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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名稱 

 

 

從公平交易法出發論不實廣告行為之新趨勢研究 

研究單位 

及 人 員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競爭處 

張恩生、賴美華、李婉君、林

雨菁、楊翔宇、陳威帆 

研究                                     

時間 

自 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一、研究緣起 

現今廣告隨著網際網路發展及線上購物交易環境發展，行銷方式已由

傳統媒體時代「AIDMA」（Attention 注意->Interest 興趣->Desire 慾望

->Memory 記憶->Action 行動），即廣告內容聚焦於所推廣之商品或服務本

身，逐漸轉變為網路時代「AISAS」（Attention 注意->Interest 興趣->Search

檢索->Action行動->Share分享）情況，由網路使用者使用網路搜尋引擎檢

索查詢，取得感興趣商品或服務之廣告相關資訊，以及透過各式社群媒體散

布、分享廣告主發布之廣告內容。因此，現今廣告可能因刊載（投放）之平

台類型不同，衍生各該不同廣告主責任之探究，以及為達到更加曝光廣告之

目的，將廣告內容與網路使用者搜尋目標作結合之關鍵字廣告呈現方式等爭

議。爰本研究擬進一步歸納分析廣告新趨勢或態樣，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日

後辦理不實廣告案件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及個案分析方式，整理公平交易委員會及

法院過往處分書及實務判決作為論述基礎，並輔以蒐集學者專家的相關研究

文獻，藉由比較個案事實及學者觀察，研究不實廣告行為新趨勢下衍生之問

題，並採歸納分析法整理可能的違法類型及解決的過程，藉由系統性的回顧

檢討，以期對於近期新趨勢廣告所產生問題的處理能更臻明確。本文章節之

編排，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透過近期不實廣告案件統計了解新趨勢分

析；第三章係藉由法院實務案例進行不實廣告案件之新態樣發展與探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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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則針對廣告行為可能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範之檢討，最

後於第五章提出結論及建議。 

三、主要建議事項 

經綜合前述研究議題，獲致建議如下： 

（一）隨著網路科技進步及新型態網路發展，使用人數快速成長，交易糾紛

日益增加，甚至違法類型之比重亦增，且因網路無國界特性，將產生

更多跨域交易紛爭。面臨新經濟時代產生之新型態網路廣告，為增強

不實網路廣告之查處力道及範圍，如何強化對於網路廣告之規範與查

處，已成為當今重要之課題。公平交易委員會除依法針對攸關民生、

經常違法者（例如：不動產、電器等）進行查處外，針對網路廣告部

分雖亦訂有相關處理原則，其內明定包括「廣告主」定義、「真實表

示」、「及時更正」、「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以及「線上付款」、「網

站超連結」、「社群網站用戶（含部落客）」等違法類型，惟為維護交

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隨時檢視、因應配合增修

相關法令規範。 

（二）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更多民眾將自身消費經驗透過社群網站或行

動影音分享使用商品或服務相關訊息，然而瞬變萬千的網路世界，法

律規範仍可能有不足因應之處，除由專家、學者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

專業意見外，如何促使業者配合政府法規與實際狀況，透過業者自律

及政府監督，降低業者違法風險，已成為目前共同之目標。公平交易

委員會除主動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業者等，針對網路廣告之新模式

等進行專題演講或意見交流，以利廣告不實案件之預防與查處外，亦

得與網路平台業者進行研商並建立共識，包括網頁廣告內容應具體、

明確、避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事等，以增進業者自律，維

護交易秩序。 

（三）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站媒體已成為事業爭取交

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網站曝光率或到訪率即代表事業與潛在客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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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乃至達成交易的機會。而事業購買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

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之機會，可能涉及公平

交易法有關不公平競爭之規定，雖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往執法案例均

獲得法院支持，但是就實務上個案擴及層面觀之，除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予以論處外，是否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

適用情況，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適時累積實務個案及執法經驗，全面

檢視執法規範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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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依據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簡稱 DMA）於 109 年 6 月 9 日發

布之「2019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108年數位媒體廣告總量達新臺幣

（下同）458.41 億元，較 107 年的 389.66 億元，整體成長率達 17.6%，

顯示數位媒體廣告之投放比例自 107 年超越其他媒體（包含廣播電視、報

章媒體等）廣告的總合，已成為業者行銷方式之主流，且在 108 年仍有相

當成長。而廣告類型除可分為一般媒體平台（即一般性內容或服務的網站

平台與 APP等）及社交媒體平台（包含社群平台，如 Facebook、IG、twitter

等，以及即時訊息軟體，如 Messenger、Line 及 WeChat 等），又可分為展

示型廣告（包含一般橫幅廣告、文字型廣告、多媒體廣告、原生廣告等）、

影音廣告（包含外展影音廣告、串流影音廣告等）、關鍵字廣告（包含付費

搜尋行銷廣告、內容對比廣告等）、口碑內容行銷（包含內容置入、網紅業

配及直播、口碑操作等）及其他（包含郵件廣告、簡訊等），就廣告類別而

言，影音廣告總量達 111.11億元，成長率約 37.2%，又隨著第五代行動通

訊技術標準之進化應用，影音廣告將繼續呈現成長之趨勢。此外，關鍵字

廣告雖僅著重在一般媒體平台，然其總量約 112.88億元，占該類平台廣告

量之 39%，顯見關鍵字廣告被視為最佳入手的網路廣告，僅需業者自有網

站或商品頁面連結，即有助於網站導流藉以打開品牌知名度、開發客戶群

等。 

其次，現今廣告隨著網際網路科技進步及線上購物環境發展，其行銷

方式已由傳統媒體時代「AIDMA」（Attention 注意->Interest 興趣->Desire

慾望->Memory 記憶->Action 行動），即廣告內容從聚焦於所推廣之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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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本身，逐漸轉變為網路媒介時代「AISAS」（Attention 注意->Interest

興趣->Search檢索->Action行動->Share分享）情況，由網路使用者透過

網路搜尋引擎檢索查詢，取得感興趣商品或服務之廣告相關資訊，甚至藉

由各式社群媒體加以散布、分享廣告主發布之廣告內容。因此，廣告可能

因刊載（投放）之平台類型不同，進而衍生各該不同廣告主責任之探究，

以及業者為達到強化曝光廣告之目的，將廣告內容與網路使用者搜尋目標

加以結合之關鍵字廣告呈現方式等相關爭議。爰本研究擬透過歸納、分析

及整理廣告之新趨勢或態樣等情形進一步提出若干建議，以作為公平交易

委員會日後辦理不實廣告案件之參考。 

 

第二節 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我國自 80 年 2月 4日制定公布公平交易法，並於 81年 2月 4日施行，

其中該法第 21 條明訂廣告不實之規範，嗣於 100 年 12 月就網路廣告案件

部分，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交易委員會）亦訂有「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而該原則規範除明訂「廣告主」定義以及

「真實表示」、「及時更正」、「限制條件充分揭示」等原則，亦包括「線上

付款」、「網站超連結」、「社群網站用戶（含部落客）」等疑涉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期能藉此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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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事業為爭取交易機會，大幅度使用網路廣告方式進行招徠以利

商品或服務之銷售，例如：團購網站、關鍵字廣告等新興之網路廣告方式，

倘其內容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將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且影響

交易秩序，進而損害消費者權益。另外，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及消費者習

慣的改變，透過網路方式傳遞消費相關資訊，甚至直接透過網站進行交易

之情形愈來愈普遍，但是因消費者無法在網路交易前接觸到實體商品，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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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連業者所在亦無法得悉，只能片面依據網路廣告獲取商品及業者等相關

資訊，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不肖業者藉機透過不實廣告以獲取利益，

甚至發生 Facebook（下稱臉書）一頁式廣告詐騙之情形。由此可見，事業

行銷商品手法屢有更新，網路廣告爭議亦屢見所聞，致使公平交易委員會

近年來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比例仍有居高不下之情形。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係全面檢視、分析近年來不實廣告案件之趨勢，

藉以從中找出不實廣告之新態樣發展並進一步探討，另就廣告行為可能涉

及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及第 25 條規定加以檢討，以提供公平交易委員會未

來對於廣告不實之法律規範及行政管理提出具體之建議。而本文章節之編

排，除第一章為緒論外，將於第二章分析近期不實廣告案件之趨勢，包括

網路廣告與傳統媒體之占比、網路廣告中平台服務業者網站與事業自架網

站之比例、網路廣告主要刊載平台違法件數，以及近年來訴訟案件爭點類

型等情形；第三章是探討不實廣告案件之新態樣發展，由於網路廣告日新

月異，廣告行為主體認定或有不同，期能藉由探討近來不實廣告訴訟爭議

案件，進而作為在制定相關法規與管理措施更能全面性考量之依據，第四

章則是探討數位時代廣告衍生不公平競爭，以日漸興盛的關鍵字廣告為核

心，並於第五章總節提出整體結論與建議，以作為未來辦理不實廣告相關

案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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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期不實廣告案件趨勢分析 

 

第一節 網路廣告與傳統媒體廣告 

 

隨著網際網路及行動裝置的普及，網路行銷商機持續擴大，網路上可

以找到各式各樣的商品及其價格等相關資訊，並直接進行購買，消費不再

受到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在這樣的數位化趨勢下，網路廣告也因此成為主

要的宣傳管道，根據統計，2019年台灣數位廣告量全年達 458.41億台幣1 ，

反之，傳統行銷則逐漸式微，以往佔據重要媒介地位的電視台廣告、報章

雜誌廣告、廣告看板等傳統廣告媒介，亦漸失去以往光環，不再是廣告業

主的常備首選。 

事業所為廣告倘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除可能造成消費者無法正確

作成交易決定外，同時亦對其他守法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進而影

響交易秩序，故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禁止事業為不實廣告。而隨著網路廣告

之崛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之不實廣告處分案件，在網路廣告與傳統媒

體廣告上亦有變化，茲以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年起至 109 年 11月底之不實

廣告案件為基礎，分析如下： 

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自 105年起至 109年 11月底止之統計資料，不實

廣告之處分案件共有 230件，罰鍰金額為 11,790萬元。其中，網路廣告處

分案件計有 153 件，占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數之 66.52%；網路廣告合併傳統

媒體廣告之不實廣告處分案件計有 28 件，占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數之

12.17%；網路相關不實廣告之處分案件(單純網路廣告加上網路廣告合併傳

統廣告之處分案)達 181件，占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數之 78.7%；傳統媒體廣

                                                 
1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 2019年台灣數位廣告量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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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實處分案件計有 49件，占不實廣告處分案件數 21.3%。(表 2-1，案例

詳附錄 1) 

 

 

 

依各別年度而言，不實廣告之處分件數以 105年度最多，達 77件，其

次分別是 107年 55件、106年 46件、109年 28件及 108 年 24件，似呈遞

減趨勢。又觀察網路廣告不實案件占當年度不實廣告案之比例，分別為 105

年 62.34%、106 年 58.7%，107年 74.55%、108 年 70.83%及 109年 71.43%，

107年至 109年之比例介於 70%至 75%，已呈現穩定趨勢；反之，傳統媒體

廣告不實之處分案件占當年度不實廣告案之比例，分別為 105年 23.38%、

106 年 34.78%、107 年 18.18%、108 年 4.17%及 109 年 14.29%，已有逐年

降低趨勢。(表 2-2) 

 

 

 

單位:件

型態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05-109年

網路廣告 48 27 41 17 20 153

傳統廣告 18 16 10 1 4 49

網路與傳統

廣告併行
11 3 4 6 4 28

總件數 77 46 55 24 28 230

資料來源:公平會處分案件資料庫

表 2-1  105年-109年不實廣告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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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05年-109年網路廣告不實處分案比例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件資料庫 

 

第二節 平台網路廣告與自架網站廣告 

 

「網路廣告」係指事業為銷售其商品或服務，以網際網路為媒介，提

供商品或服務媒介，提供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資訊，以招徠交易機會之傳播

行為2。故凡是透過網路刊登或發佈之商品相關訊息，藉以激起消費者購買

商品或勞務之欲望者皆屬之。 

網際網路提供事業傳播商品訊息及交易方式之多種選擇，事業可自行

架設網站或透過平台服務業者提供之網路平台等方式進行，甚至同時採取

多種組合管道進行廣告刊登。實務上，觀察公平交易委員會受理之不實網

路廣告案件媒體載具，亦可見同一商品廣告同時以網路廣告及傳統媒體廣

告呈現之情形。又平台網路廣告及自架網站之網路廣告者雖均謂之網路廣

告，然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廣告行為人認定方面，咸有差異，蓋事業為銷售

                                                 
2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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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而於自行架設之網站刊載網路廣告，刊載網路廣告之事業即認是廣告

行為人，自應負起廣告內容真實表示之責，此並無疑義，然事業倘透過平

台服務業者刊載網路廣告以銷售商品，因涉及與平台服務業者之異業合

作，其合作態樣複雜多樣，該等平台網路廣告之行為人可能為銷售商品之

事業、平台服務業者、供貨商，或同一商品廣告同時認定供貨商及平台服

務業者均為廣告行為人等，不足而一，故平台網路廣告倘有發生廣告不實

情事，須在調查階段先行了解平台網路廣告銷售商品之供貨商，以及供貨

商與平台服務業之合作關係，綜觀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廣告內容之決定方

式及監督情形、廣告出資、廣告所揭示之事業名稱或識別標誌、締結交易

之名義人、發票出具人、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不實廣告之獲益分配等，

始能評判網路廣告之行為人，以進行後續行政處分。有關平台網路廣告之

廣告行為人認定，詳第三章第一節。 

依網路廣告刊載之媒體統計，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至 109年 11月行

政處分之網路廣告不實案件共 198 件，其中，使用平台服務業者刊載網路

廣告不實者共有 131 件，超過六成，顯見事業透過平台服務業者刊載網路

廣告受到青睞，而平台網路廣告不實案件較多，應與平台網路廣告數量眾

多，網路流量大有關，且平台網站常係直接提供消費者線上訂購商品，民

眾經由實際交易與到貨商品檢視，可直觀比對網路廣告之表示或表徵是否

與事實相符，故該類平台網路廣告相對較容易被發現。 

而事業於自架網站中刊載網路廣告不實案件計 67 件，事業自架網站介

紹商品資訊仍有相當數量。又事業自架網站之網站內容則常包括事業簡

介、理念等綜合訊息，商品內容僅為事業網站內容之其中一部分(圖 2-1)，

此與刊載於平台服務業網站之平台網路廣告，其廣告重點常係直接訴求廣

告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品質內容等銷售訊息，以招徠民眾注意及購買，二

者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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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105年-109年平台與自架網站不實網路廣告3 

 

另就年度觀察，平台網路廣告不實處分案以 105年 1的 47件最多，106

年下降為 27件，其後年度處分案件數介於 12~28 件間，呈現略下降情形。

究其原因，除與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量網路廣告已成趨勢，在 105年修正「公

平交易委員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4，並加強不實廣告法令宣導5

外，對於違法輕微及影響交易輕微案件給予警示等行政指導，而非以行政

處分為唯一手段，也因平台網路廣告不實案件涉及之平台服務業者具有較

高之遵法意識，在遭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行政處分後，為減少違法風險，

平台服務業者咸會加強及賦予商品或服務供貨商上傳網路廣告內容真實之

注意義務，而供貨商為繼續在平台服務業者之平台網站銷售商品或服務，

更注意廣告內容之完整及真實。(表 2-3) 

 

 

                                                 
3圖 2-1 及表 2-3，因部分網路廣告可能同時登載於不同網站，在計算處分案件數時，各類

型網路廣告不實處分案件數加總，將有大於處分案件總件數之情形。 
4
 105.11.16 公競字第 10514613661 號令修正發布。 

5
 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 年起至 109 年 11 月止，進行不實廣告宣導共計 76 場次。 

 66% 

 34% 

105年-109年 平台與自架網站不實廣告 

平台網路廣告 自架網站廣告 

131件 
6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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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5年-109年平台網路廣告與自架網站廣告 單位:件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件資料庫     

 

第三節 平台網路廣告刊載平台狀況 

 

以公平交易委員會 105年起至 109年 11月處分之平台網路廣告不實案

件觀察，平台網路廣告不實案件最多者係刊載於 591 房屋交易網，其次為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線上購物，第三名由 momo 購物網及臉書併

列，YAHOO!奇摩超級商城則列居第五名。(表 2-4) 

另以平台網站性質觀之，刊載不實平台網路廣告之網路平台，以銷售

各類商品之電商平台最多，包括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線上購物、

momo購物網、YAHOO!奇摩超級商城、PChome Online 商店街、東森購物網、

樂天、YAHOO!奇摩購物中心、udnshopping(udn 買東西)、生活市集、GOHAPPY

線上快樂購網站、松果購物、森森購物、Friday購物網、蝦皮、Yahoo 奇

摩拍賣網站等，該等電商平台普遍具有相當知名度，且銷售商品涵蓋種類

廣泛，刊載之網路廣告數量亦龐大，是雖然前述電商平台刊載之網路廣告，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不實而予以處分者最多，然以其其違法不實網路廣

告佔其整體網路廣告規模而言，難謂其網路廣告不實之違法風險高於其他

平台業者，或事業自架網站刊載之網路廣告。 

另房屋銷售網路平台係不實平台網路廣告刊載第二多者，包括 591 房

年度 平台網路廣告 自架網站廣告

105年 47 15

106年 27 6

107年 28 24

108年 12 11

109年 17 11

105年-109年 13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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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交易網、台中房地王網站、樂新屋網、新屋網、優築網、樂屋網等。該

類網路平台之交易標的為房屋，上傳網路廣告刊載者或為建商、不動產代

銷事業、不動產經紀業者、個人等，該類網路廣告上常僅刊載聯絡電話，

故該類網路廣告之查處，首要確認廣告行為人，其違法不實廣告表示則多

涉及工業住宅、夾層屋、陽台外推及公共設施等。 

 

表 2-4  近五年不實平台網路廣告主要刊載平台 

序

號 
平台名稱 105 106 107 108 109  總計 

1 591 房屋交易網 10 7 4 
 

4 25 

2 
PChome Online 24H 購

物網站/線上購物 
6 2 4 2 2 16 

3 momo 購物網 5 1 5 1 1 13 

4 臉書 2 1 5 2 3 13 

5 YAHOO!奇摩超級商城 6 2 
 

1 
 

9 

6 「台中房地王」網站 2 2 1 
  

5 

7 
PChome Online 商店

街 
3 1 0 0 0 4 

8 樂新屋網 3 
    

3 

9 快 3 網路商城 1 2 
   

3 

10 YT 
 

1 1 
 

1 3 

11 東森購物網 
   

3 
 

3 

12 17life 1 
 

1 
  

2 

13 樂天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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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屋網 2 
    

2 

15 各新聞網 
 

1 
  

1 2 

16 YAHOO!奇摩購物中心 
 

1 1 
  

2 

17 
udnshopping(udn 買東

西)   
2 

  
2 

18 生活市集 
  

1 
 

1 2 

19 
福輪公司所經營之瘋

摩商城網站 
1 

    
1 

20 「3C 市集」網站 1 
    

1 

21 
GOHAPPY 線上快樂購

網站 
1 

    
1 

22 優築網 1 
    

1 

23 樂屋網 1 
    

1 

24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 
 

1 
   

1 

25 
Knowhouse 樂好市網

站  
1 

   
1 

26 
光速火箭(有)公司之網

路交易平台  
1 

   
1 

27 ACCUPASS 網站 
 

1 
   

1 

28 Line 
  

1 
  

1 

29 8891 汽車交易網站 
  

1 
  

1 

30 Google 搜尋引擎 
   

1 
 

1 

31 松果購物 
   

1 
 

1 

32 森森購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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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111 創業加盟網 
 

1 
   

1 

34 888boss 創業網 
 

1 
   

1 

35 博客來 
    

1 1 

36 
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

司     
1 1 

37 Friday 購物網 
    

1 1 

38 蝦皮 
    

1 1 

 

各年度網路平台總和

件數 
47 27 28 12 17 131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件資料庫    

 

第四節 近年訴訟案件情形 

 

  就年度觀察，105 年至 109 年不實廣告訴訟案件爭點類型及比例，其

中以不動產業者銷售建案廣告不實提起行政訴訟案最多(計 12 件，佔不實

廣告訴訟比例達約 52%)，究其原因，除購買住戶與不動產業者涉有法律糾

紛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檢舉外，不動產業者銷售建案動輒數千萬元至數

億元銷售金額、所獲利益亦高、銷售期間從預售至成屋完售日之持續期間

多達數年之久，致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審酌決議裁罰金額達

數十萬元至百萬元不等，導致不動產業者為維護業界形象及訴訟權益，進

而提起行政救濟主張自身權益。 

表 2-5  105年-109年不實廣告訴訟案件爭點類型及比例 

訴訟案件類型 件數 比例% 

不動產業 12 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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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 3 13.04 

電商購物 2 8.70 

電信服務 2 8.70 

藝術服務 2 8.70 

教育服務 1 4.35 

交通服務 1 4.35 

總件數 23 100 

 

圖 2-2  105年-109年不實廣告訴訟案件爭點類型及比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彙整 

52.17 

13.04 

8.70 

8.70 

8.70 

4.35 
4.35 

訴訟案件類型比例% 

不動產業 

比較廣告 

電商購物 

電信服務 

藝術服務 

教育服務 

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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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實廣告案件之新態樣發展與探討 

 

第一節 網路廣告之廣告主分析 

 

網路廣告既為目前廣告主選擇比重最高之宣傳媒介，不實廣告之廣告

主的認定對於對於透過網路進行銷售商品或服務之事業具有一定的約束

力，是如何判斷應負廣告不實之廣告主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

權益，至臻重要。 

一般而言，網路產業產生之生產鏈，以技術功能劃分通常可分為四個

層級6，第一層是網路基礎設施，如網路架設提供者、電腦網絡軟硬體設計

或製造等，第二層則是網路應用，指建築在網路基礎設施上且技術可行的

線上商務活動，如網路諮詢、多媒體應用、搜尋引擎軟體以及網路資料庫

等、第三層則是網路中介，通常是指媒合網路上的買賣雙方，而網路基礎

設施及網路應用也是透過網路仲介方能轉換成商業交易，大部分的 ISP

（Inetenet Service Provider）都屬於網路中介，包括拍賣網站、廣告業者、經

紀業務、入口網站等，第四層則是網路商務，舉凡透過網路將產品或服務

銷售給企業或消費者之各種型態網路商務皆是，如電子零售業（訂房、書

店）、製造業網路門市、網路娛樂等等，但部分企業之營運同時跨及 2 層以

上之領域，而對於網路之廣告主，通常較可能發生在第三層及第四層之部

分。然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廣告主之認定，並非以其是否從事網路商務

或網路中介作為區分，且不同的廣告業者介入之深度亦不相同，是否能課

以相同之不實廣告責任，以下，將藉由整理公平交易委員會歷年之案例並

以類型區別，進而分析並了解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廣告主認定之一些判斷

                                                 
6
 Anitesh Barua,Jon Pinnell, Jay Shutter, &Andrew B. Whinston, Measuring the Internet 

Economy,Center for Research in Electronic Commerence, The Un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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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一、網路交易方式以交易對象區分： 

    由於網路交易本身只是一種營運模式，是企業透過網際網路所進行之

各項有金額往來之電子交易行為，為釐清廣告刊登者及網路平台業者所為

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有必要分析不同情境下透過網路交易所生之法律關

係。若以交易對象區分，一般常見類型可概分如次： 

（一） 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廠商透過平台上提供產品介紹或報價，進行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交

易，也就是「供應鏈」及「配銷鏈」自動化，以提昇企業之效率與效能。

如國外鋼鐵、化學、運輸、醫藥、生命科學等產業建立電子市集網站。

如台塑網電子交易市集(http://www.e-fpg.com.tw/j2pt/)，而經濟部工業局

之 BEST(Best e-Servies Taiwan) 資 訊 服 務 業 發 展 計 畫 網 站

(https://www.itservicetw.com.tw/)亦有整合各平台資訊以提供廠商在短期

內能輕鬆選擇台灣公司並提出正確數字解決方案。 

（二） 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企業透過網際網路銷售產品及服務給消費者，如事業自行架設網站

銷售自身商品，如蘋果商品網站(https://www.apple.com/tw/)，或者由電商

採購商品或服務，直接銷售給消費者之商業模式，如國外 Amazon.com、

Dell，國內博客來網路書店、全家或萊爾富的網路購物等。 

（三） 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 C2C)： 

消費者主動提供商品上網拍賣；亦可選擇喜歡的商品進行競價，消

費者間透過網站自行商量交貨付款方式，網站經營者則由交易活動中抽

取佣金與手續費，類似實體的拍賣會，即個人對個人的電商平台。個人

及商家皆可開設賣場，如 Yahoo!拍賣及露天拍賣網站等線上拍賣網站。 

（四） 消費者對企業（Consumer to Business; 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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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際網路上，人與人之間很容易聚集，將有意購買同一商品的消

費者加以集結，透過社群的群聚力量就特定商品向賣方議價。 

（五） 企業對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B2B2BC)： 

是一種電子商務類型的網絡購物商業模式，第一個 B 指的是商品

或服務，第二個 B 指的是從事電子商務的企業，C 則是表示消費者。如

網路平台招商，提供給供應商平台販售商品或服務，如 Yahoo!超級商

城、PChome 商店街。 

（六） 線上到線下(Online to offline；O2O) 

利用線上行銷引導客戶至線下，線上消費帶動線下活動，如

17Life、Gomaji 等團購網站。 

除了以上簡單的分類，因應各種行銷方式的出陳推新，現在還有臉書

購物、Line 購物、募資平台等等因各種不同交易對象所衍伸出新的網路交

易型態。然而，且因前揭各種模式的多變，有時無法直接以網站屬於哪種

類型就據以判斷，仍需視涉違法廣告之參與者介入程度以及消費者認知等

判斷。 

而若以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不實廣告之網站廣告類型，主要可分為載

於事業網站、線上購物網站及部落格等其他網站，故，參與廣告活動之行

為主體，包括於自有網站刊載廣告之事業、線上購物網站之經營業者、購

物網站之供貨廠商、拍賣網站經營者、拍賣網站的賣家、於部落格撰文之

部落客或 youtuber、團購網站之經營者與供應商等。  

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廣告主之相關法律規定 

（一） 公平交易法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同條第 3 項並規定於事業之

服務準用之，另同法第 4 項亦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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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

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薦證者明

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

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或

機構，僅於受廣告主報酬 10 倍之範圍內，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倘有違反者，即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項規定負廣告不實之行

政責任。 

（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處理原則第 8 點，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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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之客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之規定、

商品（或服務）之供給……等。  

（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網路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 

該處理原則第三點及第 4 點規範網路廣告之廣告主有 2 種，一為事

業為銷售商品或服務，於網際網路刊播網路廣告者，為廣告主；另一者

則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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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自身名義對外刊播並從事銷售之網站經營

者，均為該網路廣告之廣告主。 

（四） 小結 

綜上，依據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認定應負責

任之廣告行為主體，向來之標準係整體考量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廣告

內容之決定方式及監督情形、廣告之出資者、廣告上所載之事業名稱、

識別標誌、網址等內容，然因為網路廣告由於其參與者無法像傳統之紙

本廣告、電視廣告等，消費者可直接得知商品之提供者或是廣告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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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者，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網路廣告之廣告主時，將併予考量依

締結交易之名義人、發票出具人、銷售及廣告活動中實際實施者及實施

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不實廣告之獲益者等事項，予以綜合

判斷，以下將分別就不同網路交對象之廣告主進行論述。  

 

第二節 實務常見廣告主案例之探討 

 

一、事業在自有網站刊載廣告之廣告主認定 

（一）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網路廣告案件，包括事業刊載於其所有網域名

稱之網站，而此類型之廣告行為主體認定最為單純，也就是事業自

身為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主體，而廣告係載於其所申請網域名稱並予

維護、更新之網站，與其餘實體廣告相較，相異處僅以網站為廣告

媒介方式，該事業屬廣告主體之認定並無差異。 

（二） 案例說明7： 

克 立 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下 稱 克 立 淨 公 司 ） 於 自 身 網 站

（http://www.cleanstation.com.tw）銷售「克立淨 D91 雙效節能除濕機」，

刊載「1 級能效標章」及「能源效益第 1 級」，惟據經濟部能源局所提

供之意見，案關商品自 107 年 1 月起應登錄為能效 2 級除濕機，然案關

商品自 107 年 1 月仍刊登為能效 1 級，顯與事實不符。而案關網站及廣

告則是由克立淨公司出資製作刊登，案關商品刊載「1 級能效標章」及

「能源效益第 1 級」，予人印象為案關商品於刊登當時具有 1 級能效，

應較其他等級能效之除濕機，更有減少能源消耗、省電省錢之效用。然

案關廣告表示顯與事實不符。雖案關商品在 107 年 1 月 1 日以前曾取得

1 級能效然因法規修正使案關商品能效變更為 2 級，然克立淨公司為案

                                                 
7
 公處字第 10707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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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商品廣告之行為主體，本應克盡審核廣告內容之義務，並確保廣告刊

登期間其商品能效之真實性，尚不得以疏忽未變更以及因網路通路未有

銷售實績而據以免責，故克立淨公司於網站銷售案關商品刊載「1 級能

效標章」及「能源效益第 1 級」，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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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處 10 萬元罰鍰。 

