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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以公平會調查程序為中心 

陳櫻琴（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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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方法概論 

比較廣告（comparative Advertising）是重要促銷活動方式之一，廣告主利用

比較廣告提供一家以上之消費資訊，有助於消費者「知的自由」及「選擇自由」

之實現，符合現代消費觀念以「消費者為主權」的發展趨勢。惟比較廣告若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形成所謂「不實比較廣告」，對競爭秩序造成之損害，亦較

一般「不實廣告」嚴重。不實比較廣告違反公平法條文包括第十九條第三款、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等。1
 近來公平會亦有援引第十八條及第二

十四條處分者，顯示「不實比較廣告」之違法類型相當複雜，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其相關理論與實務問題。 

有關比較廣告之研究方法，除法律學外，廣告學迭有研究成果，有關各國比

較研究、業界自律規公約等，外文文獻亦可供參考。2
 例如不實比較廣告，違反

商品標示之規定，日本學界之研究則關於比較廣告與「贈表法」之關係。3
 

就法學研究言，比較廣告之研究方法及體系，包括下列問題： 

一、比較廣告之管制原則：即研究比較廣告應否加以管理，各國迭有肯定其

屬於合法，但亦有採法律管制者。我國公平法對比較廣告並無明文規定，
4原則上屬於公平法第二十一條「不實廣告」之特殊違法型態。其類型可

再進一步細分，例如指名或未指名比較廣告；第一比較型；暗示比較型；

唯一比較型；感性比較型；機能比較型；問卷比較型及模倣比較型等，

宜就社會實際發生之廣告實例提出類型加以研究。5
 

二、比較廣告之判斷原則：即判斷比較廣告是否違法之研究，依我國實務意

見，違反公平法之比較廣告案例，包括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三款、第

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等；公平會亦有處分二家業者以上

                                                 
1
 有關比較廣告之管制原則及違反公平法條文之研究，參見陳櫻琴：「比較廣告」之案例研究─

─兼論廣告管制之法律原則，東海法學研究，第十期，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一０九至一四０頁。

相關研究文獻及實務上適法性之研究，茲不再引述。 
2
  

3
 日本公正取引委會在昭和六十二年發布「比較廣告在贈表法上之指導準則」，有關不實比較廣

告違反相關法規之討論，可參見岡田米藏、梁瀨和男：廣告法規，一九九三年，商事法務研究

會，第一七六至一八一頁。 
4
 公平會一九九四年「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原則」（以下簡稱二十一條處理原則）

第八條，明列九種違法比較廣告之類型，但現行處理原則未列舉比較廣告之違法態樣。惟公平

會依「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第一五二次委員會議通過），取

締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二條及第十九條第三款之類型。 
5
 比較廣告之案例，尤強調本土案例之研究，日本文獻上有系統收集比較廣告之實例（附圖或照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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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實廣告」案，就其處分書合併觀察，屬於競爭同業者間之不實比

較廣告。6故判斷比較廣告首應判斷是否違反公平法之相關條文。其次，

公平會為適用公平法條文，另行發布相關處理原則，包括第十九條、第

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等，其對不實比較廣告亦提供若干判斷原則，值

得研究。在此一基礎上，初步提出之判斷原則，包括：公平性原則、客

觀性原則、真實性原則、資訊充分揭露原則、公認比較基準原則、一致

性比較基準原則及法益衡量原則等。 

三、比較廣告之調查原則：比較廣告之爭議，往往發生在廣告中提供多家事

業之消費資訊，其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廣告主提供比較資訊有「揚己貶

人」之意圖，一般由被指名比較對象提出檢舉，因此公平會如何進行調

查，其「調查程序」如何符合依法行政原則及準司法機關之職權進行，

即攸關執行成效及發揮競爭法功能；另有關公益事項，公平會依法可依

「職權」調查，其相關調查程序如何，為本文研究重點。 

四、比較廣告之證據原則：認定違法比較廣告須符合一定證據原則，在廣告

法上若干標準，如「理智者標準」或「無知者標準」，美國不實廣告認定

之證據法則，包括合理基礎法則（reasonable basis doctrine）、實質證據法

則（ substantive evidence doctrine ）及廣告實證原則（ advertising 

substantiation doctrine）等，有待日後檢證我國之比較廣告案例。 

                                                 
6
 例如金頂電池和永備電池分別被處分違法二十一條第一項，合併觀察公平會對其二者之處分

書，本文歸納屬於不實比較廣告之類型。詳細內容參見本文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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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比較廣告案例之檢討 

