款之呈現是否違法，其判斷重點並非在於廣告文

案的字體大小，而是足以讓消費者清楚注意為原則。

（二）所呈現之訊息是否可被消費者所理解

為了引起消費者的注意、興趣與慾望，廣告透過創意的包裝使用一

些文字與視覺噱頭原是無可厚非的廣告本質，然而，消費者是否能

分辨創意的誇張性，還是信以為真。為了解消費者的理解度，廣告

廠商應該在廣告播出之前先做過「前測」，以瞭解消費者是否能清

楚理解廣告所要傳達的訊息，若是廣告訊息之理解產生爭議，廣告

前測的資料可作為參考標準。

（三）所呈現之訊息是否充分，是否促進或降低購買慾望

因為廣告訊息被接受的程度應以目標對象的角度評判，為避免紛

爭，業者宜在廣告刊播之前，透過廣告文案測試來確保訊息之注目

程度、理解程度。另一判別線索即是商品優惠取得條件、負擔或限

制條款之多寡，一般而言，取得優惠的限制條款若過多，又在廣告

中以明顯位置披露，勢必會降低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如果業者因此

而規避在廣告媒體上說明，可推論該廣告有隱藏必要資訊之嫌疑，

廣告之動機可疑。

（四）消費者之誤購所造成之機會成本與精神成本為何

如前所述，關心度愈高的資訊蒐集與購買行為，其誤購的風險相對

越高。在評估消費者因某隱藏式廣告行為所遭受的損失部分，應從

30 參劉美琪著「隱藏式廣告適法原則之探討」，中華傳播學會 2004年年會論文，200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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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考量：（1）消費者花費的金額（所花費金額越高，損失越大）；

（2）其他機會成本（如：品牌轉換、所花費的時間、配合購買限制

所付出的代價等等），廣告如果促使一位原本並不考慮該產品的消

費者產生購買行為，甚至轉換試用，其相對機會成本則遠大於另一

位原本便使用該產品並（即便在無優惠情形下）已具有購買習慣的

消費者；（3）精神上的傷害（被欺騙之感覺、憤怨不平的情緒等），

以判斷消費者對於該廣告行為所付出的成本。

整體而言，關心度愈高的消費（如：高價位商品、有關自我形象連

結之商品、複雜性較高之商品）消費者所付出之整體成本越高；此

外，在促銷活動中，產品之外的誘因取得越複雜或花費時間越多

（如：使用折價券、集點累積等），則消費者之涉入度又遠較立即

取得（如：賣場降價、刮刮樂等）來的高。

（五）呈現之訊息是否為常理之下消費者可判斷之條件

當版面或時間不足而未披露部分資訊原是廣告選擇性訊息的本質，

而一般選擇未被披露的部分常常是業者認為不重要，或依常理判

斷，消費者有能力自行判斷的部分。在廣告行為中，未被披露的資

訊是否為常理可以由「是否為業界之常態手法？」著手。除此之外，

也可以從廣告代理與其他業者的經驗中得知，若某一行為是經常性

的手法，在市場上已屢見不鮮，可推論特定消費群已被重複教育過，

此行為就應該是一種常態，而非惡意隱瞞欺騙的隱藏式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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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促銷廣告違法態樣案件統計

有關違反公平交易法而經公平會論處之案件，據相關統計資料，自 81

年 2 月 4 日公平交易法正式施行起迄 108 年 11 月，總計高達 4,762 件
31
，

其中不公平競爭行為類型處分案件即有 3,335 件，占公平會處分案件 70%。

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不實廣告行為之類型，案件數亦達 2,213件，占

公平會論處不公平競爭行為類型案件數之 66％，超過半數以上。顯見不實

廣告之查處，占公平會處分案件之大宗。另以公平會 97年至 108年不實廣

告處分案件類型統計，可獲悉不實促銷廣告處分件數占所有處分案件數之

比率最高為 13.48%，最低則為 0%(附表 1，案例詳附錄 1)。另網路不實廣

告處分件數占促銷廣告處分案件數之比率於 105 年至 107 年皆達半數以上

(附表 2)，而網路不實廣告案例類型包括購物網站的商品交易平台及服務

交易（媒合）平台，顯見事業所為廣告重心亦逐漸從傳統的無線、有線、

報紙、雜誌、廣播之所謂傳統五大媒體到現今盛行的網際網路之廣告手法，

包括臉書一頁式廣告、Line、直播、YouTube、Instagram等新型態廣告。

另查近期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特別歸納幾個假臉書廣告

購物
32
之詐騙特徵，包括廣告商品售價明顯低於市價行情、網站永遠倒數不

完的結束時間，每天都搶購、強調免運費、7 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且

只能使用貨到付款、網站上沒有公司地址及客服電話，或客服為空號、網

頁只販售單項商品。而公平會亦收到許多前揭臉書一頁式廣告等新型態廣

告之檢舉案件，此類案件之買家通常會收到與網頁所刊登不符之商品，事

後也無法聯絡其客服人員，無法順利退貨。由於此類案件無賣家聯絡資訊，

且無法辨識製刊廣告的行為主體，恐尚難以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介入瞭

31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76e5d2-1a1c-4944-890d-a15311c69982.pdf，參見公平交易

委員會業務統計資料－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統計第 10 頁，最後瀏覽日期：109 年 1 月 2
日。
32 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之「臉書假廣告」特徵
(https://www.165.gov.tw/RumerClears/Details/14)



49

解，惟倘經檢視該等促銷廣告似具有前揭詐騙特徵，因該等違法行為事涉

刑事責任，相關檢舉案件宜由受害者循刑事途徑尋求救濟。

表 3-2、97 年至 108 年不實促銷廣告處分案件及其占比統計表

年度
各類型不實廣告處分

件數

不實促銷廣告處

分件數

不實促銷廣告處

分件數占比

97年 93 3 3.23%

98年 120 13 10.83%

99年 89 12 13.48%

100年 151 5 3.31%

101年 110 12 10.91%

102年 108 3 2.78%

103年 74 3 4.05%

104年 73 1 1.37%

105年 77 2 2.60%

106年 46 1 2.17%

107年 55 4 7.27%

108年 24 0 0%

資料來源：公平會公平競爭處 108 年統計資料



50

表 3-3、97 年至 108 年網路不實廣告處分案件及其占不實促銷廣告案件

比率統計表

年度
不實促銷廣告

處分件數

網路不實廣告

處分件數

網路不實廣告占不實促

銷廣告處分件數比率

97年 3 1 33.33%

98年 13 4 30.77%

99年 12 5 41.67%

100年 5 2 40%

101年 12 7 58.33%

102年 3 0 0%

103年 3 3 100%

104年 1 0 0%

105年 2 2 100%

106年 1 1 100%

107年 4 2 50%

108年 0 0 0%

資料來源：公平會公平競爭處 108 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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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廣告為事業推廣商品、服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為防止事業濫用其交

易資訊之優勢地位，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損及消費

者權益，傷害具競爭關係之他事業於相關市場從事爭取交易之機會，從而

破壞交易秩序與公平競爭，特於公平交易法第 21條明文禁止不實廣告之相

關規範。而事業為了在有限的時效之內以產品額外的誘因來刺激消費者的

購買慾望，通常會舉辦各式各樣之促銷活動，並刊登相關之促銷廣告，公

平會為使事業於登載促銷廣告時能有所依循而不致違法，特訂定「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促銷案件之處理原則」。另隨著科技及傳播媒體的發展，與網

際網路使用的普及，促銷廣告呈現方式相當多元，有別於傳統廣告主係單

純透過傳播媒體告知消費群其商品、服務之促銷活動為何、有何特性或減

價多少等，使消費者立即能知悉促銷廣告所欲推廣促銷活動的相關條件之

行銷方式，逐漸衍生各式各樣之新興廣告手法，如臉書一頁式廣告、Line、

直播、YouTube、Instagram等新型態廣告紛紛出現，雖然公平會目前受理

前揭新型態廣告案件仍居少數，惟隨著促銷廣告態樣愈來愈多元化，其可

能產生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將是公平會未來應重視之重要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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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實促銷廣告案例之研析

事業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者來購買產品，常於商品（服務）之廣告，

以特價、減價、折扣、分期、免費或買一送一等價格或數量優惠、限時或

限量交易、提供贈品或贈獎等方式，促進對消費者之招徠效果，進而增加

其商品（服務）之交易機會，為避免事業以不當促銷廣告誤導消費者，使

同業競爭者喪失交易之機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因此公平會訂有「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本研究就事業於促銷廣告

時，常見涉及上開處理原則例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案

例予以簡要說明。

第一節 價格不實之案例

一、廣告所示之優惠(折扣)程度具有限制條件而未予明示

（一）僅於特定情形適用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型錄刊登「促銷日期4/25(三)→5/13(日)」、「統一雞

精原味/四物60毫升×18 2件省更多 第一件499元二件855元 共省

143元 平均一件427.5元(單件不特價)(口味可任選)，足使消費者認

知於促銷期間購買統一雞精原味及四物口味商品1件新臺幣(下

同)499元，2件或2件以上者，即得以每2件855元之優惠價購買。惟

查被處分人所屬鳳山店、中壢店、桃園店、經國店、中華店、中原

店、北門店等7家分店，並未有以廣告宣稱之價格「二件855元」銷

售上開商品之情形，被處分人於其型錄刊載「統一雞精」促銷廣告，

就其商品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1項規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101/5/23~101/6/5檔期廣告DM登載「義美豆腐」系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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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促銷資訊，宣稱原價為20元，整體廣告予人之印象為「義美豆腐」

之「鮮嫩」、「湯的」、「家常火鍋」、「燕麥」等4款豆腐商品，

其原售價格均為20元，於促銷期間皆以12元特價銷售。惟被處分人

自承，該4款「義美豆腐」商品，僅有「燕麥」品項之原價為20元，

其餘「鮮嫩」、「湯的」、「家常火鍋」等3款豆腐之原價均低於20

元。是以，案關廣告DM之原價表示，就「鮮嫩」、「湯的」與「家

常火鍋」等3款商品而言，乃與事實不符。況案關廣告DM係以「義美

鮮嫩豆腐」為代表圖片，然卻以原價最高之「義美燕麥豆腐」代表4

款豆腐之原價，亦有使觀者產生「義美鮮嫩豆腐」原價係20元之錯

誤印象；再者，前開廣告表示將4款原價不一之「義美豆腐」並列，

而以最高價格標示其原價乙情，除使人誤認所廣告之豆腐商品皆具

有相同之較高原價外，就其他原價較低豆腐商品而言，因拉大與特

價之差距，致擴大折扣比例、提高商品招徠程度，有助於增加被處

分人交易機會，而對其他競爭對手產生不公平競爭影響，是此，被

處分人於促銷廣告DM，就「義美豆腐」商品之原價為不實之表示，

核屬對商品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3.案例3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頁及文宣廣告刊載「2個月活力會籍 新年價2011元」，

經檢視該網站首頁載有「2011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Body!

兔飛猛進2個月活力會籍 新年價2011」，點選進入則出現案關網頁

廣告，頁中以明顯放大字體載有「2個月活力會籍 新年價2011元」，

下方載有「12/23~02/22」，頁底載有「本活動內容與說明以本公司

各館與網站說明為準」，左上方併載有「2011專案需搭配指定方案，

詳情以○○現場說明為準」，整體觀之廣告予人印象為消費者於活

動期間可以新年價2011元購買2個月活力會籍，且相關活動內容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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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說明，應可於網站中查悉，然因網頁並無具體載明限制條件

及搭配指定方案內容，是消費者自廣告中所獲悉之資訊即為可以

2011元取得該公司2個月之活力會籍。

復據被處分人表示，系爭活動之基本限制條件為需購買「一年會籍」

後才能以2011元購買2個月活力會籍，然查不論網頁廣告併載「本活

動內容與說明以本公司各館與網站說明為準」、「2011專案需搭配

指定方案，詳情以○○現場說明為準」，或文宣廣告併載「註1：2011

專案需搭配指定方案同購價格更優惠」、「其他未盡事宜依○○現

場說明為準」等，其併載內容之表現方式、位置和強度與價格優惠

內容顯有差異，且就一般大眾之注意能力能否辨別，不無疑義，況

該內容僅能說明被處分人藉不完整廣告招徠消費者前往現場，增加

交易機會，又被處分人於各館現場亦未揭示相關限制條件，縱消費

者親赴現場亦無法知悉。

被處分人於廣告刊登未同時揭示重要交易限制條件，卻要求消費者

自行洽現場查證，並無法扭轉消費者對案關廣告所可能產生之誤

認，消費者仍無從知悉該項促銷活動需購買1年會籍後，方得以2011

元購買2個月活力會籍，實際購買情形顯與廣告予人印象有別；另被

處分人稱該促銷活動因身分(學生或員工)、時段(部份時段或全

天)、繳費方式(月繳或付清)及館別(使用設施不同)等達170種版

本，遂無法於廣告完整載明云云，然經檢視該等170種選擇方案內

容，係因使用方式、範圍、期間及付款方式而不同，然共同限制條

件均為「需購買一年會籍費用」，尚難謂有揭示限制條件之困難性，

而被處分人為廣告主，自應負真實表示義務，倘版本眾多有混淆之

虞，更應極盡可能揭示相關限制條件，豈能以版本眾多或電腦技術

問題等原因卸責，況消費者閱讀案關廣告內容非但無從得知具有版

本眾多限制，亦無法預期該活動適用範圍標準為何，實難認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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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消費習慣預期該促銷活動適用內容，綜上，案關廣告刊載「2

個月活力會籍 新年價2011元」，未揭示限制條件，就服務之內容為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二）實際交易模式與廣告刊登有所差異

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其營業處所張貼「刮刮樂整本只要4,000元保證中6,000