（三） 案例分析 

事業在自有網站刊載廣告之廣告主認定，通常自有網站都由事業自

行出資設立，廣告亦為事業自行或請人製作，事業亦可自主上網刊登，

對廣告之製作具有決定例，而以消費者端觀之，消費者可透過觀察網

址、網頁所載企業介紹或是網頁下方之著作權提示等多種方式得知廣告

係由該事業所為、若該網站設有線上購物功能，則消費者之交易對象則

為事業，整體交易流程係與事業一同完成，故無論從廣告製作之責任以

及消費者之認知，即可知悉事業若於自有有網站刊載不實廣告，則直接

需負廣告主責任。 

二、事業透過其他網路平台刊載廣告之情形： 

表 3-1 105 年-109 年不實廣告主要刊載平台（以網路交易對象區分） 

交易對象模式 平台名稱 

B2C 

(不動產) 

591、台中房地王、樂新屋、新屋網、優築網、樂屋網、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 

B2C 

(購物網站) 

Pchome Online24H 購物網站/線上購物、momo 購物網、快

3 網路商 

城、東森購物網、、Yahoo!奇摩購物中心、udn 買東 

西、3C 市集網站、GOHAPPY 線上快樂購物網、8891 汽車 

交易網站、森森、博客來、Friday 購物網、生活市集、 

福輪公司經營之瘋魔商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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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 

(非典型購物 

網站) 

各新聞網、光速火箭有限公司提供之網路交易平台、 

ACCUPASS 網站、全球華人(股)、1111 創業加盟網、 

8888boss 創業網 

B2B2C Yahoo!奇摩超級商城、PchomeOnline 商店街、MOMO 摩天 

商城、松果購物網站、樂天 

C2C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蝦皮、松果 

O2O 17Life 

其他 臉書、Line、Google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在 B2C(不動產)網站銷售建案之廣告主認定 

（一） 表 3-1，包含 591、台中房地王等多個提供不動產資訊網站業者，

屬不動產租售網站，但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歷來案例並未有處分提

供該等房地產資訊之網站業者，而是處分建商以及具有廣告審核能

力等因素並因廣告受有利益之代銷業者。 

（二） 案例說明： 

傑昌開發有限公司銷售新竹市東區「閱閱昌傑」建案涉有廣告不實

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8 

傑昌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傑昌公司）銷售案關建案，於 591 房屋網

刊載之「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置參考

圖」，將 3 樓及 5 樓劃有虛線部分之陽台空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

部分使用，就整體內容觀之，予人印象係該廣告虛線部分屬室內空間，

可合法供臥室等空間使用。惟據新竹市政府之專業意見，系爭使用空間

用途於竣工圖上為陽台使用，倘日後規劃為客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應

依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無法變更者，應恢復原狀，本案陽台外推業

涉及違章建築情事，若經查屬確實時，將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程序

查報列管處理。復據傑昌公司自承案關建案之陽台法定容積已達容積上

                                                 
8
 公處字第 10906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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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致無法再向建管權責機關進行變更。據上，案關建案應無將陽台空

間合法變更為室內空間之可能，是案關廣告已違反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

之規定，處 50 萬元罰鍰。 

另依據傑昌公司與詮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詮力公司)簽訂合

約書委託其廣告及銷售，足認傑昌公司除出資興建該建案外，並本於銷

售自己之商品意思，委託詮力公司製作廣告及銷售商品，並對廣告內容

具有監督權力及決定能力，且廣告所需素材等資料係由傑昌公司所提

供，且由其支付廣告款項，是傑昌公司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而傑昌公司委託銓力公司銷售該建案，並依「廣告製作及業務銷售

合約書」支付總執行底價固定比例之業務銷售廣告製作費用，並依傑昌

公司提供之現場建案照片等資料編製廣告物，然詮力公司因銷售案關建

案而產生之廣告及企劃費用均由傑昌公司支付，且廣告內容最終亦由傑

昌公司審核定稿，詮力公司對廣告內容未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亦未

隨銷售案關建案之金額及數量增加而增加其利益，是詮力公司尚非本案

廣告行為主體。 

該建案雖於 591 房屋網刊登廣告，591 房屋網為數字公司架設及管

理，然數字公司不負責製作廣告，由註冊之會員詮力公司自行填寫廣告

資料及上傳圖片，且為免費刊登，亦無合作契約書及廣告內容企劃、審

閱等流程，是數字公司係免費刊登，並未收取廣告費、行銷費，且無廣

告內容企劃、審閱等流程，是尚難認數字公司為本案廣告主。 

（三） 案例分析 

通常這種提供不動產資訊之網站，雖由其自身架設及管理，但其性

質只是提供會員免費刊登廣告之平臺，並不負責製作廣告，對於銷售建

案亦無享有因銷售金額增加而增加利益，雖然不動產資訊是由事業向消

費者散發，故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建案廣告之代銷商於何種情形下應與

建商併列廣告主研析意見，需視對於廣告內容是否具有實質決定及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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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及對於商品（服務）銷售是否具有 利益共享」關係等因素，

為判斷廣告主之核心要件，且缺一不可。 

四、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B2C 購物網站刊載廣告之廣告主認定 

（一） B2C 線上購物網站經營者，廣告內容屬就所經營網站相關交易事項

為宣稱，此時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應很明確，如在表 3-1 所列之多

個著名之購物網站，也是消費者最常接觸的購物網站／商品交易

（媒合）平台。  

（二） 案例說明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泰昀企業有限公司銷售「莊頭北  

TH-7245FE 熱水器」，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9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網路家庭公司）以及泰昀企

業有限公司（下稱泰昀公司）於 PChome Online 購物中心銷售「莊頭北

TH- 7245FE 熱水器」，宣稱「通過節能標章」及「榮獲節能標章認證」，

因節能標章驗證過期後未再取得驗證，且據經濟部能源局亦表示，節能

標章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之功能不同，案關商品雖為能效第 2 級，但仍

不得宣稱符合節能標章之要求，是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處網路家庭公司、泰昀公司各 5 萬元罰鍰。 

又案關商品廣告刊載於網路家庭公司經營之 PChome Online 購物中

心，消費者得藉由該網站平台得知商品内容等訊息，並於該網站平台進

行訂購商品、付費等交易流程，發票開立及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亦為

網站經營者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且案關商品之價格係由網路家庭公

司與泰昀公司洽商決定，網路家庭公司利用其所經營 PChome Online 購

物中心刊載廣告及銷售案關商品，並就所售商品直接獲取銷售價格與供

貨成本間之價差利潤，是網路家庭公司為本案之廣告主。 

                                                 
9
 公處字第 10900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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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泰昀公司與網路家庭公司訂有線上訂購合作合約書，泰昀公司除

為案關商品之供應廠商，並製作案關商品廣告刊登至 PChome Online 購

物中心，且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泰昀公司亦併為本案之

廣告主。 

（三） 案例分析 

 1、B2C 經營模式指網路購物業者自行架設、維護網站及建構相關支

援系統，其非僅提供平台，而係自行經營商品銷售，主要營收亦來

自於此，而 B2C 購物網站經營模式中，購物網站經營事業除架設、

維護網站，並自行經營商品銷售，主要營收亦來自於此，則自交易

流程觀之，網站經營事業非僅屬提供交易之平台，實為消費者交易

之相對人，倘網站所售商品或服務之廣告內容有所不實，即應認定

該購物網站經營事業為廣告行為主體。前揭處分案中，網路家庭公

司所經營之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即屬典型案例，因網站廣告外觀

僅顯示網路家庭公司之事業名稱，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網路家

庭公司，交易完成亦由該公司開具銷售發票，且所獲利潤係屬銷售

價格及進貨價格之價差，爰得認網路家庭公司為廣告行為主體。 

2、是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認定購物網站經營事業屬廣告主之見解，如前

揭網路家庭公司案，以因網站廣告外觀僅顯示網路家庭公司之事業

名稱，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網路家庭公司，交易完成亦由該公

司開具銷售發票，且所獲利潤係屬銷售價格及進貨價格之價差，爰

得認網路家庭公司為廣告行為主體。目前現有案例中亦是如此操

作，並無特殊個案。在公平交易委員會早期認定網路家庭公司為此

種案件類型之廣告主時，網路家庭公司曾提起訴訟（公處字第

097001 號處分書）然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348 號判決，支

持公平交易委員會此一認定方式，即採取整體觀察方式，因於商品

交易流程，無論客觀交易對象（發票註記之營業人）或消費者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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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信賴關係（網站經營者）皆為網路家庭公司，且廣告係刊載於

該公司所經營之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平台，提供不特定人點選閱

覽，自應認網路家庭公司為該案廣告主。  

３、如表 3-1，公平交易委員會一向在處理購物網站刊載廣告之廣告主

認定，包括 Pchome Online24H 購物網站、momo 購物網、快 3 網路

商城、東森購物網、Yahoo!奇摩購物中心、udn 買東西、3C 市集網

站、GOHAPPY 線上快樂購物網、8891 汽車交易網站、森森、博客

來、Friday 購物網、生活市集等。 

4、通常在 B2C 購物網站不實廣告案件中，購物網站經營事業往往抗辯

廣告內容由供貨廠商提供，爰渠購物網站並非廣告行為主體云云。

購物網站為廣告主之論析已如前述，而就供貨事業之廣告責任認

定，如前揭案例通常係與購物網站併予認定為廣告行為主體。因自

銷售流程觀之，商品係由供貨事業提供於購物網站銷售，而自廣告

製刊流程，供貨事業亦多依所訂合作契約提供商品說明資料，網站

與供貨事業雙方就廣告已有共同製刊行為，可認渠等係屬利益共享

之合作銷售關係，並因廣告商品銷售獲有利益，爰應併認為廣告行

為主體。 而有少數案例違法廣告係由購物網站自行刊登而非源自

於供貨商所提供之資料，此時供貨商因未提供違法廣告內容告不會

將其認定為廣告主，反之亦然，故在審理此類案件時，仍需依案件

之個別情況進行審理。 

5、於行政救濟實務，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95 年度訴字第 2250 號判決

書亦肯認公平交易委員會見解，認為供貨事業縱非廣告外顯名義

人，然就廣告內容有實質貢獻行為並具支配地位，與網站經營者間

就商品銷售及廣告內容形成合作模式，倘無其參與行為即無由實現

廣告，是應為廣告行為主體。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曾以供貨事業係

提供予網站經營者「內部間」商品說明資料、難認屬廣告行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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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原處分之認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1731 號判決），然案經最高行政法院表示供貨事業係

就網頁廣告內容提供、製作至使公眾得知過程及商品交易流程（包

括銷售利益分配）均有深度參與，應同為廣告行為主體，而廢棄原

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54 號），是案再經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於更審判決認定供貨事業併為廣告行為主體（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9 年度訴更一字第 21 號），此一見解應已確定。另自處分案

例亦可發現，雖購物網站事業不乏有多次違犯情形 ，然相關供貨

事業卻少有重複處分情形，依此得推論供貨來源較為分散，而各供

貨事業之營業規模相對較小。另值注意者為，雖供貨事業多與購物

網站併予認定為廣告主，然於少數案例中，各該違法廣告內容係由

購物網站所自行刊載（如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98111 號、99020

號處分書），非緣於供貨事業所提供商品說明資料，此時即難認供

貨事業就違法廣告內容有所貢獻、而應屬廣告行為主體，併予敘明。  

五、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B2C 非典型購物網站刊載廣告之廣告主認定 

（一） 一些非購物網站，亦非事業自設網站，但消費者仍可透過該等網站

獲知產品或服務等廣告等訊息，如服務交易（媒合）平台或新聞媒

體網站，由表 2-1，可知如新聞網、ACCUPASS 網站等所刊載之網

路廣告，倘涉有廣告不實，原則上，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會依照前面

所述對於購物網站廣告主認定之見解，再酌以個案情形加以認定是

否需將該等網站列為廣告主。 

（二） 案例說明 

1、樂藝國際有限公司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活動廣告涉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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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 10611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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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藝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樂藝公司）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講座

活動廣告，並誇稱講師之學歷為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

美國高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等，經查講師並無台灣大學

博士、臺灣記憶力比賽冠軍、美國高階催眠師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

師等資格，案關廣告宣稱已屬不實，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

第 1 項規定，並處 10 萬元罰鍰。 

又 樂 藝 公 司 表 示 案 關 講 座 活 動 廣 告 皆 為 其 所 製 作 並 刊 登 於 

ACCUPASS 網站，其與該網站並無合作關係，並於該廣告頁面提供樂藝

公司之「Line」QRCode，且因樂藝公司人訂有參加講座之學員最低 100

元場地使用費規定，。顯見樂藝公司因該活動獲有利益，縱使該個別參

與人員繳納費用不高，然樂藝公司為本案廣告主。 

2、陞宇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於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網站及 ETtoday

新聞雲刊登廣告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11 

陞宇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陞宇公司）於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華人公司）網站及 ETtoday 新聞雲宣稱「23 歲的〇〇……拿出自

己 的 一 百 多 萬 的 積 蓄 ， 去 年  12 月 和 朋 友 共 同 在 内 湖 開 設

『WooWho』……開業至今四個月，平均月營業額 40-70 萬元，達到損

益兩平」之内容，該廣告係由華人公司採訪陞宇公司旗下加盟店店長並

依該店長所提供之資訊撰寫並經該店長，確認後，再行刊登於華人公司

網站並提供 Ettoday 新聞雲平台刊載，然實際上該名店長並無實際開設

加盟店，亦不清楚營業額及是否損益兩平之情形，而該等網頁内容，足

使非特 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得以共見共聞，藉以達到傳遞加盟訊息及

行銷推廣之目的，是為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規範之廣告，然其不實宣

                                                 
11

 公處字第 10902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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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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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處 10 萬元罰鍰。 

依據華人公司表示，案關網頁係以陞宇公司名義參與記者會，而具

體刊載内容，而受訪店長資料係陞宇公司負責人所提供，且網頁内容載

有陞宇公司之加盟品牌「WooWho」，以及相關費用、主要販售商品、 經

營實績等，而陞宇公司業務人員亦有使用案關檢舉網頁内容，以從事加

盟招募。是以，陞宇公司為案關網頁内容之提供者，且因使用該廣告以

為推廣加盟服務而獲有利益，可認陞宇公司為案關網頁之廣告主。 

（三） 案例分析 

前面 2 則案例，刊載不實廣告之網站平台公司並未列入廣告主，如

ACCUPASS12網站，乃是成立於 2009 年，以電子票券加值服務系統為核

心業務，結合微軟 Windows Azure 平台雲端服務的商業應用，為台灣唯

一電子票券售票、購票、取票解決方案提供商；而東森新聞雲亦為提供

新資訊之網路平台，然該等網站並未參與案關廣告之製作及審閱，且亦

未因該則廣告銷售商品或服務而增加其收入，由消費者之觀點，亦可得

知僅是單純提供案關商品或服務廣告資訊之網站，也不會造成消費者誤

認該等網站所刊載之商品或服務亦為網站本身所提供，是公平交易委員

會亦不會認定該等網站為廣告主。 

六、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B2B2C 網站廣告主之認定： 

（一） B2B2C 模式通常指針對網路交易的企業與使用者提供包括網路購

物平台、營運系統、營運支援、顧問諮詢及廣告等服務，本身通常

非為交易當事人，所收取為開店費、承租費及依營業額計算之手續

費等，亦即網站經營業者提供買賣雙方交易場所，為線上商店營運

業者提供服務，與前揭 B2C 經營模式係由購物網站自行經營商品

銷售不同，此時網站本身應非為交易當事人、而僅得認屬交易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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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自 https://www.accupass.com/，最後瀏覽日期：109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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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則線上商店就所售商品或服務所載廣告，原則即應認定各該線

上商店經營者為廣告主，而非由網站經營業者擔負廣告不實之責。 

（二） 案例說明   

1、車麗屋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路平台

銷售「eni 機油 5W-30」等商品，宣稱「API 認證機油」、「國際 API

認證」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案13 

車麗屋汽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車麗屋公司）於香港商雅虎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營之 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路平台銷售

「eni 機油 5W-30」、等商品，宣稱「API 認證 機油」、「國際 API 認證」，

然 查 API （ American PetroleuInstitute 美 國 石 油 協 會 ） 網 站 

（https://engineoil.api.org/Directory/EolcsSearch）登錄資料，未見上開型號

機油之認證，車麗屋公司自承前揭商品未經 API 認證，是案關網頁廣告

宣稱内容確與事實不符，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並處 5 萬元罰鍰。  

2、樺峰興業商行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銷售機車空氣濾清器及皮

帶小海綿，宣稱「原廠型 」、「山葉原廠型」等廣告不實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14 

樺峰興業商行於 PChome 商店街網站之「零件王機車材料批發」網

路商店銷售機車空氣濾清器及皮帶小海綿，廣告分別表示「全新原廠型

空氣濾 清器..勁戰/新勁戰-125」，及「山葉原廠型皮帶小海綿...勁戰 

125/GTR-125 新勁戰 125」，並於案關商品背景佐以「YAMAHA」字 樣

（下稱案關廣告），惟案關商品係由副廠製造之 YMAHNA（邁耐） 品

牌商品，並非台灣山葉機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製造生產之原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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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處字第 106097 號處分書。 
14

 公處字第 10607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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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已造成消費大眾對其產品品質之誤認，業已引人錯誤及影 響交易

決定，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處 5 萬元罰鍰。 

（三） 案例分析 

 1、前揭處分案例認為，事業經營線上商店，須付費向經營 Yahoo!奇

摩超級商城或 PChome 商店街之業者租用平台服務，然該等網頁顯

示外觀載明有各該線上商店之名稱及聯絡方式等資訊，消費者即得

認知交易相對人為各該線上商店，而非商店街網站經營業者，又線

上商店並就所銷售商品、提供服務自行刊載廣告，自可認定僅線上

商店應負廣告主之責，而未及於提供交易平台之網站。 

 2、以 B2B2C 商店街經營模式與前述 B2C 購物網站相較，即可得知僅

以網站是否取報酬之利益分配方式，尚無法推論網站具有「監督廣

告真實性」之義務，因網站所收取報酬之性質可能源於商品銷售或

平台租用等不同性質外，關鍵在實際與相關事業之合作關係中，網

站就廣告內容之參與是否具支配地位及可能性，即網站至少應就廣

告內容有實質加工之權能或貢獻行為，方得認定為廣告主，倘非有

以自己名義銷售、刊載廣告，且不介入廣告內容之製作與決策，實

難逕依網站收取報酬，即逕認屬應負廣告主責任之「利益共享」行

為。 

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C2C 拍賣網站廣告主之認定： 

（一） C2C 模式通常為網路拍賣業者，針對個人或企業賣家提供拍賣場

所，收入包括上架費、成交手續費或得標手續費等。通常可見為之

網站如 Yahoo奇摩拍賣網站、蝦皮購物及露天拍賣等。 

（二）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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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茂利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5於東森購物網站、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及松果購物網站銷售日系開窗下開式超大收納箱涉廣告不實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 

（1） 茂利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茂利通公司），於東森購物網

站、PChome Online 24h 購物及松果購物網站銷售曰系開窗下開

式超大收納箱廣告，宣稱刊載「100L 無敵大容量」及「100L 超

大容量」，然查茂利通公司提供案關商品之測量資料，且該公司

自承容量之測量數據係依案關商品之外部長度、寬度及高度計

算並未達 100 公升，且亦未有案關商品内部可盛裝容量為 100

公升之客觀數據，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而茂利通

公司、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森得易購公司）及網

路家庭公司各處 5 萬元罰鍰。 

（2） 本案廣告主 

A.茂利通公司 

查茂利通公司於東森購物網站及 PChome 24h 購物網站之交易流

程中，除為案關商品之供應者，且自承製作案關商品廣告，其

因廣告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有利潤，就銷售案關商品所得與該

等網站具有利益共享關係，故茂利通公司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

體。又茂利通公司亦於松果購物網站開設「玩轉生活館」網站

商店，並於該商店自行製作、刊載案關商品廣告，決定案關商

品之售價及交易條件，以及銷售案關商品、運送、開立銷售發

票及提供售後服務予交易相對人，是交易相對人所認知之交易

對象應為茂利通公司，其居於出賣人之地位刊登案關廣告，並

就銷售案關商品獲有利益，故茂利通公司核為松果購物網站之

                                                 
15

 公處字第 10805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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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行為主體。 

B.東森得易購公司16及網路家庭公司17 

東森購物網站及 PChome 24h 購物網站分別係東森得易購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東森得易購公司)及網路家庭公司經營之購物網

站，就整體商品交易流程觀之，案關商品廣告分別刊載於東森

得易購公司及網路家庭公司所經營之購物網站，消費者得藉由

網站廣告得知商品内容等資訊，並於該等網站進行訂購商品、

付費等交易流程，且發票開立者亦分別為東森得易購公司及網

路家庭公司，消費者所認知交易對象為該等案關網站之經營

者，東森得易購公司因利用其經營之購物網站刊載、散布案關

商 品廣告，以出賣人地位銷售案關商品而直接獲取利益，是東

森得易購公司及網路家庭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主。 

2、泰崴軒佛教文物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

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18 

泰崴軒佛教文物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

宣稱「真象骨」、「這面人緣佛…唯一一次為寺廟信徒而不惜取出自己收

藏的真象骨…此聖物因早年製作，加上因象骨聖物泰國已禁止數量非常

有限。」等語，惟經彰化縣政府至現場稽查顯示案關商品未具動物骨特

徵，僅為一般塑膠製品，且泰崴軒佛教文物未有其他可資證明案關商品

為真象骨之事證，是案關廣告宣稱「真象骨」顯與事實未符，整體廣告

呈現仍係以該象 骨聖物泰國已禁止，數量非常有限，營造其稀有性；

因廣告所描述之象骨數量稀少具收藏價值等商品品質，為影響消費者交

易決定之因素，是以該廣告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有引起交易相對人錯

                                                 
16

 公處字第 108051 號處分書。 
17

 公處字第 108053 號處分書。 
18

 公處字第 10905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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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處 5 萬

元罰鍰。 

另泰崴軒佛教文物於蝦皮購物以「泰崴軒泰國佛牌佛像聖物」賣場

刊載案關商品廣告，且案關廣告係由泰崴軒佛教文物自行製作、刊登且

獲有利潤，是泰崴軒佛教文物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 

（三） 案例分析 

 1、C2C 拍賣網站經營模式中，網站經營事業之角色與 B2B2C 提供類

似商店街平台之模式相仿，差別只是賣家從店家事業轉換成個人，

即網站係對交易之賣家與買家雙方提供網路拍賣場所，並收取拍賣

費或得標手續費等報酬。綜觀整體交易過程，網站經營事業並未參

與賣方銷售商品過程，而由賣家基於出賣人地位，自行決定商品內

容供買方競標，買方亦得自交易頁面得知賣家訊息，拍賣網站非為

出賣人、亦未就廣告內容加以決定，雖拍賣網站收取相關費用，然

性質上非屬渠因參與商品銷售所獲利潤，爰難認拍賣網站經營事業

為廣告主，自應由各該賣家負廣告不實之責。 

 2、另於認定拍賣網站賣家屬應負廣告主之責，因賣家多屬個人身分，

非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所定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

商行號、同業公會等組織，爰應先檢視是否合致第 4 款「其他提供

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要件，判斷時主要應綜合考量賣

家是否具「長期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特性，具體判斷標準包括

綜合考量個案銷售商品數量、其他拍賣商品種類及數量、是否具稅

籍編號、有否長期經營意圖、從事拍賣期間及是否同時經營實體交

易等，倘僅為個別出售零星、無關連之個人物品，而屬「一次性或

雖多次但彼此無關連之產品或服務提供」，自不符合「事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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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無公平交易法規定之適用19。 

八、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 O2O 網站之廣告主認定 

（一）  O2O 一般而言即是整合線上行銷（賣方）和購買（買方），與線

下的經營（賣方）和消費體驗（買方）。O2O藉由打折、提供資訊、

服務預訂等方式，把線下商店的消息推送給線上使用者，從而將他

們轉換為自己的線下客戶，特別適合應用在必須到店消費的商品與

服務。EZTABLE、Uber、Gomaji、17LIFE等等都是 O2O模式的案例 

（二） 案例說明 

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及艾達康國際有限公司於 17Life 團購

網刊載 刊載 wifi 無線訊號強波器商品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規定案20 

1、康太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太公司）及艾達康國際有限公

司（下稱艾爾康公司）於 17Life 團購網刊載刊載 wifi 無線訊號強波

器「Tenda FH303 300M」商品促銷廣告，宣稱「原價$2290 節省

$1340」、「4.1 折」，然艾達康公司自承 2,290 元未曾以 2,290 元販

售，且案關商品之原價低於 2,290 元，是以，案關廣告之原價表示

乃與事實不符，有使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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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已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各處

5 萬元罰鍰。 

２、查 17Life 團購網由康太公司經營管理，將商品資訊予以編輯、製

作後上傳於網站内，且就消費端觀察整體商品交易流程，17Life 團

                                                 
19

 如公處字第 105090 號處分書，係個人於 591 房屋交易網銷售「半畝田Ⅱ」農園宣稱不

實，而遭處 30 萬元罰鍰，然該個人是否合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所規範之事業，即「長期

或經常性參與市場交易者始足稱之」、「一次性或雖多次但彼此無關連之產品或服務提供，

並不構成事業」，實不無疑義。 
20

 公處字第 10501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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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網僅顯示被處分人康太公司之事業名稱，消費者訂購商品時所認

知之交易對象及開立銷售發票主體為康太公司，則康太公司藉由經

營 17Life 團購網製刊廣告、銷售商品及開立發票，並處於案關商品

之最末端出售者地位，且直接獲有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間之價差利

潤，其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另艾達康公司提供案關商品資料予人

康太公司為廣告文案之編輯及刊載，並為案關商品之供貨商，且其

與康太公司就銷售商品所得，有利益共享關係，故艾達康公司亦為

本案之廣告主。 

（三） 案例分析 

雖然 O2O 網站之營運模式與 B2C 不盡相同，然對於廣告主之判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亦採用相同之標準，是如團購網站(GOMAJI、17Life 等)

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之處分案例仍將該等經營團購網站之公司視為廣

告主，而非僅是提供商品或服務之業者，況目前 O2O 與 B2C 之區分因

業者之經營情形調整其界限亦趨模糊，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更應依循對於

廣告主之認定方式，而非單純以網站交易對象等作為判定廣告主之依

據。 

九、廣告刊載於社群網站／通訊媒體如 LINE、FACEBBOOK 或搜尋引擎 GOOGL

等網路之廣告主認定 

（一） 由於社群媒體的方興未艾及消費者使用習慣搜尋引擎之習慣，事業

除透過傳統的 B2B、B2B2C、C2C等刊載廣告外，也會積極用公司之

名義建立如 FACCEBOOK的官方粉絲團、LINE官方帳號以及 YOUTUBE

頻道等等，而 LINE 也推線上購物或是在臉書常見之購物詐騙廣

告，此時，若該等網站刊載廣告不實，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廣告主

之原則亦是相同。 

（二）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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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Google 行動版網站刊載關鍵字廣告，

宣稱「愛買線上購物一比大買家划算」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21 

（1） 消費者於 Google 行動搜尋網站搜尋關鍵字「大買家」， 搜尋結

果會顯示「愛買線上購物一比大買家划算」，點擊連結進去，則

進入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百公司）及亞東電子商務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東公司）之愛買線上購物網站，而大買

家公司認案關關鍵字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標準之情況下，

逕自作成「比大買家划算」之比較結果，然故至愛買線上購物

購買商品未必較大買家網路店划算。是遠百公司無法提供宣稱

「比大買家划算」之資料來源，亦未揭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

而逕於關鍵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一比大買 家划算」，就

商品之内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處遠百遠百公司 50 萬元罰鍰。 

（2） 查遠百公司與他公司簽立 Google AdWords 廣告服務委刊單，並

自行進入 Google AdWords 系統，操作相關廣告文案與關鍵字設

定，對於案關關鍵字廣告文案具有審閱、修正及刊登等決定權；

且為案關關鍵字廣告效益達成後之利益歸屬事業，與檢舉人更

同為網路量販業務之競爭對手，爰足認被處分人為本案行為主

體。而亞東公司為電子商務平台業者，遠百公司於亞東公司之

GOHAPPY 快樂購物網網路平台設立「愛買線上購物」，並以獨

立館別方式銷售，遠百公司雖依「愛買線上購物」專館合作當

年度之實際營業額，提供固定比例之平臺費用予亞東公司，惟

前揭平臺費用性質尚與商品 銷售利潤有別，分配比例亦不高，

另「愛買線上購物」系統收到消費者訂購訊息後，係由被處分

                                                 
21

 公處字第 10502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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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照訂購訊息，自行將其所販售之商品，寄送予消費者，亞

東公司僅協助代為開立發票予消費者，交易内容之出賣人仍為

遠百公司。且本案消費者係透過 Google 行動搜尋網站之「愛買

線上購物一比大買家划算」關鍵字廣告連結進入案關網站，案

關網站上有明確標示案關商品係「愛買線上購物」（即遠百公司）

所販賣，消費者能明確得知真正的買家，故交易關係實存在於

遠百公司與消費者之間。亞東公司對於廣告内容缺乏實質決定

及支配能力，爰尚難逕認定為廣告行為主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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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活動廣告不實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22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惠康公司）舉辦「中元嘉年華大拜拜

來頂好買 300 送 100 抵用券」優惠活動（即單筆滿 300 元可獲得 100 元

現金券，滿 600 元可獲得 200 元現金券），並於電視、報紙、型錄、公

司網站、臉書 及 Line 等登載或使用推廣案關優惠活動之廣告，然案關

限制條件尚非難以完整呈現於前揭各種廣告載體及傳播媒介，致消費者

無法藉由廣 告完整評估其實際價值及使用限制，需親赴頂好超市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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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併同揭示重要限制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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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處 40 萬元罰鍰。 

3、摩斯達有限公司於網頁及商品型錄刊載「德國防盜鎖 ABUS……

台灣總代理摩斯達有限公司」等文字涉違法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

規定案23 

                                                 
22

 公處字第 107016 號處分書。 
23

 公處字第 10903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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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達有限公司（下稱摩斯達公司）於「SHAD 摩斯達機車精品」