一、 案例類型 

觀察近年來公平會處理不實比較廣告之案例，7在取締之適用法條及舉證據責

任等方面，已逐漸建立判斷原則，茲列表說明若干案例，並簡列其事實、違反法

條，分析公平會之調查程序，本文提出評析意見如下： 

附表：不實比較廣告案例之調查 

 

案例 事實 違反法條 公平會調查程序 評析 

金頂電池

與永備電

池不實廣

告案 8  

金頂電池廣告「電

力可多五倍」；永

備電池廣告「超強

耐力無人能及」、

「壽命長，更持

久，比一般碳鋅電

池耐用好幾倍」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1. 金頂與永備電池屬競

爭對手，分別檢舉對

方不實廣告，公平會

通知雙方提出檢舉資

料及答辯 

2. 公平會對金頂被處分

案調查日本廠牌電力

之比較標示，明白註

明比較之對象、使用

不同場合電力的比較

結果及比較方式 

3. 在永備被處分案，公

平會似有至市場採樣

調查產品及廣告文字 

4. 永備被處分案，經濟

部函公平會處理意

見，公平會處分書謂

告知經濟部，並由該

二機關協調處理 

1. 本案之調查牽涉「比較試

驗」，但調查程序並非由公平

會進行，或委託民間進行，

而係由檢舉人及被處分人分

別提出比較試驗結果，調查

程序無法真實發現雙方各自

舉出之調查報告，是否是立

於同一基準比較 

2. 公平會未調查市場占有率，

無法得知雙方引用之廣告是

否不實 

3. 公平會未調查雙方廣告真實

性，調查程序是否加入專家

證言，為調查程序中之重要

問題 

                                                 
7
 有關一九九五年以前之不實比較廣告案，參見陳櫻琴，前揭文，第一一二至一二一頁。 

8
 金頂被處分案，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０六０號；永備被處分案，參見(85)公處字
第０六一號，公平會公報（以下簡稱公報），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九六年五月（第五卷為一九
九六年出版，以下簡略年及月份），第五至一五頁。其中永備被處分案之理由部分，論及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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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外語

補習班不

實比較廣

告案 9 

登峰外語補習班

招生傳單刊登美

Ｘ補習班「座位擁

擠」、「老師不重視

學生」、「環境昏暗

老舊」 

第二十四條 1.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

象美加補習班提出檢

舉，公平會通知被處

分人登峰來函陳述 

2. 公平會通知關係人到

會說明 

本案關係人到會陳述，針對美加

與登峰補習班上課環境，指明與

心得報告陳述內容相同，但公平

會並未實地勘察 

「馬力精

Ｘ ─ １

Ｒ」車用

摩擦消除

劑不實比

較廣告案
10 

集友科技在雜誌

刊登「馬力精Ｘ─

１Ｒ」車用摩擦消

除劑與凱歐公司

經銷之「馬澼精Ｘ

─ＥＲ」不實比較

廣告 

第二十四條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

凱歐公司提出檢舉，檢舉

人及被處分人提出陳述

意見 

1. 本案涉及市場惡質競爭，事

業以廣告促銷手法攻擊其他

事業 

2. 被處分人謂系爭廣告，因檢

舉人率先挑起，廣告是否不

實，檢舉人須舉證，被處分

人則提反證，主張廣告真實 

3. 公平會未對系爭廣告內容進

行科學驗證 

4. 廣告詞稱「無知」、「無恥」、

「無聊」等譏諷言詞，雖不

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但涉及

價值判斷，公平會對該言詞

是否造成不公平競爭，似進

行價值判斷 

納姆內彈

珠汽水不

實廣告案 
11 

全林飲料製造「納

姆內彈珠汽水」未

取得專利，於商品

外包裝箱載「擁有

專利」、「環保展示

法專利申請中」，

並於賣場散發傳

述其他廠牌係仿

冒品及「小心仿

冒」之綠色貼紙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1. 本案經檢舉，並經檢

舉人及被處分人到會

補充陳述意見 

2. 公平會調查被處分人

專利權期間、專利範

圍 

3. 公平會派員實地調查 

公平會調查市售彈珠汽水，發現

各攤位所販售者，並未以核准打

珠器專利使用，而係另以螺旋瓶

蓋包裝，屬於對被處分人專利使

用及廣告內容進行實質調查 

佑洋行不佑洋行散佈敬告 第二十二條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1. 本案涉及市場惡質競爭，事業