元」海報，其字面意義應指消費者僅須支付4,000元即可刮整本刮刮

樂彩券，並保證可刮中6,000元獎金，亦即倘消費者依廣告內容與被

處分人進行交易，保證可獲有2,000元之利益。惟查系爭促銷方案實

係設有限制條件，其實施方式係由交易相對人先行支付整本刮刮樂

彩券原價10,000元中之4,000元，再從刮出之獎金另行支付所餘

6,000元，倘刮得獎金不足6,000元，則由被處分人自行負擔不足部

分，獎金超過6,000元部分方為交易相對人可獲得之獎金。

由於被處分人上開刮刮樂彩券實際交易模式與案關廣告意涵，顯然

有別，且案關廣告亦未揭露獲領彩券獎金之限制條件及實際計算方

式，因此，被處分人張貼「刮刮樂整本只要4,000元 保證中6,000

元」海報，就其服務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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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準用第1項規定。

二、廣告所示之優惠(折扣)程度與實際不符

（一）無廣告宣稱之價格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刊載「7月尋寶快訊」廣告DM，並宣稱「NIKE Air

Max灰色運動鞋」「原價1,600元E-DA價960元」等語，整體予人印象

為系爭商品原價為1,600元，而消費者於前開促銷期間內，得以960

元特價購得系爭商品。惟查系爭商品原價應為5,550元，實際銷售之

優惠價格則為3,330元，就上開情事，被處分人自承係因DM誤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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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以，系爭網路DM宣稱「NIKE Air Max灰色運動鞋 原價1,600

元 E-DA價960元」乙情，乃與事實不符，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規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報100年4月15日宣稱「味丹雙響泡 飽飽鍋滷香牛肉鍋

桶麵110g 原價30元特價買1送1」等語，綜觀系爭廣告之呈現方式，

係說明案關商品原價30元，並以紅字強調「特價買1送1」，前揭廣

告用語予人之印象，應係指消費者得以1件原價30元之價格購買2件

案關商品。惟查被處分人實際係以1件35元之價格提供案關商品，與

廣告宣稱不符，被處分人刊載「味丹雙響泡 飽飽鍋滷香牛肉鍋桶麵

110g 原價30元 特價買1送1」等語，就其商品之價格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3.案例3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使用紅布條市招宣稱「金門特產兩件7.9折(高梁酒除外)」

等語，予人在被處分人店內所販售之金門特產商品除高粱酒外，購

買任一種金門特產兩件均享有原價7.9折價格優惠之印象，惟查良金

牛肉乾135g每包原價為120元，故2包良金牛肉乾135g原價79折應為

189.6元，然被處分人2包良金牛肉乾135g之實際售價為200元，並稱

良金牛肉乾135g不在本案「兩件79折」之特產商品範圍內；另徵諸

高坑牛肉乾250g原廠商之訂購單與銷售網頁，其每包原價為200元，

故2包高坑牛肉乾250g原價79折應為316元，惟被處分人2包高坑牛肉

乾250g之實際售價則為320元。是被處分人2包良金牛肉乾135g與2

包高坑牛肉乾250g之實際售價，均分別略高於其2包系爭商品原價之

79折，此與系爭市招關於「金門特產兩件7.9折(高梁酒除外)」之宣

稱不符，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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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植他商品價格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路刊載液晶顯示器廣告，宣稱「LG22型液晶顯示器 市

價4199網路價$2288」、「不到2500元 ↓直降1911元」等語，惟經

查銷售紀錄，被處分人係以促銷價3,788元售出LG22型商品，並無以

廣告所稱2,288元之出售紀錄，此與系爭廣告宣稱有違，且據被處分

人自承疏失並表示，被處分人原預定促銷之LG19型商品所售市價

4,199元，經計算降價1,911元後得網路價2,288元，系爭廣告係因將

原預定促銷之LG19型商品圖片誤植為LG22型商品圖片(圖片上載明

「22型」)，始造成難以符合廣告所指價格，並陳稱經消費者反映後

同意以系爭廣告所載2,288元銷售LG22型商品。

按廣告行為主體對於其所刊載廣告自應就廣告內容負有真實表示義

務，並善盡審閱、監督之責，尚難以疏失為由卸除其廣告不實之責

任。又被處分人向特定消費者表示願依系爭廣告所誤植內容以2,288

元出售LG22型商品乙情，亦難據此卸其廣告不實責任，是被處分人

刊載液晶顯示器廣告，宣稱「LG22型液晶顯示器 市價4199網路價

$2288」、「不到2500元 直降1911元」等語，就其商品價格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SKII C套組(晶鑽極致奢華再生霜50g+再生精

華50ml+青春露150ml+全效活膚卸妝霜100g+晶鑽極緻賦活修護面膜

1片)特價8010元」等語，予人印象該套組於活動期間特價8010元，

惟實際上該套組售價為16,875元，被處分人自承係誤植(B組)產品價

格，被處分人雖提出已與當事人和解之事證，惟按廣告標示錯誤之

DM，總計寄送34萬餘份，錯誤標示之低價廣告，仍可有誘引集客之

效果。雖被處分人復稱已於OO門口及專櫃刊登更正啟事，並無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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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消費者因該DM廣告表示而陷入錯誤認知，遭誘引前往之可能性，

故仍有影響交易秩序之情狀，是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SKII C套組

特價8010元」等語，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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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案例3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廣告文宣刊載「凡7／31～8／31購買ASUS Eee PC加價＄

999即可獲得……ASUS My Cinema-U3000Mini數位電視接收器。(並

附有商品圖示及記載原價NT$2900文字)」及官方網站刊載ASUS My

Cinema-U3000Mini數位電視接收器「原價NT$2900」等語，被處分人

系爭廣告文宣載明「凡7／31～8／31購買「ASUS Eee PC加價＄999

即可獲得……ASUS My Cinema-U3000Mini數位電視接收器。(並附有

商品圖示及記載原價NT$2900文字)」等語，經被處分人坦承，案關

廣告圖示實際為My Cinema-U3000數位電視接收器(下稱U3000數位

電視接收器)而非廣告文字所述U3000Mini數位電視接收器，此係公

司內部人員作業疏失所致。

又有關系爭廣告記載U3000Mini數位電視接收器原價2,900元乙節，

系爭廣告表彰消費者得以999元購得原價2,900元之U3000Mini數位

電視接收器，具有相當招徠效果。惟查被處分人並未就U3000Mini

數位電視接收器訂定建議售價，且以經銷商實際售價各不相同為

由，未提出消費者透過經銷商購買之價格等事證；另被處分人已自

承所稱將原價2,900元誤植為U3000數位電視接收器之價格，是被處

分人刊登案關廣告，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三）宣稱市價(原價)但未曾以市價(原價)銷售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Tenda FH303 300M」商品促銷廣告，宣稱「原

價$2290 節省$1340」、「4.1折」，惟被處分人自承2,290元係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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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製造商所制訂之全球建議售價，未曾以2,290元販售，且案

關商品之原價低於2,290元，是以，案關商品廣告之原價表示乃與事

實不符，有使消費者產生案關商品原價係2,290元之錯誤印象，並因

拉大與特價之差距，致擴大折扣比例、提高商品招徠程度，有助於

增加被處分人交易機會，而對其他競爭對手產生不公平競爭影響，

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秘寶天天抽 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iPad2+

航海王iPad2機殼，市值20,000元)」等語，予人印象乃案關抽獎活

動之獎項為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iPad2+航海王iPad2機殼)，且

其市值於廣告時為20,000元。查被處分人自承案關網站於101年3月

17日開始刊載，惟iPad2係於101年3月8日宣布降價3,000元，被處分

人本應於廣告刊登之初即善盡廣告真實表示責任，且依網路特性，

即時修改相關表示並無困難，卻遲至101年4月30日(接獲公平會函文

後)始於網站刊載「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iPad2+航海王iPad2機

殼+螢幕水晶保護貼+smart cover皮套，市值17,000元)」之修正內

容。

縱依被處分人提供相關報價資料得認「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市

值在iPad2降價前約有20,000元尚非無據，然因該贈獎之價值屬影響

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被處分人既於iPad2宣布降價後始於網路刊載

訊息，並無立即於網站反映「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真實之市價，

致廣告刊登初始之市價即與實際不符，是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秘

寶天天抽 航海王限定版iPad2乙組(iPad2+航海王iPad2機殼，市值

20,000元)」等，就贈獎之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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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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3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報紙及網站廣告刊載「5尺二線獨立筒床墊」、「原價

$22000」、「促銷價$1990元」，「美國原裝進口席夢思名床」、「原

價160000」、「斷頭價18800」，且於所示原價價格加註打叉記號，

並就「全實木單人床(附下床)」、「歐納西斯布沙發1+2+3」、「大

都會牛皮沙發1+2+3」等20餘項商品分別表示各該「市價」及「特優

價」，且於所示市價價格加註刪除斜線記號，依一般消費者觀諸廣

告之印象，各商品未促銷前價格應為廣告所示「原價」、「市價」

價格，而依被處分人廣告購買各該商品，所獲優惠程度應為廣告所

示「原價」、「市價」與「促銷價」、「斷頭價」、「特優價」之

價差。然被處分人雖於廣告就各商品之「原價」、「市價」為表示，

惟就各商品未曾以廣告所示「原價」或「市價」銷售，於廣告刊載

前，被處分人實際係以略高於廣告所載「促銷價」、「斷頭價」、

「特優價」之價格銷售。

復查被處分人銷售人員及經理人自承，其實際銷售情形與消費者自

廣告所獲促銷前後價格優惠幅度甚大之印象不符，可認廣告之「原

價」或「市價」等價格表示係屬虛偽不實，並將引致消費者就其價

格優惠生有誤認，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雖被處分人表示，

前揭廣告所載「原價」、「市價」係指就各商品預定銷售之價格，

且實際均以廣告所載「促銷價」、「斷頭價」、「特優價」等優惠

價格銷售，並無廣告不實情事，惟被處分人廣告係就「原價」、「市

價」與「促銷價」、「斷頭價」、「特優價」並列，於各廣告標題

併載有「家具顛覆行情反降」、「全面降價大回饋」及「○○家具

北台灣好康下殺80%以上換現金」等語，藉以強調降價促銷優惠程

度，以達招徠銷售效果，被處分人實際未以各該「原價」、「市價」

銷售，已足使消費者就其所提供價格優惠情形生有誤認，縱被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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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確依廣告所示優惠價格銷售，亦無礙廣告表示已屬違法之認定。

（四）宣稱可獲得特定折扣不實

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2012.7/13(五)～7/16(一)會員特典」廣告文宣中，載

有「FUJIMARU一對一單冷分離式空調(型號TIF-08C1)」商品，標示

之能源效率等級為「第2級」、並表示「會員超低價14,900元」、「申

請政府補助後為12,900元」等廣告用語，惟案關商品的實際能源效

率係「第4級」，並不符合經濟部能源局第2波補助民眾購置節約能

源產品措施相關規定，致消費者若購買案關商品並無法獲得政府補

助2,000元，案關廣告核屬就商品之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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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宣稱最優惠

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站首頁處刊載「網路訂購離島居民票 獨家最優惠」訊

息，且連結頁面詳列各離島航線之離島居民網路限量優惠票價價目

表，惟查案關廣告宣稱之刊載期間，被處分人於網路管道提供之「臺

北往返金門」、「高雄往返金門」、「臺北往返馬公」、「臺中往

返馬公」及「高雄往返馬公」等航線之離島居民優惠票，均非為市

場上唯一最低價者，且被處分人自承案關廣告以獨家兩字宣稱，有

引起消費者誤認係與他家航空公司之離島居民票票價為比較，則被

處分人未就市場上相關票價查證而逕予「獨家」宣稱，已有引起消

費者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

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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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量不實之案例

一、廣告所示之數量具有限制條件

（一）僅有特定狀況適用

1.案例之案情概述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自96年2月1日起於電視及平

面媒體刊播「○○卡」廣告，宣稱「打遍世界 最高可省漫遊費80%」，

然欲節省漫遊費達到80%僅限指定轉接使用中國、香港、美國、加拿

大當地行動電話，且僅限於國際「受話」始有適用之可能，該廣告

用語將使消費者誤認無論於世界各國撥打或接聽電話皆可享有優

惠。又廣告僅以極小難辨之字體說明「最高可省漫遊費80%」之計算

基準，未清楚說明使用威通卡轉接至當地行動電信系統必須支付不

同之轉接費，且計算方式多重標準，一般人無法理解其計算方式之

依據。

2.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電視及報紙廣告宣稱「○○卡省漫遊費」、「漫遊費最

高省80%」及「打遍世界 最高可省漫遊費80%」等語，以○○卡具有

「節省漫遊費」之功能及「漫遊費最高省80%」為主要訴求。據被處

分人表示，所謂節省漫遊費之方式，是指○○卡用戶於國外搭配當

地電信業者之門號，可藉由○○卡內建「指定轉接」功能將○○門

號指定轉接至國外當地電信業者之附卡門號，其接聽國際電話時則

毋須支付一般之漫遊受話費，僅須支付「指定轉接費」及部分地區

當地電信業者所收取之「當地受話費」，進而達到節省漫遊費之目

的。

然前揭節省漫遊費之方式，僅限於國際「受話」始有適用，倘以○

○卡門號於國外「撥打」國際電話，實則並無廣告稱節費之效果。

而一般消費者對於所謂「漫遊費」之認知，應同時包含用戶於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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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話」及「受話」所須支付之費用，惟本案廣告未揭示此等足以