臉書（Facebook)宣稱為德國「ABUS」機車防盜鎖之臺灣總代理及發布

YouTube 影片並於晝面左上角標示「台灣總代理摩斯達有限公司」等

情，惟據德國「ABUS」品牌網站公布臺灣地區之經營者尚包含其他事

業，摩斯達公司並非臺灣總代理，且在我國仍有其他事業取得德國

「ABUS」公司直接授權之代理商資格，與摩斯達公司尚無複（轉）代

理、區域代理或上下隸屬等合作關係，是案關廣告宣稱臺灣總代理，與

事實顯有差異，足以引起 交易相對人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處 

5 萬元罰鍰。 

（三） 案例分析 

這 3 件案件，無論是臉書、line 抑或是 google 搜尋引擎，由於民眾

可由該等社群媒體或搜尋引擎所刊載之資訊清楚知悉廣告主之資訊，且

不會誤認案關商品或服務係由臉書等所銷售，是不會列為廣告主，至於

如 line 購物之性質，由於目前並無處分案例，是尚無判斷廣告主。 

十、新型態之網路平台廣告主責任認定-以募資平台為例 

（一） 案例說明 

有關○○公司被檢舉於募資平台銷售商品，涉有廣告不實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案 

○○公司在嘖嘖群眾募資平台（下稱嘖嘖平台）銷售「小瓦掃地機

器人規劃版」（下稱案關商品），宣稱「小瓦規劃版 NT$8,988 早鳥好評

開跑，購買雙人組還可以享有單機 8,888 的優惠喔，歡迎您參考看看，

預購現省 3,812 元……」、嗣於專案結束後刊載「專案已於 2019/01/01 結

束了……官方商城已經正式上線，錯過募資計劃的朋友，我們特別在官

網限時限量加開一月底到貨的優惠方案……(年後小瓦規劃版將會調整

為 NT$9,888)」，又於隔年 1 月於公司網站刊載「小瓦掃地機器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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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8,999、小瓦掃地機器人(二入)$17,798」，是○○公司於嘖嘖平台以「預

購現省 3,812 元」及「待專案結束後就會恢復至原價 NT$12800」等限時

優惠招徠消費者，卻在期限屆至仍未恢復原價，涉有廣告不實。 

案經調查因是○○公司於專案結束後在其他通路有刊載以 12,800

元銷售之情形，至於○○公司網站於檢舉當時尚未刊載以 12,800 元銷售

案關商品，因業者針對不同時期不同通路考量各項因素後採取不同銷售

價格之策略，尚屬市場商業行為之常態，是依現有事證，尚難逕認上開

宣稱涉有廣告不實之情事。 

所謂募資平台（如嘖嘖平台）在營運上僅係供提案人將其廣告、計

畫等文案置放之網站，由贊助者點閱並向提案人出資，俟募資結束後，

由提案人自行出貨給贊助者，故提案內容係由提案人設計與製作，銷貨

發票亦由提案人開立。而案關商品之提案人與嘖嘖平台之經營者間，雙

方依約，案關商品之廣告製作、費用支出、進銷貨以及交易條件決定者

均為提案人。消費者透過群眾募資平台與一般網路購物平台購買商品之

不同處，包括提案人所獲贊助金額達到預定目標，始交付商品，倘否，

贊助款項退還消費者；提案不一定有回饋方案或商品，消費者得視提案

內容自行考量是否贊助，嘖嘖平台僅收取銷售總額之固定比率作為平台

租用費用。 

查案關商品廣告雖刊載於嘖嘖募資平台，惟嘖嘖平台建置網站僅供

廣告主出資刊登並增加銷售機會，尚未參與商品廣告之製作以及獲得銷

售所得之利潤分配，爰非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另查○○公司為銷售案關

商品，委託提案人製作廣告並於嘖嘖平台規劃刊登及行銷，是○○公司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又查提案人承攬案關商品在嘖嘖平台之廣告企

劃，包含製作、審核、刊載等，並依集資金額多寡領取績效獎金，亦即

提案人就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支配能力，且所獲利潤隨銷售金額增

加而益增，是提案人亦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39 

 

（二） 案例分析 

雖然募資平台與一般購物平台性質不大相同，然仍是提供消費者可

選購商品或服務之平台，只是其先決條驗為若募資金額未達目標，則原

本選購濕品無法銷售而費用將退還予消費者，在募資平台上，消費者亦

可清晰所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為一般事業而非募資平台，且募資

平台亦收取銷售金額之固定費用作為提供平台營運費用，且亦無參加廣

告製作與銷售利潤分配，是就現有個案而言，募資平台尚非公平交易委

員會所認定之網路廣告主。 

十一、部落格、Youtuber、網路直播等廣告主相關議題：  

除前述事業於自有網站及各類型線上購物網站外，亦有事業於所申請

使用之部落格、Youtuber 於 Youtube 或其他網頁空間，就其商品或服務刊載

廣告情形，倘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自應認屬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而應依同法第 42 條前項規定予以處分。近來

知名部落客、Youtuber、網路直播等透過各種網路媒介銷售商品或服務若涉

廣告不實，包括進行薦證者如部格客因受有相關廠商之金錢或產品饋贈等

利益關係，而為文推薦其商品或服務之情形，其內容若涉有不實，即得依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予以規範。除以商業有償行為促

請網友為文代言之廠商應認屬廣告行為之廣告主，就廣告之不實內容應負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責任外，撰文或表達意見之薦證者，倘渠係故意撰寫不

實薦證內容，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法條

併同罰之，且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5 項規定，薦證者等於明知或可得而

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亦有與廣告主負民事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規定之適用。 

十二、有關平台網站之其他廣告責任 

前述各種提供刊載廣告之平台，如 B2C 網站經營事業係因銷售自身商

品或服務所載廣告，而被認定為廣告行為主體，自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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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法第 42 條規定負廣告不實之行政責任；而於其他平台網站之情形，如

線上購物網站提供 B2B2C 商店街或 C2C 拍賣網站交易服務，或部落格網站

提供網頁空間服務，或於其網站提供廣告刊載服務者，依其實際參與廣告

之具體情形，或雖不致認定屬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所定之廣

告主，然倘各該網站係明知或可得而知所傳播或刊載廣告有引人錯誤之

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仍不排除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負廣

告媒體業之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十三、事業在相同網路平台銷售商同商品仍需視個案判定廣告主 

（一） 多個賣家在 PChome商店街網站銷售「成功 1307 環保白板筆」商品，

宣稱案關商品獲「環保標章」等，然實際上該商品之環保標章已過

期且遭撤銷，是已涉廣告不實。 

（二） 經查 PChome 商店街網站係由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商店街公司）經營，商店街公司與「PChome 商店街」網站

店家簽署合作契約之種類共有 3種，但皆是供第三人商家或賣家租

用、自行開設，而其網頁空間刊載內容皆由經營者自行製作決定: 

1、網路商店 

以銷售金額乘以所在館別(如文具館)之服務費率收取服務

費，為保障交易安全故所有金流作業皆由商店街公司負責，並代替

網路商店開立發票予消費者，另網路商店可自行決定是否同意接受

訂購。 

2、網路賣場 

性質屬於 C2C，依照所賣商品類別，依交易金額乘上所賣商品

類別之服務費率收取服務費，然網路賣場多為以個人名義開店，故

由經營者自行開立發票或收據予消費者，商店街公司僅提供代收貨

款服務及網站空間供商店經營者自行刊登。消費者退訂貨、售後服

務等皆由網路賣場自行決定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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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專櫃商店 

網路專櫃商店與網路商店最大不同在於商店街公司提供更多

行銷服務與優化網路商店介面，銷售價格則由專櫃店家自行決定，

進貨價格依照銷售價格之一定比例計算，而商店街公司收取銷售價

格減去進貨價格所產生之金額為商店街公司之利潤，另為保障交易

安全，由商店街公司向消費者收取價金，嗣後再依約將專櫃商品貨

款支付予店家，並由商店街公司以自身名義開立予消費者，再由店

家開立銷貨發票予商店街公司。實際上網路商店與網路專櫃商店之

店家於商店街公司皆可自行刊登廣告、訂定價格、提供售後服務。

另在店面介紹網頁及客服網頁均係載各專櫃商店之名稱），消費者

可在帳單得知專櫃商店之店家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三） 是就前揭類型將其分類並認定廣告主： 

表 3-2  商店街之經營型態 

經營型態 

/ 公司名稱 

網 頁 顯

示 之 店

名 

合約名稱/ 

簽約對象 

發票開立情形 費用計算 價格決

定者 

網路商店 店 家 名

稱 

服務租用合約

書/商店街 

由商店街公司
開立發票，在
發票上註明 

「代開」 

服務費 5

％ 

店家 

網路賣家 店 家 名

稱 

服務租用合約

書/商店街 

事業自行開立

發票或收據 

依商品類

別計算一

定比例為

服務費 

店家 

網路專櫃商店 店 家 名

稱 

專櫃合約書 

/商店街 
由商店街公司

開立署名為商

店街公司之發

票 

銷售價格

- 銷 售 價

格*（1-固

定比例）=

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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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型態 

/ 公司名稱 

網 頁 顯

示 之 店

名 

合約名稱/ 

簽約對象 

發票開立情形 費用計算 價格決

定者 

利潤 

由於網路商店及網路賣場，因店家以自己之名義於「PChome Online

商店街」經營網站、對外交易，消費者得藉由案關廣告得知案關商品內

容、規格等資訊，並可於「PChome Online 商店街」網站進行訂購商品、

付費等交易程序，並開立發票（由商店街公司代開或自身開立），是消

費者所認知交易對象為各事業，各事業利用其於「PChome Online商店

街」網站經營之店家刊登、散布廣告，基於出賣人地位銷售系爭商品，

該等事業為增加自身利益刊載廣告增加商品售出機會，並銷售商品享有

利潤，是前揭事業為案關廣告之廣告主而網路專櫃商店之店家，自然因

銷售商品所得與商店街公司有利益共享關係，並就案關商品銷售獲取利

潤，且於整體交易流程係基於出賣人地位銷售商品，為本案之廣告主。 

而商店街公司因與網路專櫃商店之合作關係，依約商店街公司擁有

同意店家變更或新增商品類別及與其協議銷售價格之權限及辦理消費

者退換貨事宜，且由商店街公司開立發票予消費者，商店街公司利潤來

自於銷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差項，是單就「專櫃合約書」與發票銷貨流

程而言，商店街公司不無有本案廣告主之虞，然因商店街公司並未參與

案關廣告之製作刊登及案關商品之價格決定，況消費者於案關網站可看

到店家之名稱，知悉其交易對象為店家，是就本案而言，商店街公司並

無製作、刊載廣告行為、廣告商品交易流程有所參與之情事，尚難認為

案關廣告之廣告主體。 

 

第二節 近年不實廣告重要訴訟案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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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述，若透過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觀察，近年來針對公平交易法

第 21條案件提起行政訴訟者，主要類型為不動產廣告及不當比較廣告，其

中，就不動產廣告部分，主要爭點在於被處分人（即建商）往往主張交易

相對人同時簽訂「二次施工同意書」，而認定交易相對人已知悉並同意相

關廣告不實情形。至於比較廣告主要爭點在於，對於逐項、直接或間接的

功能或效果比較，對於被比較對象較為不利，往往容易引起紛爭。謹就重

要訴訟案件整理法院見解如下： 

一、建案廣告（最常見二次施工之爭議）： 

（一） 二次施工同意書約定未交付於不動產買賣契約標的24： 

1、 事實概要： 

原告（立鑫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桃園市桃園區投資興建銷售之

「麗園道」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委託元辰廣告有限公司（下稱

元辰廣告公司）以包銷方式辦理系爭建案之銷售業務及廣告企

劃，且系爭建案之廣告須經原告審閱，該建案於 101年 10月至 102

年 7 月在銷售中心現場發放之廣告圖冊上，刊載接待大廳及健身

房情境示意圖照，並於 101 年 10月至 102年 3 月在「樂新屋」網

站上刊載之系爭建案廣告，表示公共設施為接待大廳、閱覽室、

親子遊戲區、健身房、多功能會館、茶亭；復於 101年 10月至 102

年 6 月在「博客網」網站刊載系爭建案廣告，表示公共設施接待

大廳、閱覽室、親子遊戲區、健身房、多功能會館、發呆亭；又

於 101 年 12月至 102年 5 月在「591」網站上刊載系爭建案廣告，

表示公共設施接待大廳、交誼廳、會議室、視聽 1 室、健身房、

桌球室云云等各項公共設施，就商品之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裁處時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104 年 10 月 6 日公處字第 104098 號處分書，

                                                 
24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409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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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原告罰鍰 30萬元，處元辰廣告公司罰鍰 10 萬元。 

2、 法院判決25： 

（1） 法院認為系爭建案廣告上所表示接待迎賓大廳、閱覽室、親子

遊戲區、交誼廳、會議室、視聽 1 室、多功能會館、健身房、

桌球室、發呆茶亭等各項公共設施，係在使用執照上所規劃之

廣場式開放空間上，違背建築法令對開放空間不得增設外牆之

規制效力，所進行二次施工興建之違章建築。且此等違章建築

之公共設施，原告在廣告銷售時即已決意該公共設施之二次施

工改建，不納入建案房屋買賣交易之契約標的，房屋買受人對

原告並無請求施作、給付之權利，此由原告所預備供交易相對

人簽署之系爭建案「法定空地、中庭、公共空間及外觀美化與

規劃約定書」之定型化契約即可得知。 

（2） 依建築法第 77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等有應

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如未盡該條

項規定之義務者，依同法第 9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應處建築

物所有權人等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

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

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

原狀或強制拆除。是以，系爭建案倘於取得使用執照後進行二

次施工，並交付前揭增設外牆之封閉式公共設施為使用用途之

建築物與買受建案房屋之交易相對人，相對人即有遭主管機關

罰鍰、限期拆除等處分之風險，且房屋買賣為價值高昂之商品

交易，公共設施是否為合法使用用途之建物，交付使用後有無

遭建築主管機關拆除進而無法使用之風險，對於房屋買受意願

與銷售之價格，依一般房屋交易市場常情，具有決定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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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而言，顯屬足以影響其

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此並為興建、銷售系爭建案之原告

所明知，然原告卻於系爭建案廣告上，故意不揭露上開與建案

房屋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令閱讀廣告之交易

相對人，誤認該等公共設施係合法建物，而受廣告招徠與原告

或委託銷售之元辰廣告公司聯繫、探詢交易，顯已藉此重要交

易資訊揭露不完全而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取得相對於

其他競爭者不公平之競爭優勢，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

所禁止之不實廣告，殆無疑義。 

（二） 廣告未以標示顯著而明白之方式揭示二次施工相關訊息26： 

1、 事實概要： 

原告自建自銷坐落於臺中市之「世界之翼」建案（下稱系爭建案），

於 104 年 3 月至 105 年 5 月間預售系爭建案，除於建案現場散發

系爭建案平面插圖卡（下稱系爭廣告）約 800 份外，於 105 年 3

月 1日至 5月 30日並登載相同內容之廣告於網站上。系爭廣告刊

載「全區 1F 家俱配置參考圖」、「全區 2F 家俱配置參考圖」載有

「依森健身房」（下稱健身房）、「掬月泳池」（下稱泳池）、「水漾

SPA區」（下稱 SPA區）、「男烤箱更衣區」（下稱男烤箱）、「女烤箱

更衣區」（下稱女烤箱）、「童心戲水池」（下稱戲水池）等公共設

施，與建造執照不符，被告因認有廣告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

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105

年 11月 30日公處字第 105130 號處分書處原告罰鍰 180萬元。 

2、 法院判決27： 

（1） 經查，系爭廣告刊載「全區 1F 家俱配置參考圖」、「全區 2F 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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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配置參考圖」載有健身房、泳池、SPA 區、男烤箱、女烤箱、

戲水池等公共設施，與系爭建案之建造執照不符。而依臺中市

政府即建案當地建築主管機關之專業意見， 如原告日後欲依系

爭廣告之內容提供給付，於未領得使用執照前，尚須經建築法

規定變更設計之程序，且部分公共設施的變更另涉及容積率的

檢討，否則即屬違法。至 105年 3月 10日止，原告均未曾依法

提出變更設計之申請等節，有系爭廣告、臺中市政府 105 年 3

月 10 日函及 105 年 5 月 16 日函、系爭建案一層平面圖及二層

平面圖等件可稽，堪信為真實。 

（2） 系爭廣告內容既與廣告當時系爭建案之建造執照不符，原告當

然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未必與廣告全然相符，復未

以標示顯著而明白之方式揭示訊息產生之「控制條件」，如：廣

告圖樣與建照執照不符，必待建管機關合法核准二次施工時始

有可能實現等語，此當然足以導致預售屋市場之潛在消費者產

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乃為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之廣告，至為

明確。原處分引據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42 條前段，

予以裁罰，並無違誤。 

（三） 銷售人員口頭告知二次施工阻卻違法不實廣告責任28： 

1、 事實概要： 

訴外人鑫寶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興建新北市三重區「鑫寶璽悅」建

案（下稱系爭建案），並於 105年 12月 30日與原告簽訂「房地產

銷售合約書」（下稱銷售合約），委託原告美麗聖不動產有限公司

銷售系爭建案及廣告業務。原告於銷售時提供鑫寶公司製作之「1F

全區配置參考圖」，刊載「頂樓雲端環景健身房星光娛樂 KTV」、「2F

王子休閒撞球室生活烹飪教室」等公共設施（下稱系爭廣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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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介紹使用。被告（即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6 年 3 月間上網查

悉上情，審認原告就系爭廣告為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106 年 9

月 14日公處字第 106077 號處分書，裁處 45 萬元罰鍰，並自處分

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上開違法行為。 

2、 法院判決29： 

（1） 原告主張系爭建案屬成屋銷售，系爭廣告僅陳述現場狀況，並

非不實廣告云云。惟查，建物相關設施之興建與合法使用，為

消費者選購房屋之重要考慮因素，倘事業在廣告上對於建物設

施之興建與其合法使用，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將導致購屋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當有依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規範之必要，要不因交易相對人得否自契約書內容、銷

售人員口頭說明等，進一步查證廣告內容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而阻卻其責任，業經論述如前。系爭廣告雖標示成屋之

現況，然其現況所表彰系爭建案之內容、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藉以招徠消費者，並增加系爭建案之交易機會，

揆諸前揭說明，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2） 至於原告雖主張其於銷售時，帶領客戶參觀，口頭介紹該等設

施，同時告知客戶該部分建物為二次施工，不會有引人錯誤之

情形云云。然而法院認為，此為原告單方面之主張，並無提出

任何證據證明之；況縱原告主張之情屬實，然而一般消費大眾

有多種管道可取得系爭廣告，非僅向銷售人員面對面洽詢時索

取一途。例如：客戶僅索取系爭廣告參考，在銷售人員並無解

說機會之情況下，即無法避免使購屋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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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原告僅口頭告知「二次施工」，倘並未明確告知上述公共

設施，與原核定使用用途不同，日後有遭查報拆除或停用之可

能；且依一般大眾之知識、經驗，亦難認由「二次施工」一詞，

即當然理解施作該等公共設施，係屬未經許可建造之違章建

築，而有遭主管機關勒令拆除或停止使用之風險。從而，原告

主張其告知客戶有關二次施工之情形，僅係原告是否有將系爭

建案上開公共設施，日後可能遭主管機關勒令拆除或停止使

用，致喪失契約預定效用，故存有物之瑕疵之事，告知締約相

對人，而得依民法第 355 條第 1 項規定，免除其所應負民事上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要不得阻卻原告因利用系爭廣告之

不實表示，招徠消費者與增加交易機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應負之行政法上責任。原告執以主張系爭廣告內容，

並無足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亦無令一般消費大眾產生錯誤

認知或決定云云，即無足採。 

（四） 簽訂同意書約定二次施工相關契約責任30： 

1、 事實概要： 

被告（即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原告誠銘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與

訴外人博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銷售桃園市八德區「Line 世代」建

案（103年 8月間變更建案名稱為「時尚 bobo」、下稱系爭建案），

於紙本宣傳單刊載「健身房、lounge bar」等文字，及現場接待

中心設置之電子錶板，刊載 13樓平台配置健身房、吧檯區、有氧

區及撞球檯等公共設施之 3D示意參考圖（以下就上述紙本宣傳單

及電子錶板內容合稱系爭廣告），係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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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8 日公處字第 106050 號處分書，處原告 100 萬元罰鍰。

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 

2、 法院判決31： 

（1） 原告雖主張已與買方簽訂「景觀美化同意書」，明確告知系爭廣

告標示 13 樓平台設置之公共設施，與原建築執照不符， 係屬

二次施工，自無足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云云。惟查，房屋銷

售廣告對房屋之銷售，有絕對之影響，而建物相關設施之興建

與合法使用，亦為消費者選購房屋之重要考慮因素，倘事業在

廣告上對於建物設施之興建與其合法使用，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將導致購屋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當

有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範之必要，要不因交易相對人得否自

契約書內容、銷售人員口頭說明等，進一步查證廣告內容是否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阻卻其責任，業經論述如前。 

（2） 原告於系爭廣告中，對於系爭建案之內容、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藉以招徠消費者，並增加系爭建案之交易機

會，揆諸前揭說明，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至原告與系爭建案房屋買受人簽訂「景觀美化委託書」，載明：

13 樓虛線標示處變更設計為烤肉區、休憩亭、健身房、撞球室

及 Lounge Bar，係屬二次施工，其內容與原建築執照不符，相

關責任為買方承擔與原告無關；施工費用合併於房屋價金內，

由原告先行代收，買方並保證不以任何理由就該工程向原告請

求其負違約責任或主張任何權利等語，僅係原告是否有將系爭

建案 13樓設置上開公共設施，日後可能遭主管機關勒令拆除或

停止使用，致喪失契約預定效用，故存有物之瑕疵之事，告知

締約相對人，而得依民法第 355 條第 1 項規定，免除其所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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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上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要不得阻卻原告因利用系爭

廣告之不實表示，招徠消費者與增加交易機會，依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第 1項規定應負之行政法上責任。 

（3） 況且，原告於買方簽訂之上開「景觀美化委託書」，並未明確告

知 13 樓露台設置上述公共設施，與原核定使用用途不同，日後

有遭查報拆除或停用之可能，而依一般大眾之知識經驗，亦難

認由「二次施工」一詞，即當然理解施作該等公共設施，係屬

未經許可建造之違章建築，而有遭主管機關勒令拆除或停止使

用之風險，原告執以主張系爭廣告內容，並無足使交易相對人

陷於錯誤，亦無令一般消費大眾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云云，即

無足採。 

二、比較廣告： 

（一） 有線電視業者服務品質之不當比較32： 

1、 事實概要： 

原告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於 104 年 10 月起，

在臺北市中山區使用「北都數位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的優勢」

廣告（下稱系爭廣告），就自己及他事業之「服務與品質」、「工

程建置」等相關項目為不實宣稱，涉有廣告不實情事，經被告(即

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認定原告推廣銷售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服

務，以系爭廣告就自己及他事業之營運項目為比較，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與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經公平交易委

員會於 105 年 8 月 19 日以公處字第 105095 號處分書（下稱原

處分）處原告罰鍰 40萬元。原告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2、 法院判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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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比較性廣告」雖有助於提供銷售選擇商品或服務之訊息，

但應以其內容真實為前提，系爭廣告僅由競爭者之一方為事實

比較，應負較高之注意義務以確保該陳述為真正，……是以其

作成錯誤之比較表，縱無故意，亦難謂盡其高度注意義務。」

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1082 號判決可資參照。查系爭廣

告係以與其他第 4 台業者就價格、服務與品質、工程建置等內

容製作比較廣告，自須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即必須就比較之

內容進行查證，以確保內容為真實。原告製作系爭比較廣告，

係出於競爭及商業營利之目的，依公平交易法之要求，更應負

較高之注意義務以確保該陳述真正。然原告就系爭廣告內容有

關其他第 4 台業者之「寬頻網路」、「畫質大躍進」、「施工進線

同意書」、「網路建置」及「頭端機房設備」均有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則以其作成錯誤之比較表，揆之前揭判決意旨，

縱無故意，亦難謂盡其高度注意義務，即應受罰。 

（2） 另法院針對案關「寬頻網路」、「畫質大躍進」、「施工進線同意

書」、「網路建置」及「頭端機房設備」之不實比較逐一釋明： 

甲、 有關系爭廣告「服務與品質」欄中之「寬頻網路」項目部分：

系爭廣告記載其他第4台業者之寬頻網路為「20M/60M/80M」，

而原告之寬頻網路為「30M/70M/120M」，然而法院認為其他第

4 台 競 爭 業 者 實 際 上 所 提 供 之 寬 頻 上 網 速 率 為

「24M/60M/120M/200 M/300M」，有該業者所提供之寬頻網路

資料可佐；而原告亦自承係以取得較早期資訊而非最新資訊，

足徵系爭廣告上揭表示，與事實不符，且致消費者誤認原告

所提供之寬頻網路速率高於其他業者，核有虛偽不實且引人

錯誤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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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有關系爭廣告「服務與品質」欄中之「畫質大躍進」項目部

分：系爭廣告記載其他第 4台業者為「類比數位雙載傳輸」，

而原告則為「HD 高畫質栩栩如生猶如身歷其境」，其予人之

印象，係其他第 4 台業者所採取類比數位雙載傳輸方式，其

節目之畫質不如原告之 HD 高畫質得以栩栩如生猶如身歷其

境。然查，原告雖採用「全數位傳輸」，惟其所提供之節目畫

質是否與他第 4 台業者所採用之「類比數位雙載傳輸」有差

異，通傳會認為：「有關『類比數位雙載傳輸』與『全數位傳

輸』之業者所播放之節目畫質是否有差異，應視節目供應者

所提供之畫質輸出種類、有線電視系統頻寬及載送方式、是

否升級 HD畫質等多種因素而定，未可一概而論。」而「全數

位傳輸之有線電視系統所播放之節目，是否全為 HD高畫質節

目，應視上述因素而定。」等情。依通傳會之函文可知，影

響系統業者播放節目畫質因素非僅繫於係「類比數位雙載傳

輸」或「全數位傳輸」，而原告復未證明以「全數位傳輸」所

播放之節目畫質較其他第 4 台業者以「類比數位雙載傳輸」

為優，仍以此等對消費者交易決定之重要功能資訊，向不特

定之消費者宣傳，顯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丙、 有關系爭廣告「服務與品質」欄中之「施工進線同意書」項

目部分：系爭廣告記載其他第 4 台業者「無」施工進線同意

書，而原告則為「同意才施工：尊重管委會，保障彼此」，然

查，其他第 4 台業者於其施工進線前有先知會並取得管委會

同意書後始施工進線，此有卷附其他第 4 台業者之施工通知

單及同意書足稽，堪認系爭廣告宣稱其他第 4 台業者無施工

進線同意書云云，顯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丁、 有關系爭廣告「工程建置」欄中之「網路建置」項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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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廣告記載其他第 4 台業者之網路建置為「樹枝狀建置：

易斷訊」，而原告則為「環狀建置：相對較穩定、快速、安全」，

然據通傳會表示：「目前系統經營業者無論採類比數位雙載傳

輸或全數位傳輸，均以光纖線路由頭端傳輸有線電視訊號至

其經營區內各社區後，再透過同軸線路接至用戶家中。」、「採

『類比數位雙載傳輸』或『全數位傳輸』之有線電視系統，

在用戶接取部分皆採樹狀結構建置，二者斷訊機率與穩定度

應視系統經營者整體網路建置與後續維運能力而定，不可一

概而論。」等語，亦有該會上開函文附卷足參。依通傳會之

函文可知，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無論採用 何種方式傳輸，

其網路建置型態並無明顯差異，均係採光 線路混合同軸線路

型態，而斷訊機率與穩定度則係依憑整體網路建置與後續維

運能力。原告雖主張其網路 95%均為光纖，採雙向互補，環

狀建置、有備援機制等情，惟僅能說明原告自身網路建置之

情形，尚無法證明其他第 4 台業者因「樹枝狀建置」有產生

「易斷訊」之情形，而原告迄未提出系爭廣告所載其他第 4

台業者之網路建置為「樹枝狀建置：易斷訊」之事證，則此

宣稱，並無事實依據，即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戊、 有關系爭廣告「工程建置」欄中之「頭端機房設備」項目部

分：系爭廣告記載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備為「設備老

舊」，而原告則為「數位頭端領先業界」「100%全數位訊號」。

法院認為，原告雖稱頭端機房設備必須經通傳會查驗通過，

始可營運，其於 104 年 11月獲准開播，同區並無其他業者申

請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驗等，以頭端機房設備之新舊

顯而言，係顯而易見云云，然原告之頭端機房設備經通傳會

查驗通過，與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備是否為老舊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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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而原告亦自承其無法提出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

備設置之時間，則原告如何知悉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

備老舊，原告既無提出事證證明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

備老舊，其逕以系爭廣告宣稱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備

老舊，系爭廣告顯已就其他第 4 台業者頭端機房設備之內容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