                                                                                                                                            
法與商品標示法之競合責任，公平會表示「被處分人於勁量電池產品包裝上所使用之相關宣傳
文字，業已涉有比較性廣告手法」，參見公報，第一五頁。 

9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一０六號，公報第五卷第六期，第七七頁。 

10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一０八號，公報第五卷第七期，第九二頁。 

11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二００號，公報第五卷第十二期，第九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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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比較廣

告案 12 

函，指全品通信為

「某不肖商人」，

其所銷售之日本

SHUWA 牌 MICRO 系

列 MICRO-11 呼叫

器為「大陸不良退

修品」、「仿冒註冊

商標及品質服務

無保障」、「走私夾

帶」 

全品通信檢舉，並提出證

據，由被處分人書面及到

會陳述意見 

以廣告促銷手法攻擊其他事

業 

2. 公平會謂雙方產品為無線電

呼叫器，具有替代可能性，確

認其屬「同一市場範圍」 

3. 「市場替代可能性」，與「同

一市場範圍」之認定標準有待

確立 

4. 敬告函指檢舉人為「某不肖商

人」，係因商業競爭導致互相

攻詰，涉及對他人之誹謗或公

然侮辱之認定，公平會對此具

價值判斷之文字應加以調查

並判斷是否違法 

5. 公平會維持「商業倫理」，目

的確保市場交易秩序，避免不

公平競爭，應有審慎經濟分析

與評估 

豐力富與

克寧奶粉

比較廣告

案 

豐力富奶粉刊登

廣告「豐力富即溶

奶粉僅來自一個

國 家 ─ ─ 紐 西

蘭，所以您可以絕

對信賴」，並在版

面出現「克寧奶粉

來自多少不同國

家？」其下為克寧

奶粉罐裝黑白圖

片，並標註醒目的

紅色問號 

公平會認定不

成立不實比較

廣告，克寧提

起訴願，經駁

回（惟訴願決

定有不同意見

書） 
13
 

1. 被指名比較對象克寧

提出檢舉，公平會調

查系爭廣告以對白或

文字說明，認定只在

補充事實說明，未違

反公平法。 

2. 檢舉人不服，公平會

訴願會調查系爭廣告

明白傳達豐力富奶粉

僅來自一個國家，克

寧奶粉來自不同國

家，未虛構事實 

3. 但不同意見書認為，

系爭廣告構成言論自

由之濫用，對競爭對

手顯失公平 

1. 本案為爭議多年個案，但對

公平會近年來之個案調查程

序有若干新的發展，值得注

意 

2. 公平會確認創意性廣告，以

技巧性地訴求自己產品的特

點，並不具非難性 

3. 廣告中的特定訴求，如何區

別為單純的「價值判斷」，或

是產生對其他事業損害的效

果，需針對廣告對市場占有

率及對相關事業的損害進行

調查 

4. 廣告自由位階高到憲法言論

自由，但被比較對象主張商

業信譽，主管機關進行利益

衡量的比較 

                                                 
12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二０五號，公報第五卷第十二期，第一一八頁。 
13

 參見公平會訴願決定書，(85)公訴決第０八一號，公報第五卷第八期，第七十頁，不同意見書，
第七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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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寧奶粉刊登「真

相快報」廣告，「紐

西蘭奶粉大部分

以二十五公斤袋

裝進口台灣，主要

用於工廠機構及

食品加工。豐力富

奶粉只佔進口的

一部份」，又稱「四

十年來，克寧奶粉

只提供台灣家庭

健康飲用，絕無其

他用途」，並以近

三分之一版面醒

目鮮紅廣告標題

載「買奶粉別上

當」 

公平會處分違

反第十九條第

三款，
14
克寧提

起訴願，公平

會訴願會撤銷

原處分 
15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

豐力富檢舉，並提供廣告

資料，克寧提出答辯及到

會陳述 

 