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重要資訊，雖電視廣告另於下方以小字揭示

「可省80%係以○○卡586資費方案指定轉接與未指定轉接之國際漫

遊受話比，更多詳情請上○○網站」等字樣，然其字體過小，不足

使消費者清楚知悉；而報紙廣告雖亦載有節省漫遊費達80%之適用範

圍及計算方式，然相較於「打遍世界」之標題，仍有使消費者誤認

申辦○○卡「撥打」國際電話亦可節省漫遊費之可能，足使消費者

對其服務範圍產生錯誤之認知，核屬引人錯誤之表示。

被處分人用戶可藉由指定轉接功能以節省漫遊受話費之地區，包括

被處分人與○○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漫遊協定之二百多個地區。

惟查前揭地區除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4個地區之指定轉接費

相當於被處分人國內行動電話每分鐘4.2元之通信費外，其餘地區之

指定轉接費均偏高，為前揭地區費率之2至7倍。又對照被處分人網

站或報紙廣告之相關說明，均係以○○卡用戶於「中、港、美、加」

等地區國際受話可享○○網內價為主要宣稱，其所謂節省漫遊費達

80%亦係以前揭地區為適用範圍。惟本案電視廣告完全未揭示此等重

要訊息，且相較於其他地區所得節省漫遊受話費之比例，縱使係以

指定轉接費較低之地區為例，亦僅約節省27%至69%之漫遊受話費，

與本案廣告所稱「節省80%漫遊費」之差異甚鉅，實已難為一般消費

者所得接受，足使消費者對其服務區域產生錯誤之認知，核已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

二、廣告所示之數量與實際不符

（一）案例 1

1.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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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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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針對案關999吃到飽方案資費廣告所為調查，案關廣告計有公平會

主動調查之電視影音廣告，次有被處分人提供之刊載於數位網路媒

體之廣告、台灣大車隊車內之螢幕包框、橫插卡廣告、影音廣告、

三創大樓上方媒體塔廣告以及於各門市所掛之布旗、期刊封面及海

報廣告。

2.處分理由

有關電視影音廣告及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廣告乙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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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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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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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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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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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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媒體等廣告乙節，查被處分人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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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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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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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 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第4頁最上方於紅色圓形(直徑約1.6公分)內以

白色字體(約0.4至0.5公分見方)刊載「網內免費」，其旁刊載「申

辦智慧型手機指定專案享網內通話免費(二年專案)」或行動上網任

您選，復於下方專案「網內一族401+行動上網699」、「通通省699+

行動上網699」左上方以藍色圓形(直徑約0.7公分)白色字體(約莫

0.2公分見方大小)刊載「網內免費」，予人印象案關方案於綁約條

件下，得享有「網內免費」之優惠。

雖案關廣告於下方「貼心提醒」刊載「網內免費2500分鐘/月優惠，

係於綁約期間內享免費撥打網內語音通話2,500分鐘/月之優

惠......超過2,500分鐘後以401型/699型網內語音費率計價收費。」

惟貼心提醒文字總計有19行，其字體僅約莫0.1公分見方大小，行距

約0.1公分，內容相當密接，上開說明文字於該段內容第3行、第4

行及第6行始出現，一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力不易閱讀知悉該限制；

鑑於其他電信公司目前網內通話免費方案皆無分鐘數限制，案關廣

告僅以較大字體刊載「網內免費」(分別約0.2、0.4、0.5公分見方)，

一般通念無法知悉乃具有分鐘數限制，有引人誤認網內免費並無通

話時間限制之虞，亦對其他網內免費無分鐘數限制之業者形成不公

平競爭，核屬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

第1項規定。

被處分人雖主張用戶申辦本方案時，需填寫專案同意書，而該同意

書第四欄「優惠內容與限制」，明顯揭露「享每月免費撥打網內語

音通話2,500分鐘之優惠......超過2,500分鐘後依所選用之語音費

率計費」。惟被處分人出刊印製案關廣告共計162萬份(27萬x6)，申

辦案關方案用戶有數萬人，已有相當誘引交易之效果。而按一般消

費大眾之認知，廣告就商品(服務)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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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否則消費者將受不實廣告之誤導致權益受損；且該不實廣告所

產生之招徠效果，亦對守法廣告之同業競爭者爭取交易之機會形成

不公平競爭，故本案事後在契約之另為補充、補正，並不影響締約

前所為以不實廣告誘引交易責任之認定，被處分人尚不得據此主張

免責。

（三）案例 3

1.案情概述

被處分人刊登「刷○○白金卡天天享用紅利點數600點升等高鐵商務

車廂」廣告，民眾於98年12月14日臨櫃購買車票時，經站務人員表

示此優惠活動每一站只限6個名額可使用紅利點數升等商務車廂，現

因已額滿而未能為其辦理升等。

2.處分理由

查被處分人案關電視廣告內容，呈現方式為3人赴高鐵站乘車購票，

並順利以○○白金卡紅利點數升等商務車廂，其通篇內容並未以旁

白或文字說明該升等優惠為限量提供，足使消費者產生持○○卡赴

高鐵站即可以紅利點數升等商務車廂之印象。又查案關網路廣告、

高鐵站內廣告、帳單信封廣告中，雖載有「升等座位有限」、「限

量升等」之詞句，惟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亦僅得將該限量與

運輸工具之最大配合運量產生聯想，而尚難產生該升等亦因台灣高

鐵公司就各色車次限量配合之作業規則，而另有相當數量限制之認

知。

次查台灣高鐵公司視尖離峰時段、票價限制(白、藍、橘車次)、過

去乘載經驗值、價差等因素，做成配合銀行專案白色車次(原價)每

班限量提供5至10個升等座位，藍色車次(85折)每班限量提供10至20

個升等座位，橘色車次(65折)每班限量則提供2至5個升等座位之內

部作業規則，惟被處分人自承與台灣高鐵公司簽約之際，並未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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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台灣高鐵公司前開作業規則之確實限制數量，即逕為廣告行為。

又據被處分人自承其於活動期間知悉前開數量限制後，亦認台灣高

鐵公司提供座位數量比例之低，不符其原本預期。

據上，被處分人未能於廣告內容中就升等數量限制為相當揭示以提

示消費者，難謂已克盡其廣告主明確、完整表示之義務，爰足認其

廣告表示內容與事實不符，而有引起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

核屬就服務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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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

第三節 贈品或贈獎不實案例

一、廣告所示之贈品實際附有條件限制而未予明示

（一）僅有特定情況下適用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之直營門市於107年3月針對曾參與門市同年1月開幕慶活

動之上百名消費者發送簡訊內容為「【○○最霸氣平板免費送】恭

喜您獲得平板一台，限於○○門市直營出示本訊息即可兌換數量有

限，速洽○○路○○號。此優惠本人限領一次轉寄無效」等語，查

被處分人雖主張系爭簡訊發送對象並非一般不特定之消費者，僅限

部分參加其○○門市開幕慶活動者，應屬後續活動通知而非廣告，

且非被處分人整體之行銷活動，僅由其○○門市發送，然查該門市

開幕慶活動所招徠者原即為不特定之一般大眾，且簡訊內容所傳達

者為具商業價值之訊息，難謂非屬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範範疇。

次查被處分人於107年3月針對曾參與107年1月○○門市開幕慶活動

之上百名消費者發送案關簡訊，其內容予人之印象，係接獲簡訊者

本人至指定地點，只需出示該簡訊即可兌換限量之平板一台。惟查

案關優惠活動之條件實為接獲簡訊者需先申辦該公司門號及搭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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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資費方案，方可兌換所稱免費平板，且可供兌換之平板亦僅限於

3台，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仲介銷售「○○○」建案預售屋，於該建案工地圍籬上廣

告宣稱「凡成交送60吋LED電視」。查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廣告之出

資、設計與使用皆為其員工○君所為，而未有被處分人電話及地址

等情，惟經查系爭廣告刊登使用期間102年1月中旬至同年5月初，○

君擔任被處分人業務部副理一職，負責被處分人仲介業務之招攬，

因被處分人從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銷售「○○○」建案預售屋，

○君刊登使用系爭廣告招攬業務，顯見○君係以受僱人之身分，從

事職務上有關之行為而刊載系爭廣告。且被處分人自承系爭廣告係

經其審核通過後始為刊登，且載有其事業名稱，是以，核認被處分

人為系爭廣告之行為主體。

次查被處分人仲介銷售「○○○」建案預售屋，於該建案工地圍籬

上廣告宣稱「凡成交送60吋LED電視」，使一般消費者產生「只要成

交○○○建案預售屋，即可獲贈60吋LED電視」之印象與認知。惟查

民眾係透過被處分人仲介成交該建案預售屋後，被處分人卻以渠並

非透過○君擔任買方經紀人仲介且簽約成交，而拒絕贈送60吋LED

電視，此與系爭廣告所宣稱「凡成交送60吋LED電視」不符。復查被

處分人亦自承系爭廣告刊登使用期間共交易完成3戶，並皆以非透過

○君擔任買方經紀人仲介且簽約成交為由，而未贈送60吋LED電視，

致使系爭廣告刊登使用期間並未送出任何1台60吋LED電視，其實際

提供贈品之情形已與廣告表示不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認知或決定之虞，且亦對守法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故系爭廣告就

服務之內容宣稱「凡成交送60吋LED電視」之表示核有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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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3

(1)案情概述

被處分人舉辦年中慶活動，宣稱於99年6月12日至6月14日三天購

物滿2,000元，即送1,000元購物滿額抵用券，並於指定日期6月16

日至8月24日回其賣場購物，可享滿額千元直接抵用百元優惠，綜

觀案關廣告內容包括被處分人提供就其「第三波年中慶」優惠活

動所為之電視、廣播、報紙、公司網站及店內公告等，其宣稱內

容雖略有差異，惟其主要內容不外為：「滿2,000送1,000購物滿

額抵用券99/6/12-6/14僅此3天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每人每卡限領

乙本 詳細活動辦法，請見店內公告或抵用券說明」。

(2)處分理由

依被處分人系爭活動所發送之「購物滿額抵用券」之背面記載及

張貼店內之公告內容，包括：「使用此抵用券恕無法與其他優惠

方案併用，非使用期間無效」、「本抵用券不適用購買菸酒商品/

大宗購物/美食街/商店街」及「使用時間分別為：99/6/16-99/7/13

單次消費滿 1000元 (含 )以上  憑券可直接折抵 100元、

99/6/16-99/7/13單次消費滿1000元(含)以上 憑券可直接折抵

100元、99/7/14-99/7/27單次消費滿1000元(含)以上 憑券可直接

折抵100元、99/7/14-99/7/27單次消費滿3000元(含)以上 憑券可

直接折抵300元、99/7/28-99/8/10單次消費滿1000元(含)以上 憑

券可直接折抵100元、99/7/28-99/8/10單次消費滿1000元(含)以

上 憑券可直接折抵100元、99/8/11-99/8/24單次消費滿2000元

(含)以上 憑券可直接折抵200元」等內容，亦即消費者倘欲使用

系爭購物滿額抵用券須遵循被處分人上開所載列之限制條件。

然查被處分人於電視、廣播、報紙及公司網站等宣播或刊載廣

告，均未揭露系爭購物滿額抵用券之使用範圍、使用條件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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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等相關限制條件，僅於廣告註明：「詳細活動辦法，請見店

內公告或抵用券說明。」亦即消費者須親至被處分人賣場洽詢，

甚至消費金額達到一定條件獲取購物滿額抵用券後方能得知系爭

優惠活動之相關限制條件。復查被處分人活動當時張貼於賣場之

公告所載「購物抵用券使用辦法」，其相關使用限制條件包括：

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不得優惠之品項及範圍；另其使用時間之

限制包括：抵用券使用之時段分為99/6/16-7/13(2張100元抵用

券)、99/7/14-7/27(1張100元、1張300元抵用券)、99/7/28-8/10(2

張100元抵用券)、99/8/11-8/24(1張200元抵用券)，各該時段單

次消費滿抵用券面額10倍(含)以上金額，即可憑券直接折抵，整

本購物滿額抵用券總計可折抵之金額為1,000元。爰依其使用辦

法，消費者須依不同時段分4次前往購物，且須另行支付至少9,000

元，始得完整利用該價值1,000元之購物滿額抵用券，且使用之範

圍及抵用之商品亦有相關限制，核此已非案關廣告僅揭示「滿

2,000送1,000購物滿額抵用券」等語，即得以涵蓋。

固被處分人稱系爭購物滿額抵用券使用辦法內容較多且其欲給

消費者驚喜，故未事先於其公司網站、廣告DM、報紙或其他相關

廣告揭露上開優惠活動之詳細活動辦法及各項限制條件云云，然

查上開限制條件內容尚非難以完整呈現於其公司網站、廣告DM及

報紙等廣告媒體，被處分人既以廣告方式招徠消費者前往消費，

即應同時主動揭露系爭購物滿額抵用券之限制條件，被處分人未

盡其所能於相關廣告揭露各項限制條件，致消費者無法逕自廣告

知悉消費所取得抵用券附有使用期限及最低消費金額等限制，而

係須親赴現場洽詢或購買後始能獲悉，業已具有不當招徠消費者

前往其賣場消費之效果，亦將引致消費者對該贈品價值產生錯誤

認知，是被處分人舉辦「滿2,000送1,000購物滿額抵用券」活動



72

未併同揭示重要限制條件，核已構成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部分門市不適用

1.案情概述

被處分人於○○○網站及100年12月5日UPAPER刊載廣告宣稱「買三

層犇套餐 送雙層犇或華堡系列套餐」、「華堡系列套餐限：原味華

堡、辣味華堡、川式麻辣華堡、台式嗆辣華堡，以及德州辛辣華堡」

等語。

2.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100年12月1日至9日於○○○網站及100年12月5日於○○