定。 

（二） 電信業者服務品質之不當比較
34
： 

1、 事實概要： 

（1） 緣原告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於公司網站刊登跨年網速實

測廣告（下稱系爭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

連霸 No.1」等圖文，並於 106 年 1 月 1 日發布新聞稿（下稱系

爭新聞稿）載有「在 2017 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信

界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 測速三連霸，完美

展示台灣之星用戶享有全台個人頻寬最大的優勢。跨年尖峰時

段 22:00-00:30進行 4G 實測，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

同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及「根據 2016/12/31 跨年夜

全台 9 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段 22:00-00:30 的實測結

果，……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

等語。 

（2） 系爭廣告及系爭新聞稿（以下合稱系爭廣告及新聞稿）整體予

人有原告網速最快、遠勝同業 10倍之印象，惟上開宣稱係以其

自行測速之結果為廣告製作之基礎，且使用最高級用語連結客

觀陳述，並無第三方公正單位之客觀數據可佐證，涉有廣告不

實之情事。經被告(即公平交易委員會)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後，

                                                 
34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701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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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系爭廣告及新聞稿係就與服務品質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107 年 3 月 2

日公處字第 107012 號處分書裁處原告 60 萬元罰鍰，並自原處

分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刊登系爭廣告及新聞稿之違法行為。 

2、 法院判決35： 

（1） 觀諸系爭廣告可知，網路頁面上係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

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等字，同頁面並載有智慧型手機搭配

SPEEDTEST 網路測速軟體之 3張圖片，並分別標示原告於 103至

105 年測試年度之測試數據於上開圖片之右側（分別為

18.7Mbps、22.5Mbps 及 67.6Mbps），且與他業之測試數據並列

顯示，予人整體印象為原告於 103 至 105 年連續 3 年跨年晚會

活動期間之行動上網速率均優於其他電信業者。又細觀系爭新

聞稿其上載有「在 2017 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信界

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測速三連霸，完美展

示台灣之星用戶享有全台個人頻寬最大的優勢。跨年尖峰時段

22:00-00:30進行 4G實測，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

業 10 倍，再度蟬聯第一名。」及「根據 2016/12/31 跨年夜全

台 9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段 22:00-00:30的實測結果，……

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語，

據此可知系爭新聞稿整體予人原告行動上網網速連 3 年最快及

其於 105年跨年之網速遠勝同業 10倍之印象。 

（2） 雖原告主張其數據皆經與 OOKLA 公司之 SPEEDTEST 資料庫核

對，且經其依條件篩選後之 104 年及 105 年 SPEEDTEST 資料庫

數據分析結果，其於上開資料範圍內之行動上網速率確高於其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訴字第 544 號判決。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898&lno=21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898&ln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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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電信業者云云。惟查，原告自承其確實未購買 OOKLA公司 1 03

年度 SPEEDTEST 用戶實測資料庫等情屬實；參以被告曾就有關

影響定點量測行動上網速率之主要因素，以及原告實測行動上

網速率之方式是否具代表性、是否得以此數據逕行宣稱上網速

率最快，及優於同業 10 倍等問題，於 106 年 7 月 14 日去函詢

問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下稱電信技術中心），據電信技術中

心 106 年 7月 27日復函表示：「（一）影響行動上網速率之主要

因素很多，包括基地臺與手機載波聚合功能、基地臺建設密度、

基地臺訊號涵蓋範圍、用戶使用手機環境、手機本身功能、用

戶共享頻率資源、無線電波隨機傳遞特性、網路傳輸頻寬、應

用服務類型、電信資費方案等因素。（二）……考量影響定點量

測行動上網速率之因素眾多，本中心因未能詳實瞭解旨揭事業

測試當下情境與設定，實難判別。」 

（3） 據此，原告以其行動上網測速方法所得之數據，在無 103 年

SPEEDTEST 資料庫客觀數據佐證下，爰難認原告所測數據具代表

性，亦難認其 103 年網速第 1 名之宣稱係有憑據。而原告既僅

能提供 104年及 105年之 SPEE DTEST用戶實測數據，就 103年

跨年行動上網速率則僅有其自行測試之數據，在欠缺 SPEEDTEST

用戶實測資料庫數據或其他公正客觀單位以相同限制及條件之

測試資料為比較基礎之情況下，其逕於系爭廣告及新聞稿宣稱

「三連霸 No.1」（指連續 3年跨年行動上網速率高於其他電信業

者），即屬欠缺客觀公正性之比較資料，顯屬易引人錯誤之表

徵，衡情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對

於其他被比較之同業造成不利益之影響，難謂屬正當之競爭手

段。再者，依據原告所提出之 104年及 105 年跨年之 SPEEDTEST

用戶實測數據可知，原告於 104 年及 105 年跨年之下載網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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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分別為 22.72M bps 及 20.22Mbps。則系爭廣告及新聞稿所載

105 年跨年之下載網速均速達 67.6 Mbps，顯與前揭公正客觀之

同年度資料庫數據差距達 47.38Mbps，且原告上網速率約僅為其

他電信業者（6.51Mbps至 8.54Mbps不等）之 2.4至 3.1倍不等，

系爭新聞稿卻宣稱網速遠勝同業 10倍，此等表示內容明顯與事

實不符，該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是以，系爭廣告

及新聞稿宣稱均速 67.6Mbps 及遠勝同業 10 倍等語，核屬就與

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事項，有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三） 不當貶損競爭事業商品品質之比較廣告36： 

1、 事實概要： 

原告宏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檢舉其於民國 103 年底，為推廣銷

售其水玻璃除濕機，在公司網站上登載案關影音廣告，就其商品

與遮蔽名稱之市售除濕盒進行比較，宣稱所比較除濕盒「要小心

有毒的化學液體」、「除濕盒產生有毒氯氣」、「一不小心吸到接觸

到還有中毒的危險」，案關廣告內容予人之印象，為一般市售除濕

盒會產生有毒的氯氣及有毒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

險，是以消費者使用市售除濕盒將面臨中毒的危險，而刊登不實

比較廣告。案經被告（即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結果，原告為推

廣銷售其水玻璃除濕機商品，以比較廣告方式與競爭事業所售除

濕盒進行比較，廣告內容為原告片面支配之範圍，被比較或評論

之競爭事業於該廣告中並無解釋或辯駁之機會，原告自應以公

正、客觀方式為之，就其比較項目詳予查證及就所引用資料妥適

詮釋，確保廣告內容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或服務之表示與實際相

符，方為合法。案關廣告宣稱一般市售除濕盒會產生有毒的氯氣

                                                 
3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13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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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毒的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予人消費者使

用市售除濕盒將面臨中毒的危險之印象，依現有事證，要難認為

有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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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告以原告於廣告指稱，市售除濕盒會產生有

毒的氯氣及有毒化學液體，消費者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

係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原告罰鍰 30萬元。 

2、 法院判決37： 

（3） 查原告於 103 年底，為推廣銷售其水玻璃除濕機，在公司網站

上登載系爭影音廣告，就其商品與遮蔽名稱之市售除濕盒進行

比較，宣稱所比較除濕盒「要小心有毒的化學液體」、「除濕盒

產生有毒氯氣」、「一不小心吸到接觸到還有中毒的危險」等內

容，予人之印象為一般市售除濕會產生有毒的氯氣及有毒化學

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亦即表示消費者使用市售

除濕盒將面臨中毒的危險。再者，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主管機關

或客觀公正機構所發布或出具市售除濕盒產品會產生有毒氯氣

和有毒化學液體，消費者吸到和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之官方文

件或研究、檢測報告以為佐證，僅片面主張因市售水溶性除濕

盒主要成分為「氯化鈣」，且環保署業將「氯化鈣」列為該署「非

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且該署網站登載編號 HSN-923之文

件業詳述「氯化鈣」產生之廢水具有的毒性，及接觸「氯化鈣」

時應有的防護等語。經被告洽詢環保署表示意見以，市售除濕

盒非該署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範範圍，該署「毒理資料庫」

所載「非列管有毒化學物質」並非全為毒性化學物質，且「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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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簡字第 6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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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鈣」確非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

管理事項」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系爭廣告有關編號

HSN-923之「氯化鈣」資料及該署「安全資料表（化學品查詢）」

所列「氯」資料，均為該署委託製作，僅供參考，並非依法公

告之文件，原告引用該署網頁資料為其廣告依據，並未事先徵

詢該署意見。被告復洽工研院表示意見以，原告系爭廣告宣稱

之毒性及危險性，不在該院出具報告之試驗項目範圍內，且非

該院技術專長領域。再被告又洽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表示意見

以，經該局檢視勞動部及衛生福利部網站對於氯化鈣所公布資

料，氯化鈣不僅可用於製作乾燥劑、食品防腐劑，亦可用於釀

造、食品製造用劑、營養添加劑等，且氯化鈣在水裡會分解成

動物身體不可少的鈣離子及氯離子，相關資料均未顯示在常溫

常壓狀態下，市售水溶性除濕盒於吸濕過程中會釋放氯氣，惟

人體吸入其粉塵、長期接觸及大量吞食氯化鈣可能造成對健康

之影響。原告之系爭廣告宣稱一般市售除濕盒會產生有毒的氯

氣及有毒的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予人消費

者使用市售除濕盒將面臨中毒的危險之印象，所陳述資料來源

即與事實不符，顯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4） 事業若於比較廣告就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隱瞞重要交易資訊等，致使交易相對人誤認其商

品或服務較他事業優越或安全而與其交易，違反商業倫理及市

場之效能競爭者，為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即應屬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故事業於廣告上就自身商品及競爭

商品為比較，應確保引用資料來源之公正性及客觀性，而家電

用品之安全性，影響消費者選購之意願甚鉅，訊息引述之來源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898&lno=21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898&ln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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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消費者決定是否採信其引述內容之重要參考依據。 

（5） 如前所述，原告銷售水玻璃除濕機，以比較廣告方式指稱市售

除濕盒會產生有毒的氯氣及有毒的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

中毒的危險，且原告並未提出相關主管機關或客觀公正機構所

發布或出具「市售除濕盒產品會產生有毒氯氣和有毒化學液

體，消費者吸到和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之官方文件或研究、

檢測報告支持或肯認原告之論點。原告更強調參考使用環保署

網站之教育宣導資料和化學物質毒理資料及工研院之氯氣濃度

檢測報告而創作出比較性廣告，僅為提醒警示消費大眾使用市

面一般除溼劑產生有毒氯氣及碰觸、吸取氯氣危險之可能風險

性，並合理建議消費大眾或潛在客戶可考慮使用未含氯化鈣成

分之除溼產品云云，惟本件之重點，在於市售除濕盒正常使用

之情況下是否「要小心有毒的化學液體」、「除濕盒產生有毒氯

氣」、「一不小心吸到接觸到還有中毒的危險」。原告僅因市售水

溶性除濕盒主要成分為「氯化鈣」，未經證實之情況下就片面主

張「氯化鈣」對人類亦非絕對安全，提醒消費者「要小心有毒

的化學液體」、「一不小心吸到接觸到還有中毒的危險，並未提

出任何關於受比較遮蔽名稱之市售除濕盒商品之測量方法、測

量單位等正常使用情況之下會讓使用者接觸到有毒液體、氯氣

之可能性。 

（6） 此外，原告稱於被告調查期間所呈送之第三人所對外公開資料

包含環境保護署網站的教育宣導資料及該網站的毒理資料庫可

供大眾查閱之化學物質「氯」及「氯化鈣」之安全資料表以及

原告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化工研究所就市售之水溶性除溼劑其

一品牌「克潮靈」檢測其主要成分「氯化鈣」於吸濕過程中所

釋放之「氯氣」濃度檢測報告，該等第三人對外公開性資料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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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客觀且大眾可輕易理解之資料云云，惟經檢視此等資料，亦

未能證明任何關於受比較遮蔽名稱之市售除濕盒商品之測量方

法、測量單位等正常使用情況之下會讓使用者接觸到有毒液

體、氯氣之可能性。 

（7） 另外，固然原告提出工業技術研究院之分析檢驗報告，強調檢

測市售某品牌除濕盒於吸濕過程釋放濃度達 11±2ppm 之「氯

氣」，及環保署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包括「氯」，自行認定上開檢

測結果高於環保署「毒理資料摘要表」之「暴露標準與規定」

所訂「恕限值(Thr eshold Limit Values): 8Hr TWA 為 0.5ppm; 

15min STEL 為 1ppm」標準，據以宣稱「除濕盒產生有毒氯氣」。

然根據該檢驗報告，所檢驗之商品僅係「克潮靈」除濕劑，市

售除濕盒及除濕劑品牌眾多，尚難就該檢驗報告以偏概全，而

測量方法、測量單位及受檢測商品不同，影響測量結果甚鉅，

況且前揭工研院 105年 8月 23日函，明確記載原告系爭廣告宣

稱之「要小心有毒的化學液體」、「除濕盒產生有毒氯氣」、「一

不小心吸到接觸到還有中毒的危險」等毒性及危險性，不在該

院出具報告之試驗項目範圍內，且非該院技術專長領域。 

（8） 因此，法院最後認為，原告系爭廣告所引據之資料，根本無具

體事證顯示為經真正、客觀之方式測得市售所有除濕盒及除濕

劑商品正常使用情況之下會讓使用者接觸到有毒液體、氯氣之

可能性，即於廣告內容宣稱一般市售除濕盒會產生有毒的氯氣

及有毒的化學液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險，予人消費者

使用市售除濕盒將面臨中毒的危險之印象，使交易相對人產生

使用市售除濕盒及除濕劑將有接觸到有毒液體、氯氣之高度危

險性，而顯示原告商品較其他競爭商品安全，藉以貶抑競爭對

手商品，以凸顯自身商品之優越，爭取交易機會，核其行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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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競爭之商業倫理，未經證實部分以懷疑、臆測、主觀

陳述為比較，足以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認知錯誤等廣告而致引

人誤認其商品或服務較他事業為優越，而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三、數位新創經濟之不實廣告38： 

（一） 事實概要： 

被告台灣宇博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原告（即公平交易委員會）

於 104 年間在「UBER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車 免費加入最

夯共享平台 時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有關 UberX菁英招募條件

為「年滿 21 歲，持有普通駕照 車輛符合菁英條件 無犯罪或重大

肇事紀錄」。Uber菁英所需文件「1.駕照 2.行照 3.強制險 4.駕駛

執照審查證明（肇事紀錄）5.良民證」等語（下稱系爭廣告），對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105年 6月 20日以公處字第 105065號處分書，命原告自原處分送

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處原告罰鍰 100萬元。 

（二） 法院判決39： 

1、 針對原告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車……免費加入

最夯共享平台……時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如何加入常見問

題……Uber X菁英……條件：年滿 21歲，持有普通駕照……車輛

符合菁英條件……無犯罪或重大肇事紀錄」、「Uber X 菁英所需文

件：1.駕照 2.行照 3.強制險 4.駕駛執照審查證明（肇事紀錄）5.

良民證」等相關廣告。法院認為，觀諸系爭廣告內容，系爭廣告

予人印象為司機倘符合加入條件、檢附所需文件並加入 Uber 平

                                                 
38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65 號處分書。 
3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1232 號判決。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1898&lno=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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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即可透過 Uber平台合法搭載乘客，並得依其現有資源（自有

車輛）及時間，每周增加收入上萬元。 

2、 惟據交通部所提供之專業意見，依公路法第 2條第 1項第 14款規

定：「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

酬之事業。」另依同法第 77 條第 2項規定：「未依本法申請核准，

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其停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或吊銷之。」揆諸上開規定，可知從事經營而受報酬之事

業，皆應按公路法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備，並於籌備完竣

後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方得開始營業。至接受 Uber APP平台

派遣之自用車輛車主，依公路法第 77條第 2項規定，將處罰 5 萬

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車輛牌照 2個月至 6個月。爰倘司

機受「UBER 司機資訊網」網路廣告吸引，而加入 Uber APP 平台，

縱司機符合加入條件並檢附所需文件，惟透過 Uber APP平台派遣

之自用車輛車主，亦有違反上開公路法等相關規定之虞。 

3、 復按公路法等相關規定從事經營汽車運輸之事業，應按公路法規

定向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核准籌備，並於籌備完竣後發給汽車

運輸業營業執照方得開始營業。原告為在我國登記之公司，其製

作之廣告係透過 Uber APP 平台搭載乘客為招徠，自應於廣告製作

刊登前，先行確認系爭服務之內容，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況且，原告透過 Uber APP平台媒合乘客與駕駛之行為，

其以廣告推廣行銷載客服務，除致生不特定人誤認係合法提供

外，更因其廣告招徠增加交易機會，對計程車客運業難謂無影響，

且對其他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亦有排擠交易機會之可能，使競爭

同業蒙受損害，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 

4、 綜上，法院認為原告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開自己的車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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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加入最夯共享平台時間自由，每周多賺上萬」、「如何加入常見

問題……UberX 菁英……條件：年滿 21 歲，持有普通駕照車輛符

合菁英條件無犯罪或重大肇事紀錄」、「UberX 菁英所需文件：1.

駕照 2.行照 3.強制險 4.駕駛執照審查證明(肇事紀錄)5.良民證」

等語，已有致一般或相關大眾誤認倘符合加入條件、檢附所需文

件並加入 Uber APP平台，即可透過該平台合法搭載乘客，並得依

其現有資源(自有車輛)及時間，每週增加收入上萬元，而難以知

悉透過 Uber APP平台派遣之自用車輛車主，違反公路法等相關規

定，有遭處罰鍰及吊扣或吊銷牌照之風險，且原告對該交易風險

並未以適當方式予以揭露。是以，法院最後認為，原告於「UBER 司

機資訊網」刊載系爭廣告內容，易使人誤認開自己的車符合加入

條件、檢附所需文件並加入 Uber APP平台得合法提供服務與上開

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規定並不相符，其表現與現行法律間之差

異，顯已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有引起錯誤認知

或決定之虞，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 

 

第三節 回顧及探討 

 

自過去所累積相關處分案件進行分析，可知公平交易委員會目前就各

該類型網路廣告參與者之責任認定，不同於 B2C 平台供應商，在 B2B2C 平

台上開店的零售商擁有較高的自主權，也能經營自己的品牌。」因此兩者

間在特性上有所區隔。至於網路拍賣則適合少量、非經常性的商品交易，

但不利於建立品牌及營造顧客忠誠度，對於希望在網路開店之商家而言，

網路拍賣並非網路開店平台之合理替代選項。另外，被檢舉人等網路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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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亦有經營網路購物及入口網站等業務，所帶來之龐大瀏覽人數及商機

等，亦非選擇自行架站之商家所能輕易企及，故自行架站亦非合理之替代

選項。是以，網路開店平台本身應可構成單獨之產品市場。究主要還是以

其整體之交易流程、對於廣告之介入程度、消費者認知以及是否因該廣告

銷貨而獲有利益等作為判斷之依據，且據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 7 月 14 日

100年度判字第 1229號判決書，關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之行為主體，應以實施廣告行為之整體行為為綜合判斷，並不以直接

表示或表徵之行為人為限。易言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廣告行為主

體，並不以本身製作廣告為限，而應就廣告內容之提供、製作至使公眾得

知之過程中，各事業對於廣告行為之參與程度而定，倘事業就製作、刊載

廣告行為、廣告商品交易流程有所參與且因而獲有利益，即難卸廣告主責

任而應就廣告內容為真實表示。而對於網路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也是需

視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廣告內容之決定方式及監督情形、廣告出資者、廣

告上所載之事業名稱或識別標誌、締結交易之名義人、發票出具人、交易

相對人之整體印象、不實廣告之獲益者等事項，作為評斷廣告主之考量因

素。 

如果從訴訟案件觀察近期廣告不實類型，可以發現建案廣告不實情形

幾乎一再重演，違法態樣較相對固定，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處分理由也屢獲

行政法院支持，顯示由於不動產金額高，整體獲利率較為可觀，建商仍有

誘因以不實廣告方式進行宣傳，並將可能的違法風險轉嫁到房價上，或意

圖以二次施工同意書等個別磋商條款來限制交易相對人，如果消費者一時

不查或較無法律觀點，其權益可能就因此受損，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

加強宣導，並適時針對不動產廣告案件提高罰鍰金額，藉由公權力介入，

抑止此類不公平競爭行為。另可觀察到隨著數位經濟時代的發展，電信或

有線電視等業者，可能係處於寡占競爭市場，與其他品牌間競爭較為激烈，

特別著重透過比較廣告，來強調自身網路服務之品質優勢，以招徠潛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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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相對人。與此同時，數位新創產業如 Uber在進行破壞性創新的同時，為

加速推廣其服務，也踩在法律紅線上進行廣告，影響消費者權益。此類型

數位經濟產業，均具有透過廣告擴大其規模經濟效果之誘因，應值得公平

交易委員會爾後持續關注，積極處理。 

此外，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往公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

件之處理原則」（詳附錄二）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詳附錄三），該會顯然認為不動產廣告及比較廣告確實較容易產生

紛爭。惟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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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未來應重視之重要課題。因此，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

可以透過案例累積，適時檢討修正相關處理原則，以利相關產業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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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位時代廣告衍生不公平競爭之探討 

 

第一節 數位廣告趨勢－關鍵字廣告 

 

所謂關鍵字廣告之行銷，指網路使用者透過搜尋引擎輸入特定關鍵字

時，廣告主所付費購買的「關鍵字廣告欄位」，將呈現在搜尋結果的最上方，

排序在後者則是不須付費的自然搜尋結果。其中，免付費的自然搜尋結果，

指搜尋引擎業者經由「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後所呈現的排序結果，關鍵字廣告則為搜尋引擎業者透過「搜尋引

擎行銷（Search Engine Marketing, SEM）」使廣告主的商品、服務及網站

內容得以快速及大量曝光的一種行銷策略40。 

根據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對於臺灣數位廣告量報告指

出，近 3 年來臺灣各產業對於數位廣告（包含展示型廣告、影音廣告、關

鍵字廣告等廣告類型）占整體廣告之投放比例逐年成長，已由 52%達到

60.2%41。如果從 109 年數位廣告在一般媒體平台（含電腦、手機及平板）

投放金額約 289.78 億元來看，關鍵字廣告的占比最高，投放金額高達

112.88 億元。相較於前 2 年即 2018 年、2017 年的統計資料，關鍵字廣告

投放金額分別為 95.12億元、79.2 億元，顯見關鍵字廣告市場規模逐年擴

大，近 2 年的成長幅度分別達到 20.1%及 18.67%，也代表著有越來越多廠

商願意投入資金購買關鍵字廣告。但是，現今關鍵字廣告可能會設定競爭

                                                 
40

 黃國亮，網路行銷，頁 6-12，2019 年 9 月。 
41

 台 灣 數 位 媒 體 應 用 暨 行 銷 協 會 ， 2019 年 台 灣 數 位 廣 告 量 統 計 報 告 ， 網 址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_Aq64aiK5-FVb3Tc3l_ua7SzGLDhAr0/view；2018 年台灣

數 位 廣 告 量 統 計 報 告 ， 網 址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y5AXY5RYgCJLrCg1SfwBy3DLToCvjUs/view；2017 年台灣

數 位 廣 告 量 統 計 報 告 ， 網 址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KSqigior9AZDJ2WDNoTGs3aFRGMG5XTW0tZXdkWEt

QSGF3/view，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y5AXY5RYgCJLrCg1SfwBy3DLToCvjUs/view；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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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品牌名稱做為關鍵字，稱為「競爭品牌關鍵字」42，特別是小廠商更

是期待消費者搜尋其競爭品牌關鍵字，同時呈現廣告主品牌的關鍵字廣告，

藉以提高自身商品或服務的成交機會，進而可能產生越來越多爭議案件的

負面效果。 

由於網路資訊的繁多及便利性，現今時代消費者已習慣於網路檢索及

察看各種網紅影片、開箱文或相關論壇之介紹及經驗分享。消費者的消費

及知覺行為流程，已由傳統媒體時代「AIDMA」（Attention 注意->Interest

興趣->Desire慾望->Memory記憶->Action行動）改變至網路時代「AISAS」

（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Search檢索->Action行動->Share分

享）43，導致網路使用者越來越依賴搜尋引擎系統以過濾相關資訊，此代表

搜尋引擎系統肩負為網路使用者篩選資訊之責，亦顯示網頁於網路上的曝

光程度與搜尋引擎系統的運作方式密切相關。 

此時，網站業者若想要在搜尋結果排序優先，一方面可透過「搜尋引

擎最佳化」的優化方式，加強網頁品質與特定關鍵字間之關連，以取得在

搜尋引擎的演算法則下的自然排名靠前44。另一方面還可以向搜尋引擎業者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搜尋關鍵字時，搜尋引擎系統將該關鍵

字相關的「關鍵字廣告」與搜尋結果，同時呈現於搜尋結果頁面上方和底

端45，以吸引網路使用者點擊連結至廣告主之網頁。此外，廣告主可以使用

搜尋引擎業者提供的免費「關鍵字規劃工具（Keyword Planner）」46，幫助

廣告主發掘、搜尋、管理關鍵字，並提供關鍵字預測成效等數據分析，評

                                                 
42

 黃國亮，同註 40，頁 6-25。 
43

 戴國良，數位行銷，頁 206，2012 年 8 月。 
44

 黃國亮，同註 40，頁 6-16。 
45

 Google 「 Adwords 說 明 - 文 字 廣 告 簡 介 」 ， 網 址 ：

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answer/1704389?hl=zh-Hant&ref_topic=3119117，最後瀏

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日。 
46

 Google 「 關 於 『 關 鍵 字 規 劃 工 具 』 」 ， 網 址 ：

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answer/2999770?hl=zh-Hant，最後瀏灠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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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關鍵字的預估搜尋量及廣告費用。廣告主最終目標是希望所設定的關鍵

字廣告在搜尋頁面當中，可以更為具體及貼近潛在消費者族群，以達到最

佳廣告效果。 

透過前揭關鍵字廣告之運作模式中可以發現，關鍵字廣告與傳統廣告

的功能明顯有很大區別。傳統廣告係廣告主推廣、銷售自身商品或服務的

一種行銷方式，重點在聚焦商品或服務本身的功能藉以吸引消費者，關鍵

字廣告則係依賴網路使用者於搜尋引擎系統查詢資訊的習性，巧妙將網路

使用者搜尋目標與廣告內容作結合，達到更加曝光廣告之目的
47
。也因為網

路使用者了解自身需求且主動檢索網路資訊，廣告主可藉由關鍵字廣告精

確的聚焦目標族群，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亦能緊密契合潛在交易相對人需

求等特性，故有學者認為「每一個關鍵字背後都代表一個購買動機」、「關

鍵字廣告是一種使用者意向的資料庫（database of user intents）」48，

並具有降低買賣雙方搜尋成本的功效49。 

關鍵字廣告具有「有點擊才有收費」、「廣告費用由業者出價」及「根

據廣告費用高低排序」等 3大特性50。有別於過往廣告刊登曝光就要收費的

方式，關鍵字廣告是採取網路使用者點擊後才須要收費的方式（Pay per 

Click, PPC），亦即成功點擊報酬。以 Google 來說，收取廣告費用是採取

競價（或稱拍賣）方式，先由廣告主設定一些關鍵字並出價，另得設定個

別關鍵字廣告的預算上限與廣告總預算，再由 Google綜合評估相關關鍵字

廣告可能的被點擊率及出價金額，決定廣告位置的高低排序。但是，在競

價過程中，個別廣告主關鍵字廣告的排名尚會受到其廣告內容品質的影響，

品質分數越高，廣告主於每次點擊必須支付的費用越低，得以較低的競標

                                                 
47

 胡仲男，新型態廣告規範之研究－以公平交易法為中心，公平交易法季刊，21 卷 3 期，

頁 158，2013 年 7 月。 
48

 戴國良，同註 43，頁 210-212。 
49

 劉楚俊、陳姿縈，網際網路產業之垂直整合對公平交易規範的啟示－以廣告字拍賣市

場為例，公平交易季刊，20 卷 2 期，頁 126，2012 年 4 月。 
50

 戴國良，同註 43，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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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取得越前面的廣告位置；品質過低者則可能減少廣告顯示時間，甚至

無法達到顯示資格。因此，Google 也會提供品質分數及建議予廣告主以優

化廣告，或由廣告主尋求關鍵字廣告代理商協助51。 

 

第二節 關鍵字廣告類型 

 

關鍵字廣告最典型的類型，為廣告主事先購買及設定特定的關鍵字廣

告內容，包含「廣告標題」、「顯示網址」及「說明」等 3部分52，網路使用

者只要搜尋輸入特定之關鍵字，則搜尋結果頁面將帶出該關鍵字廣告相關

內容。換言之，網路使用者輸入的關鍵字僅單純作為「觸發」廣告主早已

設定的關鍵字廣告，關鍵字本身與其廣告標題及內容並無相關，廣告內容

也不見得使用或包含網路使用者所輸入的特定關鍵字文字。 

另一種類型，則是廣告主進一步於廣告文案內使用搜尋引擎業者所提

供的「關鍵字插入（Keyword insertion）」53或稱「動態文字（Dynamic text）」

54功能，並搭配設定「廣告群組（Ad Group）」55，使得網路使用者搜尋特定

關鍵字時，廣告標題或內容當中所插入的文字程式碼「{keyword：關鍵字}」

將被觸發，形成廣告文案包含特定文字（可能為搜尋關鍵字或「廣告群組」

中設定的詞彙）的情況。換言之，網路使用者輸入的特定關鍵字不僅為觸

發關鍵字廣告的原因，同時基於廣告插入文字程式碼「{keyword：關鍵字}」

功能，該特定關鍵字可能會呈現在廣告文案中，或者被替換為「廣告群組」

                                                 
51

 劉楚俊、陳姿縈，同註 49，頁 129-130。 
52

 Google「Adwords 說明-文字廣告簡介」，同註 45。 
53

 Google 「 Adwords 說 明 - 關 鍵 字 插 入 功 能 簡 介 」 ， 網 址 ：

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answer/2454041，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54

 Bing ads 「 動 態 文 字 簡 介 」 ， 網 址 ：

https://about.ads.microsoft.com/en-us/resources/training/introducing-dynamic-text-en-1 ， 最 後

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55

 Google 「 廣 告 群 組 運 作 原 理 」 ， 網 址 ：

https://support.google.com/adwords/answer/2375404?hl=zh-Hant&ref_topic=3121942，最後瀏