公平會調查克寧之市場占有率，

被處分人引用一九九三年市調資

料，公平會查其引用資料並無隱

藏對被處分人不利項目 

博士倫不

實比較廣

告案 16 

博士倫印製散發

「ReNu 瑞霖多效

保養液專業使用

手冊」，不當引用

市場調查資料，打

擊視康耶歐雙氧

隱形眼鏡殺菌液

產品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

視康檢舉，被處分人陳述

意見。並提出美國總公司

委託市調之英文資料，公

平會從其中發現不當引

用資料 

1. 本案之調查牽涉「比較試

驗」，但係由被處分人提出比

較試驗之依據，公平會未針

對被處分人所提出試驗內

容，進行真實性驗證 

2. 公平會對使用手冊刊登是否

為廣告，並未實地調查或訪

談 

3. 眼鏡店是否於營業過程中，

將此一資訊轉述與消費大

眾，並不明確，公平會認定

使用手冊屬於廣告一種 

身得壯營

養補品不

實比較廣

告案17 

兒童「身得壯」廣

告刊登「速體健」

及「幼兒多力」產

品為「禁品」，以

不當基準比較，宣

第二十四條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提出

檢舉，檢舉人及被處分人

分別提出檢舉事項及答

辯、到會說明 

1. 本案之調查牽涉「比較試

驗」，但係由檢舉人或被處分

人提出比較試驗結果 

2. 被處分人答辯引用資料，包括

多位醫師文章，是否為有利或

                                                 
14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００四號，公報第五卷第一期，第十二頁。 
15

 參見公平會訴願決定書，(85)公訴決字第０九四號，公報第五卷第十期，第一四四頁。 
16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5)公處字第一二九號，公報第五卷第八期，第一頁。 
17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6)公處字第一０三號，公報第六卷第七期，一九九六年七月（第六卷為

一九九七年出版），第五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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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對手商品可能

引起腎臟衰竭 

支持被處分人產品之資訊，或

僅為單純事實陳述，公平會並

未調查 

3. 公平會針對不實比較廣告各

種情況，如比較廣告內容與單

純吹噓之區別；第十九條第三

款之「不正當方法」，有待建

立類型化判斷基準 

媚婷峰刊

登數個第

一不實廣

告案
18
 

美容業刊登「美容

塑身業第一把交

椅」、「品牌形象第

一」等數個 第一 

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準用第一

項 

本案經消費者檢舉，公平

會就被處分人之答辯而

認定，廣告中所稱的十項

第一是否屬實 

1. 事業以「第一」為宣傳詞，

屬於廣告內容或吹噓 

2. 若干廣告詞，如「美容瘦身

業第一把交椅」、「品牌形象

第一」、「商品品質第一」等

是否屬主觀價值判斷或誤導

消費者認知，公平會並未進

行調查 

3. 事業品牌形象有若干雜誌進

行年度排行榜，業界公認或

具有公信力調查排行榜，是

否可引用為專家證言，仍不

明確 

4. 本案確立名人推薦廣告不實  

之標準 

有線播送

系統豐原

經營區廣

告競爭案
19 

有線播送系統為

競爭之目的，分別

以「醒世快報」及

「勸世快報」廣

告，陳述或散布足

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情事 

第二十二條 本案分別由豐盟及大甲

溪有線電視播送系統提

出檢舉，公平會判斷雙方

均以傳單散布足以損害

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

事，並分別予以處分 

公平會未載明檢舉人是否提供證

據，且公平會處分書事實，認定

本案調查系爭區域有線電視播送

系統之競爭，但本案關於比較廣

告是否真實，至於有線電視市場

競爭，似乎並非重點 

寶貝樂系

列奶粉不

實比較廣

告案 20 

香港商˙荷蘭營

養女神公司代理

寶 貝 樂 系 列 奶

粉，向各大醫院寄

第二十四條 1. 本案由安琪兒奶粉之

銷售商端強檢舉，經

被處分人答辯及檢舉

人來函補充檢舉事

1. 公平會行文醫院，但未有具

體效果，即無法經由調查程

序，獲致「向各大醫院寄發

廣告」之事實驗證 

                                                 
18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6)公處字第一七三號，公報第六卷第十期，第二九頁。 
19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6)公處字第一八八號、第一八九號，公報第六卷第十期，第八四至九０
頁。本案例類型有二則處分案，以個別處分案言，均屬違反第二十二條，為具有有競爭之業者，
本文認為，就兩個處分案綜合而觀察，亦具有比較廣告之案例本質，故列入討論。 

20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7)公處字第０四五號，公報第七卷第二期，一九九八年二月（第七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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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對安琪兒系列