○刊載「犇牛肉堡 長期犇放」廣告，內容為「12月1日起，連續9

天，每天16：00以後 買三層犇套餐 送雙層犇或華堡系列套餐」，

下方並載有「華堡系列套餐限：原味華堡、辣味華堡、川式麻辣華

堡、台式嗆辣華堡，以及德州辛辣華堡」等語，綜合觀察前揭廣告

表示，予人印象應為於100年12月1日至12月9日之活動期間，至其門

市購買三層犇套餐商品，得選擇加贈雙層犇套餐、原味華堡套餐、

辣味華堡套餐、川式麻辣華堡套餐、台式嗆辣華堡套餐或德州辛辣

華堡套餐等品項。

惟查得部分門市未依系爭廣告表示，於消費者購買三層犇套餐時提

供加贈各該品項之選擇，實際係限制加贈項目，此包含100年12月5

日於台北○○店僅得選擇原味華堡套餐，而不能選擇搭配贈送雙層

犇套餐及其餘辣味華堡等套餐，100年12月7日、12月9日於台北○○

店、12月6日、7日於高雄○○店、高雄○○店選擇搭配華堡系列套

餐時，僅得選擇原味，或僅得選擇原味或辣味，無法選擇其他口味

華堡套餐；而此限制加贈套餐品項情形，嗣經調查並包括100年12

月1日至4日於高雄○○店、12月2日於台中○○店、12月5日於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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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12月2日至12月3日於台北○○店、12月2日至9日於高雄○

○店等門市，購買三層犇套餐所贈送華堡系列套餐僅限原味或辣味

華堡套餐，另12月4日於板橋○○店、板橋○○店、桃園○○店、12

月1日至12月9日於台北○○店、12月4日至6日於台北○○店等門

市，購買三層犇套餐所贈送華堡系列套餐僅限原味華堡套餐，且被

處分人亦於100年12月4日接獲消費者反映○○店、板橋○○店、12

月7日反映○○店買三層犇套餐僅能選擇贈送原味華堡套餐，及12

月5日反映○○店買三層犇套餐僅能選擇贈送原味華堡或川式麻辣

華堡套餐，而未能選擇贈送其他辣味華堡套餐。

被處分人刊載使用系爭廣告，於100年12月1日至9日推出○○○門市

「買三層犇套餐送雙層犇或華堡系列套餐」促銷活動，惟有相當數

量門市於消費者點購三層犇套餐時限制所得加贈套餐品項，使消費

者無法依廣告所示選擇加贈各該套餐品項，其實際提供贈品情形已

與廣告表示不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二、廣告就贈品所為表示與實際不符

（一）贈品品質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消費者至其門市單筆消費滿2,800元，得參加

「拉霸抽好禮」抽獎活動1次，最大獎品為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住宿

券價值19,000元，予人產生系爭住宿券價值19,000元之印象。惟查

被處分人實際贈送予中獎者之系爭住宿券係平日住宿券，僅可於平

日入住經典湖景客房房型，倘於旺日入住每房需加收1,733元、假日

入住每房需加收5,198元，且農曆春節期間不適用，且系爭住宿券實

際購入價值僅為10,300元。故被處分人於上開廣告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贈獎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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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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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97年6月18日○○日報「快樂通888」廣告宣稱抽獎獎品

之品牌「寵愛之名」為「全台灣藥局銷售NO.1」品牌。查被處分人

自承系爭廣告就使用服務所提供贈品之「寵愛之名」品牌，稱其為

「全台灣藥局銷售NO.1」品牌，係依據94年7月4日「蘋果日報」E4

版之報導。惟查該報導僅舉「○○人生」、「○○藥局」及「○○

橋」等3家藥局連鎖店為北、中、南藥局之代表，並就該3家藥局94

年第1季銷售情形為排行報導，其報導內容並未表示「寵愛之名」為

全台灣藥局銷售第一品牌。又查雖前開報導內容稱「○○人生」、

「○○藥局」及「○○橋」等3藥局銷售榜第1名之商品「亮白淨化

面膜」為「寵愛之名」品牌，惟本案系爭廣告刊登時間為97年6月，

上述報導並非針對廣告期間市場銷售情形進行調查，且缺乏客觀銷

售數據、調查方式、排名依據條件之敘述，尚難稱為客觀依據。是

系爭廣告宣稱「寵愛之名」為「全台灣藥局銷售NO.1」品牌，核屬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

項規定。

（二）贈品之內容不符

1.案例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型錄、網站、海報及橫布旗等刊載「春遊東京 智慧手機

送雙人機票」、「雙卡機送東京機票」等活動資訊，宣稱自100年1

月至3月期間，消費者於被處分人門市購買智慧型手機或雙卡手機，

即可分別免費獲贈2張或1張「臺北-東京來回機票兌換券」。本案持

有「臺北-東京來回機票兌換券」之消費者，其實際換得者，乃係限

於參加「震旦風華 東京伊豆美食名湯」5日旅遊專案行程團費或機

＋酒自由行旅費之機票折價憑證，且當時僅取得享受參團旅費之機

票折價優惠「資格」，非必然即得享有折扣優惠，尚須於特定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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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團人數到達一定之最低限制(原則為20人)時，始能成行而享有

8,000元價金之折抵。亦即，消費者尚難單憑所獲贈之「機票兌換券」

單獨享受臺北-東京來回免費機票之利益，是案關型錄與橫布旗等廣

告所稱之「臺北-東京來回機票」，實與一般大眾對於機票之認知有

間。

查被處分人與○○旅行社就案關活動所簽訂之「旅遊兌換券異業結

盟合作書」，其契約內容均約定被處分人須配合提供「臺北-東京團

體旅遊優惠憑證兌換券」(或「團體旅遊優惠憑證兌換券」)贈品，

故被處分人為案關廣告時，當明知渠所提供者，實為團體旅遊折價

優惠兌換券，是被處分人提供之贈品與廣告宣稱不符，就商品之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

定。

2.案例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98年8月印製使用之費率摺頁廣告，「○○頭家990」費

率表中載有「網外語音送110分鐘，市話送110分鐘(註2)」，而於下

方備註載有「『○○頭家990』費率每月免費贈送他網及市話各110

分鐘(不含影像電話、國際電話、國際漫遊、語音信箱、加值語音服

務、特碼服務及其他免費通話分鐘數)……」等語，則依一般交易相

對人普通注意力，應得認知「○○頭家990」所贈網外語音及市話通

話分鐘數，於計算時應不包括影像電話、國際電話、國際漫遊、語

音信箱、加值語音服務、特碼服務及其他免費通話分鐘數等項目。

而依被處分人網頁所列「特殊簡碼撥號」列表包括1999縣(市)政府

便民專線，被處分人亦表示系爭廣告所載「特碼服務」即屬特殊簡

碼撥號。換言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核發10/11/16/18/19開始

之號碼，皆屬特碼服務之門號類別等，則前揭廣告用語予人印象，

「1999縣市政府便民專線」特碼服務應不列於「哈啦頭家990」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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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免費贈送他網及市話分鐘數內計算。惟被處分人因帳務系統設

定錯誤，將「○○頭家990」用戶撥打1999通話內含至市話免費分鐘

數扣抵，且參照檢舉人所提供98年9月電信費帳單及通話明細，計算

110分鐘免費分鐘數亦包含部分「1999縣市政府便民專線」通話時

間，則被處分人確以1999特碼服務通話分鐘數計入市話免費分鐘數

扣抵，其實際計費方式確與前揭廣告表示不符，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三）贈品實際未送出

案例之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就案關婚紗展活動於廣播及傳單廣告宣稱「預約就送平板

電腦」、「訂婚紗天天送平板電腦100台平板電腦現場送」，使一般

消費者產生「只要預約婚紗(攝影)即可獲贈平板電腦」及「將於現

場獲贈該平板電腦」之印象與認知。惟查檢舉人預約金額49,800元

之婚紗攝影並交付15,000元訂金後，被處分人卻以渠所訂之套系與

主辦單位所規定之套系不同，而拒絕贈送平板電腦，此與系爭廣告

所宣稱「預約就送平板電腦」不符。且被處分人亦未提出任何現場

已贈送電腦之事證，案關活動未送出任何1台平板電腦，其實際提供

贈品情形已與廣告表示不符，故被處分人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1項

規定。

（四）誤植贈品

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107年4月舉辦會員獨家1元加購活動，並於紙本廣告型錄

刊載「活動3母親節早鳥烘焙大賞 全館消費滿3,888元 立即享1元加

購電子料理秤乙個」並輔以電子料理秤商品圖示，據被處分人自承

案關廣告之商品圖示係被處分人之員工疏忽未將實際加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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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YOKA電子料理秤圖片提供予設計廠商，及校稿時漏未察覺誤植

圖片，而消費者為獲得加購商品，於活動期間至量販店消費，卻未

拿到與案關廣告圖示相同之商品，被處分人舉辦案關活動，紙本廣

告型錄刊載加購商品之圖示與實際交易商品不符，核已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第四節 限時、限量不實及未明示消費一定數額獲抵用券或消費

券之使用限制條件案例

一、具有限制條件而未予明示

（一）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查案關網頁廣告宣稱「冬暖賞味住房，吃火鍋泡SPA！」內容包括「專

案時間：即日起~2010/02/12」、「不分平假日兩人行NT$5555元net，

加一人加1500元net」、「香榭客房住宿一晚、每人蝶屋日本料理火

鍋祭懷石套餐一客(原價1380元+10﹪)、每人自助早餐一客及住宿期

間免費使用俱樂部設施」等內容，予人印象為活動期間不分平假日

或特殊節日，兩人行價格皆為5,555元，且可享受住宿一晚、每人蝶

屋日本料理晚餐和自助早餐各乙客等，而據檢舉人表示，渠於98年

12月訂房，被處分人卻告知聖誕節不適用，是被處分人於網頁廣告

刊載「冬暖賞味」一泊二食住房專案，未說明訂房限制條件，就服

務之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

項準用第1項規定。

二、廣告為虛偽不實之限時表示

（一）案例 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報紙刊登「結束營業、租約到期」廣告，惟查被處分人

於101年7月20日租約到期後，復續租30日(自101年7月21日至8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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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且再於101年8月16日續租30日(自101年8月20日至9月18日)，

實無結束營業之情事。且依一般通念「結束營業」係指即將結束所

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案被處分人於廣告併載「結束營業」、特定

日期及最後幾天等語，較僅刊載「結束營業」更強調結束營業時間

倒數計時，欲敦促有意購買者加強購買動機及腳步，實際卻俟時限

屆止即延長結束倒數時間，顯與一般通念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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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被處分人就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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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例 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營業處所外觀刊載「結束營業 全店98 6/4止」及「最後4

天」，予人印象為渠於101年6月4日將結束營業，全店98元，欲購買

者把握搶便宜機會，只剩最後4天，然經派員於6月4日赴現場勘查，

該營業處所外觀更改刊載為「結束營業 全店98 6/14止」及「最後

11天」，並未依前揭廣告於101年6月4日結束營業，顯有以與事實不

符之結束營業表示為招徠銷售商品之行為，與廣告宣稱難謂符合。

雖被處分人表示乃因該址改建，預計於承租日前結束店內銷售行

為，遂宣稱結束營業，惟查其於101年7月4日租約到期後，復續租3

個月，實無結束營業情事。且依一般通念「結束營業」係指即將結

束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本案被處分人外觀併載「結束營業」及「最

後4天」，較僅刊載「結束營業」更強調結束營業時間倒數計時，欲

敦促有意購買者加強購買動機及腳步，實際卻俟時限屆止即延長結

束倒數時間，顯與一般通念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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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處分人就其

商品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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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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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 3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報紙刊登「BRAPPERS」品牌牛仔褲商品廣告，其內容載

有系爭商品照片及介紹文案，並宣稱「即日起至5/8全面8折」，該

廣告整體予人印象為，消費者自報載日起至100年5月8日期間，得以

8折優惠購得廣告所載「BRAPPERS」品牌牛仔褲商品(含系爭商品)，

惟系爭商品實際上市銷售日期乃為100年5月6日或7日，亦即系爭廣

告所載促銷期間之第2、3日。換言之，被處分人自促銷期間第2、第

3天始鋪貨銷售系爭商品，並未依系爭廣告所載，於100年5月5日至

100年5月8日促銷活動期間，全程提供系爭商品供消費者選購，核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被處分人雖辯稱系爭商品乃因船班延誤，致未能及時於案關促銷活

動開始前鋪貨完畢以上市銷售，惟廣告乃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

式，廣告內容往往係消費者為交易決定之重要參考依據，故廣告主

就其商品廣告之內容是否真實、正確及完整，自應負有確保、檢查

及監督等之注意義務。查本案被處分人既已明知船期延宕之事，將

致使系爭商品未能按時依系爭廣告所載促銷期間首日上市銷售，然

卻仍為系爭廣告之登載，核其行為業已違反廣告主所應盡確保廣告

內容真實履行之義務，且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亦造成不公平競

爭，是以，被處分人尚不得僅以船期延宕為由而主張免責。

三、廣告強調數量限量，而為不實之銷售

（一）案例 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買餐送宿NT$3,888」廣告宣稱「每天限量10套」，且

「每天限量10套」字體較諸「買餐送宿NT$3,888」字體為大且特別

顯著，予人印象為案關優惠專案每日銷售量僅10套，然被處分人亦

自承係業務部門為採行限量促銷方式，促使並加速消費者前來購買

案關優惠專案，故於廣告文宣上載明「每天限量10套」，惟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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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102年臺北國際觀光博覽會案關優惠專案每日銷售數量

均已逾10套(103年5月24日共39套、5月25日共44套、5月26日共109

套、5月27日共167套)，此有被處分人提供之「旅展買餐送宿統計表

(102年度5/24-5/27)」可稽。是被處分人實際銷售案關優惠專案數

量顯已較廣告文宣所示限量數額為多，逾越一般人可普遍接受之認

知程度，致消費者對商品之稀少性產生錯誤認知，並對同業形成不

公平競爭，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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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