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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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廣告詞彙。但是，無論如何，因為廣告內容使用了插入特定文字的

程式碼，關鍵字廣告與特定關鍵字之間，具有更直接的關聯。 

以實務案件為例，在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民商訴字第 24號民事判決中，

已完整引用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即 Yahoo！）100 年 8 月 25 日

函覆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函件，敘明前揭 2 種關鍵字廣告類型的運作模式

「（二）本公司關鍵字廣告服務（下稱「本服務」）的實際運作情形說明如

下：1.廣告主利用該服務刊登廣告時，必須在本服務系統中設定特定的『關

鍵字』與相對應的廣告文案（包含『廣告標題』、『描述』及『網址』），當

網友於 Yahoo!奇摩網站上搜尋該關鍵字時，該組相對應的廣告文案即會出

現在搜尋結果頁面的特定位置，若有網友點選該廣告文案，即可進入廣告

主所指定的網站瀏覽。……（三）……3.……報表中部分廣告內容含有以

下符號｛KEYWORD ：翻譯服務｝者，係指廣告主設定使用本服務『插入關

鍵字』之功能。以五姊妹之第一個廣告活動『謙慧公司晚上』為例，其第

一組廣告標題設定為『五姊妹多國語翻譯公司-｛KEYWORD：翻譯服務｝』，

當網友搜尋關鍵字『翻譯服務』時，該則廣告出現時標題將直接插入該關

鍵字，而呈現『五姊妹多國語翻譯公司-翻譯服務』；同樣地，當網友搜尋

此廣告活動所設定之另一關鍵字『詮星』時，廣告標題將出現『五姊妹多

國語翻譯公司-詮星』」等，更為明確。 

 

第三節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

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從公平交易法第 25條之

制定目的來看，乃稱該條為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性規定，基於不公平競

爭行為的態樣甚多，無法一一列舉，為免百密一疏，除公平交易法已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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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行為外，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亦禁止之56。

從立法體例之設計上來看，由於公平交易法規範之市場競爭行為與交易行

為態樣繁多，富有動態性之變化，且幾乎涵蓋所有市場的經濟活動領域，

因此，立法者在立法無法全盤掌握，而需要使用較為彈性之概括規定予以

規範，以避免產生法律上的漏洞，達到完善公平交易法保護之法益目的57。

同時，賦予主管機關對於高度專門性、技術性之經濟活動問題享有相當判

斷餘地，並透過實務運作經驗，歸納相關違法類型，作為日後公平交易法

修正之參考
58
。 

實務操作上究應如何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公

布「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第

25 條處理原則)59，其中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與其他

條文間適用的區隔，應有「補充原則（窮盡規範原則60）」的適用。詳言之，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的

行為，若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已完全涵蓋特定違法行為，得認為已充

分評價特定違法行為的不法性，或個別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

涵，則僅能依個別規定檢視特定行為是否構成違法，而無再依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規定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亦即個別規定就該違法行為進行評價

後，如仍具剩餘的不法內涵，始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加以補充規範。 

經統計公平交易委員會自 2011 年至 2019 年止的處分案例，依公平交

易法規範之行為態樣，區分成限制競爭行為、廣告不實行為、欺罔或顯失

公平行為，以及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仿冒行為及不當贈品贈獎等）共 4

                                                 
56

 1991 年 2 月 4 日 公 平 交 易 法 制 訂 條 文 說 明 ， 頁 9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upload/bd269c10-4260-46ea-8ec4-1758c237f12a.pdf，最後瀏覽日期：

2020 年 12 月 23 日。 
57

 吳秀明，註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載：廖義男計畫主持人，公平交易法之註釋

研究系列（二）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頁 479，2004 年 11 月。。 
58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要義，頁 161，2020 年 7 月。 
59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13 日公法字第 10615600201 號令發布。 
60

 吳秀明，同註 57，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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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行為來看，除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範之廣告不實行為外，經認定構成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規範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而遭處

分的案例，幾乎與其他限制行為與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處分案例數相當，可

見公平交易委員會依賴該條進行執法的頻率甚高。 

表 4-1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1年到 2019年處分案例 

年度 限制競爭行為 廣告不實行為 欺罔或顯失公

平行為 

其他不公平競

爭行為 

2011 19 151 35 0 

2012 28 110 20 1 

2013 29 108 25 1 

2014 27 74 26 0 

2015 24 73 9 1 

2016 11 77 20 0 

2017 13 151 15 0 

2018 9 110 7 0 

2019 2 108 2 0 

總計 162 962 159 3 

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1 年至 2019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 

因此，國內有多位學者提出若干建議，部分學者認為，應從公平交易

法的整體目的觀之，對於公平交易法個別規定是否已窮盡規範系爭行為，

無法僅就各該個別規定進行判斷，若從公平交易法之整體目的，得認具有

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補充之必要，則仍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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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61。另有部分學者認為，從經濟分析觀點來檢視「不公平競爭行為」，

若認為該不法手段將對消費者造成實質損害，且該損害無法與行為可能創

造之利益相抵消，且消費者亦無法合理地採取自我防免機制排除該不法手

段時，則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62。亦有部分學者認為從司法判決

及構成要件分析指出，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具體判斷是否符合「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構成要件時，不能單依少數人的證詞或單一個案作為基礎，必

須經過調查且獲有具體證據，可證明足以對具有普通知識經驗的多數交易

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產生影響，才可認定違法
63
。至於判斷是否「顯失

公平」之要件時，因顯失公平之概念極為抽象，則其不公平程度必須達到

顯著水準。並可加入二階段判斷原則進行認定，亦即，首先判斷交易相對

人間之交易行為是否顯失公平，倘若無法或很難自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判

斷是否為顯失公平，則可由市場效能競爭是否受到侵害進行判斷64。故從前

述見解可見，針對個案是否得適用公平交易法第25條規定，仍應審慎為之，

且應嚴格檢視具體個案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構成要件及公平交

易法之規範目的。 

事業如果不以效能競爭方式，而是透過剽竊、抄襲、攀附或利用他人

努力成果的方式從事競爭，以吸引交易相對人與之交易，屬於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此種行為人透過不當方式取得競爭上優勢，將

損害被榨取者利益，違反商業競爭倫理，應加以規範65。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最近一次修正前後之內容進行比對，其中與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有關之規範如下： 

                                                 
61

 劉孔中、薛景文，仿冒表徵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執法檢討與展望，公平交易季刊，

21 卷 1 期，頁 86，2013 年 1 月。 
62

 陳志民，經濟分析適用於公平交易法之價值、例示與釋疑，財產法暨經濟法，27 期，

頁 80，2011 年 9 月。 
63

 施錦村、郭冠樟，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構成要件之評析—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為例，公

平交易季刊，22 卷 4 期，頁 107，2014 年 10 月。 
64

 同前註，頁 108-109。 
65

 吳秀明，同註 57，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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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易

法第 25

條處理

原則 

2017 年 1月修正前66 2017年 1 月修正後67 

內容 七、(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

項)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

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商業交易」者。其常見之

具體內涵可分為三種類型： 

(一)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

公平競爭行為： 

1、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判斷是否違法原則上應考

量(一)遭攀附或高度抄襲

之標的，應係該事業已投

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

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

益，而已被系爭行為所榨

取；(二)其攀附或抄襲之

七、(判斷顯失公平之考慮事

項)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

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

爭或營業交易者。 

    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例示

如下： 

(一)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

阻礙競爭，如：…… 

(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如：  

1、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

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

名稱為自身名稱、使用與

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

業務等相關之文字為自身

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

                                                 
66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5 年 2 月 16 日公法字第 1041560119C 號令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 於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la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241，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67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13 日公法字第 10615600201 號令發布「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 於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案 件 之 處 理 原 則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7&docid=266，最後瀏覽日期：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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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

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

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

效果等。惟倘其所採行手

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

一致之抄襲)者，縱非屬前

述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

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

形，綜合判斷之。其常見

行為態樣有： 

(1)攀附他人商譽 

判斷是否惟本條所保

護之商譽，應考量該品

牌於市場上具有相當

之知名度，且市場上之

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會

產生一定品質之聯想。 

(2)高度抄襲 

判斷高度抄襲，應綜合

考量(一)這項抄襲是

否達「完全一致」或「高

度近似」之程度；(二)

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

成果與因而取得之競

爭優勢或利益之關聯

性及相當性；及(三)遭

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

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

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 

2、以他人表徵註冊為自身網

域名稱，增加自身交易機

會。 

3、利用網頁之程式設計，不

當使用他人表徵，增進自

身網站到訪率。 

4、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

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

身網站或資料庫之內容，

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 

5、真品平行輸入，以積極行

為使人誤認係代理商進口

銷售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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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之標的於市場競

爭上之獨特性及占有

狀態。 

(3)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

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由上揭整理可見，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從原先明確

揭示可能違法的行為類型及其判斷標準，依顯失公平的常見行為類型逐一

臚列，修正為僅例示可能違法的行為類型，亦即刪除原先判斷各該違法行

為的判斷標準。其中，又可發現，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

就「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例示有 5 種違法類型，亦即「攀附他人商譽」等

類型，但是，有關修正前所列的「高度抄襲」違法類型，於修正後似已侷

限於「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的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料庫

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的行為類型。至於商品外觀的高度抄襲，

受到公平交易法第 22條已刪除仿冒行為相關行政責任的影響，則於修正後

的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第 9點指出「事業因他事業涉及未合致公平

交易法第 22條之高度抄襲行為而受有損害者，得循公平交易法民事救濟途

徑解決。」 

另外，修正後的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就「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行為，例示有「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稱為

自身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關之文字為自身營運

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藉以

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等類型，就前開行為的要件上主要可分為二種，即

行為人符合：（一）「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等攀附他人商譽之

行為；（二）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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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實務見解 

 

關鍵字廣告侵害表徵或商標所有人之權利時，權利人除可依商標法第

68 條及第 69 條68、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及第 31 條69規定，要求排除侵害及

損害賠償外，公平交易委員會亦得認定關鍵字廣告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及第 25 條規定，並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作成處分，以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

任70。 

另外，購買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實務上亦有被認定為攀附他人

商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並針對違法關鍵字廣告呈現的內容或

廣告主使用關鍵字廣告的方式歸納出 4 種類型71：（一）單純購買他人已達

相當知名度商標為關鍵字，例如：克麗緹娜案；（二）購買他人著名商標為

關鍵字並在標題內容不當使用該著名商標，例如：家樂福案及出一張嘴案；

（三）購買他人著名商標為關鍵字並指示搜尋引擎業者進行廣告優化，例

如：東森購物案；（四）錯誤操作搜尋引擎業者「插入 KEYWORD」功能，導

致同業特取名稱置換廣告標題及文案重點部分，例如：詮星案。 

  歷年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法院累積不少關鍵字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

定的實務案例，關鍵字廣告案件不僅涉及購買他人取得註冊商標之文字，

也可能是購買他人之事業名稱、商品或服務之名稱等事業表徵作為關鍵字。

                                                 
68

 商標法第 69 條規定：「I 商標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者，

得請求防止之。II 商標權人依前項規定為請求時，得請求銷毀侵害商標權之物品及從事侵

害行為之原料或器具。但法院審酌侵害之程度及第三人利益後，得為其他必要之處置。III

商標權人對於因故意或過失侵害其商標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IV 前項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

逾十年者亦同。」 
69

 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第 31 條規定：「I 法院因前條被害人之請求，如為事業之故意行為，得依侵害情

節，酌定損害額以上之賠償。但不得超過已證明損害額之三倍。II 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

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算損害額。」 
70

 胡仲男，同註 47，頁 163。 
71

 劉孔中，解構智財法及其與競爭法的衝突與調和，頁 138-141，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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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彙整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法院相關實務案件進行比較分析，發現關鍵

字廣告可依其違法情節、違法條文以及廣告呈現方式等，略分成 5種類型：

（一）使用關鍵字造成狹義混淆誤認；（二）未混淆誤認來源但不當攀附他

人商譽；（三）使用關鍵字涉及廣告不實；（四）使用關鍵字似作為描述性

使用；（五）設定關鍵字但廣告內容未顯現關鍵字，分別就相關見解說明如

下： 

一、類型 1：使用關鍵字造成狹義混淆誤認 

廣告主使用他人商標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並於廣告文案使用該商

標或表徵者，如果其行為構成商標的使用且導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或導致減損該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則有商標侵害之虞，應依商標法負

有民、刑事責任。但是，於其行為態樣不符合「商標使用」，或未使相關消

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不構成商標侵害或公平交易法第 22條規定時，公

平交易委員會曾多次認定其行為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5條規定，並不因為關鍵字廣告所使用的表徵是否為註冊商標而有區

別72。 

然而，考量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度民商訴字第 24號民事判決及 107年

民商訴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已分別認定關鍵字廣告「華碩全球多語翻譯公

司-詮星」及「維娜斯瑪麗蓮 讓老公更愛妳」等文字，符合商標使用且構

成商標侵害，智慧財產法院似乎已逐漸改變關鍵字廣告衍生商標侵害之見

解。如果進一步分析前揭案件被認定違法的主要原因在於，廣告主購買其

競爭事業商標文字用於銷售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且將商標關鍵字與廣

告主本身的商標或表徵共同呈現於廣告文案中，廣告主可能不僅已不當攀

附他人商譽，更有使人混淆誤認之主觀意圖。故消費者可能誤認廣告主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的來源與商標權人相同，或產生兩者間具有授權、加盟或

                                                 
72

 陳皓芸，不公平競爭規範與著名表徵的保護－論二○一五年公平交易法修正後之相關

議題，成大法學，第 38 期，頁 43，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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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關係的印象，而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已違反商標法第 68條規定。 

若設定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有構成商標法上混淆誤認之虞前提下，

則有必要區分關鍵字廣告案件是否使用他人商標文字，對於使用商標構成

混淆誤認之虞者，仍應依商標法之專法規範處理，不宜再由公平交易法重

複保護。同時，對於使用他人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可能構成未註冊之著

名表徵混淆誤認之虞者，則應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2條循民事途徑處理。 

以下為公平交易委員會過往認為關鍵字廣告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規定的實務案例： 

（一）使用商標 

包含詮星翻譯社案73及瑪麗蓮案74。如前所述，實際上 2 案已被智慧財

產法院認定構成商標侵害。 

在詮星翻譯社案中，被告五姊妹翻譯社等從事英文翻譯、口譯等服務

之業務，向 Google 及購買 Yahoo!「詮星翻譯社」及「詮星」作為關鍵字

廣告，且為其競爭事業原告「詮星翻譯社」75取得註冊商標之文字標記，使

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及 Yahoo!輸入「詮星翻譯社」或「詮星」的搜尋結

果呈現廣告標題「華碩全球多語翻譯公司-詮星」及文案內容「優良品質交

件迅速，深獲各界的好評，集合國內外全世界各領域專家，詮星菁英團隊！」、

廣告標題「五姊妹多語翻譯公證-位台北公館」及文案內容「專業詮星公司，

法院公證外交部學歷，成績，出生，結婚，移民，價格公道！」，以及「五

姊妹翻譯公證-詮星」、「五姊妹翻譯社-詮星翻譯社」、「五姊妹多國語翻譯-

詮星翻譯社」、「五姊妹多國詮星翻譯社-電視台專訪」、「哈佛各國語言翻譯

公司-詮星」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告等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

認定，被處分人謙慧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詮星」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同

                                                 
73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1050 號處分書。 
74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71 號處分書。 
75

 經查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詮星翻譯社」商標圖樣中的「翻譯社」

不在專用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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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使用「關鍵字插入」功能，使搜尋結果呈現「華碩全球多語翻譯公司-

詮星」等被處分人所屬華碩翻譯社、五姊妹翻譯社及哈佛翻譯社等網站，

以增加該等網站到訪機率。另該等翻譯社名稱與競爭事業名稱「詮星」並

列，整體觀察極易使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誤以為兩者屬同一來源、

同系列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核屬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行為，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法院判

決駁回76。 

在瑪麗蓮案中，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維娜斯公司）經營銷售女

性塑身衣商品，所委託的廣告代理商向 Google 及 Yahoo!購買瑪麗蓮國際

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瑪麗蓮公司）已註冊取得商標權之「瑪麗蓮」文字，

作為關鍵字廣告；並透過「關鍵字插入」功能，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等

網頁輸入「瑪麗蓮」的搜尋結果，即呈現標題為「維娜斯瑪麗蓮 讓老公更

愛妳」及文案內容「助妳完美瑪麗蓮」77等文字之關鍵字廣告，點擊廣告則

連結至維娜斯公司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維娜斯公司與

檢舉人瑪麗蓮公司為女性塑身衣商品前二大業者，被處分人使用其競爭事

業之營業表徵「瑪麗蓮」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並呈現「維娜斯」、「瑪麗

蓮」文字並列之不當連結，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法

院判決駁回78。 

（二）使用表徵 

包含 G妹遊戲案79及 9388酷玩線上案80。 

在 G 妹遊戲案中，被處分人酷玩線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酷玩線上公

                                                 
7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訴字第 1385 號判決。 
77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民商訴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 
7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247 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簡上字第 41 號

判決。 
79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98 號處分書。 
8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9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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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經營遊戲平台「9388酷玩線上」81及遊戲「盛世三國貳」，就其競爭事

業優勢領航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優勢領航公司）經營的網頁遊戲平台名稱

「G 妹遊戲」及旗下遊戲名稱「大天使之劍」、「暴風王座」、「王者霸業」

等表徵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輸入前

揭「G妹遊戲」、「大天使之劍」等關鍵字的搜尋結果頁面呈現「G妹遊戲【盛

世三國貳】-9388.com」、「大天使之劍【盛世三國貳】」、「暴風王座【盛世

三國貳】」、「王者霸業【盛世三國貳】」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

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優勢領航公司為推廣所代理之網頁及手

機遊戲，已投入鉅額行銷廣告費用，並曾邀請知名影星為遊戲代言。就其

經營的網頁遊戲平台「G 妹遊戲」及所屬遊戲「大天使之劍」等，分別經

Yahoo!及巴哈姆特網站82評選而獲獎，故其遊戲平台名稱「G妹遊戲」及遊

戲名稱「大天使之劍」等表徵，應合致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處理原則

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構成要件「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

一定之經濟利益」。其次，酷玩線上公司使用「關鍵字插入」服務，使關鍵

字廣告標題將優勢領航公司遊戲平台名稱「G 妹遊戲」及遊戲名稱「大天

使之劍」，與自身遊戲平台名稱「9388 酷玩線上」及遊戲名稱「盛世三國

貳」併列呈現，易使網路使用者誤認酷玩線上公司遊戲平台「9388酷玩線

上」與「G 妹遊戲」係屬同一來源或關係企業、酷玩線上公司所代理的遊

戲「盛世三國貳」與「大天使之劍」、「暴風王座」及「王者霸業」等為同

系列遊戲的效果，係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核屬榨取他人努

                                                 
8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98 號處分書所載酷玩線上股份有限公司之遊戲平台名稱

為「9388.com」，而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99 號處分書則載為「9388」。另查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313 號判決之事實概要載為「9388 酷玩線上」應較明確，因

此以下統稱為「9388 酷玩線上」。 
82

 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成立於 1996 年 10 月 28 日，簡稱為巴哈姆特或巴哈，為臺灣經營

日本動畫、漫畫與電子遊戲資訊為主題的網路論壇與新聞網站。參考資訊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3%88%E5%A7%86%E7%89%B9%E9%9

B%BB%E7%8E%A9%E8%B3%87%E8%A8%8A%E7%AB%99，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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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

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法院判決駁回83。 

在 9388酷玩線上案中，被處分人優勢領航公司經營遊戲平台「G妹遊

戲（網址：www.gm99.com）」，就其競爭事業酷玩線上公司的事業名稱「酷

玩線上」及經營的網頁遊戲平台名稱「9388 酷玩線上」等表徵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輸入前揭「酷玩線上」、

「9388」等關鍵字的搜尋結果頁面呈現「酷玩.線上新服火爆開啟-gm99」

及「9388新服火爆開啟-gm99」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網站。

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酷玩線上公司為推廣所代理之網頁及手機遊戲，

已投入鉅額行銷廣告費用，並曾邀請知名藝人代言、於知名電影及電視劇

合作遊戲置入行銷等，亦曾獲得 Google Display年度最佳推薦展示型廣告

及 Yahoo 年度最佳新進網頁遊戲等獎項，故其事業名稱「酷玩線上」及遊

戲平台名稱「9388 酷玩線上」等表徵，應合致修正前第 25 條處理原則之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構成要件「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

定之經濟利益」。其次，優勢領航公司關鍵字廣告呈現方式，易使網路使用

者誤認被處分人遊戲平台「G妹遊戲」與「9388酷玩線上」係屬同一來源，

或與酷玩線上公司屬關係企業的效果，被處分人係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

商品或服務，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5條規定。 

前揭 2 案關鍵字廣告文案呈現「G 妹遊戲【盛世三國貳】-9388.com」

及「酷玩線上新服火爆開啟-gm99」等文字，與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維娜斯

瑪麗蓮 讓老公更愛妳」等文字所構成混淆誤認之類型高度相似，應賦予一

致性的評價。即「G妹遊戲」實際網址為「gm99」，而「9388酷玩線上」實

際網址為「9388.com」，但卻在關鍵字廣告中分別將他人表徵與自己表徵並

列，意圖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2條規定。至於

                                                 
8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簡字第 31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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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妹遊戲」及「9388酷玩線上」是否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著名表徵」，

仍應由法院進行審認。但是，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分書內分別敘明經

營事業已就「G 妹遊戲」及「9388酷玩線上」等遊戲平台及所屬網頁遊戲，

投入鉅額行銷廣告費用及藝人代言活動，並獲得第三方相關獎項紀錄等情

形，則「G 妹遊戲」及「9388 酷玩線上」等遊戲平台名稱可能屬於具有識

別性之著名表徵，亦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2條規定之適用餘地。 

二、類型 2：未混淆誤認來源但不當攀附他人商譽 

網路關鍵字廣告所衍生之商標爭議，經常是網路使用者點擊進入廣告

主網站，只要施以普通之注意，便可以發現並非原先所欲查尋的商標權人

的網站，此種美國學者稱為「初始興趣混淆(initial interest confusion)」

理論，於我國法院實務見解上不被承認構成商標法上「混淆誤認之虞」。而

網路使用者發生「資訊接觸」的混淆，雖未構成混淆誤認，但是仍屬於不

當攀附他人商譽之行為，應可以透過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加以規範。另

外，依據實務案例觀察，也有使用競爭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但是如

果從廣告所描述的整體文意來看，可以使網路使用者較明確區別廣告內容

涉及兩家不同的競爭事業，未產生來源混淆誤認的情形。 

（一）使用商標 

包含克麗緹娜案84、家樂福案85、台灣大哥大案86及台灣大哥大 4G案87。 

在克麗緹娜案中，被處分人季儀生化科技企業社銷售「je沙龍頂級保養品」

商品，就其競爭事業註冊取得商標權的「克麗緹娜」文字，向 Yahoo!購買

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Yahoo!輸入「克麗緹娜」的搜尋結果最上方

呈現「克麗緹娜新品出清」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架設的「je

頂級沙龍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與其競爭事業均銷售美

                                                 
84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8133 號處分書。 
8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0154 號處分書。 
86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64 號處分書。 
87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700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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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保養品，顯係利用「克麗緹娜」表徵較易為搜尋引擎所尋得，藉此導引

潛在交易相對人到訪其 je頂級沙龍網站，以增進自己網站的曝光率或到訪

率，並增加己身交易之機會，核屬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及攀附他人營業信譽

之行為，構成顯失公平，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

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法院判決駁回88。 

在家樂福案中，被處分人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買家網路量販店，

主要經營業務包括網路及實體量販店等，就其競爭事業註冊取得商標權的

「家樂福」文字，向 Yahoo!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Yahoo!輸入

「家樂福」的搜尋結果首位出現「網路量販店家樂福天天搶便宜」等文字，

點擊廣告則連結至被處分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被處分人明知

其競爭事業未經營網路量販店業務，卻使用具爭議性的關鍵字廣告標題，

將導引「家樂福」的潛在消費者前往被處分人網站瀏覽，藉以推展其商品

或服務，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經法院判決駁回89，並於判決書指出「原告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

攀附他人商譽行為，已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以為兩者屬關係企業，此由

家福公司接獲民眾反應於 Yahoo!奇摩網站以「家樂福」為關鍵字搜尋，點

入後卻進入原告網站，而詢以家樂福與大買家是否同一經營者即足徵之」。 

在台灣大哥大案中，受被處分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廣告代

理商就台灣大哥大公司註冊取得商標權的「台灣大哥大」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同時使用「關鍵字插入」功能，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輸入「台灣大哥大」的搜尋結果最上方關鍵字廣告標題為「獨家【台灣大

哥大】月租費限時半價」，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定，被處分人以競爭事業台灣大哥大公司之「台灣大哥大」名稱作

為關鍵字廣告，以及宣稱月租費限時半價優惠之行為，係藉由該營業表徵

                                                 
88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簡字第 531 號行政判決。 
8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376 號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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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潛在交易相對人點擊廣告進入被處分人網站瀏覽，並僅使無案關資費

方案之檢舉人，因該等廣告用語，造成消費者對其誤解之困擾，且被處分

人亦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

平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提起行政

訴訟，並經法院判決駁回90。 

在台灣大哥大 4G案中，被處分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

信公司）就其競爭事業註冊取得商標權的「台灣大哥大」以及「台灣大哥

大 4G」及「台哥大 4G」等文字，向 Google購買關鍵字廣告，同時使用「關

鍵字插入」功能，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輸入「台灣大哥大」的搜尋結果

上方呈現「申辦台灣大哥大 4g好禮週週抽-近 4000名幸運兒、獎品總價逾

千萬」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

案關關鍵字廣告極易令搜尋「台灣大哥大」之網路使用者，誤認關鍵字廣

告係由台灣大哥大公司所購買刊登。換言之，將混淆誤認「系爭關鍵字廣

告」及「台灣大哥大」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亦即藉由與台灣大

哥大公司相關之營業表徵連結，吸引潛在交易相對人點擊關鍵字廣告，增

加自己之交易機會，核屬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以上 4 則關鍵字廣告分別呈現「克麗緹娜新品出清」、「網路量販店家

樂福天天搶便宜」、「獨家【台灣大哥大】月租費限時半價」及「申辦台灣

大哥大 4g好禮週週抽-近 4000名幸運兒、獎品總價逾千萬」等，並未將廣

告主本身的商標或表徵合併呈現於廣告文案中，若網路使用者誤認前揭廣

告為台灣大哥大公司等網站，而點擊廣告導引至廣告主網站，應可較輕易

的區別實際上非商標權人網站。尤其是台灣大哥大公司等我國電信服務業

者較接近於寡占市場，彼此間均具有一般民眾普遍認知的高知名度，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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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1240 號行政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判字第 359 號

行政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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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將台灣之星公司、中華電信公司與台灣大哥大公司混淆誤認為同一來

源。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年訴字第 4387號民事判決中，亦已認定台

灣大哥大案不構成商標侵害之混淆誤認。但是，此種藉由「資訊接觸」的

混淆吸引競爭事業之潛在交易相對人「轉向」到自己網站，以增加交易之

機會的情況，仍屬於不當攀附他人商譽之顯失公平行為。 

（二）使用表徵 

包含捷鋮案91及 megatran案92。 

在捷鋮案中，被處分人笙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橡膠、

塑膠製品等工業皮帶之加工製造與進出口業務，委託廣告代理商就其競爭

事業之事業名稱「捷鋮」文字，向 Google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

於 Google 輸入「捷鋮」的搜尋結果呈現「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等文

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檢舉人為

具有一定營業規模之傳動零組件業者，在 106 年到 108 年間曾投入廣告費

用及參加相關工業展覽，並有雜誌及報紙等媒體介紹，故「捷鋮」為檢舉

人投入相當資源努力推廣之事業名稱。其次，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網路

使用者搜尋「捷鋮」所呈現的關鍵字廣告「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整

體觀察極易使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認兩者屬同一系列產品或有

一定合作關係，被處分人侵害檢舉人為其事業名稱所投入之努力，核屬榨

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在 megatran 案中，被告戴正平即五姊妹翻譯社等從事英文翻譯、口譯

等服務之業務，就其競爭事業即原告美加翻譯有限公司的網址

「www.megatran.com.tw（megatran 由美加 mega 及 translation 翻譯之

tran組合而成）」文字，向 Yahoo!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Yahoo!