奶粉不實比較性

廣告，並推銷自己

產品 

由，調查期間公平會

並通知證人到會陳述 

2. 公平會於八十五年十

月二十四日行文各相

關醫院詢問，曾否接

獲被處分人寄送之奶

粉分析比較表 

3. 公平會繼續函請檢舉

人提供相關之人、

事、物證供參辦 
21
 

4. 檢舉人提供三軍總醫

院小兒部醫師書面證

明 

5. 檢舉人提供證人於八

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到會陳述 

2. 公平會調查程序係依公平法

第二十五條第四款進行，但

其強制力有待觀察 

花蓮有線

播送系統

不實廣告

案 22 

花蓮有線播送系

統「要你好看」促

銷廣告，並無實際

客觀比較數據，宣

稱自己是「台灣第

一、花蓮第一的有

線電視系統」 

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準用第一

項 

公平會調查系爭區域有

線電視播送系統之競爭

情形 

1.「第一」或「最佳」、「最好」，

何者屬於無實際客觀比較數

據，何者屬於誇大性或修飾性

用語，有待確立標準 

2.廣告詞謂「第一」，是否構成不

實，公平會並未調查市場占有

率，或主動探知或查訪業界 

國際傳真

存轉業務

不實比較

廣告案23 

英普達、瑪凱、台

灣電訊網路三家

業者散布與中華

電信收費費率不

同之價格，但其與

中華電信的費率

比較基礎不一致 

第二十四條 本案由被比較對象中華

電信檢舉，公平會調查費

率計算基礎和國際傳真

業務功能差異 

1. 比較廣告內容未明白列出比

較基準，進行比較之服務功

能不同，屬於不實比較廣告 

2. 公平會詳細區別各業者之

「即時傳真」與「傳真轉存」

不同，調查範圍甚廣泛 

鴻資建案「銀邑風範─贏 第二十四條 1. 本案由被比較對象遠 1. 本案比較廣告爭議複雜，公

                                                                                                                                            
一九九八年出版），第四六頁。本案在公平會處分書之公函中之「主旨」，明白表示該公司刊登
不實比較廣告違反公平法。 

21
 公平會在處分書事實部分謂：由於前開調查（即行文各相關醫院詢問）結果並無助於本案事
實之釐清，因此，本會針對前開爭議事項繼續函請檢舉人提供相關之人、事、物證供本會參辦。
有關事實部分，參見公報第四七至五三頁，尤其第五二頁。 

22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7）公處字第一０三號，公報第七卷第二期，第一二頁。 

23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7)公處字第一二七號、第一二八號及一二九號，公報第七卷第六期，第
二九至三八頁。本案在公平會處分書明白揭示「被處分人因為顯失公平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
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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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不實

比較廣告

案24 

翼」建案銷售廣

告，對競爭建案

「遠Ｘ世紀廣場」

不實比較多項的

建築條件 

東建設檢舉，檢舉人

及被處分人來函答辯

公平會派員赴雙方建

案現場查勘 

2. 被處分人在系爭比較

廣告中明列檢舉人建

案「僅近北二高中和

交流道且居北二高車

流塞車地段」、「出入

眾多無法管制人車進

出 將 導 致 環 境 複

雜」、「一般廠辦制式

外觀」、「一般廠辦制

式建材」、「自行營造」

等主觀判斷陳述，有

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情

事 

平會判斷比較廣告，一一比

較其內容是否不實，且提出

心證理由，為近年確立比較

廣告調查程序與調查內容相 

當完整之案例 

2. 各項比較數據是否具有公信

力，有無客觀比較標準，公

平會進行調查程序 

3. 本案關於自行營造問題，公

平會調查檢舉人與營造商之

持股關係，從而認定其調查

標準，足以為日後相同類型

案件之參考 

4. 價位問題，公平會要求檢舉

人舉證比較建案是否為同一

等級，公平會無法認定是否

為同一等級 

5. 以公平會之調查程序，究竟

應限於「消極的證明比較基

準不同」，或是應「積極證明

被處分人是否有為不實比較

廣告」，仍不明確 

環保香不

實比較廣

告案
25
 

蓮華菩提在「蓮華

菩提環保香」廣告

單，以「燒香拜拜

可能致癌」、「一柱

傳統劣質香，煙霧

內致癌＝五倍二

手煙＝十倍汽車

引擎排廢氣」等文

字，並以使用環保

清淨佛堂及使用

傳統香污染佛堂

之對比圖片，以推

銷自身產品 

第二十四條 1. 本案由台南市禮儀用

品職業工會檢舉，被

處分人到會說明 

2. 公平會在處分理由表

示「經查被處分人僅

稱將其產品與他牌產

品一併點燃，經由目

測即可發現其產品之

煙量較他種品牌減少

許多」 

3. 依行政院衛生署、環

保署及各醫學單位提

供之意見顯示，現有

1. 本案未指明被比較對象，亦未

提出客觀資訊，足供辨認被比

較對象是否造成不公平競爭

之虞，公平會判斷違法之心證

理由並不明確 

2. 因科技發展而發明新型商

品，用來與傳統商品比較，是

否屬於對競爭對手顯失公

平，仍需依比較廣告內容而定 

3. 被處分人未提供任何足資佐

證的科學檢驗資料，公平會亦

未委請專業鑑定 

4. 對產品製造方法授與專利，目

                                                 
24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7)公處字第一四六號，公報第七卷第七期，第一七頁。本案在公平會處
分書之公函中之「主旨」，明白表示該公司刊登不實比較廣告違反公平法。 