（二）案例 2

1.案情概述

被處分人於102年12月9日、12月16日與12月23日共舉辦3次網路購買

○○手機活動，分別提供10,000台、10,000台及8,000台○○手機供

民眾購買，並宣稱「9分50秒 ○○手機已售罄」、「1分08秒○○手

機已售罄」、「0分25秒 ○○手機已售罄」，惟檢舉人於第3次活動

102年12月23日12點0分1秒進入網站搶購即出現○○已售罄之畫

面，且被處分人臉書之民眾留言顯示購得手機的人數不多，疑被處

分人未依廣告宣稱之商品數量提供民眾訂購。

2.處分理由

經查被處分人於宣稱之時間點所接受之搶購資格數分別為9,339個

(12/9)、9,492個(12/16)及7,389個(12/23)，即該時間點尚有○○

手機搶購資格，卻未釋放供消費者搶購，反而逕自結束搶購活動，

顯與廣告所示數量不符，對於因信賴被處分人宣稱之數量而投入時

間、精力參與搶購之消費者，實應難以接受，並有引起一般大眾對

於案關商品之最終搶購資格數與搶購完畢之時間點產生錯誤認知。

縱使被處分人強調其差異之數量在1,000個之內，且秒數僅為1秒之

誤差，然因宣稱售罄之廣告排版以較大文字呈現搶購時間，有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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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商品之熱銷程度及加深消費者渴望購買之印象，對於不特定之

一般大眾已具招徠與之交易的效果，則其未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商品

數量之義務與責任，核已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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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據被處分人各次進口數量、三波活動宣稱數量與其發放之F碼數量

觀之，被處分人102年12月9日第一波活動開始當日，除應備有廣告

宣稱之1萬台○○手機數量外，另應準備1,750台○○手機以保證F

碼使用期限為12月9日12：00-12月16日00：00及12月9日17：58-12

月16日12：00之消費者得於期限內購得手機，故當日應備貨量為

11,750台方足夠消費者購買，惟被處分人於102年12月9日前僅進口1

萬台○○手機，縱使其於102年12月12日進口足額○○手機數量，然

活動當日實際備貨量即有不足之疑慮。

被處分人自承公告數量與最終搶購資格數間之差異，除技術上無法

精準於達到公告手機數量時即停止接受消費者搶購外，另需預留足

夠手機數量給同時間使用F碼之消費者，以達成其對持有F碼消費者

之承諾，故第一波活動開賣前，被處分人備貨量不足且將部分手機

數量預留予F碼消費者，即代表部分購買資格數被保留未供消費者搶

購，非但已排擠消費者搶購之機會，且致最終搶購資格數顯較廣告

宣稱數為少，與廣告予人之印象為搶購10,000台○○手機購買資格

有異，並使參與搶購者因未能知悉廣告宣稱之手機數量尚包含保留

予F碼消費者可直接購買數量而有錯誤認知與決定之虞，則被處分人

於廣告未揭露實際可提供之搶購數量，未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商品數

量之義務與責任，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三）案例 3

1.案情概述

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之最新消息下載有「振興離島觀光市場 復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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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推出離島航線全面優惠價」，宣稱「......將自2月14日起，至4

月15日為止，推出離島航線統一優惠票價！包括台北-金門、高雄-

金門、台北-馬公、高雄-馬公四條航線......鄉親700元(已扣除離

島居民補助)優惠價......」，惟金門縣地區民眾表示3月23日已買

不到優惠票價。另澎湖縣政府函移民眾反映被處分人未經公告提前

於3月22日結束優惠；又民眾來函檢舉於案關廣告期間訂不到優惠票

價機票，卻仍有活動之前離島居民票價和離島居民7折票尚在銷售

中，顯示該航線尚有機票可銷售。

2.處分理由

查案關優惠活動期間為101年2月14日至4月15日，活動辦法為旅客於

優惠活動期間搭乘台北/高雄往返金門及台北/高雄往返馬公之離島

航線，即可享有一般旅客1,100元和離島居民700元之優惠票價。系

爭廣告予人印象為旅客於101年2月14日至4月15日活動期間購買離

島航線，可依居住地享有不同優惠票價。又因廣告中並無就機票數

量為特別限制之說明，惟相關航線之航班數乃固定，故交易相對人

乃可合理預期在該段期間內航班可提供訂位機位數，均屬得依此優

惠條件購買之數量。

惟查被處分人於活動期間可提供總機位數約為25萬個，於101年3月

23日時所售座位數既僅占總座位數6成，實非無剩餘機位可提供銷

售，此除有被處分人所提供之優惠票匯總表資料與4航線(北/高往返

馬公、北/高往返金門)總座位數可資佐證外，亦有離島居民於101

年4月10日無法購買台北金門優惠票價，卻可買到非優惠價位機票可

稽。是被處分人於廣告活動期間尚有剩餘機位之情狀下，卻未以廣

告優惠票價銷售，而提早結束優惠活動，顯與廣告所示未符，其就

案關服務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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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準用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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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廣告所示之價格與實際提供不符

（一）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刊登報紙廣告，宣稱「3/5-8現場購票入場前100名民眾，

即可以38元購買價值550元的漢來大飯店或價值420的寒軒國際大飯

店下午茶券」等語，案關旅展活動期間，民眾所購得並非價值420

元之寒軒國際店下午茶券，而係價值286元之寒軒和平店下午茶券，

足認給付內容與廣告宣稱不符。案經被處分人辯稱，廣告宣稱「價

值420」係因○○旅行社告知錯誤價格，且因該旅行社僅提供100張

系爭茶券，在無法向寒軒國際店購得系爭茶券下，爰向寒軒和平店

購入350張下午茶券，並統一以寒軒和平店下午茶券供應本活動優惠

所需。

惟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廣告主於廣告前應克盡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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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不得據其主張免責。故被處

分人就廣告提供優惠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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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廣告就課程宣稱限量名額，實際未開課

（一）案例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免費課程」標題，點選進入載有「立即

填表洽詢送AutoCAD建築室內設計圖班 剩餘名額48名」、「網頁設

計專家實務班 剩餘名額16名」、「網路拍賣、部落格經營秘訣班 剩

餘名額24名」、「Painter數位插畫漫畫實務班 剩餘名額37名」、

「Alias創意工業產品設計班 剩餘名額30名」、「平面設計接案達

人班 剩餘名額12名」、「Maya電影動畫影視特效設計班 剩餘名額

33名」、「辦公室文書達人特訓 剩餘名額60名」、「Linux網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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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專家培訓 剩餘名額51名」等免費體驗課程。

鑑於案關消費者僅得從廣告文字知悉目前各項免費體驗課程尚有剩

餘名額而即將開課，惟實際上該等免費體驗課程於98年9月間並未全

部開課，有開之課程亦侷限少數分校，甚至於98年12月間亦無相關

開課佐證資料，是與廣告整體予人印象差距甚大，除對欲參加該等

免費體驗課程之消費者造成不便，以不實免費課程內容吸引消費者

留下個人資料，進而招攬其電腦課程服務，對未為不實廣告之同業

競爭者亦形成不公平競爭行為，是系爭廣告未明示各該免費體驗課

程之開課日期、分校，將使一般大眾誤以為於網頁填表即能申請廣

告所列各項免費體驗課程，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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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項準用第1項規定。

六、促銷廣告所示商品產地與實際不符

（一）案例 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其25週年慶網路及紙本廣告型錄刊載「Love Beauty台灣

手工假睫毛」之促銷訊息，其予人印象乃系爭商品係於臺灣製造，

然系爭商品實際之製造地係為緬甸。系爭商品係被處分人之自有品

牌商品，系爭商品之規格、包裝及品名等均由被處分人設計並決定

後，再委由供應商包裝、供應，爰被處分人就商品之相關資訊本即

負有查證及真實表示之義務，要非僅以供應商未能即時通知其採購

部門更改系爭商品品名，即可免除其對廣告表示查證之義務，況系

爭型錄係於99年8月初定稿並交付印製，然供應商早於99年5月初派

員赴被處分人全國各門市進行系爭商品改標作業，且被處分人亦自

承當時正值經濟部執行稽查商品產地標示不實作業，供應商前往被

處分人各地門市改標前有主動電話通知其門市人員，而其門市人員

亦知悉上情。

準此，則被處分人當負起廣告主查證之義務，於製作系爭型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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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系爭商品品名及產地標示並更正商品資訊，而斷無將之推託係

供應商疏忽未通知被處分人採購部門之理，爰被處分人之辯稱並不

能免除其應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及對廣告內容負起查證義務之責。故

被處分人未盡廣告主真實表示及查證之義務，致人誤認系爭商品係

於臺灣產製而有虛偽不實之情，洵堪認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1項規定。

（二）案例 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經營之○○○○渡假飯店於其網站(下稱案關網站)登載

「星光湯屋專案」促銷廣告，其內容記載有「北台灣第一張溫泉認

證標章」一語，該文字宣稱予人印象，乃該飯店係北臺灣第1家取得

溫泉標章之業者，惟查被處分人係於98年10月15日取得溫泉標章，

經檢視交通部觀光局網站所公告之取得溫泉標章業者名單，該飯店

依溫泉標章核發日期排序，係第20家取得溫泉標章之業者，在其取

得溫泉標章之日前，則至少業有「○○○○溫泉物語」等9家位於臺

北縣、市境內之溫泉業者取得溫泉標章。

固然被處分人辯稱，其經營之○○○○渡假飯店係繼臺東○○○○

○酒店之後，取得溫泉標章之「國際觀光飯店」，故為北臺灣第1

家取得溫泉標章之國際觀光飯店。惟查系爭「北台灣第一張溫泉認

證標章」之廣告宣稱，並未將國際觀光飯店之相關文字明確揭示於

其中；另被處分人亦自承所謂「北台灣」，依國內旅遊界之定義，

乃指臺北市、臺北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及新竹市等地區，

爰可認被處分人前述就系爭廣告之「北台灣第一張溫泉認證標章」

宣稱所為解釋，與廣告整體予人印象仍屬有間，該宣稱有使消費者

誤認○○○○渡假飯店係北臺灣第1家獲得溫泉標章之業者之虞，核

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第

1項規定，其廣告不實之情足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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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廣告記載消費一定數額獲抵用券或消費券之使用限制條件與實際不符

（一）案例 1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於廣告刊載「滿額折價券使用注意事項」第4點「此滿額折

價券不適用於購買被處分人量販商品提貨券、菸類」、「商品任您

買(菸類除外)」、「商品任您買(菸類除外、被處分人提貨券除外)」、

「被處分人的9折券，……依照消費金額使用不同面額的折價券及可

享9折之結帳金額」、「不限商品 不限會員，……不幫您決定購買

商品，您愛買什麼就買什麼……」、「於被處分人賣場內直接折抵

商品消費，商品任您買！！……注意事項：僅不適用於購買被處分

人量販商品提貨券、菸類、美食街、商店街及大宗採購……。」前

揭廣告予人印象係在賣場內，購買任何商品除了提貨券與菸類產品

以外，消費滿一定金額後皆可使用「滿額折價券」折抵。

實際上消費者因使用消費券實際所取得之「滿額折價券」背面「使

用注意事項」第3點「此滿額折價券不適用於購買被處分人量販商品

提貨券、菸類、啤酒、烈酒(威士忌、白蘭地、XO、高粱酒)，及折

抵運費安裝、家電延長保固專案等費用」，案關廣告表示與「滿額

折價券」所載之內容不同，核有以較寬之限制條件吸引消費者購買

後，再以較嚴格之使用條件限制消費者，已屬廣告不實。故被處分

人就上開廣告刊載「滿額折價券使用注意事項」、「商品任您買(菸

類除外)」等與「滿額折價券」上所記載之內容及實際使用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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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例 2之案情概述及處分理由

被處分人舉辦優惠活動，透過電視、報紙、DM、臉書、Line、公司

網站及店頭海報等廣告推廣。消費者於上開活動期間至被處分人門

市購物，單筆滿300元可獲得2張50元共計100元之現金券，單筆滿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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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獲得4張50元共計200元之現金券，以此類推。惟經檢視被處分

人於電視、報紙、型錄、公司網站、臉書、Line、店頭海報等推廣

案關優惠活動廣告，除店頭海報之外，上開廣告均未揭露系爭現金

券之使用方式即須單筆消費滿300元始可抵用50元消費金額，滿600

元可抵用100元等，且報紙、型錄、Line、公司網站亦未揭露使用範

圍，部分廣告雖加註「詳細使用說明請見券面背後注意事項」、「活

動詳情請洽店內活動海報」、「抵用券活動詳情請依照店內門市公

告及券面背後注意事項為準」、「活動注意事項請見現場公告及券

面背後說明」等，然消費者無從此得知系爭優惠活動之完整限制條

件，仍需親至被處分人各門市現場洽詢，甚至消費達到一定數額獲

取現金券後，方能完整得知案關優惠活動之限制條件。復依其使用

辦法，消費者於規定使用期間前往購物，須另行支付至少600元，始

得完整利用先前消費300元所取得2張50元共計100元之現金券，且使

用之範圍亦設有限制，核此已非案關廣告僅揭示「買300送100抵用

券」等語得以涵蓋。

故被處分人未盡其所能於相關廣告完整揭露限制條件，致消費者無

法藉由廣告完整評估其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需親赴被處分人門市

現場洽詢或消費達一定數額後始能獲悉，業已具有不當招徠消費者

前往其門市消費之效果，亦將引致消費者對該優惠措施之價值產生

錯誤認知，核已構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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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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參照上述之促銷廣告定義及公平會近年處分案例，促銷廣告不實之主

要標的即為廣告上所載之價格、數量、贈品(獎)活動及其相關限制條件、

負擔、期間等，案件類型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廣告所載價格等上述表示或

表徵本身涉有不實，二為廣告僅刊載部分促銷事項，然並未將其相關限制

條件、負擔、期間等完整事項揭示於廣告上，此兩者均可能導致消費者就

促銷內容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

案件類型前者多係因廣告主獲得資訊有誤、其人員誤刊或備貨不足導

致廣告不實，而就後者則源於廣告本身因登載媒介不同所能搭載之資訊量

各不相同，如紙本 DM多於電視廣告，電視廣告又多於手機簡訊等，事業對

於所有媒介之促銷廣告尚難完整登載詳盡資訊情形下，惟對於足以影響消

費者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或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