輸入前揭關鍵字的搜尋結果頁面呈現「翻譯公證－翻譯公證服務，多國語

                                                 
91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9056 號處分書。 
92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訴字第 3886 號民事判決及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民公上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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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專業翻譯公證，代辦法院公證外交部大使館在台辦事處各種文件，隔天

取件。www.megatran.com.tw」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告網站。經法

院 審 酌 原 告 主 張 前 身 美 加 翻 譯 社 成 立 於 95 年 ， 並 以 網 址

www.megatran.com.tw 對外營業，提供翻譯、口譯、公證等服務，曾接受

電視台專訪報導，在業界甚為知名等情，認定被告以其競爭事業網址

「www.megatran.com.tw」作為關鍵字廣告，使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

人誤認該廣告與原告屬於同一來源、服務或關係企業的效果，或誤認被告

提供之服務可以取代原告之服務內容。被告係攀附其競爭事業商譽，核屬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經查「捷鋮」並非註冊商標，且「鋮」為一般罕見少用的文字，「捷鋮」

亦非既有詞彙或事物，本身並無特定涵義，合理認為網路使用者倘以網路

搜尋鍵入「捷鋮」文字，心中應已認知「捷鋮」所代表之意義，其目的應

較為明確，係為查尋特定的商品、服務或公司。雖然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

書以「A 公司」代替檢舉人的真實事業名稱，但是經以「捷鋮」作關鍵字

查詢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顯示，全臺灣僅有 1 家「捷

鋮興業有限公司」93使用「捷鋮」作為事業名稱。因此，網路使用者如果是

為了查詢特定公司而搜尋「捷鋮」文字，當然是已經認識捷鋮興業有限公

司。另外，從關鍵字廣告「捷鋮需求 請找笙寶實業」本身描述方式來看，

較屬於典型爭取潛在交易相對人之用語，廣告予人印象「捷鋮」及「笙寶

實業」2 公司應具競爭關係，亦有媒體報導本案使用標題「『B 公司需求，

請找 A 公司』 不當關鍵字廣告 公平員會開罰 10 萬元」等文字94，顯見案

                                                 
93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商 工 登 記 公 示 資 料 查 詢 服 務 ， 網 址 ：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List/queryList.do，最後查詢日期：2020 年 12 月 6

日。另查公平交易委員會 2020 年 10 月 7 日新聞資料亦已表示「捷鋮」為「捷鋮興業有限

公 司 」 之 公 司 名 稱 ， 網 址 ：

https://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26&docid=16476&mid=126，最

後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6 日。 
94

 自由時報 Liberty Times Net，「『B 公司需求，請找 A 公司』 不當關鍵字廣告 公平會開

罰 10 萬元」，網址：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314386，最後瀏覽日期：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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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鍵字廣告應不致產生「捷鋮」及「笙寶實業」2公司混淆情形。但是，

探究案關關鍵字廣告的內容及目的，被處分人確實是藉由捷鋮興業有限公

司之知名度，吸引潛在交易相對人注意，以推廣自身商品或服務，雖然未

產生混淆誤認但是仍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不當攀附他人商譽情事。 

此外，若從捷鋮案處分書內容「整體觀察極易使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

易相對人誤認兩者屬同一系列產品或有一定合作關係」觀察，公平交易會

似乎只是為了符合或套用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處理原則所規範關鍵字廣告

之「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的違法要件，但未細究本案

是否足以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 

三、類型 3：使用關鍵字廣告涉及廣告不實 

如果廣告主使用競爭事業的商標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容易使交易相

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誤認廣告主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係由競爭事業所提供，

而對於網站經營者的主體同一性或商品同一性產生誤認，屬於就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品質或製造者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予以規範。例如：東森購物案，因為不致引

起消費者對網站經營者產生誤認，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至於克

麗緹娜案、家樂福案及詮星案，將使消費者對經營主體產生混淆，則應適

用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95。 

我國法院或公平交易會對於關鍵字廣告案件僅採形式認定，並未注意、

區別廣告態樣之差異，例如：統一健身俱樂部案可能涉及比較廣告問題。

另外，多數案件中均認定廣告主有藉此導引潛在交易相對人到訪自身網站、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情事，而以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處理96。 

對於關鍵字廣告，可依據廣告整體內容及予人印象，先行判斷是否為

                                                                                                                                  
年 12 月 6 日。 
95

 胡仲男，同註 47，頁 165，2013 年 7 月。 
96

 陳皓芸，商標法與不公平競爭規範下的關鍵字廣告議題－以臺日相關法制比較為中心，

公平交易季刊，27 卷 3 期，頁 127-128，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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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比較廣告或廣告不實，涉及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倘是，則無再以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補充規範之餘地。至於現階段關鍵字廣告涉及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規定之類型，包含東森購物案97、統一健身俱樂部案98、大買家案

99及古洛奇案100。 

在東森購物案中，被處分人經營「momo購物網」平台，就其競爭事業

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ETMall 東森購物」平台之「東森購物」

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自 99 年 2 月 26 日至 99

年 3月 4日期間於 Google輸入「東森購物」的搜尋結果，呈現「東森購物

熱賣商品盡在 momo www.momoshop.com.tw 集合電視購物台熱賣商品，同

樣超低價 24h 數萬商品線上瀏覽，讓你逛不完！」等內容。公平交易委員

會雖然已於處分書內敘明「案關文案『東森購物熱賣商品盡在 momo 

www.momoshop.com.tw』……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網站涵蓋檢舉人所有熱賣

商品，只要連結到 momo網站就可買到東森購物所有熱賣的商品」等文字，

顯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也認為案關廣告予人印象較近似於比較廣告。但是，

公平交易委員會並未以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予以論處，最終仍以關鍵字

廣告可能造成檢舉人的商譽被攀附，而有稀釋或減損檢舉人的經濟價值或

顧客吸引力，屬於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顯失公平行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5條規定。 

在統一健身俱樂部案中，被處分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經營「World Gym」健身中心，就其競爭事業表徵之「統一健身」文

字，委託廣告代理商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輸入「統一健身」的搜尋結果呈現「不用再找統一健身俱樂部 World Gym 七

天會員體驗，獨家健身器材 每週開課數十堂，立刻加入動起來」等文字，

                                                 
97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099133 號處分書。 
98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4079 號處分書。 
99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5025 號處分書。 
10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8026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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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網站。公平交易委員會同樣在處分書內敘明「案

關關鍵字廣告多由『不用再找』等字眼及前述檢舉人之相關營業表徵結合

而成，予一般網頁瀏覽者之印象為被處分人具有優於檢舉人之健身器材或

課程等服務內容之意涵，以此吸引民眾點入查看。故案關關鍵字廣告係藉

與檢舉人相關之營業表徵連結而成之具爭議廣告用語，已有致交易相對人

棄檢舉人而選擇參加被處分人會員，令檢舉人蒙受潛在客戶流失之虞」，也

認為廣告使用「不用再找」的描述方式，予人印象被處分人提供的健身中

心服務優於檢舉人，具有比較廣告性質。但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最終卻仍

以該關鍵字廣告將增加被處分人網站曝光率，以提升自身交易成功之可能

性，認定構成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顯失公平行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在大買家案中，被處分人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量販賣場及網路

電子商務，就其競爭事業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之事業名稱「大買家」101文

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 輸入「大買家」

的搜尋結果呈現「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

結至被處分人網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案關關鍵字廣告予人印象為

於愛買線上購物購買商品較大買家花費更少、享受服務較優，但是被處分

人無法提出宣稱「比大買家划算」之資料或事證，其廣告就商品之內容為

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經法院判決駁回102。 

在古洛奇案中，被處分人銷售電動床墊商品，就其競爭事業註冊取得

商標權的「古洛奇」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用者於

Google輸入「克古洛奇」的搜尋結果呈現「舒適睡眠館-各式古洛奇-各式

                                                 
101

 經查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大買家」墨

色商標圖案，所使用商品類別與商品（服務）名稱為網路購物（電子購物），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電腦軟體之零售，家具及裝設品零售，圖書、文教、康樂用品之零售，建材零售。。 
10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訴字第 790 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判字第 29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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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床，床墊，歐式鍛鐵床」、「舒適睡眠館古洛奇-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

最棒的床」等文字，點擊廣告則連結至被處分人經營的「舒適睡眠館」網

站。經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就案關關鍵字廣告整體內容觀察，足以人誤

認舒適睡眠館有銷售「古洛奇」品牌之各式電動床墊之認知，但是實際上

舒適睡眠館網站並無銷售該品牌相關商品，故被處分人就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條規定。另，本案被處分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法院判決駁回103，

並於判決書指出「關鍵字廣告包含『古洛奇』、『古洛奇電動床』、『古洛奇

電動床墊』、『德國古洛奇』在內，致使廣告呈現結果攀附於古洛奇公司使

用之『古洛奇』商標，足令網路使用者產生原告所經營舒適睡眠館有銷售

古洛奇品牌各式電動床墊之錯誤認知，進而點擊前往原告網站瀏覽，核屬

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

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之違反」。 

四、類型 4：使用關鍵字似作為描述性使用 

關鍵字廣告內容雖然包含他事業商標或表徵的文字，但是關鍵字於廣

告整體文案的前後文意，似僅作為一種描述性用語，並未用於指定特定商

標或表徵所表彰之營業主體或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此類型包含出一張嘴案

104及幸福空間案105等。 

在出一張嘴案中，智慧財產法院認為關鍵字廣告「出一張嘴來吃燒烤」

等文字，足使消費者誤認廣告主經營之狠生氣燒肉火鍋與出一張嘴燒肉火

鍋是同一系列的餐廳或具有加盟關係，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

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10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字第 194 號行政判決。 
104

 智慧財產法院 99 年度民商上更（一）字第 5 號民事判決。有關上訴人主張被告以其商

標作為關鍵字廣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此部分經最高法院廢棄發回更審，由智慧財

產法院作成此案判決。但上訴人同時主張關鍵字廣告涉及商標侵權乙節，經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民商上字第 11 號民事判決駁回確定。 
105

 智慧財產法院 101 年民商訴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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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幸福空間案（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審判決）中，法院審理認定「訴外

人基倍公司之廣告雖為『還沒選定裝潢風格嗎？犀利設計團隊，為您營造

幸福空間氛圍，多元化設計風格、住家、商辦量身規劃』（見北院卷第 31

頁），然廣告內文中『幸福空間』一詞係作為描述性使用，用以形容該設計

團隊將會為消費者創造幸福的空間及氛圍，而非將『幸福空間』作為公司

名稱或指示其服務之來源」。 

智慧財產法院 101年民商訴字第 22號民事判決對於幸福空間案之見解，

關鍵字廣告確實有可能作為描述性用語的討論空間，不能單純的依靠形式

審查，將設定他人商標或表徵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者，一律視為不當攀附

他人商譽情形。至於出一張嘴案之關鍵字廣告呈現「出一張嘴來吃燒烤」

或「出一張嘴哈根答司冰淇淋吃到飽」等內容來看，雖然有使用競爭事業

「出一張嘴」表徵文字，但是廣告整體前後文意順暢自然，予人的印象重

點停留在「吃燒烤」或「哈根答司冰淇淋吃到飽」等商品或服務，則「出

一張嘴」在廣告中似乎較接近一種描述性用語。 

五、類型 5：設定關鍵字但廣告內容未顯現關鍵字 

在實務上也常見廣告主僅單純購買他人商標或表徵文字作為關鍵字廣

告的觸發機制，但是廣告標題或文案內容並未呈現特定關鍵字的情況。換

言之，特定關鍵字僅於搜尋引擎內部無形使用，並未呈現於廣告內容中。

實務上將此類型關鍵字廣告稱為「帶出型關鍵字廣告」106。 

例如：在 O&CO 案 107中，廣告主就競爭事業註冊取得商標權的

「OLIVIERS&CO」及「O&CO」文字，向 Google 購買關鍵字廣告，使網路使

用者於 Google 輸入「O&CO」或「Oliver&co」的搜尋結果呈現廣告標題「〈廣

告〉www.wko.com.tw/皇嘉橄欖油/Oro_Bailen」及文案內容「西班牙王室

御用，第一品牌，冷壓初榨橄欖油首選，蟬聯世界最佳橄欖油，米其林餐

                                                 
106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民商訴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 
10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聲判字第 38 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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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推薦款式，皇嘉冷壓初榨橄欖油，Oro bailen，西班牙王室橄欖油，御

用 Extra virgin 橄欖油」等文字，前揭廣告文案中均無使用「O&CO」或

「Oliver&co」等關鍵字。而被告為維娜斯公司負責人的刑事案件108中，判

決書載有「104 年 12 月 17 日在 Google、Yahoo!奇摩搜尋引擎網頁以『瑪

麗蓮』執行搜尋，第一筆出現之『維娜斯塑身衣週年慶優惠中

-venussecret.com.tw』、『維娜斯推推指限時優惠中-venussecret.com.tw』

等廣告文案」，即同樣使用「瑪麗蓮」文字作為搜尋關鍵字，但廣告文案未

呈現的情形。 

此外，使用「維娜斯」作為關鍵字搜尋，在 Google 搜尋結果頁面結果

除維娜斯公司本身的塑身衣廣告外，並依序顯現其他 3 則關鍵字廣告，包

含廣告標題「【KS蠶絲塑身衣】產後塑身衣首選-【KS 蠶絲塑身衣】量身訂

製…」及內容「量身訂製塑身衣特賣，門市塑身現品衣一件特價 3000-5000

元，老師傅合身車縫，現挑現選馬上帶走」、廣告標題「蘿琳亞塑身衣 拉

近妳與瘦的距離-擺脫虎背熊腰與討厭小肉肉」及內容「獨家專利 S 拉繩，

一拉少 6 吋；後背軟鋼支撐腰椎，駝背腰痠不再來！完美雕塑體型，找回

美麗窈窕曲線」、廣告標題「瑪麗蓮塑身衣 週年禮讚-女神零死角 第二件

0 元-marilyn.com.tw」及內容「輕鬆養成魔鬼曲線，連身塑身衣及膝款+

纖腿套即享 0元加購塑身衣，數量有限，立即訂 GO！」等文字，前揭 3則

關鍵字廣告均銷售塑身衣商品，顯然是維娜斯公司的競爭事業以其註冊取

得商標權109且同時為事業名稱表徵之「維娜斯」文字，向 Google購買關鍵

字廣告。但是，經檢視前揭 3 則廣告文案的標題及內容，均無顯現「維娜

斯」文字，如下圖： 

 

                                                 
108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聲判字第 287 號刑事裁定。 
109

 經查詢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索服務，維娜斯國際有限公司註冊「維娜斯」墨

色商標圖樣，所使用商品類別與商品（服務）名稱為束褲，束腹內衣，束腰，罩杯，胸罩

襯墊，內衣，內褲，緊身褡，馬甲，泳衣，韻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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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關鍵字廣告可能違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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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關鍵字廣告實務案例檢討 

 

綜合前揭分析比較，本文認為關鍵字廣告案件有必要區別「使用商標」

及「使用表徵」不同，且各種關鍵字廣告案件依其廣告呈現方式、內容及

整體廣告予人印象等情節，可能觸及不同法律效果，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4-2 關鍵字廣告可能違法類型 

情節 使用商標 使用表徵 備註 

類型 1 使用關鍵

字造成狹義混淆

誤認 

（用於類似商品

或服務） 

商標法第 68 條 公 平 法 第 22

條第 1 項 

 

廣義混淆 

（用於非類似商

品或服務） 

 若有商標淡化情況，

涉及商標法第 70 條

規範，但目前實務案

例多為購買競爭事業

商標，尚未發生此類

型 

類型 2 未混淆誤

認來源但不當攀

附他人商譽 

（「 搭 便 車 」 行

為）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 

包含關鍵字廣告所涉

及商標法上「初始興

趣混淆」理論，亦屬

於此類型 

類型 3 使用關鍵

字涉及廣告不實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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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4 使用關鍵

字似作為描述性

使用 

商標法第 36 條

商標合理使用 

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第 3 項 

 

類型 5 設定關鍵

字但廣告內容未

顯現關鍵字 

不構成違法 

（非「商標之

使用」） 

不構成違法  

一、優先適用商標法規範 

在「類型 1：使用關鍵字造成狹義混淆誤認」情形，若關鍵字廣告係

使用商標者，應循商標法保障商標權人權益，不宜再以公平交易法重複保

護。另若關鍵字廣告係將未註冊之著名表徵使用於相同或類似之商品或服

務，使人產生狹義混淆誤認者，基於同等保護概念，則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規定保護表徵所有人，賦予相同的民事權利，亦不宜再以公平交易法

第 25 條予以規範。 

二、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之補充 

從實務案例中可以發現，使用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可能因為廣

告主與商標權人皆為著名商標而不致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不構成

商標侵害。但廣告主藉其競爭事業商標知名度，以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之

「搭便車」行為，顯具有商業論理非難性，涉及不公平競爭行為，則應以

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補充商標法所未涵蓋之處。 

另鑑於本文歸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對於關鍵字廣告的保護態樣為「未

混淆誤認來源但不當攀附他人商譽」，則第 25 條處理原則對於關鍵字廣告

的例示規範「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有一定關係」要件，似乎有不妥

當之處，反而導致公平交易委員會在個案事實及處分理由的論述上產生若

干矛盾，建議應回歸廢止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

件之處理原則」第 16 點第 1 項規定：「下列各款情形，於未符合本法第 20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處理之︰（一）襲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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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下

略）」之意旨，作為關鍵字廣告案件運用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範之論理依

據。 

三、呈現廣告不實應優先運用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學者普遍認為關鍵字廣告案件應就個案判斷是否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適用。本文亦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早期在東森購物案及統一健身案

中，事實上已知悉並於處分書載明廣告整體予人印象主要是針對競爭事業

提供的「商品數量」或「服務品質」進行比較，藉廣告傳達廣告主商品或

服務的優勢與價值。其廣告性質屬於「比較廣告」，應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予以評價，不得援引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避免有擴張公平交易法執

法權限之虞。另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近期處分大買家案及古洛奇案中，似乎

已經較為審慎的區別關鍵字廣告所產生的不同態樣，並回歸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處理，應值得肯定。 

四、關鍵字廣告仍有促進競爭之可能 

有學者認為，關鍵字廣告不當然構成攀附他人商譽行為，因為關鍵字

廣告可能使網路使用者降低搜尋成本，提供更多元的資訊，達到促進廣告

主與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間競爭效果。因此有必要區別不同個案類型及

給予不同評價，以避免擴大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補充原則的適用範疇，過度

保障商標權人或表徵所有人的排他性權利110。 

本文亦認為並非一經使用競爭事業的商標或表徵文字作為關鍵字廣

告，即謂當然構成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顯失公平行為。例如「類型 4 使用

關鍵字似作為描述性使用」情況，若廣告使用關鍵字僅作為描述性用語等

合理使用情形，則不宜認為當然違法。又或者關鍵字廣告主如果真實、正

確的提供比較廣告資訊，用以吸引競爭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

人改變選擇，則應認為是合理使用競爭事業的商標或表徵文字，有助於達

                                                 
110

 陳皓芸，同註 96，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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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促進競爭效果。 

另本文所整理「類型 5：設定關鍵字但廣告內容未顯現關鍵字」情況，

應亦有助於競爭。從前揭舉例說明的「維娜斯」關鍵字廣告來看，網路使

用者如果於 Google 輸入「維娜斯」搜尋，實際上可以發現其他銷售相類似

塑身衣商品的競爭事業，且甚至達到 3 家維娜斯公司之競爭事業同時購買

「維娜斯」文字作為關鍵字廣告。換言之，網路使用者如果有意選擇塑身

衣商品，雖然只搜尋「維娜斯」文字，但卻可以快速查得提供同類似商品

或服務之其他競爭品牌，並可以進一步獲悉不同品牌的價格（如瑪麗蓮品

牌宣稱第 2 件 0 元）或品質（如蘿琳亞品牌宣稱獨家專利 S 拉繩）等重要

交易資訊。此類型之關鍵字廣告不僅不會導致混淆誤認或不當攀附他人商

譽，甚至於明顯有助於網路使用者降低搜尋成本，促進塑身衣品牌業者就

價格或品質之正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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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目前廣告通路大致可分為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傳統媒體包含電視電

台、報章媒體、車體燈箱等，業者刊登廣告主要係為提升知名度、曝光率，

以及增加商品銷售機會等，而網路廣告的好處是可以掌控流量並追蹤成

效，而大多業者所使用的網路廣告則有團購網站、關鍵字廣告、聯播網投

效、粉絲團經營、口碑行銷、部落客業配文等。 

公平交易委員會向來對於不實廣告案件之查處不遺餘力，無論事業廣

告所刊載之媒體及型態，倘獲悉其內容疑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涉及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之情形，均依法調查並就違法行為進行裁處。又隨

著網際網路發展及線上購物交易環境成熟，網路不實廣告案件（包括不動

產、節能標章、電信等）比重有日益增加之趨勢，公平交易委員會除積極

處理民眾檢舉案件及其他機關移送案件外，每年主動出擊派員或上網搜尋

疑涉不實之網路廣告，經發現涉有違法廣告，旋即立案調查並依法予以嚴

懲。 

網路廣告因所刊載之類型不同，牽涉之行為主體甚多，公平交易委員

會在認定各該行為主體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而應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負有廣告不實之行政責任，均係依據整體交易流程加以綜合判

斷，包括廣告所載網站之經營主體即係以自己名義提供商品或服務銷售（例

如：於自有網站刊載廣告之事業、線上購物網站之經營業者，及以經營網

路拍賣為業之網路賣家等均屬廣告主）、由供貨商與網站經營者共同合作完

成之購物網站廣告（例如：供貨商與網站經營業者就廣告有共同製刊行為，

並因銷售商品而獲有利益，雙方屬利益共享之合作銷售關係，則供貨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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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經營者併為廣告主）、薦證者（例如部落客）與廣告行為主體故意共同

實施廣告不實（縱薦證者本身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3 款所稱之事業

定義，惟仍得視其從事薦證廣告行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行為主體所涉違

反條文併同處分）等。雖部分網站平台業者依據線上購物網站實際經營及

參與廣告之具體情形，而難認屬廣告行為主體，惟倘該網站經營業者係明

知或可得而知所傳播或刊載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予傳播或刊載，則

仍不排除應就其廣告媒體業身分，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5項規定負有連

帶損害賠償之民事責任。 

另，事業使用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事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是

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除考量行為對他人表徵所蘊含經濟利益之侵害，

尚需考量是否帶給網路使用者更充分實用的資訊、降低搜尋成本等社會利

益。倘廣告主單純購買他事業名稱或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使用，未於廣告

文案中使用事業表徵文字，則尚未構成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惟若廣告主所購買之關鍵字廣告，其呈現之整體內容，有使網路使用

者混淆誤，或雖未造成混淆但有不當攀附他人商譽情事，不僅侵害他事業

表徵所蘊含之經濟利益，亦無助消費者獲得充分正確資訊及降低搜尋成

本，則可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2條及第 25條規定。 

此外，網路不實廣告案件包含不同類型商品或服務之標示及廣告，依

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應優先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援引各該商品或服務之專法予以規範管理，例如：食品或化粧品之標

示或廣告不實為衛生福利部職掌；一般商品標示不實為經濟部職掌；旅遊

服務廣告不實則為交通部觀光局職掌等，而於各專法無特別規定時，始由

公平交易委員會依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予以查處。是以，公平交易

委員會為有效規範網路廣告，除依職權或檢舉查處網路不實廣告外，每年

針對網路廣告之廣告主、線上購物網站經營業者及其供貨廠商、團購網站

業者及其合作廠商等舉辦宣導說明會，並與業者進行雙向意見交流，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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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充分瞭解網路廣告規範以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法網路廣告之執法立

場。另公平交易委員會亦與各縣市政府共同合作並派員深入宣導，藉此促

進業者自律避免違法，並增進消費者對網路廣告之認識免於受害，以確實

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及消費者利益。 

至於，近年來網路廣告案件常有民眾於 Google、Yahoo 等入口網站，

或 Facebook 臉書、Line 等社群網站發生之購物糾紛，而此類消費糾紛之

受害民眾大多係透過入口網站或社群網站獲悉商品廣告，其型態大多為一

頁式廣告，且網路廣告中商品售價常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強調免運費、可

退換貨，且僅能使用貨到付款方式；網站上未有公司地址及客服電話，或

客服電話為空號，僅能透過電子郵件或線上客服之方式聯絡賣家等特徵，

待到貨付款後卻因商品品質瑕疵或與廣告宣稱差異過大（例如：買到假貨

或品質低劣商品），民眾欲退貨時卻無法聯繫賣家而求助無門，明顯已涉及

詐騙情事而與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反詐騙網站所稱「臉書假廣告」之特

徵相符，受害民眾應逕循刑事途徑尋求救濟。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透過近期不實廣告案件趨勢分析、新態樣發展與探討，以及整

理訴訟案件相關情形，提供下列建議，並作為未來規範及執法上之參考： 

一、隨著網路科技進步及新型態網路發展，使用人數快速成長，交易糾紛

日益增加，甚至違法類型之比重亦增，且因網路無國界特性，將產生

更多跨域交易紛爭。面臨新經濟時代產生之新型態網路廣告，為增強

不實網路廣告之查處力道及範圍，如何強化對於網路廣告之規範與查

處，已成為當今重要之課題。公平交易委員會除依法針對攸關民生、

經常違法者（例如：不動產、電器等）進行查處外，針對網路廣告部

分雖亦訂有相關處理原則，其內明定包括「廣告主」定義、「真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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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更正」、「限制條件充分揭示」原則以及「線上付款」、「網站超

連結」、「社群網站用戶（含部落客）」等違法類型，惟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隨時檢視、因應配合增修相關法

令規範。 

二、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更多民眾將自身消費經驗透過社群網站或行

動影音分享使用商品或服務相關訊息，然而瞬變萬千的網路世界，法

律規範仍可能有不足因應之處，除由專家、學者結合理論與實務提供

專業意見外，如何促使業者配合政府法規與實際狀況，透過業者自律

及政府監督，降低業者違法風險，已成為目前共同之目標。公平交易

委員會除主動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業者等，針對網路廣告之新模式

等進行專題演講或意見交流，以利廣告不實案件之預防與查處外，亦

得與網路平台業者進行研商並建立共識，包括網頁廣告內容應具體、

明確、避免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事等，以增進業者自律，維

護交易秩序。 

三、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與電子商務之發展，網站媒體已成為事業爭取交

易機會之重要途徑—，網站曝光率或到訪率即代表事業與潛在客戶接

觸乃至達成交易的機會。而事業購買他事業之名稱、商標或其他營業

表徵作為關鍵字廣告，以增加自身網站被造訪之機會，可能涉及公平

交易法有關不公平競爭之規定，雖然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往執法案例均

獲得法院支持，但是就實務上個案擴及層面觀之，除依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予以論處外，是否可能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

適用情況，公平交易委員會仍應適時累積實務個案及執法經驗，全面

檢視執法規範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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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網路廣告處分案例一覽表(105.1.1 至 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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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 105/01/
19 

105003 晨 昌 健 康 科
技行銷有限公
司、商店街市
集國際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 
富 邦 媒 體 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亞東電子
商務股份有限
公司 

銷售「X-BIKE 磁控健身車 」
商品廣告，宣稱「專利證號 
194051、專利證號 M342183(技
術等級 6)」，及於商品包裝外
盒宣稱「專利證號  M342183 
仿冒必究」、「專利證號 194051 
仿冒必究」，就商品之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5 平台
網站 
、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2 105/01/
20 

105004 亞普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水岸原墅 NO.19」建案
廣告，將陽臺、樓梯間、門廊、
法定機車位及空地等標示為室
內空間使用，就商品之用途及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20 平台
網站 

3 105/01/
21 

105005 白面東實業有
限公司 

於公司網頁宣稱「目前已超過 
6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狀
況」、加盟簡章宣稱「目前已超
過 60 家加盟店全部是獲利的
狀況」、「目前近 70 家加盟店全
部是獲利的狀況」，以及加盟簡
介宣稱「目前已近百家店都是
獲利的狀況」，就服務之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4 105/01/
25 

105006 新焦點麗車坊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胎壓偵測器」，宣稱「交
通部明訂從 103 年 11 月開始
新出廠的自小客車，強制安裝
胎壓偵測器。105 年 7 月擴大
實施到所有新舊車輛輛強制安
裝胎壓偵測器。」就與商品相
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30 自架
網站 

5 105/02/
02 

105009 晨龍網路遊戲
科技有限公司 

於  momo 摩 天 商 城 銷 售
「X-BIKE 磁控健身車 」商品
廣 告 ， 宣 稱 「 專 利 證 號 
194051、專利證號 M342183(技
術等級 6)」，及於商品包裝外

5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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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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盒宣稱「專利證號  M342183 
仿冒必究」、「專利證號 194051 
仿冒必究」，就商品之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6 105/02/
16 

105012 康太數位整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艾達康國際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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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就商品之價格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7 105/02/
24 

105014 悠遊卡股份有
限公司 

刊登電話預購悠遊卡活動廣
告，就商品之數量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0 自架
網站 

8 105/03/
07 

105020 華碩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華
碩聯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神腦國際企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新加坡商
優達斯國際有
限公司臺灣分
公司 

銷售「PadFone S」智慧型手機
於廣告宣稱具有電子錢包功
能，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50 
 

自架
網站 

9 105/03/
17 

105021 東元電機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頁就 HS、LV 及 BV 系
列家用空調商品宣稱「省電 
NO.1：超越日系品牌 EER 值
最高」，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40 自架
網站 

10 105/03/
29 

105024 航海家貿易有
限公司 

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
售「AGIP EUROSPORTS 5W50 
西班牙全合成機油」，宣稱「認
證：API SL」，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1 105/03/
30 

105025 遠百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 Google 行動版網站刊載關鍵
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
─比大買家划算」，就商品之
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50 平台
網站 

12 105/04/
12 

105026 騰顥企業有限
公司 

於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推
脂機碎脂機多功能甩脂機震動
刮痧按摩器電動燃脂腹部瘦身
器」商品廣告，宣稱「脂肪克
星」、「‧定位推脂」、「‧想瘦

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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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哪就瘦哪」、「一款為完美身材
而生的推脂瘦身機 按摩瘦身
提臀豐胸塑型」等語，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3 105/04/
13 

105027 遠錦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馥園山莊」建案，其廣
告所載之「平面配置示意圖」1 
至 3 層將「陽台」位置以虛線
表示，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之一
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平台
網站 

14 105/04/
15 

105030 京銓藝術發展
股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售票活動訊息宣稱「70 
億達文西自畫像……」、「百億
鉅作，55 幅畫作……」、「一次
讓觀眾可以欣賞總價值近一百
億元新台幣的真跡畫作群」、
「市價已超過 2 億歐元……
《達文西自畫像》」等，就與服
務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5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5 105/04/
26 