25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7)公處字第一七七號，公報第七卷第八期，第二四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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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資料尚無法以簡

化數據表示 

的在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

創作，同時促進產業發展，屬

於排他權，公平會如何保護

「專利權」，與維護市場秩序

「競爭權」之間求得平衡 

馬可孛羅

與勞力士

金錶廣告

爭議案26 

馬可孛羅於金錶

廣告中就商品「附

原廠保證書」、「原

廠進口」之內容不

實 

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 

1. 馬可孛羅被處分案係針對

第一回合（八十三年）未違

反本法，公平會認為有查明

之必要，由檢舉人勞力士提

出補充資料，被處分人書面

答辯及到會說明 

2. 公平會查系爭廣告及認定

被處分人之義大利原廠傳

真欠缺公司授權主管之簽

名，於形式上無法確認其為

真正 

1. 被處分人原廠提供之

傳真函，公平會認定其

資料形式並非真正 

2. 廣告揭示「原廠」及「歐

洲原廠進口」，是否確

實會使得一般消費者

合理期待手錶係自「歐

洲原裝進口」，仍需針

對一般消費者訪查，探

知消費者主觀意念與

是否會因廣告手法之

不同，致引人錯誤 

                                                 
26

 該案第一回合（八十三年），馬可孛羅違反第二十一條不實比較廣告案，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4）

公處字第０一六號，相關討論，參見陳櫻琴，前揭文，第一一八頁。本案屬第二回合（八十六

年），公平會處分馬可孛羅刊登不實比較廣告案，參見(86)公處字第０二六號，公報第六卷第

三期，第一頁。惟勞力士不服八十三年檢舉案不成立，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就

勞力士向來所爭執之列表比較項目、內容之真偽及公平性之認定，行政法院仍維持公平會原來

之見解。參見公平會訴願決定書：八十四公訴決０二八號（原處分關於被處分人於廣告稱其所

販售之馬可孛羅金錶係「歐洲原裝進口」是否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部分撤銷，其餘部分之訴

願駁回）、行政院再訴願決定書：台八十四訴第四五五四六號，公報第五卷第一期，第一一０

頁、行政法院判決書：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二四０六號，公報第五卷第十期，第二一三頁。亦載

行政法院裁判要旨彙編（以下簡稱裁判要旨），第十六輯，一九九八年六月，第一一二六至一

一二九頁。第三回合（八十六年）勞力士被處分案，公平會處分書，(86)公處字第０七一號，

公報第六卷第五期，第五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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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力士在公平會

案件審理中，發函

報社請其勿再刊

登 馬 可 孛 羅 廣

告，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 

第二十四條 1.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馬

可孛羅檢舉，並提供檢舉資

料，被處分人勞力士亦提出

答辯 

2. 公平會說明調查及結果第

一回合之比較廣告爭議 

3. 公平會函詢報社廣告業務

人員及工商記者刊登廣告

之內容 

4. 馬可孛羅對勞力士提起刑

事誹謗告詐，地檢署對勞力

士為不起訴處分 

1. 行政院再訴願決定揭

示違法事實應依證據

認定之，證據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綜合各種間

接證據，合乎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之推論判

斷，亦得為認定違法事

實之依據。確立事實認

定之基本原則 

2. 針對市場占有率或對

市場具有足以影響或

阻斷中小型事業進入

的事業，造成明顯不公

平競爭，其調查程序似

可另外類型化 

3. 對中小型企業保護措

施，應避免具有優勢地

位的事業，濫用市場競

爭力，但仍需確立公平

會調查範圍與可採行

之緊急措施 

 

二、 案例特色 

A.公平會調查程序有特色者：如登峰補習班案，公平會請關係人到會陳述，

有助於廣告真實內容之調查；納姆內彈珠汽水案，公平會派員實地調查市

售彈珠汽水；寶貝樂奶粉案，公平會行文詢問各大醫院，並請檢舉人提供

證人到會陳述。 

登峰外語補習班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係競爭對手美加補習班提出檢舉。廣告內容係由參與補習而考得ＧＭＡ