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促銷廣告本身所欲表達之促銷內容，而涉有廣告不

實。由公平會近年執法實務可知，為促銷廣告之事業有下列理由，仍不足

以主張自身免除廣告主之真實表示及查證義務而予免責：

一、廣告內容係供貨商、通路商提供或告知，或經該等廠商校對：

（一）被處分人網站廣告宣稱「NIKE Air Max 灰色運動鞋」、「原價 1,600

元 E-DA價 960元」乙案：被處分人稱系爭廣告 DM所載商品資訊係

由 NIKE品牌專櫃提供並校對，且其於 101 年 7 月案關促銷活動開始

當天，即於 C棟 1 樓 NIKE專櫃內收銀機前方以及系爭商品現場展示

旁擺置更正啟事等，惟查廣告內容顯示之商品價格資訊乃消費者為

交易決定之重要參考資訊，被處分人既為賣場經營者，系爭網路 DM

亦由其製作，且為銷售系爭商品之開立發票主體，自應負廣告主審

核與查證之義務，尚不得將查證義務推予專櫃業者而主張免責。

（二）被處分人舉辦旅展，廣告宣稱「3/5-8現場購票入場前 100 名民眾，

即可以 38元購買價值 550元的漢來大飯店或價值 420的寒軒國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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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下午茶券」乙案：被處分人辯稱，廣告宣稱「價值 420」係因

雄獅旅行社告知錯誤價格，且因○○旅行社僅提供 100 張系爭茶

券，在無法向寒軒國際店購得系爭茶券下，爰向寒軒和平店購入 350

張下午茶券，並統一以寒軒和平店下午茶券供應本活動優惠所需。

惟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機會之方式，廣告主於廣告前應克盡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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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不得據其主張免責。

二、廣告未揭露完整促銷內容，惟僅於廣告外採行補救措施：

（一）被處分人於廣告銷售「FUJIMARU 一對一單冷分離式空調(型號

TIF-08C1)」商品，標示之能源效率等級為「第 2 級」、並表示「會

員超低價 14,900 元」、「申請政府補助後為 12,900 元」乙案：被處

分人雖宣稱其於案關活動開始前已以電子郵件通知各門市店長案關

廣告文宣誤植之事實，並要求於各門市門口顯著處張貼 A4規格以上

紙本澄清說明及第一時間向消費者說明與澄清，惟案關廣告文宣既

已寄發給會員，相關廣告訊息難認非為會員等消費者所周知，僅以

電子郵件請各門市店長向消費者說明與澄清及張貼紙本澄清說明尚

無法完全消弭系爭廣告效果。況欲購買之消費者至各門市選購案關

商品時，才發現上述紙本澄清說明或經由門市店長等告知系爭廣告

係屬誤植，案關廣告仍已吸引消費者至門市洽購，已產生招徠或提

高潛在之交易機會之效果，縱消費者得知案關更正訊息後不願購

買，其耗費之時間、勞力、交通費等成本亦無從回復，故實難認案

關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對市場競爭秩序及消費者權益無不利

影響。案關廣告文宣既為被處分人設計製作，其本應克盡審核廣告

內容、確保所刊載內容真實性等義務，尚不得據調查期間表示已採

行若干補救措施而主張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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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處分人舉辦會員獨家 1 元加購活動，並於紙本廣告型錄刊載「活

動 3 母親節早鳥烘焙大賞 全館消費滿 3,888 元 立即享 1 元加購電

子料理秤乙個」乙案：被處分人表示於活動開始前即以電子郵件方

式通知各店更正案關廣告之限制條件，並張貼更正活動內容之公告

予消費者知悉。惟案關廣告既已對外散發，相關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廣告訊息難認非為一般大眾所周知，且據被處分人表示，案關

活動之更正公告並未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觀者無從由案關廣告或

網站上得知該活動實際限制條件，仍需親至被處分人各分店現場查

看方能得知，爰案關廣告仍已吸引一般大眾至各分店進行消費，已

產生招徠或提高潛在之交易機會之效果。

況被處分人表示，案關活動之更正公告於現場張貼位置係該活動區

域之範圍，即廚房家電烘焙區，倘一般大眾於賣場其他區域消費結

帳後，至服務台加購時，才發現不符合加購商品之條件，無論一般

大眾最終是否選擇申請退貨退款，其耗費之時間、勞力、交通費等

成本亦無從回復，故實難認該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對一般大

眾權益無不利影響。是以，被處分人未盡其所能於案關廣告完整揭

露限制條件，以致一般大眾無法藉由廣告或網路得知案關活動之實

際限制條件，仍需親至被處分人各分店現場查看，甚至需俟賣埸消

費結帳後方能得知，業具有不當招徠一般大眾前往各分店消費之效

果，致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之虞，核已構成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因銷售通路特性、技術支援與自身能力問題無法達到廣告宣稱內容：

被處分人於 102 年 12 月舉辦網路購買○○品牌手機活動，分別提供

10,000台、10,000台及 8,000台○○品牌手機供民眾購買，並宣稱「9

分 50 秒 ○○品牌手機已售罄」等乙案：被處分人辯稱網站搶購之行

銷方式係於國內首次採用，因技術問題及考量進口數量固定，若超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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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消費者付款後無法按時收到，故前三波寧願採取不超賣之策

略等云云。然渠廣告內容以商品數量為表示，自應於事前為周全之評

估與設計，包含通路特性、技術支援與自身能力等，並謹慎考量可供

應之數量與配合之活動內容，不因技術上無法精準控制搶購數量，或

自身供貨能力因素，甚至以超賣或不超賣之抉擇問題為理由，而免除

其廣告主應負真實表達之責任。

四、廣告內容加註「詳情請洽店內」、「就活動內容保有最後解釋權」等或

表示因廣告管道限制無法完整揭露限制條件：

（一）被處分人刊播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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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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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被處分人舉辦「中元嘉年華 大拜拜來○○ 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

優惠活動乙案：被處分人於電視、報紙、型錄、公司網站、臉書、

Line、店頭海報等推廣案關優惠活動廣告，除店頭海報之外，上開

廣告均未揭露系爭現金券之使用方式即須單筆消費滿 300 元始可抵

用 50元消費金額，滿 600元可抵用 100元等，且報紙、型錄、Line、

公司網站亦未揭露使用範圍，部分廣告雖加註「詳細使用說明請見

券面背後注意事項」、「活動詳情請洽店內活動海報」、「抵用券活動

詳情請依照店內門市公告及券面背後注意事項為準」、「活動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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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請見現場公告及券面背後說明」等，然消費者無從此得知系爭優

惠活動之完整限制條件，仍需親至被處分人各門市現場洽詢，甚至

消費達到一定數額獲取現金券後，方能完整得知案關優惠活動之限

制條件；復依其使用辦法，消費者於規定使用期間前往購物，須另

行支付至少 600元，始得完整利用先前消費 300元所取得 2 張 50元

共計 100 元之現金券，且使用之範圍亦設有限制，核此已非案關廣

告僅揭示「買 300送 100抵用券」等語得以涵蓋。

（三）被處分人針對曾參與門市活動之消費者發送簡訊「【○○最霸氣平板

免費送】恭喜您獲得平板一台，限於○○門市直營出示本訊息即可

兌換數量有限，速洽○○號。此優惠本人限領一次轉寄無效」乙案：

被處分人主張因簡訊 1 則所能發送之字數有限，無法完整揭露上開

限制條件，且發送對象皆曾參加其門市活動，是以簡訊內容有所省

略，再者該門市對於活動期間出示簡訊詢問者，皆已詳盡說明各項

限制條件，惟按被處分人透過發送簡訊方式達到招徠效果，即應就

其內容盡真實表示及完整揭露限制條件之義務，非得課予接獲簡訊

者自行查證完整交易資訊之責，系爭簡訊業已具有不當招徠消費者

前往其門市消費之效果。

（四）被處分人於廣告宣稱消費者至門市單筆消費滿 2,800元，得參加「拉

霸抽好禮」抽獎活動 1 次，最大獎品為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住宿券

價值 19,000 元乙案：被處分人於其門市廣告單活動獎項說明載明

「本獎品價值依購入或取得成本之金額為準，本公司保有最終解釋

權」等語，惟其實際購入之成本為 10,300元，卻仍於臉書粉絲專頁

刊載「價值 19,000 元」，顯見被處分人對系爭住宿券之實際價值知

之甚詳，卻仍於廣告上宣稱系爭住宿券價值 19,000元，與實際價值

有顯著差異。

（五）被處分人於型錄、網站、海報及橫布旗等刊載「春遊東京 智慧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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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雙人機票」、「雙卡機送東京機票」等活動資訊，宣稱自 100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消費者於被處分人門市購買智慧型手機或雙卡手

機，即可分別免費獲贈 2張或 1張「臺北-東京來回機票兌換券」乙

案：被處分人辯稱上開型錄及橫布旗等廣告因礙於篇幅設計，致未

將機票之使用限制條件揭露於廣告中，惟該等廣告均有記載○○旅

行社網址，該網站對於案關機票贈品之使用條件與限制均有詳加明

示；而消費者亦可向被處分人門市人員詢問，且被處分人門市現場

均備有「機票使用說明」，消費者來店時，若對案關活動有興趣者，

被處分人之門市人員會將該「機票使用說明」交予消費者閱覽，以

供消費者瞭解活動詳情，故上開廣告內容並無致消費者產生錯誤認

知或決定之虞。然廣告主無論選用何種廣告方式，實際均因廣告成

本或表達方式而有一定篇幅或版面之限制，是以，廣告主於選擇運

用廣告方式時，自應依據各種廣告方式之特性，就廣告內容妥為表

示，尚難僅因廣告篇幅受有限制即可當然免除其真實、完整表示之

義務。

綜上，公平會於 99年即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

理原則」供事業參考遵循，事業為促銷廣告時，應秉持該處理原則規範之

「真實表示原則」、「妥善規劃原則」、「充分備貨原則」及「限制條件充分

揭示原則」，於為促銷廣告前充分考量、善予規劃及妥為準備，無論促銷活

動係自行辦理或與他事業合作，促銷內容係自行或他事業提供，均對足以

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限制條件充分揭示，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

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

且廣告上未有限量表示時，亦應事前備置充足商品，以確保廣告真實履行，

始屬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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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按廣告是商業活動中十分有效之交易媒介，事業往往利用廣告將商品

或服務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吸引其購買，達到招徠或提高潛在交易機會

之目的，其中促銷廣告更為業者常見行銷競爭之手法，其手法上固應容許

創意之發揮，然促銷廣告之創意仍不得恣意，如促銷廣告所強調者如有使

消費者將之與可得優惠之事項產生印象上之誤認者，不僅有損消費者權

益，對於競爭對手亦有失公平。

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明定其立法目的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

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同法第 21條並明文課以廣告主不得

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義務，揆諸公平交易法體系，第 21

條之禁止規定，即為達成同法第 1 條立法目的所必要，因此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構成要件之廣告主，依法即負有不得於商品或廣告上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表示表徵之義務，避免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而無法

符合消費者於接收廣告訊息時對該等用語所生之認知與期待，使消費者陷

於錯誤之認知，且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情事之發生，本研究目的係就促銷

廣告案例進行整理研析，經綜合前述研究議題，獲致結論及建議如下：

一、公平會自成立以來，不實廣告案件之查處一向為該會處分案件之大宗，

因促銷廣告為業界普遍現象，為利業界遵循避免違法，因而訂定促銷

廣告案件處理原則，近年來雖公平會受理之促銷廣告違法情形有漸趨

減少現象，惟其中已有半數以上之不實促銷廣告係透過網路管道傳

播，顯見網際網路快速發展及線上交易活動日漸熱絡，事業從事促銷

活動時，為增強消費者取得商品及服務資訊的能力，並擴大自身參進

市場的機會，透過網路廣告促銷商品或服務，已經成為行銷策略中不

可或缺、最重要的一環。然而由於現行網路廣告之商業模式競爭，因

多媒體之盛行，相互整合而使得如臉書一頁式廣告、Line、直播、

YouTube、Instagram等新型態廣告成為行銷主流，進而其影響力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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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駕傳統媒體之趨勢，故建議公平會未來宜將網路促銷廣告所衍生不

公平競爭行為納為關注之重點。

二、由於網路促銷廣告或有可能涉及跨國網站或社群網站行銷之不實廣

告，公平會就該情形之不實促銷廣告，倘刊登廣告之廣告主於境內且

能明確辨識廣告經營主體，如獲有具體違法事證，現行均可依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論究廣告主之行政責任，包含倘跨國網站或社群網站業者僅單

純提供網路空間予廣告主刊登廣告，使廣告得以傳播予公眾得知，其

性質屬廣告媒體業，其於網路刊載有引人錯誤之虞之廣告，依公平交

易法第 21條第 5項之規定，廣告媒體業於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主所刊

播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予刊播時，則與廣告主負民事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予以論處。至於倘刊登促銷廣告之廣告主並未於境內且未能

明確辨識廣告經營主體情形時，因該類案件多具有詐騙特徵，該等違

法行為事涉刑事責任，鑑於例如跨國網路平台臉書刊登冒用侵害他人

權益之廣告，據瞭解臉書僅配合刑事調查，並須由受害人直接於臉書

提出下架之請求，包含指出特定網址、標示出該頁面之特定內容，說

明其違反之特定法律條款以及原因等，方可由臉書即時進行審查並做

出是否下架之決定，是該類案件或可藉由受害事業向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反映，循刑事途徑獲致有效解決。