105036 一手投資顧問
有限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商店街銷售
「BRADOL 競技型 全合成酯
類機油 5W-50」，宣稱「通過
車種認證 API SN」，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6 105/04/
28 

105042 寶月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享家」建案，其廣告所
載之「A2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
圖」2、3 樓及「B2、B3、B11、
B15、B17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
圖」2 樓，將「陽台」位置以
虛線表示，標示作為室內空間
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0 平台
網站 

17 105/05/
04 

105044 油夠便宜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商店街銷售
「義大利  AGIP eni i-Ride 4T 
scooter 15W50 合成機油」，宣
稱「認證：……API SL」，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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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8 105/05/
06 

105046 曾○○○即唯
品會企業社 

於奇摩超級商城網站銷售「美
體瘦身儀推脂機碎脂多功能甩
脂機震動刮痧按摩器電動燃脂
機」及「按摩器材運動美體機
減肥瘦身甩脂機瘦腰溶脂機碎
脂脈沖按摩器」商品廣告，宣
稱「使用 5-10 天 清淤脂\消肚
腩\脂肪轉化為自體能量」、「使
用 10-20 天細胳膊/瘦大腿」等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9 105/05/
06 

105048 郡騰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匠作」建案，其廣告所
載之平面配置圖將「陽台」位
置以虛線表示，標示為室內空
間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0 平台
網站 

20 105/05/
17 

105050 福輪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百軨有限公司 

銷售「胎壓偵測器」，宣稱「在
台灣也由 103 年 11 月起新車
出廠也將胎壓偵測列為必備品  
且在 105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
車輛必需安裝胎壓監測報警
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21 105/05/
23 

105051 樸樸創意生活
股份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商品網頁及臉書
對羽絨衣商品宣稱「你是保暖
幫兇嗎？」、「寒冬中您穿著一
件溫暖的羽絨衣，身體暖了，
心也溫暖起來  但您知道溫暖
同時，無形中已（可能）成為
保暖幫兇了嗎?」、「這個殘忍的
事實為，您保暖的羽絨衣（若
選用不肖業者製造的活體拔毛
羽絨衣，這件羽絨衣則）需要
從至少 4 隻鵝/鴨身上活生生扯
下的羽絨量，或是一隻鵝身上
一生中至少被扯四次的活體拔
毛，而這個惡夢便是您身上穿
著羽絨衣原料來源」、「活體拔
毛您忍心嗎?」、「選錯保暖衣
物，您的溫暖就來自這些殘忍

30 自架
網站 
、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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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的凌遲」及「自然科技纖維取
代殘忍的天然羽絨活體拔毛」
等，並刊載鴨鵝活體拔毛影
片，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製造方法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22 105/06/
08 

105060 宏積科技有限
公司 

於網頁宣稱「宏積專業資料救
援  保證全國最低收費  內接
式   外接式   硬碟  3000 元
起……」，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服務價格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23 105/06/
16 

105062 光陽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刊登「光陽機車  
G6E 125」商品廣告，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60 自架
網站 

24 105/06/
16 

105063 進程車業有限
公司 

於樂天市場網站刊登銷售「光
陽機車 G6E 125」商品廣告，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25 105/06/
20 

105065 台灣宇博數位
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於「UBER 司機資訊網」刊載
「開自己的車 免費加入最夯
共享平台 時間自由，每周多賺
上萬」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 

100 自架
網站 

26 105/06/
22 

105066 宜宸建設有限
公司 

於「宜宸印象」建案廣告，將
停車空間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
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20 平台
網站 

27 105/06/
24 

105067 新澤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新
北市不動產股
份有限公司 

銷售「元邦一景苑」建案，於
傢俱配置參考圖之地下 1 層
與屋頂突出物 1、2 層一部分
規劃為客廳等居室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6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28 105/07/
01 

105072 國寶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創
源建設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銷售「眾山小」建案，於傢俱
配置參考圖之地下室一部分規
劃為撞球檯、健身器材與客廳
之住宅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

7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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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9 105/07/
05 

105073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老牛皮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於 momo 購物網銷售 La new 雙
專利高跟鞋商品，宣稱擁有美
國專利認證，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0 105/07/
12 

105075 伊錪實業有限
公司 

銷售「Flexflow-法國精品智能
秤重旅行箱」，於廣告宣稱「全
台唯一會秤重的旅行箱」、「全
台唯一創新科技 免提智能秤
重系統」，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31 105/07/
19 

105079 快三電商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無線胎壓偵測器」，宣
稱「105 年 7 月後 所有新、舊
車輛，全數納入強制安裝規
範！」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2 105/07/
22 

105081 夢芭莎電子商
務股份有限公
司 

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
「紫钻王」電熱水壺，宣稱電
熱水壺防燙保溫不銹鋼自動斷
電家用燒水壺、雙層保溫防
燙、內胆安全、外層不燙手、
沸騰後壺身表面溫度僅有 35 
度左右有效防止燙傷、防燙效
果設計 內胆不銹鋼，及雙層內
胆設計圖樣等內容，就商品之
品質、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33 105/07/
24 

105084 景棠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水樹雲風」建案，於「5 
房2廳4衛」及「5房2廳5衛」格
局展示圖之1 樓、3 樓及4 樓
平面圖將原陽台設計以虛線範
圍規劃為臥室、廚房及浴室等
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5 平台
網站 

34 105/07/
28 

105085 璞麗建設有限
公司、 
築鋒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於「璞麗桃囍」建案廣告，將
陽台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
部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5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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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引人錯誤之表示。 
35 105/08/

01 
105086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凱創實
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
網站銷售「聲寶 12 吋機械式
定時立扇 SK-FH12T」商品宣稱
「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6 105/08/
02 

105087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淳峰實
業有限公司 

銷售「鐵將軍 TP-75P 點煙器
造型胎外式胎壓偵測器」，宣
稱「在台灣也由 103 年 11 月
起新車出廠也將胎壓偵測列為
必備品 且在 105 年 7 月 1 日
起所有車輛必需安裝胎壓監測
報警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7 105/08/
02 

105088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亞鑫數
位有限公司 

銷售「【Hollywood】T6 無線
胎壓胎溫偵測器（胎內式）」，
宣稱「在台灣也由 103 年11 月
起新車出廠也將胎壓偵測列為
必備品 且在 105 年 7 月 1 日
起所有車輛必需安裝胎壓監測
報警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8 105/08/
02 

105089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勝大昌
國際有限公司 

銷售「CACS T8 四輪同顯胎外
式無線胎壓偵測器」，宣稱「在
台灣也由 103 年 11 月起新車
出廠也將胎壓偵測列為必備品 
且在 105 年 7 月 1 日起所有
車輛必需安裝胎壓監測報警
器。」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39 105/08/
03 

105090 翁○○ 於 591 房屋交易網銷售「半畝
田Ⅱ」農園，宣稱「社區化管
理，水、電、道路、網路全部
到位，並設有小屋、網室、加
拿大資材室等……，也不用擔
憂家園安全」、「獨立安全社
區式規劃」、「獨立安全社區
大門管控」，及載有小木屋、
涼亭等照片，就與商品相關而

3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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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105/08/
04 

105091 展誠顧問有限
公司 

於網頁刊載「展誠顧問輔導廠
商通過 SBIR【生技領域】補助
款 240 萬」等語，對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41 105/08/
05 

105092 華辰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水木梧桐」建案，於
「A1-A7、B2-B8 戶裝潢設計
傢俱配置參考圖」將地下 1 樓
部分停車空間標示為起居室空
間，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30 平台
網站 

42 105/08/
19 

105094 謝○○ 銷售「樂耘莊園」田園別墅，
於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以
廣告刊載一般住宅之用語及圖
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20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43 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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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
網站 

44 105/09/
10 

105102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橋國際開發
有限公司 

於 momo 電 視 購 物 台 銷 售
「Vertex 碧璽能量美體極塑
褲」商品及 momo 購物網銷售
「【日本 VERTEX】遠紅外線
能量極塑爆汗長褲」商品，對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240 平台
網站 

45 105/09/
19 

105103 台灣樂天市場
股份有限公司 

於 Yahoo 奇摩網站宣稱「暢銷
蘿拉手工果醬史上低價，線上
下訂樂享回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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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平台
網站 

46 105/10/
04 

105106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即宏福

於 momo 購物網銷售 RH 牛仔
褲商品，宣稱具有結構改良內
刷毛牛仔褲專利，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1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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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國際貿易企業
社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47 105/10/
12 

105108 耀晨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義
興房屋仲介有
限公司 

銷售「知築藏樂」建案，於傢
俱配置參考圖將陽臺以虛線標
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6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48 105/10/
17 

105112 森隆建設有限
公司、 
義興房屋仲介
有限公司 

於「知築」建案廣告，將陽台
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
分，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60 
 

平台
網站 

49 105/10/
19 

105113 宇宙天然能生
化科技有限公
司 

於電子媒體刊登廣告，宣稱「啟
動型電池方面：協助鉛酸電池
廠成功開發出 6TMF 電池供美
規坦克車及悍馬車使用」等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50 105/10/
21 

105114 世界大師企管
顧問有限公司 

舉辦「喬吉拉德 2016 世界巡
迴演講封麥演出」活動，廣告
宣稱「喬吉拉德 2016 世界巡
迴演講封麥演出」、「活動日
期時間 2016 年 3 月 21 日星
期一 當天上午 09：00 至下午
17：00 」、「2016 年 3 月 21 
日 09：00~17：00」、「03/21
喬吉拉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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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51 105/10/
24 

105116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凱創實
業股份有限公
司 

銷售「ActivTek 防疫級空氣淨
化清淨機 AP-50」，宣稱「衛
生署唯一防疫產品推薦」，就
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52 105/10/
25 

105117 川洋建設有限
公司、 
巨耀國際廣告
有限公司 

銷售「川洋首璽」建案，其傢
俱配置參考圖將突出物及樓梯
間標示「5F」及「樓中樓」室
內空間，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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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53 105/11/
17 

105126 毅一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圓山水Ⅱ」預售屋建案
廣告，將法定停車位、陽台、
露臺標示為客廳、廚房、臥室、
衛浴室等室內空間，及於法定
空地上標示可建造臥室、衛浴
室、露臺、陽台等，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20 
 

平台
網站 

54 105/11/
29 

105128 悅新建設有限
公司、 
開麥廣告企劃
有限公司 

銷售「悅新西雅圖」建案，其
2 房裝潢示意圖將陽台以虛線
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6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55 105/11/
30 

105129 史恩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聯
碩地產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百年沐樂」建案，於傢
俱配置參考圖將陽台設計以虛
線標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115 
 

平台
網站 

56 105/11/
30 

105130 富旺國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於銷售「世界之翼」建案廣告
刊載「全區 1F 傢俱配置參考
圖」、「全區 2F 傢俱配置參考
圖」載有「依森健身房」、「掬
月泳池」、「水漾 SPA 區」、
「男烤箱更衣區」、「女烤箱
更衣區」、「童心戲水池」等
公共設施，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8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57 105/12/
08 

105133 永錡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碧瑤金鑽」建案，於「A 
傢俱配置參考圖」及「B 傢俱
配置參考圖」將機房以室內空
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6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58 105/12/
23 

105139 宏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水玻璃除濕機，以比較廣
告方式指稱市售除濕盒會產生
有毒的氯氣及有毒的化學液
體，吸到及接觸到有中毒的危
險，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30 自架
網站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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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之表示 
59 105/12/

23 
105140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東方開
發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CORAL TPMS-403 DIY 
無線胎壓偵測器」，宣稱：「相
關法規 自 2014 年 11 月起，
所有新出廠的小客車均，需強
制安裝胎壓偵測器。而自 2016
年 7 月起，則是擴大到所有車
輛。」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60 106/01/
16 

106002 龍德不動產開
發有限公司 

銷售「龍德-青籟」建案，廣告
將原用途為陽台、樓梯間以及
未申請使用用途之空間部分以
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40 平台
網站 

61 106/01/
19 

106005 聯立建設有限
公司、 
聯永廣告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聯上湖美學 1 期」建案
廣告，宣稱旅館用途之建物可
為住宅使用，及登（刊)載一般
居家裝潢與設施之實品照片與
圖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0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62 106/01/
24 

106008 大悲國際有限
公司、 
香港商雅虎資
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大悲國際有限公司、香港商雅
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於 YAHOO!奇摩購物中心銷
售德國 Waeco CFX-40 行動冰
箱之網頁，宣稱：「壓縮機 德
國原廠製造」、「WAECO 堅韌
德國品質，……最新 CFX 系列
─越野等級可攜式行動冰箱，
搭載新一代 WAECO 德國原廠
自製壓縮機」，就與商品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被
處分人大悲國際有限公司網站
登載 LAPURE 製冰機之網頁，
宣稱：「LAPURE 品牌理念 優
質、平價、時尚 紮根台灣二十
多年……」、「LAPURE-時尚設
計家電 ABOUT BRAND 『優
質、平價、時尚』 紮根台灣二

20 
 

平台
網站 
、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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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十多年……」、「LAPURE 全系
列產品……各個環節都經過國
際權威機構嚴格認證。CCC、
ROHS…… 美 國 UL 、 美 國
ELT……認證」及「LAPURE
製 冰 機 符 合 國 際 ROHS 認
證」，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63 106/02/
17 

106010 竹城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海
樺廣告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竹城早稻田」建案，實
體廣告及網路廣告刊載傢配參
考示意圖將陽台空間位置標示
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27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64 106/03/
02 

106012 仲城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海
悅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銷售「竹城羽田」建案，實體
廣告及網路廣告刊載傢俱配置
參考示意圖將陽台空間位置標
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以及
網路廣告刊載建設公司為他事
業名稱，就與商品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80 
 

自架
網站 

65 106/03/
14 

106014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聖誠全
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
網站銷售「Dr.Light 球泡燈 L8 
10W 白光 6 入組」及「Dr.Light 
球泡燈 L8 10W 黃光 6 入組」
商品，刊載「……≧300°全周
光超廣角光學設計……通過中
華民國 CNS 法規測試…‥」等
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66 106/04/
05 

106020 快三電商服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莎莎貝拉國際
有限公司 

於「快 3 網路商城」網站銷售
「Dr.Light」球泡燈商品，刊載
「Dr.Light CNS 認證全周光球
泡 燈  L8 10W- 白 光 」 及
「Dr.Light CNS 認證全周光球
泡燈 L8 10W-黃光」等文字，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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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67 106/04/
06 

106022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歆宇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銷 售 ASUS 品 牌 「 USB-N10 
Nano 無線網卡」，廣告宣稱「軟
體 AP 功能可透過無線網路安
全分享資訊」等語，未揭露「軟
體 AP 功能」支援作業系統之
限制條件，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 平台
網站 

68 106/04/
06 

106023 快三電商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銷 售 ASUS 品 牌 「 USB-N10 
Nano 無線網卡」，廣告宣稱「軟
體 AP 功能可透過無線網路安
全分享資訊」等語，未揭露「軟
體 AP 功能」支援作業系統之
限制條件，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69 106/04/
18 

106025 英屬蓋曼群島
商金百利克拉
克股份有限公
司 

於「【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
屁屁秘密」之尿布比較廣告，
以不妥適之詮釋呈現較對手商
品之吸尿量及乾爽程度優，及
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 成媽媽
願意改用好奇」等語，對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 

80 平台
網站 

70 106/04/
20 

106027 銘大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合
宸廣告有限公
司 

銷售桃園市桃園區「銘大-臻品
苑」建案，於網路廣告對於使
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
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260 
 

平台
網站 

71 106/05/
02 

106028 皇比企業有限
公司 

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
「OCHO 太陽能無線胎壓偵
測器」，登載「台灣自 103 年
11 月起，強制規定出廠新車安
裝『胎壓偵測輔助系統』，且
在 105 年 7 月 1 日起將擴大到
所有的新舊車輛。」就與商品
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
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72 106/06/ 106046 鴻通建設股份 銷售「御天下」建案，其 4 樓 5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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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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22 有限公司、悅
祺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至 6 樓 A 戶及 B 戶傢配圖將原
為陽臺設計之虛線範圍規劃為
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網站 

73 106/07/
06 

106051 巫○○ 於 Yahoo 奇摩拍賣網站銷售
HTC One E8 手 機 保護 套 及
HTC One M10 手機保護套，宣
稱「台灣製造」、「0.3mm」
及「防水印紋路設計」，就與
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74 106/07/
12 

106055 精匠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臺中市北區「品科博」建
案，於「A 戶標準樓層．傢俱
配置參考圖」將裝飾柱及陽台
空間以虛線標示為室內空間使
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0 平台
網站 

75 106/07/
27 

106057 雅威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雅豐藝墅 2 期建案，於
Knowhouse 樂好市網站刊登廣
告所載之「二樓平面配置圖」、
「三樓平面配置圖」將陽台位
置以虛線表示，標示作為室內
空間之一部分，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用途及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30 平台
網站 

76 106/08/
02 

106060 佳鋐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新
富利廣告有限
公司 

銷售「躍淡水」建案，於網頁
廣告刊載施作夾層圖片為室內
空間表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30 平台
網站 

77 106/08/
02 

106061 富霖開發有限
公司 

銷售臺中市沙鹿區「富霖 B＆
W」建案廣告，於剖面透視圖
將地下 1 層、地上 1 層之停車
空間、地上 2、3 層之陽台以
及頂樓突出物之樓梯間規劃為
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00 平台
網站 

78 106/08/ 106071 炬嘉股份有限 銷售雲端液晶廣告看板，宣稱 5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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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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30 公司 「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多
媒 體 液 晶 廣 告 看 板 」 及
「taiwansigns 炬嘉，攜手中華
電信打造最頂級的雲端廣告看
板平台」，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銷售雲
端廣告平台服務，宣稱「免費
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晶廣告
看板」、「免費贈送-中華電信
雲端液晶廣告看板播放器」、
「免費贈送-中華電信雲端液
晶廣告看板/播放器」及「免費
贈送-中華電信雲端 4K 液晶廣
告看板/播放器」，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 項規定。 

網站 
、 
平台
網站 

79 106/08/
30 

106072 徐○○即樺峰
興業商行 

銷售機車空氣濾清器及皮帶小
海綿，宣稱「原廠型」、「山
葉原廠型」，並於案關商品背
景佐以「YAMAHA」字樣，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80 106/09/
12 

106076 昇佳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昇佳美邑」建案，於「C6
平面配置參考圖」1 樓增加廚
房、廁所等室內空間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臥室、室內
休憩空間;於「A8 平面配置參
考圖」將 1 樓停車空間標示為
客廳及將 2 樓、3 樓陽台作為
臥室，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平台
網站 

81 106/09/
14 

106077 鑫寶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美
麗聖不動產有
限公司 

銷售「鑫寶璽悅」建案，於「1F
全區配置參考圖」等廣告將頂
樓及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作為
健身房、KTV、撞球室及烹飪
教室等公共設施使用，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14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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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示。 
82 106/09/

22 
106078 謝天國際餐飲

事業有限公司 
於1111創業加盟網及公司網頁
(www.ohmaya.com 及
omayau.blogspot)刊登「SP餐飲
集團是韓國最大美食餐飲集
團」、「本公司取得SP集團數
個品牌在亞洲區的總代理」，
於888boss創業網刊登「總店
數：...加盟10家」，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20 平台
網站 
、 
自架
網站 

83 106/10/
03 

106086 聖俯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都心苑」建案，「E9.E10
平面傢俱配置參考圖」將陽臺
空間表示為室內空間使用，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80 平台
網站 

84 106/10/
11 

106089 競合國際有限
公司 

於 網 路 銷 售 「 3D 按 摩 甩 脂
機」，宣稱「消脂」、「脂肪燃
燒」、「脂肪打碎」、「燃燒脂肪」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85 106/10/
31 

106097 車麗屋汽車百
貨股份有限公
司 

於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經營之 Yahoo!奇
摩超級商城網路平台銷售「eni
機油 5W-30」、「eni 機油 5W-40」
及「ARAL 機油 5W-40」等商
品，宣稱「API 認證機油」、
「國際 API 認證」，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86 106/11/
28 

106108 富羅有限公司 於 FACEBOOK 網站之公司專
頁登載「量子大力神」產品廣
告，宣稱產品經財團法人車輛
研究測試中心檢測，最高可節
油 25%、平均節油 14%、最低
節油 8%，認證具有【節能】、
【減碳】的實際功能，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87 106/12/
05 

106111 富邦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於 momo 購物網銷售「光陽機
車 GP125 質感風 鼓煞」商品，

1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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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刊載市價 73,000 元，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價格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88 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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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89 106/12/
20 

106115 樂藝國際有限
公司 

於 ACCUPASS 網站刊登講座
活動廣告，並宣稱講師○君為
臺灣大學博士、臺灣記憶力比
賽冠軍、美國 NGH 高階催眠師
及美國 ABNLP 高階執行師
等，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90 107/01/
10 

107004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泰昀企
業有限公司 

於「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
網站銷售「千山 CHANSON 智
慧 型 冰 溫 熱 飲 水 機
CR-9833AM」商品宣稱「榮獲
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5 
 

平台
網站 

91 107/01/
12 

107005 禾楓建設有限
公司 

銷售「儷尊別墅」建案，於該
公司網站及 591 房屋交易網站
廣告刊載「禾楓尊榮配置圖」、
「禾楓尊貴配置圖」及「禾楓
尊爵配置圖」將原用途為停車
空間、陽台、花台、露臺、水
箱間、挑空等空間以室內空間
之使用表示，以及空地增設停
車空間之使用表示，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40 自架
網站 
、 
平台
網站 

92 107/01/
15 

107006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十夢企
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於 PChome 24h 購 物網 銷 售
「【HOT SPA】美國 NEOTEX
懶人剋星腰瘦爆汗壓力褲」商
品，宣稱「強效燃燒 4 倍爆
汗」、「運動時間比較表跑步機
穿 HOT SPA 爆汗褲 10 分鐘=

1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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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一般褲子穿 30 鐘」等，對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93 107/01/
31 

107009 歐得葆家具有
限公司 

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
具都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
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
小的健康」、「身體的重量會將
床墊的填充物 TDI 泡棉，擠壓
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
進入體內」等語，及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3;於 YouTube、被處分
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
具-無害篇」影片，以比較廣告
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80 自架
網站 
、 
平台
網站 

94 107/02/
22 

107011 台灣森那美起
亞股份有限公
司 

於廣告宣稱「KIA CARENS 德
式 7 人座 MPV 79.9 萬起」等
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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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架
網站 
、 
平台
網站 

95 107/03/
02 

107012 台灣之星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登廣告載有「賀！台
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等圖文及新聞稿載有「成
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
測速三連霸」、「台灣之星均速
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
「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
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
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 

60 自架
網站 

96 107/03/
08 

107013 康太數位整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光鈴興業有限
公司 

於 17Life 購物平台銷售「多功
能日式不銹鋼削皮刀」，宣稱
「台灣專利商品」，並附有專利
證書為新型第 M399680 號證書
之圖片，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97 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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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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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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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98 107/04/
19 

107019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浩軒股份有限
公司 

於「momo 購物」網站銷售「小
太陽電鍋 TR-1878」商品宣稱
「榮獲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5 
 

平台
網站 

99 107/05/
22 

107029 聯合報股份有
限公司、 寶興
行銷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於「udnshopping」網站銷售「鍋
寶不銹鋼電鍋 ER-1180」商品
廣告宣稱「榮獲國家節能標
章」，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00 107/06/
19 

107043 康生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銷售「Dancing Queen 美體曲線
按摩機」商品，於廣告宣稱「深
入催化消除脂肪分子」、「輕鬆
美體塑身藉由旋轉震波可促進
循環，加速熱量消耗，有助於
脂肪燃燒」、「消除手臂脂肪運
用旋轉震波深入手臂肌肉，催
化消除脂肪分子」、「收腰緊實
提臀將不易動到的腰部、臀部
脂肪分子推開催化，趕走鬆垮
肥肌轉換緊實，達到收腰提臀
效果」、「緊實腿部肌肉旋轉震
波可深入腿部肌肉，催化脂肪
分子緊實肌肉」等語，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01 107/06/
19 

107044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三
洋電機股份有
限公司 

於「PChome Online 24h 購物」
網站銷售「三洋 12 吋機械式定
時立扇 EF-12STA」商品宣稱
「節能標章」，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5 
 

平台
網站 

102 107/06/
20 

107045 豐禾地產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於 facebook 社團「農地農舍投
資開發運用交流協會」刊登廣
告，宣稱「是…海基會在找尋
工業地、廠房及各種房地產的

10 平台
網站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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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指定窗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3 107/06/
21 

107046 鼎極國際汽車
有限公司 

於 8891 汽 車交 易 網站 銷 售
「 BMW 3-Series Seden 328i 
2012 款手自排 2.0L」中古車，
宣稱「賣家保證原版件」，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04 107/07/
04 

107058 達麗建設事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崑益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甲
桂林廣告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達麗世界灣」建案，於
廣告刊載「凌雲百米空中健身
房無邊山水相伴俯仰天地」等
文字及圖片，將屋頂機房空間
作為公共設施健身房使用，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80 
 

自架
網站 

105 107/07/
04 

107059 德金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謙
任廣告事業有
限公司 

銷售「裕國天景」建案，於「A
區傢俱配置參考平面圖」、「B.D
區傢俱配置參考平面圖」、「C
區傢俱配置參考平面圖」、「1F
全區參考平面圖」、「3D 外觀透
視示意圖」、「裕國天景」廣告
圖冊及「台中房地王」網站刊
登案關建案廣告，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65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106 107/07/
12 

107061 俊麗建設開發
有限公司 

銷售「俊麗十六境」建案，於
廣告之樓層規劃宣稱「地下 1
層」、A7 戶傢俱配置參考圖之
地下室平面圖畫有桌椅、吧
檯，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
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30 平台
網站 

107 107/07/
26 

107067 台松電器販賣
股份有限公司 

於 公 司 網 站 刊 登
「 NR-D508NHV ECO 
NAVI+nanoe 雙科技系列」等 22
項電冰箱商品網頁載有「能源
效率 1 級」字樣，以及「能源
效率第 1 級」之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圖，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30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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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錯誤之表示。 
108 107/08/

02 
107069 台灣三星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 
網站刊登「RT46K6235BS/TW 
RT46 雙循環雙門系列 456L 魅
力灰」等 4 項電冰箱商品廣
告，刊載「能效等級 1」，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自架
網站 

109 107/08/
02 

107070 香港商捷時海
外貿易有限公
司 

於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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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
網站 

110 107/08/
06 

107071 台灣夏普股份
有限公司 

網站刊登「SHARP 夏普變頻六
門對開冰箱 SJ-XF47BT 金色」
等 4 項電冰箱商品及「SHARP 
夏普 8L PCI 自動除菌離子衣物
乾燥除濕機 DW-D8HT-W」等 5
項除濕機商品廣告，分別刊載
「國家能源效能認證 1」及「能
源效率 1 級」，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111 107/08/
07 

107072 克立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克立淨 D91 雙效
節能除濕機」商品，宣稱「1
級能效標章」及「能源效益第
一級」，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112 107/08/
07 

107073 米米實業有限
公司 

於 樂 天 市 場 銷 售 惠 而 浦
WDEE20W 除濕機商品網頁宣
稱「能源效率等級第一級」，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113 107/08/
17 

107074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廣馬企業有限
公司 

於「momo 購物網」銷售「【雙
享】美胸按摩內衣-按摩器（紫
色魔力）」，廣告宣稱「擴型
房提升，豐潤堅挺」等語，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5 平台
網站 

114 107/08/ 107075 聯合報股份有 於 udn 買東西購物中心網站銷 1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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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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7 限公司、京東
科技有限公司 

售「HITACHI 日立 394 公升變
頻節能三門冰箱 RG41A」，刊
載「1 級節能國家能源效率認
證」及第 1 級之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圖，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網站 

115 107/08/
21 

107076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中樂電
器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聲寶 AD-BD121FT
空氣清淨除濕機」商品，宣稱
「能效 1 級」、「一級能效」、
「能源效率第 1 級」以及「本
產品能源效率為第 1 級」，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5 
 

平台
網站 

116 107/08/
28 

107078 貫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米多力吊掛式風管
「MD-35LB」及「MD-62LB」
除濕機商品，分別刊載「本產
品能源效率為第 2 級」、「能
源效率等級 2 級」及「本產品
能源效率為第 1 級」、「能源
效率等級 1 級」，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117 107/09/
05 

107080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邦全企業有限
公司 

於 momo 購 物 網 銷 售
「【PANATEC 沛莉緹】CELLA
輕體緊塑儀(K-360)」商品，廣
告宣稱「RF+CV 成功打擊動物
脂肪」及「重返 23 吋腰」等語，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5 平台
網站 

118 107/09/
06 

107081 東元電機股份
有限公司 

網站刊載「小鮮綠系列」型號
R0511W 等 18 款電冰箱規格資
訊為「能源效率級數 1」，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自架
網站 

119 107/09/
25 

107083 岠峰企業有限
公司 

於 MOMO 摩天商城銷售大同 
TDH-460B 除濕機商品網頁廣
告宣稱「節能效率 1 級」及「能
源分級 1 級」，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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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20 107/10/
12 

107086 美第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富及第 Frigidaire 
13L 節能清淨除濕機」商品，
網頁宣稱「本產品能源效率為
第 2 級」，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121 107/10/
15 

107087 香港商雅虎資
訊股份有限公
司 台 灣 分 公
司、禾聯碩股
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HERAN 禾聯 6 公
升除濕機 HDH-1281」商品，宣
稱「能源效率第 1 級」、「本
產品能源效率為第 1 級」及「能
源效率等級 第一級」，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22 107/10/
16 

107088 嘉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載嘉儀 KED-211 及
KED-213 除濕機商品，網頁宣
稱「1 級能效」，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5 自架
網站 