Ｔ高分之學生所撰寫「高分心得感想乙篇」，涉及其他補習班，致生不公平競爭

之爭議。 

一、調查證據部分：公平會通知關係人鮑君到會說明，美加與登峰之上課環

境，如同在心得報告中所陳述之內容。被處分人辯稱系爭廣告文字係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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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學員撰寫之高分心得潤飾後予以刊登，惟公平會查廣告主對廣告內容

有審查、過濾之義務，以避免不公平競爭。但有關兩家補習班上課環境

之比較，公平會並未做實地勘驗。 

二、不實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被處分人比較廣告謂「當初選擇登峰而不選擇美Ｘ這個老字號，因以前

補過美ＸＧＲＥ，覺得美Ｘ座位擁擠、老師不重視學生、而且補習環境

昏暗、老舊，比不上登峰的清新明亮及工作人員的親切服務」等用語。

公平會認為，其雖未具體指明檢舉人補習班名稱，惟補習班名稱以「美」

開頭兼補ＧＲＥ課程者，補習界已可確知「美加」一家。 

2. 而廣告所引文字，屬個人主觀評價，有貶抑競爭對手以遂行自身服務行

銷之效，明顯侵害效能競爭之本質，顯失公平。 

納姆內彈珠汽水不實比較廣告案 

競爭對手提出檢舉，公平會除查證其專利期間及範圍外，派員至淡水渡船頭、

九份、關渡宮等地調查，各攤位所販售之彈珠汽水並未以核准之打珠器（即開瓶

器）專利使用，係另以螺旋瓶蓋包裝。 

一、證據部分：被處分人「彈珠汽水瓶之打珠器改良構造」獲專利權，期間

為八十三年一月十一日至九十三年一月十日。「紙箱間隔板之改良」專利

權期亦同。但「包裝紙箱之改良」、「彈珠汽水瓶蓋之改良」之專利案，

標準局進行審定公告及審查中。 

二、 比較廣告之爭議部分：被處分人於系爭商品外箱包裝印載「擁有專利」，

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寶貝樂系列奶粉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安琪兒奶粉銷售商端強提出檢舉，公平會調查期間行

文各相關醫院詢間，且通知檢舉人所提供之證人到會陳述相關案情。 

一、調查證據部分：公平會處分書理由謂，經承辦處深入調查後，足證被處

分人確有向馬偕等各大醫院散發系爭奶粉成份比較分析表之事實。 

1. 檢舉人提出被處分人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函文向馬偕紀念醫

院、三軍總醫院等各大醫院診所推銷寶貝樂系列奶粉，附有寶貝樂與安

琪兒奶粉分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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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會承辦處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行文各相關醫院詢問，曾否接獲

被處分人所寄送之奶粉分析比較表。經調查各醫院回復情形如下： 

(1) 台灣省立桃園醫院、台灣省立新竹醫院、三軍總醫院表示，並未接獲奶

粉分析比較表。 

(2) 台大醫院亦以電話回復未接獲，公平會請該院正式以書面回復，惟未收

到。 

(3) 長庚醫院表示，被處分人於八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向該院提出嬰幼兒使用

申請，其所附申請資料中，除申請函外，另包括行政院衛生署核准函影

本及使用說明書，並未涉寶貝樂和安琪兒奶粉之成份比較表。 

(4) 馬偕醫院表示未接受奶粉分析比較表，亦無法表示專業意見。 

(5) 在檢舉人補送資料，即三軍總醫院小兒部陳醫師以書面證明以下事實：

「……本人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底收到香港商荷蘭營養女神公司之信函

及成份比較表，後經向端強公司人員求證得知該比較表上之數據有諸多

不實，遂將該信函及成份比較表收於抽屜中未加理會。」 

3. 檢舉人提供證人到會陳述相關案情：公平會調查該證人於八十四至八十

五年間任職被處分人公司，為負責各大醫院推廣之業務代表。其在被處

分人公司受訓內容包括： 

(1) 被處分人教導業務代表向醫生表示，現在安琪兒奶粉於法國本無工

廠、該商品成份不良等，惟證人推銷行為常遭醫生斥責，於是公司提

出安琪兒及寶貝樂奶粉成份比較表，供業務代表向醫師及醫院福利社

推廣寶貝樂。 

(2) 奶粉成份比較表為被處分人對業務代表職前訓練之重要教育內容，據

證人提供被處分人訓練新進業務代表之上課筆記，載有馬偕、國泰、

忠孝及新光醫院之醫師及護士姓名、時間及檢舉人端強公司之安琪兒

產品，作為競爭品牌及價格品質比較對象。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奶粉成分比較表：包括腎溶質負荷、醣類來源、維生素Ｄ含量、免敏奶