三、揆諸公平會近年處分案例，促銷廣告不實案件類型主要為兩大類，一

為廣告所載價格等上述表示或表徵本身涉有不實，二為廣告僅刊載部

分促銷事項，然並未將其相關限制條件、負擔、期間等完整事項揭示

於廣告上，前者多係因廣告主獲得資訊有誤、其人員誤刊或備貨不足，

而就後者則源於廣告本身因登載媒介不同所能搭載之資訊量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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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紙本 DM多於電視廣告，電視廣告又多於手機簡訊等，事業對於

所有媒介之促銷廣告尚難完整登載詳盡資訊情形下，惟對於足以影響

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限制條件未充分揭示，或以不當版面編排

及呈現方式致消費者難以認知促銷廣告本身所欲表達之促銷內容。因

上述情形均可能導致消費者就促銷內容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故

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之違反。

四、另公平會實務上於查處涉有不實之促銷廣告案件過程中，被處分事業

常以廣告資訊係經供貨商、通路商提供或告知，或經該等廠商校對；

針對廣告不實部分事後已採行補救措施；因銷售通路特性、技術支援

與自身能力問題無法達到廣告宣稱內容；因廣告管道限制無法完整揭

露限制條件等因素而做為無法實現促銷廣告所示內容之主張，惟由於

業者一般係出於競爭及商業營利之目的，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事業負有不得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資訊爭取交易機會之義務，因

此事業就其商品或廣告之標示是否正確，即負有確保、檢查及監督等

之注意義務，而此等注意義務，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之規範內涵，

是事業為促銷廣告時，應秉持「真實表示」原則，且促銷廣告前應充

分考量、善予規劃及妥為準備，倘促銷廣告所為表示構成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情事，不論事業為故意或過失，均不足以主張自身免責，而

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此乃為公平會一貫之執法見解，亦

為行政法院所肯認。

五、綜上，促銷廣告由傳統廣告媒介(如：報紙、電視、廣播、型錄廣告、

檔期廣告、營業處所海報)隨時代進步，及網際網路、行動電話之發展，

演變為事業於自身網站、簡訊等方式進行促銷廣告，且伴隨社群媒體

之盛行，年輕族群可能花在手機上的時間，多過於其他平面媒體廣告，

故於社群網站出現之廣告也為一種新型態的廣告，倘業者能把握此一

時機，針對目標群族群進行促銷廣告，原本並無可厚非，只是劣幣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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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幣，目前臉書詐騙廣告盛行，多以長得和一般貼文非常相似的格式

為之，對於一般用戶而言，較沒有戒心，再加上以促銷廣告之行銷手

法，包括廣告商品售價明顯低於市價行情、倒數結束時間、搶購、免

運費、7 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貨到付款等，倘無相關交易經驗之

消費者，極有可能受臉書廣告吸引，當買的東西不如預期時，才發現

網站上沒有公司地址及客服電話，或客服為空號等，而受騙上當，鑑

於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已特別歸納幾個假臉書廣告購物

之詐騙特徵，基於保障整體網路交易安全，建議公平會可透過勸導或

宣傳方式要求網路平台業者包含臉書等採取自我管理措施，例如事前

於受廣告主委託刊登廣告時，要求廣告主於廣告刊載其名稱及可聯絡

之基本資料，並加以確認其真偽，以及事後就不實廣告之委託刊登個

案，刊登更正或下架廣告等，以防止不實促銷廣告之違法行為及適時

補救該違法行為造成之危害。

六、公平會現階段處理公平交易法不實促銷廣告案件，雖尚無窒礙難行之

處，惟建議仍宜隨時關注國外相關案件或規範修訂俾供參考。至新型

態廣告之日漸增加，建議未來亦宜持續瞭解問題來源加強檢視網路相

關廣告，並積極與其他行政機關相互合作，建立橫向聯繫外，同時強

化對外宣導說明內容，俾供業界遵循，嗣累積相關案例或執法經驗後，

再考量是否修訂相關處理原則。



98

附錄一 促銷廣告處分案例一覽表(97.1.1 至 108.12.31)

罰鍰單位：萬元

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1 97/01/18 97005 台 灣 大 哥

大 股 份 有

限公司

刊播「台灣大哥大網內一

族 801/401」廣告，宣稱

「 網 內 網 外 最 高 送

$3,200 通話費」，就其服

務價格及內容之揭露方

式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300 電視

2 97/03/21 97041 威 寶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電視及報紙媒體刊播

「威通卡」廣告，宣稱「威

通卡省漫遊費」、「漫遊費

最高省 80%」及「打遍世

界 最高可省漫遊費 80%」

等語，就其服務之適用範

圍及區域為引人錯誤之

表示。

100 電

視、

報紙

3 97/07/09 97090 興 奇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洛 嘉 蔓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雅虎奇摩購物中心，就

NINA RICCI 品牌飾品宣

稱「全台獨家引進推

薦」、「全台獨家販售」、

「全台限量 5條」等，就

其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60

（ 興

40 、

洛 ：

20）

網站

4 98/03/18 98047 家 福 股 份

有限公司、

台 灣 家 樂

福 股 份 有

限公司

就「到家樂福用消費券每

滿 3600元送 7200元滿額

折價券」活動廣告刊載

「滿額折價券使用注意

事項」、「商品任您買（菸

類除外）」等與「滿額折

300

（ 家

：

250

、

台 ：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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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價券」所記載之內容及實

際使用不符，就商品之內

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0）

5 98/03/27 98053 震 旦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 98 年 1 月 1 日及同月

17 日傳送行動電話門號

服務之簡訊廣告，宣稱

「恭喜您，抽中 EeePC筆

記型電腦+3.5G 無線上網

網卡。請攜帶雙證件至門

市 領 取 …… 詳 情請 洽

02-25167175 震旦通訊台

北延吉店」及「恭喜您獲

得本月震旦幸運星，抽中

華碩筆電專案一台並贈

送網卡，請帶雙證件至震

旦通訊高雄青年店」，就

服務之內容及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 簡訊

6 98/04/23 98068 陳紀達 君

即 喜 來 富

彩券行

於其營業處所張貼廣告

宣稱「刮刮樂整本只要

4,000 元 保證中 6,000

元」，對於服務之價格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

0 宣傳

單

7 98/05/07 98073 亞 太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 97年 6月 18日蘋果日

報「快樂通 888」廣告上，

對抽獎獎品之品質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65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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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

規定；97 年 6 月 18 日蘋

果日報「快樂通 888」廣

告之「各家國際電話費率

比較表」，對被比較對象

之服務內容及價格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8 98/05/11 98076 寶 雅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舉辦會員回娘家活動，於

廣告宣稱「消費券滿 500

送 200」活動，未說明抵

用券之使用限制條件，就

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0 宣傳

單

9 98/06/11 98086 統 一 超 商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國民便當商品促銷廣

告中，就商品之價格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50 電視

10 98/06/19 98091 辛鴻群 君

即 新 思 維

商行

於廣告旗幟宣稱「體驗

價！快遞宅配 每件 125

元 金門→台灣」，就服務

之價格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0 旗幟

11 98/06/19 98092 李子君 君

即 尚 合 汽

車貨運行

於貨車廣告宣稱「金門→

台灣 體驗價！125 元/

件」，就服務之價格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0 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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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12 98/07/23 98101 華 碩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廣告文宣刊載「凡 7／

31～8／31購買 ASUS Eee

PC 加價＄ 999 即可獲

得 … … ASUS My

Cinema-U3000Mini 數位

電視接收器。（並附有商

品 圖 示 及 記 載 原 價

NT$2900文字）」及於官方

網 站 刊 載 ASUS My

Cinema-U3000Mini 數位

電 視 接 收 器 「 原 價

NT$2900」等語，就其商

品價格及內容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8 網站

13 98/08/13 98113 聲 寶 股 份

有限公司

於報紙刊載「數位變頻冷

氣五年省五萬多」、「例：

選數位變頻冷氣，五年內

比 定 頻 冷 氣 省 多 少

錢？……＄59,600」、例

表與附註表示「3D變頻數

位變頻 省五年定額耗電

費 $35,410」、「四機一體

節省購買費 $8,590」、

「全程清淨系統 省五年

保養費 $7,500」、「五年

保 固  節 省 購 買 費

$2,100 」、「 變 頻冷 氣

19900特價 比原價25900

更優惠 $6000」及「以省

寶之王的聲寶冷氣日前

20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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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推出今夏最新機種『數位

變頻冷氣』來計算，它的

COP 值為 4.5，遠遠超過

2015 年 國 家 標 準 值

78%」，就其商品價格及品

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4 98/09/24 98134 日 盛 國 際

商 業 銀 行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手機簡訊廣告宣稱「97

年 8 月 18 日前刷日盛信

用卡單筆 3,000元以上，

自動幫您分5期零利率且

免手續費」等語，就服務

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20 簡訊

15 98/12/04 98171 興 奇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星 全 安 旅

行 社 有 限

公司

於興奇購物網刊載廣告

表示「五星級晶華飯店晶

饗美食聯合餐券 4 人

份……101 WASABI 日式

精緻自助饗宴 假日每人

原價$880 現在只要 499

元！！(不分平假日/已

含服務費) 超值下殺 56

折」，就其商品之價格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20

（ 興

：

12 、

星 ：

8）

網站

16 98/12/04 98172 鼎 鼎 聯 合

行 銷 股 份

有限公司、

星 全 安 旅

行 社 有 限

於GOHAPPY線上快樂購網

站刊載廣告表示「市價 57

折-晶饗美食聯合優惠

券」、「一人只要$499 台

北 101WASABI 、 新 竹

16

（ 鼎

：8、

星 ：

8）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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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公司 WASABI、信義誠品泰市場

三家通用四人同行只要

$1996元，原價$3520，市

價 57折」，就其商品之價

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7 99/02/02 99015 廣 三 崇 光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週年慶型錄刊載「維克

（鑄造）導磁深型不沾鍋

28cm 原價 1980 元 獨賣

價 699元 限 50組」之促

銷廣告，就該促銷商品之

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 型錄

18 99/03/17 99032 環 球 購 物

中 心 股 份

有限公司

於（98年）週年慶廣告紙

本 DM刊載「幸福心喜~天

天送你出國遊」活動，其

所送雙人臺北-首爾來回

機票贈品與宣稱不符，就

商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0 紙本

DM

19 99/03/17 99033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行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刊登「刷中信白金卡天天

享用紅利點數600點升等

高鐵商務車廂」廣告，就

其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0 電視

20 99/03/22 99038 辛鴻群 君

即 新 思 維

商行、

黃炯團 君

即龍坊、

使用紅布條市招宣稱「金

門特產兩件 7.9 折（高

『梁』酒除外）」（應為

「粱」，原文誤植「梁」），

就金門特產之價格優惠

0 紅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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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余凌玲 君

即 誠 品 商

行、

余凌玲 君

即 康 熙 商

店、

囍 莊 有 限

公司

條件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21 99/05/19 99059 煙 波 大 飯

店 股 份 有

限公司

於網頁廣告刊載「冬暖賞

味」一泊二食住房專案，

未說明訂房限制條件，就

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網站

22 99/05/20 99061 怡 和 餐 飲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刊載肯德基「加 1 元多 1

件」促銷廣告，惟於 99

年 2月 23日至 2月 24日

於眾多門市無法依廣告

所示提供優惠商品，就商

品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網站

23 99/05/20 99063 學 承 電 腦

有限公司

於 YAHOO！奇摩網站刊載

「免費課程」標題，並載

有「AutoCAD 建築室內設

計圖班  剩餘名額 48

名」、「網頁設計專家實務

班 剩餘名額 16名」、「網

路拍賣、部落格經營秘訣

班 剩餘名額 24 名」、

「Painter 數位插畫漫畫

實務班  剩餘名額 37

10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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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名」、「Alias 創意工業產

品設計班 剩餘名額 30

名」、「平面設計接案達人

班 剩餘名額 12 名」、

「Maya 電影動畫影視特

效設計班 剩餘名額 33

名」、「辦公室文書達人特

訓 剩餘名額 60 名」、

「Linux 網路工程專家培

訓 剩餘名額 51名」等免

費體驗課程，就服務之內

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24 99/08/05 99086 遠 傳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摺頁廣告刊載「『哈啦

頭家 990』費率每月免費

贈送他網及市話各110分

鐘(不含影像電話、國際

電話、國際漫遊、語音信

箱、加值語音服務、特碼

服務及其他免費通話分

鐘數)」等語，就服務之

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40 摺頁

25 99/08/16 99088 上 聯 國 際

展 覽 有 限

公司

刊登報紙廣告，宣稱

「3/5-8 現場購票入場前

100 名民眾，即可以 38

元購買價值550元的漢來

大飯店或價值420的寒軒

國際大飯店下午茶券」等

語，就其商品之內容及價

5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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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26 99/11/04 99123 大 潤 發 流

通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廣告宣稱「滿 2,000送

1,000 購 物 滿 額 抵 用

券」，未說明相關使用限

制條件，就商品內容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40 紙本

DM

27 99/11/18 99132 樹 籽 股 份

有限公司

經營之南方莊園渡假飯

店於其網站「星光湯屋專

案」促銷廣告宣稱「北台

灣第一張溫泉認證標

章」，就服務之品質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網站

28 99/12/03 99142 寶 雅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其 25 週年慶網路及紙

本廣告型錄刊載「Love

Beauty台灣手工假睫毛」

之促銷訊息，就商品之製

造地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 網站

29 100/07/15 100120 統 一 佳 佳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網頁及文宣廣告刊載

「2 個月活力會籍 新年

價 2011元」，未揭示限制

條件，就服務之內容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 網站

30 100/07/29 100135 戈 賓 有 限

公司

於報紙刊載「BRAPPERS」

品牌牛仔褲促銷廣告，宣

稱「即日起至 5/8 全面 8

折」，就商品之內容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5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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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示。

31 100/08/26 100156 全 家 便 利

商 店 股 份

有限公司

於廣告宣稱「味丹雙響泡

飽飽鍋滷香牛肉鍋桶麵

110g 原價 30 元特價買 1

送 1」等用語，就商品之

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0 報紙

32 100/08/30 100159 震 旦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廣告型錄、橫布旗刊載