123 107/10/
18 

107091 裕隆日產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 2018 年式「INFINITI Q50」
系列車款，於網站及商品型錄
刊載「世界三大安全評鑑認證」
等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24 107/10/
19 

107094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宏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於「momo 購物網」銷售「【HOT 
SHAPERS】美國正宗懶人救星
爆汗褲(強力緊實版)」等 2 項商
品，於廣告宣稱「四倍代謝功
能」、並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 分鐘 普通褲 45 分鐘等語、
「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
脂及塑脂的作用」等語，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25 
 

平台
網站 

125 107/10/
19 

107095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騏瑋實業有限
公司 

於「momo 購物網」銷售「獨
家【HOTSHAPERS】Neotex 熱
能引爆_爆汗腰帶兩件組(炫金
限量版)」廣告內容宣稱「提升
四倍代謝功能」、「有效提升
核心溫度，自然代謝和排毒」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2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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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引人錯誤之表示。 
126 107/10/

22 
107096 創業家兄弟股

份有限公司、
威廉科技企業
有限公司 

於生活市集網站銷售「日式帶
輪下開式大整理箱」商品，廣
告宣稱容量 95L，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27 107/11/
20 

107103 順 瓏 建 設 有
限公司、 
林○○ 

銷售「莊敬紐約」建案，刊載
A3-1、B2 傢俱配置示意參考圖
之屋突一層，一部分規劃為起
居室、臥室等居住空間使用，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40 
 

平台
網站 

128 107/11/
28 

107106 東 騏 建 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銷售「～東驊 想建築～ 飛飛
想」建案廣告，對於使用分區
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
住宅用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60 自架
網站 

129 107/11/
30 

107107 台灣樂金電器
股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載「靚雅花裳系列」
型號 GR-BL68M 等 7 款電冰箱
商品，廣告宣稱「能源效率第
5 級」、「能源效率第 4 級」，並
載有「能源效率第 5 級」、「能
源效率第 4 級」之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圖，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30 自架
網站 

130 107/12/
03 

107108 秦龍國際有限
公司 

於小老闆網路商城及「小老闆」
臉書粉絲專頁所連結一頁式廣
告銷售「手機高倍率光學變焦
望遠鏡」商品，刊載影片展示
拍攝景物時調節遠近之畫面及
「可自由調節遠近」文字，未
揭露使用之配備等相關資訊，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自架
網站 

131 107/12/
03 

107109 江○○即中心
企業社、黃○
○即一一乙企
業社 

於網站刊載「東元 Teco 家電維
修站」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服務品質及內容為引人
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132 107/12/ 107110 潘○○即北區 於網站刊載「東元服務站」等 5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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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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03 家電企業社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
務品質及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
示。 

網站 

133 107/12/
13 

107111 遠雄建設事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遠雄房地產發
展股份有限公
司 

銷售「遠雄首品」建案，於廣
告刊載「改寫小坪數住宅的生
活氣度……」等用語及使用平
面傢俱配置參考圖為一般住宅
之表示，並刊載健身房、會議
室、會客區等公共設施，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370 
 

自架
網站 
、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134 107/12/
20 

107114 大同股份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大同 TDH-121MB
及 TDH-460B 除濕機商品，宣
稱「一級能效」、「能源效率 1
級能效」、「本產品能源效率
為第 1 級」，就足以影響交易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20 自架
網站 

135 108/01/
10 

108002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點上線創意有
限公司 

於 momo 購物網銷售「【婭薇
恩】超能鍺削梨 LUNABUTIY
推塑打薄褲 3 入組★時尚塑身
aLOVIN(5 分丈_2 色_2 尺寸任
選) 」商品，廣告宣稱「促進
循環加速排出結實體態」、「刺
激血液和淋巴循環」、「加速
脂肪新陳代謝」、「能抗老化
和美白」及「同時減少脂肪形
成」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36 108/01/
24 

108005 興益發建設企
業股份有限公
司、 
甲士林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
水立方國際開
發股份有限公
司 

銷售「詠大直」建案，於網站
及廣告 DM 刊載「W 雅砌發呆
亭」公共設施，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2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37 108/02/
25 

108009 東森得易購股
份有限公司、
禾笙科技有限
公司 

於 ETMall 東森購物網站銷售
救車備用電源商品，宣稱「電
瓶壽命加倍延長……能節約
10%~20%汽油消耗……有使用

10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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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外 掛 鋰 鐵 電 瓶 壽 命 4 年 以
上……沒使用外掛鋰鐵電瓶壽
命 2 年以下」等，就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38 108/02/
25 

108010 飛樂數位有限
公司 

於公司網站銷售救車備用電源
商品，宣稱「電瓶壽命加倍延
長……能節約 10%~20%汽油消
耗……有使用外掛鋰鐵電瓶壽
命 4 年以上……沒使用外掛鋰
鐵電瓶壽命 2 年以下」等，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自架
網站 

139 108/02/
27 

108011 宏昱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MyOcean」建案，於廣
告圖冊「海洋私房誌」及網站
刊載「泳池 3D 示意」、「35
米泳池」、「A 戶平面配置圖」
等文字及圖片，並建置實體樣
品屋，分別將景觀水池、A 戶
之陽台及廚房規劃作為泳池、
主臥室浴室及臥室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8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40 108/03/
26 

108016 樂泉興業有限
公司 

於公司網站銷售「溫熱型飲水
機(型號 LC-610)」商品，宣稱
獲得節能標章認證及使用節能
標章圖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41 108/04/
15 

108018 榤宜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藍光盾」抗藍光
螢幕保護貼，宣稱「全國唯一，
四國專利」、「擁有台灣、日本、
德國、中國阻隔藍光專利」，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42 108/04/
17 

108019 吳○○即大豐
企業社 

推廣銷售教材，於銷售網站宣
稱「慶祝加盟格連杜曼博士教
育機構」、「慶祝會員數達 3000
名」，對具有招徠效果且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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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43 108/05/
7 

108024 全球華人藝術
網有限公司 

於 105 年間在「臺灣新銳藝術
家特輯」、「2016 臺灣新銳藝
術家特輯」之內頁廣告宣稱「台
灣 Yahoo、Google 兩大搜尋引
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
一名」，就與服務相關而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
誤之表示。 

2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44 108/05/
20 

108026 舒適睡眠有限
公司 

於 Google 搜尋引擎網站購買
「古洛奇」關鍵字廣告，以呈
現「舒適睡眠館-各式古洛奇-
各式電動床，床墊，歐式鍛鐵
床」、「舒適睡眠館古洛奇-
唯有到舒適，才能買到最棒的
床」等宣稱，就與商品相關而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45 108/06/
25 

108030 璨麒國際有限
公司 

於松果購物網銷售「北歐風掀
開式帶輪加厚收納箱」，廣告刊
載「95L」及「容量：（約）100L(±
5%)」，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46 108/06/
25 

108031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璨麒國際有限
公司 

於 momo 購物網銷售「【木暉】
北歐風大視窗雙開大容量加厚
收 納 箱 (6 入 ) 」， 廣 告 刊 載
「95L」、「95L 方體大空間」、
「95L 超大容量」、「95L 大容量
收納」，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47 108/06/
25 

108032 璨麒國際有限
公司 

於 Yahoo!奇摩超級商城銷售
「北歐風  帶輪大容量  雙開 
收納箱」，廣告刊載「95L」，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148 108/07/
01 

108033 大量實業有限
公司 

於網站刊載「300WLED 燈具」
及「150WLED 燈具」商品廣
告，宣稱獲「天井燈節能標章」
文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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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149 108/07/
02 

108034 東森得易購股
份有限公司、
姿芳科技有限
公司 

於森森購物網銷售「大同冰箱
(型號 TR-B175HTW-S)」商品，
宣稱獲有節能標章認證，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50 108/07/
24 

108039 神腦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於網站及門市刊載「Whirlpool 
10L 節能除濕機 WDEE20W」廣
告，宣稱「國家一級能效標準
認證」、「能源效率 1 級」，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51 108/07/
29 

108041 台灣蕾格有限
公司 

銷售「RG-375 床墊式電動床」
商品，於自身網站刊載「切割
極冷膠業界最厚 25 公分」等
語；於自身網站、商品型錄刊
載「德國原廠授權馬達」等語，
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52 108/07/
29 

108042 舒適睡眠有限
公司 

銷售「RG-375 床墊式電動床」
商品，於舒適睡眠館網站刊載
「切割極冷膠業界最厚 25 公
分」等語；於舒適睡眠館門市
放置之商品型錄刊載「採用德
國原廠授權高品質無線船型電
機」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53 108/08/
28 

108048 鈺倢有限公司 於網路臉書宣稱無線藍芽耳機
商品具有商標權及專利權，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154 108/09/
02 

108051 東森得易購股
份有限公司 

於東森購物網站銷售日系開窗
下開式超大收納箱，廣告刊載
「100L 無敵大容量」及「100L
超大容量」，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5 平台
網站 

155 108/09/
02 

108052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
銷售日系開窗下開式超大收納
箱，廣告刊載「100L 無敵大容
量」及「100L 超大容量」，就

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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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56 108/09/
02 

108053 茂利通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分別於東森購物網站、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及松果購
物網站銷售日系開窗下開式超
大收納箱，廣告刊載「100L 無
敵大容量」及「100L 超大容
量」，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5 項規定，處 5 萬元罰鍰。 

5 平台
網站 

157 108/10/
03 

108059 昌鑫建設開發
有限公司、璞
石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銷售「大直匯」建案，於臉書
粉絲專頁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
商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宅用
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20 
 

平台
網站 

158 109/01/
08 

109001 創業家兄弟股
份有限公司、
家家楹有限公
司 

於生活市集網站銷售「台灣製
雙風輪移動水冷扇」商品，其
廣告刊載「台灣製」及「產地：
台灣」，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製造地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59 109/01/
16 

109003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泰昀企
業有限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購物中心銷
售「莊頭北 TH-7245FE 熱水
器」，宣稱「通過節能標章」及
「榮獲節能標章認證」，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60 109/01/
17 

109004 鈦銥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 

於網站刊登「LED 高空天井燈」
商品廣告，宣稱「榮獲經濟部
節能標章」及使用「節能標章」
圖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61 109/02/
27 

109014 博客來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勝眾貿易
有限公司 

於網站銷售「SONY SRS-XB12
藍芽喇叭」商品，刊載「SONY 
SRS-XB12 NFC 完全防水 繽紛
小巧藍芽喇叭」，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62 109/03/ 109019 萬里雲互聯網 提供雲端服務，於其公司網站 10 自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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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25 路有限公司 等表示其為亞洲唯一以 Google
雲端核心技術為基底的策略夥
伴，就與服務相關而足以影響
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網站 
、 
平台
網站 

163 109/04/
09 

109022 宸明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友
善的行銷有限
公司 

銷售「宸明泉峰」建案廣告之
A 棟平面配置參考圖、B 棟平
面配置參考圖及 D 棟平面配置
參考圖，將屋突 1 層及 2 層原
用途為機電設備空間規劃為浴
廁、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表
示，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70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164 109/04/
16 

109023 陞宇國際投資
有限公司 

於全球華人股份有限公司網站
及 ETtoday 新聞雲宣稱「23 歲
的○○……拿出自己的一百多
萬的積蓄，去年 12 月和朋友共
同在內湖開設『WooWho』……
開業至今四個月，平均月營業
額 40-70 萬元，達到損益兩平」
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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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平台
網站 

165 109/04/
22 

109024 網路家庭國際
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瀚加生
活美學國際有
限公司 

於 PChome Online 24h 購物網站
銷售「韓國哈茱兒 hajour 嬰兒
兩用蜂巢式空氣護頭枕」，廣
告宣稱「有效散熱並避免寶寶
窒息的可能」、「哈茱兒耗費
多時研發一款可以防止嬰兒猝
死又能兼顧完美頭型的多功能
頭枕」等用語，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引人錯誤
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66 109/04/
22 

109025 嘉祐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方
圓國際設計顧
問有限公司 

銷售「公園上品」建案，於廣
告「A1∣2～15 樓∣傢俱配置
參考圖」將陽台空間以虛線規
劃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200 
 

平台
網站 

167 109/05/
06 

109027 森築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一

銷售「上河園」建案，於網站
廣告宣稱「家族型的 KTV 規

210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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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福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愛山林建設開
發股份有限公
司 

劃」、「See Through 凌空七十
米的空中會館……，凌空 70 米
的私人收藏，飯店級 Lounge 
Bar 、 玻 璃 屋 的 Corner 宴 會
廳……」等公共設施，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168 109/05/
14 

109030 光陽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刊登「光陽機車金
牌 125」商品廣告，宣稱「油
箱容量 8.5L」，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40 自架
網站 

169 109/05/
14 

109031 昇龍國際車業
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刊登「光陽機車金
牌 125」商品廣告，宣稱「油
箱容量 8.5L」，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內容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70 109/05/
15 

109032 富邦媒體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愛彼科技有限
公司 

於ｍoｍo 購物網銷售「氣炸鍋」
商品，廣告宣稱「全臺唯一通
過 BSMI 認證」，就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不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71 109/05/
19 

109033 全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舉辦限量福袋活動廣告，其抽
獎方式未使所有擁有抽獎序號
者皆獲得抽中獎項之機會，對
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 
傳統
媒體 

172 109/05/
25 

109035 摩斯達有限公
司 

於網頁及商品型錄刊載「德國
防盜鎖 ABUS……台灣總代理
摩斯達有限公司」等文字，就
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
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173 109/07/
01 

109040 華宸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抗菌抗 VOCs 活性碳口
罩」商品，刊載「吸附力優於
市售活性碳 30 倍」及「利用特
殊技術 30 倍於市面吸附能力
之活性碳及高科技結構設計，
可吸附空氣中之揮發性有機溶
劑（如甲醛、甲苯…等環境賀
爾蒙）及化合物與臭味」等文

10 自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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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字，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174 109/07/
13 

109041 華登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葛
里德廣告有限
公司 

銷售「華登金捷殿」建案廣告
之「2~10 棟傢俱配置參考圖」
及 「 12~23 棟 傢俱 配置 參 考
圖」，將原用途為陽台空間規
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使用，就足
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
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135 平台
網站 

175 109/08/
06 

109045 遠時數位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家家買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於 friDay 購物網站銷售「德國
嘉儀 HELLER-等離子智慧節能
清 淨 13.6 公 升 除 濕 機 
KED-213」，刊載「1 級能效」、
「全系列 1 級能效」，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10 平台
網站 

176 109/08/
19 

109047 創達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創
意家行銷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華山川」建案，於網站
刊載「公共設施：RF-健身房」，
並以 RF 傢俱配置圖顯示一部
分規劃為健身房使用，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60 自架
網站 

177 109/08/
19 

109048 立吉科技有限
公司 

銷售 180W 及 240W「Aquarius 
Series 天井燈/投射燈兩用型」
等 2 種規格商品，廣告宣稱「節
能 標 章 ： 有 ( 可 申 請 節 能 補
助)」，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
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178 109/09/
16 

109051 福匯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銷售「福匯常安」建案，於網
站刊載「A |2-9F|傢俱配置參考
圖」及「B |2-9F|傢俱配置參考
圖」將機電設備空間以虛線標
示作為室內空間使用，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
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50 自架
網站 

179 109/10/
21 

109057 江○○  即泰
崴軒佛教文物 

於蝦皮購物網站銷售「佛曆
2543~恩師人緣佛」，宣稱「真
象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

5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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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類型 

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180 109/11/
26 

109062 傑昌開發有限
公司 

銷售「閱閱昌傑」建案，廣告
上之「A 戶 3、5F 傢俱配置參
考圖」及「B 戶 3、5F 傢俱配
置參考圖」將原用途為陽台空
間規劃為室內住宅空間之一部
分使用，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
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0 平台
網站 

181 109/12/
03 

109063 桔客國際文教
股份有限公司 

於公司網站、臉書粉絲專頁及
課程簡章宣稱「全台唯一與英
國培生集團取得國際漢語教師
證授權」、「教學機構通過 
Pearson 認證」等語，對足以影
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5 自架
網站  
、 
平台
網站  
、 
傳統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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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

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5年 12月 5日） 

一、（目的） 

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

避免不動產業以不實廣告行為誤導交易相對人，形成不公平競爭，特

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所稱之不動產廣告，係指事業為從事土地、建築物（含預

售屋及成屋）等及其可移轉權利之銷售業務，以及為從事不動產買

賣、互易、租賃之仲介（居間、委任或代理）業務等所為之廣告。 

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 

不動產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之表示或表徵： 

(一)建造執照尚未核發，而廣告表示有引人誤認已取得建照者。 

(二)廣告表示建築物或土地之用途與使用分區(如工業區、商業區、

旅館區、農業區等)之法定用途不符，且依法不得變更使用者。

例如使用分區為工業區： 

1、廣告未對建築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

表示，或雖已載明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

地」，但標註較廣告中其他說明顯然有所不足。 

2、廣告未對建築物係供與工業有關之使用明確加以表示。 

3、廣告使用一般住宅配備為圖示，或文字說明暗示其建築物適合

供住宅使用。 

(三)廣告表示建築物座落地點與事實不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

大眾所接受者。 

(四)不動產面積： 

1、廣告表示建築物之房屋或土地總面積與所有權狀登記之面積不

符者。 

2、廣告表示建築物之房屋或土地總面積雖與所有權狀登記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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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然有下列情形者： 

(1)廣告中使用「使用面積」、「公共面積」、「室內面積」、「受

益面積」、「公共設施」、「受益憑證」或其他非法定名詞作

為建築物面積之表示或表徵，未於明顯處以相當比例之字體

註明其包括範圍，而有引人誤認面積數量。 

(2)廣告中使用「建築面積」、「基地面積」、「主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面積」、「共有部分面積」或其他法定用語作為建

築物面積之表示，而其面積表示之數量與法定用語所應有或

登記之面積不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3)廣告表示建築物共有設施比例之具體數字與完工建築物不

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 

(五)夾層屋：廣告表示房屋為挑高空間，並以文字、照(圖)片、裝潢

參考圖、平面配置圖、立面剖視圖或樣品屋表示有夾層設計或較

建築物原設計更多之使用面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廣告表示與施(竣)工圖不符。 

2、廣告未明示建築法規對施作夾層之限制(樓層、面積、材質、容

積率管制等)。 

3、經建築管理機關確認為違建。 

(六)廣告表示停車位與施(竣)工圖不符，經建築管理機關認定為違法

者。 

(七)公有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 

1、廣告對公有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園、運動場、政府機關等)之

表示與使用廣告當時之客觀狀況或完工後之實際狀況不符，且

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接受者。 

2、廣告以未完成之公共設施或交通道路為表示或表徵，使一般或

相關大眾誤認已完成者。 

3、廣告對交通狀況、時間或空間距離之表示，未以通常得使用之

道路狀況為計算標準者。 

(八)廣告對建築物外在環境、視野、景觀之表示與事實不符，且其差

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者。 

(九)建築物外觀、設計、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如休閒步道、戲水



 

139 

 

池、健身房、花園、游泳池、涼亭等)： 

1、建築物外觀、設計、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與廣告不符者。 

2、建築物外觀、設計、共有部分之格局配置雖與廣告表示相符，

惟與施(竣)工圖不符，經建築管理單位認定係屬違建或無法申

請變更為合法者。 

3、設施或服務不屬於給付或附隨給付，而廣告表示有使一般或相

關大眾誤認為屬於者。 

(十)廣告表示建築物內部自有格局配置(例如，陽台、機電設備空

間、雨遮位置等)與施(竣)工圖不符、經建築管理單位認定係屬

違建、無法申請變更為合法者。 

(十一)廣告表示溫泉設施，實際給付不符溫泉法相關法令者。 

(十二)廣告表示之獲獎情形與事實不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

眾所接受者。 

(十三)廣告表示之優惠內容與事實不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

眾所接受者。 

(十四)廣告表示於一定期間之投資報酬率與事實不符，且其差異難為

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者。 

(十五)房屋仲介業者其廣告表示之成交紀錄、分店數量、買方或買方

數量等與事實不符，且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者。 

四、（預售屋廣告之判斷） 

預售屋廣告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之客觀

狀況予以判斷。 

預售屋廣告之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

無法與廣告相符，則其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第一項所稱之客觀狀況，係指廣告主提供日後給付之能力、法令之規

定、建材之供給等。 

五、（法律效果） 

事業違反第三點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六、（不動產經紀業廣告處理） 

有關不動產經紀業廣告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內政部處理不動產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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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實廣告案件之協調結論」之分工原則處理。 

七、(補充規定) 

不動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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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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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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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事業以不當比較廣告誤導交

易相對人，形成不公平競爭，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名詞定義） 

本處理原則所稱比較廣告，指事業於廣告中，就所提供商品或服務

（以下簡稱商品）之特定項目，與他事業進行比較，以增進其交易機

會。 

三、（真實表示原則） 

事業於比較廣告，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表示或表徵，均應確保廣告

內容與實際相符。 

四、（公平客觀比較原則） 

事業於比較廣告，應以公正、客觀、比較基準相當之方式為之。 

五、（違法類型一） 

事業於比較廣告無論是否指明被比較事業，不得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

之比較項目，為下列之行為： 

(一)就自身或他事業商品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二)以新舊或不同等級之商品相互比較。 

(三)對相同商品之比較採不同基準或條件。 

(四)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

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 

(五)未經證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六)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優越之比較，或於比較項目僅彰顯

自身較優項目，而故意忽略他事業較優項目，致整體印象上造成

不公平之比較結果。 

(七)就比較商品之效果表示，並無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 

(八)其他就重要交易事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比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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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違法類型二） 

事業於比較廣告，不得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情事，對明

示或可得特定之他事業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比較結果。 

七、(法律效果) 

事業違反第五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六點者，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違反。 

八、(程序規定） 

事業之行為涉嫌違反第六點規定者，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受理案件移送

檢察機關作業原則第二點第一款規定辦理。 

九、(補充規定） 

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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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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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

件之處理原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6年 1月 13日） 

一、（目的） 

鑒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以下簡稱本條）為一概括性規定，為使

其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適用之基本原則) 

為釐清本條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之區隔，應以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作為篩選是否適用公平交易法或本條

之準據，即於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交易秩序足生影響時，本會始依本條

規定受理該案件；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請其

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請求救濟。 

本條係補遺性質之概括條款，蓋事業競爭行為之態樣繁多，公平交易

法無法一一列舉，為避免有所遺漏或不足，故以本條補充適用之。是

以，本條除得作為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既有違法行為類型之補充規定

外，對於與既有違法行為類型無直接關聯之新型行為，亦應依據公平

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及本條之規範意旨，判斷有無本條補充適用之餘地

（即「創造性補充適用」）。 

本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適用之區隔，應有「補充原則」之適用，

適用時應先檢視「限制競爭」之規範（獨占、結合、聯合行為及垂直

限制競爭等），再行檢視「不公平競爭」之規範（如不實廣告、營業

誹謗等）是否未窮盡規範系爭行為之不法內涵，而容有適用本條之餘

地。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

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之規範已涵蓋殆盡，即該

個別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

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

而無再就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評價該

違法行為後仍具剩餘之不法內涵時，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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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則應檢視系爭事業是否係利用資訊之

不對稱或憑仗其相對之市場優勢地位，以「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交易手段，使消費者權益遭受損害，並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要件，以為是否適用本條規定之判斷準據。 

三、(本條與其他法律適用之區別) 

本條對事業之規範，常與其他法律有適用上之疑義，應考慮下列事項

判斷之： 

(一)按事業與事業或消費者間之契約約定，係本於自由意思簽定交易

條件，無論其內容是否有失公平或事後有無依約履行，此契約行

為原則上應以民事契約法規範之。惟當系爭行為危及競爭秩序或

市場交易秩序時，始有本條適用之餘地。例如在契約內容顯失公

平部分，倘未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則應循民事救

濟途徑解決；僅於合致前開要件，考慮市場交易秩序之公共利益

受妨害時，始由本條介入規範。 

(二)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固為公平交易法第一條所明定之立法目的，惟

為區別兩者之保護法益重點，本條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入，應以

規範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涉及公共利益之行為為

限，如廠商之於消費者具資訊不對稱或相對市場優勢地位，或屬

該行業之普遍現象，致多數消費者無充分之資訊以決定交易、高

度依賴而無選擇餘地，或廣泛發生消費者權益受損之虞之情形。 

四、(本條與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款規定之區隔適用) 

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交易

法其他條文規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

某違法行為已涵蓋規範殆盡，即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

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

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再依本條加以補充規

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能充分涵蓋涉案行為之不法內

涵者，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五、(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 

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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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

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

序。 

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

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

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

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

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

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

者為限。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

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六、(判斷欺罔之考慮事項) 

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 

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

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

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

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

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 

欺罔之常見行為類型例示如下： 

(一)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如： 

1.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藉瓦斯防災宣導或瓦斯安全檢查等名義或機

會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使民眾誤認而與其交易。 

2. 依附政府機關或公益團體活動行銷商品，使民眾誤認其與政府

機關或公益團體相關而與其交易。 

3. 冒充或依附知名事業或組織從事交易。 

(二)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如： 

1. 不動產經紀業者從事不動產買賣之仲介業務時，未以書面告知

買方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或

對賣方隱瞞已有買方斡旋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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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售屋之銷售，就未列入買賣契約共有部分之項目，要求購屋

人找補價款。 

3. 行銷商品時隱瞞商品不易轉售之特性，以欺瞞或隱匿交易資訊

之方法使交易相對人誤認可獲得相當之轉售利益而作出交易決

定。 

4. 以贊助獎學金之名義推銷報紙。 

5. 假藉健康檢查之名義推銷健康器材。 

6. 航空業者宣稱降價，卻隱匿艙位比例大幅變化，致無法依過往

銷售情形合理提供對外宣稱降價之低價艙位數量之資訊。 

七、(判斷顯失公平之考慮事項) 

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

者。 

顯失公平之行為類型例示如下： 

(一)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如： 

1. 進行不當商業干擾，如赴競爭對手交易相對人之處所，散布競

爭對手侵權之言論。 

2. 不當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警告函：事業以警告函等書面方式

對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他事

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行為。 

3. 以新聞稿或網站等使公眾得知之方式，散布競爭對手侵權之訊

息，使交易相對人產生疑慮。 

(二)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如： 

1. 使用他事業名稱作為關鍵字廣告，或以使用他事業名稱為自身

名稱、使用與他事業名稱、表徵或經營業務等相關之文字為自

身營運宣傳等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使人誤認兩者屬同一來源或

有一定關係，藉以推展自身商品或服務。 

2. 以他人表徵註冊為自身網域名稱，增加自身交易機會。 

3. 利用網頁之程式設計，不當使用他人表徵，增進自身網站到訪

率。 

4. 抄襲他人投入相當努力建置之網站資料，混充為自身網站或資

料庫之內容，藉以增加自身交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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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真品平行輸入，以積極行為使人誤認係代理商進口銷售之商

品。 

(三)不當招攬顧客：以脅迫或煩擾等不正當方式干擾交易相對人之交

易決定，如以一對一緊迫釘人、長時間疲勞轟炸或趁消費者窘迫

或接受瘦身美容服務之際從事銷售。 

(四)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若交易相對人對事業不具有足夠且可期待之偏離可能性時，應認

有依賴性存在，該事業具相對市場優勢地位。具相對市場優勢地

位之事業，不得濫用其市場地位。濫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之情形

如： 

1. 鎖入：如電梯事業利用安裝完成後相對人對其具有經濟上依賴

性而濫用其相對優勢地位之行為（惟如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

應先依該條處斷），如收取無關之費用或迫使使用人代替他人清

償維修糾紛之款項。 

2. 流通事業未事先與交易相對人進行協商，並以書面方式訂定明

確之下架或撤櫃條件或標準，而不當要求交易相對人下架、撤

櫃或變更交易條件，且未充分揭露相關佐證資料。 

3. 影片代理商於他事業標得視聽資料採購案後，即提高對該事業

之交易條件。 

4. 代為保管經銷契約，阻礙經銷商行使權利。 

5. 專利權人要求被授權人提供與權利金無關之敏感性資訊。 

(五)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如：  

1.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以書面提供交易相對人加盟重

要資訊，或未給予合理契約審閱期間。 

2. 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時，未以書面提

供購屋人重要交易資訊，或不當限制購屋人之契約審閱。 

(六)補充公平交易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如補充聯合行為之規定： 

非適用政府採購法案件之借牌參標。 

(七)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如不動產開發業者與購屋人締結預售

屋買賣契約後，未交付契約書或要求繳回。 

(八)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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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定型化契約中訂定不公平之條款，如限制訪問交易之猶豫期

間解約權、解約時除返還商品外並需給付分期付款中未到期餘

額之一定比例作為賠償、解約時未使用之課程服務亦需全額繳

費、契約發生解釋爭議時以英文為準。 

2. 瓦斯公用事業強制後用戶負擔前用戶之欠費。 

判斷事業未揭露重要交易資訊而與交易相對人從事交易之行為，究屬

本條所稱之欺罔或顯失公平，應考慮該事業是否居於交易資訊之優勢

地位。如本會已針對居於交易資訊優勢地位之特定行業，明定其資訊

揭露義務（如加盟業主對於加盟重要資訊之揭露義務），事業違反該

資訊揭露義務時，即應以顯失公平論斷。 

八、(常見行為類型例示規定之釐清) 

第六點第三項及前點第二項規定，僅係例示若干常見之欺罔及顯失公

平行為類型，違反本條規定之情形不以此為限，仍須就特定行為處理

原則（或規範說明）及個案具體事實加以認定。 

九、(高度抄襲行為得另循民事途徑) 

事業因他事業涉及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高度抄襲行為而受

有損害者，得循公平交易法民事救濟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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