「春遊東京 智慧手機送

雙人機票」、「智慧手機送

東京雙人機票」、「雙卡機

送東京機票」等活動資

訊，其贈品與廣告宣稱不

符，就商品之內容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5 型錄

33 100/12/01 100237 渥 奇 數 位

資 訊 股 份

有限公司、

鎮 隆 整 合

行 銷 企 業

有限公司

於網頁宣稱「……原價

1580 郭元益百年中秋經

典錦風三層30入禮盒 超

值優惠 5 折」，就商品之

價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

20

(

渥 ：

10 、

鎮 ：

10）

網站

34 101/03/29 101032 遠 東 百 貨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廣告宣稱「SKII C套組

特價 8010 元」等語，就

商品價格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8 紙本

DM

35 101/05/14 101055 燦 坤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網路刊載液晶顯示器

商品廣告，就商品價格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5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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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36 101/05/31 101062 家 城 股 份

有限公司

刊載「買三層犇套餐 送

雙層犇或華堡系列套餐」

廣告，就其商品之內容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10 網站

37 101/07/12 101085 曾 煥 彰

君、

台 南 寶 美

婚 紗 攝 影

有限公司、

許德慶 君

即 蘿 曼 菲

麗 緻 婚 紗

攝影、

法 樂 琦 有

限公司、

楊元良 君

即 當 代 誠

品 造 型 攝

影、

珍 愛 時 尚

婚 紗 企 業

有限公司

、 賴 松 輝

君 即聖羅

蘭 婚 紗 攝

影、

凱 驛 紗 婚

紗 有 限 公

司、

於臺南德安百貨婚紗展

銷售「婚紗攝影」廣告，

宣稱「預約就送平板電

腦」、「訂婚紗 天天送平

板電腦 100 台平板電腦

現場送」，就服務之內容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40

（ 各

5萬）

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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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妤 晨 攝 影

有限公司

38 101/08/16 101101 復 興 航 空

運 輸 股 份

有限公司

於網頁宣稱「將自 2月 14

日起，至 4 月 15日為止，

推出離島航線統一優惠

票價!」，就服務之內容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50 網站

39 101/08/21 101105 黃政憲 君

即 威 斯 特

商行

於營業處所外觀刊載「結

束營業 全店 98 6/4止」

及「最後 4 天」，就商品

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5 營業

處所

外觀

40 101/08/22 101108 施萬却 君

即 長 榮 家

具行

於報紙及網站廣告刊載

「5 尺二線獨立筒床墊」

等傢俱商品促銷廣告，宣

稱各商品之「原價」、「市

價」價格，就商品之價格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5 報

紙、

網站

41 101/08/23 101113 遠 百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 101/5/23~101/6/5 檔

期廣告 DM 登載「義美豆

腐」系列商品促銷資訊，

宣稱原價為 20 元，就商

品之價格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5 紙本

DM

42 101/09/06 101115 家 福 股 份

有限公司

於其型錄刊載「統一雞

精」促銷廣告，就其商品

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5 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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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43 101/09/10 101124 富 邦 媒 體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坂 洋 國 際

有限公司

於電視及網頁廣告銷售

「Home life 超快速多功

能大蒸氣量專業級掛燙

機」刊載「原價$3980」、

「市價 3980」、「市售價

6,800元」，就商品之價格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20(

富 ：

10 、

坂 ：

10）

電

視、

網站

44 101/09/26 101134 義 大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其網站刊載商品促銷

資訊，就其商品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網站

45 101/11/20 101172 源 興 行 銷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秘寶天天抽

航海王限定版 iPad2 乙

組(iPad2+航海王 iPad2

機殼，市值 20,000元)」

等，就贈獎之價值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網站

46 102/01/30 102014 員 蓉 寢 具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報紙刊登「結束營業、

租約到期」廣告，就商品

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5 報紙

47 102/02/21 102023 燦 坤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促銷「FUJIMARU品牌一

對一單冷分離式空調」商

品廣告，就商品之品質為

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10 紙本

DM

48 102/07/10 102105 台 灣 大 哥

大 股 份 有

限公司

於「myfone 數位 3C 購物

通」刊物之「網內一族

401+行動上網 699」、「通

20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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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通省 699+行動上網 699」

方案宣稱「網內免費」，

就服務之內容為引人錯

誤之表示。

49 103/01/24 103014 捷 盛 不 動

產 仲 介 經

紀 有 限 公

司

仲介銷售「三禾硯」建案

預售屋，於該建案工地圍

籬上廣告宣稱「凡成交送

60 吋 LED 電視」，就其服

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工地

圍籬

50 103/07/30 103097 台 灣 小 米

通 訊 有 限

公司

於 102 年 12 月 9 日、12

月 16 日與 12 月 23 日舉

辦3波網路購買紅米手機

活動，就商品之數量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60 網站

51 103/09/04 103108 立 榮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網站宣稱「網路訂購離

島 居 民 票  獨 家 最 優

惠」，就服務之價格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0 網站

52 104/03/31 104025 久 福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於「買餐送宿 NT$3,888」

廣告宣稱「每天限量 10

套」，就商品之數量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 文宣

53 105/02/16 105012 康 太 數 位

整 合 股 份

有限公司、

艾 達 康 國

於 17Life 團購網刊載

「Tenda FH303 300M」商

品促銷廣告，宣稱「原價

$2290 節省$1340」、「4.1

10

( 康

：5、

艾 ：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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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際 有 限 公

司

折」，就商品之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54 105/08/24 105096 創 業 家 兄

弟 股 份 有

限公司、

欽 邁 國 際

有限公司

於「3C 市集」網站刊載

「Tenda FH303 300M」商

品促銷廣告，宣稱「原價

$2290 現省 1541」、「折扣

3.3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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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創

：5、

欽 ：

5）

網站

55 106/12/07 106112 亞 太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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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網站

56 107/03/29 107016 惠 康 百 貨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舉辦「中元嘉年華大拜拜

來頂好買 300送 100抵用

券」優惠活動，未完整揭

露現金券、抵用券之限制

條件，對具有招徠效果之

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網站

57 107/07/31 107068 大 潤 發 流

通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舉辦會員獨家1元加購活

動，紙本廣告型錄刊載加

購商品之圖示與實際交

易商品不符，及未完整揭

露加購活動之限制條

15 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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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處分書

日期

處分書

文號

被處分人 處分書主文摘要 罰鍰 備註

件，對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

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58 107/08/02 107070 香 港 商 捷

時 海 外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於臉書粉絲團刊登促銷

廣告，宣稱獎品日月潭雲

品溫泉酒店住宿券「價值

19,000 元」，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贈獎價值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10 網站

59 107/10/15 107089 亞 太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以發送簡訊方式傳達優

惠活動訊息，對具有招徠

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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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11月 14 日）

一、（目的）

為維護交易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避免事業以不當促銷廣告誤導消

費者，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所稱促銷廣告，係指事業於商品（服務）之廣告，以特價、

減價、折扣、分期、免費或買一送一等價格或數量優惠、限時或限量

交易、提供贈品或贈獎等方式，促進對消費者之招徠效果，而增加其

商品（服務）之交易機會。

三、（真實表示原則）

事業就商品（服務）促銷廣告應善盡真實表示義務，並確保促銷內容

與實際提供情形相符。

四、（妥善規劃原則）

事業為促銷廣告前應充分考量、善予規劃及妥為準備，無論促銷活動

係自行辦理或與他事業合作，促銷內容係自行或他事業提供，均應確

保廣告之真實履行。

五、（充分備貨原則）

事業促銷廣告未有限量表示者，應事前備置充足商品（服務），並於

促銷期間提供，以確保廣告真實履行。

六、（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

事業就商品（服務）所為促銷廣告，對於足以影響消費者交易決定之

重要交易限制條件應充分揭示，避免以不當版面編排及呈現方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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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

事業於促銷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一）廣告所示商品（服務）價格或數量優惠與實際提供情形不符，包括

事業實際並未提供銷售、提供數量顯較廣告所示數量為少，或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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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表示，而實際提供銷售之商品（服務）顯未達合理可預期之需

求數量。

（二）廣告所示商品（服務）之價格、數量或其他優惠，實際附有條件、

負擔或期間等限制而未予明示，或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

小顯不成比例者。

（三）廣告所示商品（服務）之圖片、型號等表示或表徵與實際交易情形

不符。

（四）廣告就贈品贈獎之內容、數量、價值、參加辦法（資格、期間、方

式等）、抽獎日期等所為表示或表徵與實際不符。

（五）廣告所示贈品贈獎實際附有條件、負擔或期間等限制而未予明示，

或刊登之版面排版、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者。

（六）廣告就商品（服務）價格為業界最低或類似表示，實際並無銷售或

銷售價格並非最低。

（七）廣告內容僅於特定門市、分店或交易場所適用而未予明示。

（八）廣告強調商品（服務）數量之稀少或限量，而為不實之銷售。

（九）廣告為虛偽不實之限時表示。

（十）廣告宣稱價格優惠，但所示商品（服務）之「原價」、「市價」等

基準價格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十一）廣告表示消費一定數額得獲嗣後交易優惠之抵用券、折價券等，

就抵用券、折價券等使用方式、期間、範圍等限制未予明示，致消

費者就其價值產生錯誤認知之虞。

八、（法律效果）

事業違反第七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九、（補充規定）

促銷廣告案件除受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及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

十、（補充規定）

促銷廣告案件除受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

條及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



116

參考文獻

一、專書

Kotler, P.(2000),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10th Edition, .NJ: Prentice Hall.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3 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公平交易法對於網路廣告之規

範及案例研究，第 41-47頁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6 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各國對於不實廣告規範之研

究，第 5頁。

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第 18條至第 24條，頁 278。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專論(三)，第 278頁，自版，2006年 7月出版。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林易典副教授譯，德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2017

年最新翻譯。

劉國熙、湯文山，廣告大糾紛，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49-51頁

二、期刊論文

F.C. Mela, S. Gupta and D.R. Lehman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promotion and advertising on consumer brand choic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XXXIV: 248-261. 1997.

L. Campbell and W.D. Diamond, Framing and Sales promo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deal.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7(4):25-31. 1990.

M.F. Smith and I. Sinha, The impact of price and extra product

promotion on store pre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8(2): 83-92. 2000.

Webster F.E, 1965. “The Deal-Prone Consumer,” Journal of



117

Marketing Research, Vol.2, pp.186-189.

王鴻菁，2013，人力促銷行為對衝動性消費之影響，大葉大學關係管理

學術研討會，2013年 6月。

林家弘，「網路促銷廣告、知覺風險及限制性因素對促成消費者衝動性購

買之影響」，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碩士論文，2017年 12月。

林諺銘，「跨境網路代購服務之消費者決策因素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數位內容科技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年 6月。

沈永正、朱家賢、姜哲祺、黃河明，「影響網路非計畫性購買之個人與情

境的前置因素探討」，載於電子商務學報第 12卷第 3期，2010年 9月，

第 457-482頁。

周信宏(2011)。影響百貨公司促銷活動效果因素之研究─以信義計畫區

百貨公司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台

北市。

莊勝雄、施坤壽、黃文宏、宋珍誼，「數量折扣與促銷框架對衝動性購買

影響之差異研究」，載於管理資訊計算第 6 卷特刊 2 期，2017 年，第

171-188頁。

楊美雪、陳乃慈、邱于平，「網路原生商店平台服務之研究」，載於電子

商務研究第 11卷第 3期，2013年，第 311-330頁。

劉美琪，「隱藏式廣告適法原則之探討」，中華傳播學會 2004 年年會論

文，2004年 6月。

謝佩玲，「線上促銷策略對價值共創之影響」，載於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第 2卷第 2期，2014年，第 254-264頁。

龔昶元、黃偉哲(2008)。網路廣告促銷方式、衝動性特質對網路衝動性

購買行為之影響。行銷評論，5(2)，249-274。



118

三、資料庫及網路資源

SHOPLINE，2018年 1月，「網路社群直播正夯！品牌賣家如何開始規劃

直播影音行銷？」

(https://shopline.tw/blog/brand-live-stream-marketing/)

SmartM/向敏萱，2018年 3月，「用對 Instagram４大特色功能，讓行銷

效益事半功倍」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4373538cea3)

Koodata，「LINE 廣告」(https://www.koodata.com.tw/)

Mr.Kuang，2018年 5月，「還不知道關鍵字廣告？告訴你關鍵字廣告 4

大強項」。

(https://kuangyaodm.org/%E9%82%84%E4%B8%8D%E7%9F%A5%E9%81%93

%E9%97%9C%E9%8D%B5%E5%AD%97%E5%BB%A3%E5%91%8A%EF%BC%9F%E5%91

%8A%E8%A8%B4%E4%BD%A0%E9%97%9C%E9%8D%B5%E5%AD%97%E5%BB%A3%E5

%91%8A%E7%9A%844%E5%A4%A7%E5%BC%B7%E9%A0%85/)

公平交易委員會業務統計資料－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統計第 10頁

(https://www.ftc.gov.tw/upload/fd76e5d2-1a1c-4944-890d-a1531

1c69982.pdf)，最後瀏覽日期：109年 1 月 2 日。

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反詐騙網站之「臉書假廣告」特徵

(https://165.npa.gov.tw/#/article/rumor/14)

敝姓商，2019年 2月，「為什麼要做網路行銷、數位廣告？五大理由告

訴你！」(https://www.awoo.com.tw/blog/digital-ads-marketing/)

樂活多媒體有限公司，「一頁式網頁是現今潮流？優點？缺點？」

(https://www.lohaslife.cc/archives/6931)

維基百科(Facebook、Line、Youtube、Instagram)

劉奶爸，2017年 4月，「如何運用自媒體（之九）：FB直播可用來強力行

銷！」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7/22781?page=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