粉所含奶蛋白來源、礦物質、總熱量等，檢舉人主張廣告中有比較性之

不實數據，向醫護人員推銷產品，顯然誤導醫師在產品選購及處方上之

認知。但被處分人主張，系爭成份比較分析表所臚列比較項目之數據有

四百三十六個，其間難免誤植，已於事後訂正，並無利用為不實廣告或

貶損檢舉人營業信譽之不法意圖。公平會認為，奶粉之腎溶質負荷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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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在醫學上之意義為增加腎臟之負擔；醣類來源若缺少乳糖，即有

改變人體菌叢，影響消化吸收；維生素Ｄ含量不足，影響鈣質吸收；酪

蛋白與酪蛋白鉀之差異在腹瀉期間鉀離子流失量大，須以酪蛋白鉀補

充。此等成份之數據對專業醫師言，不但具有特別意義，而且是判斷商

品之優劣、選購、推薦及處方之根據。 

2. 被處分人故意散發不實比較廣告：其以不利於檢舉人商品之虛偽成份及

數據，向各大醫院寄發廣告，業務代表親持比較表及強調自身產品特點

之「寶貝樂上市訓練手冊」，至各大醫院及開業醫處促銷寶貝樂，為搶

占市場之不正競爭目的，構成影響公平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

為，公平會認為違反第二十四條。 

B.牽涉比較試驗者：公平會調查證據係由檢舉人或被處分人提出比較試驗資

料，並未自行進行比較試驗。相關案例包括電池案之電力檢驗、博士倫清

潔效果之檢驗及身得壯營養品之成份檢驗等。 

金頂電池與永備電池不實廣告案 

此一案例類型，有二則處分案，公平會分別處分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其

係由電池競爭對手提出檢舉資料並答辯。公平會並未就電池性能再為鑑定或委託

鑑定。但公平會在永備被處分案理由謂：查被處分人所銷售之ＡＡ３號勁量鹼性

電池包裝上之廣告文字云云，顯示公平會似有至市場採樣或調查該項產品之廣告

文字。27
 

一、證據部分： 

1. 市場占有率：公平會未調查，係由永備在金頂被處分案提出「金頂電池

與永備電池占有率乃屬伯仲間」。 

2. 電池測試：雙方皆就自己廣告詞提出專業鑑定資料。 

(1) 永備於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委請「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研究所電池

檢測實驗室」提出電池測試分析報告，用以支持己方廣告。 

(2) 金頂提出世界知名之專業電池測試機構美國 Tracor Technology Center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所作之測試報告，用以支持己方廣告。 

                                                 
27

 但公平會在永備被處分案中，處分書事實未載相關市場調查情事，吾人不得而知公平會有無
實際調查行為。另案如香港商．荷蘭女神使用他人「免敏」商品表徵於嬰兒奶粉案，公平會調
查情況，於處分書事實謂：經承辦處於（八十六年）八月十日至環亞百貨熊威超市追蹤調查結
果發現，被處分人仍未停止使用他人「免敏」表徵、改正其違法行為。故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處
分並處新台幣五十萬元罰鍰。參見(86)公處字第二二一號，公報第六卷第十二期，第三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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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池標示之標準：金頂主張，國內外電池均以測試電力平均值為電池電

力之表示。 

二、不實廣告爭議部分： 

1. 「金頂電力可多五倍」：公平會認為，並未具體說明比較之對象、比較之

基準及比較之方法，有引人錯誤之虞。 

2. 「永備無人能及」：被處分人永備主張，自八十四年十月起更名為勁量電

池，改以勁量「混身是勁」、「壽命長久的鹼性環保電池」為宣傳口號。

公平會認為，就所謂「超強耐力，無人能及」，乃至「混身是勁」等文字，

為一般大眾所可得接受之廣告常用形容詞，未構成不實廣告。 

3. 永備勁量電池為「壽命最長久的鹼性電池」：公平會認為無論永備委託工

研院測試，或金頂委託美國測試，均無法支持永備或勁量電池係壽命「最」

長久的鹼性電池之說法 
28。此一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博士倫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由被指名對象視康提出檢舉，被處分人提出廣告資料來自美國總公司，

公平會並未進一步做測試檢驗。 

一、證據部分：系爭使用手冊依美國總公司英文版所載資料，其數據資料，

係引自美國獨立行銷公司 DeRidder Inc.所作一項名為 THE RENU 

CHALLENGE 之比較試驗。29
 

二、不實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使用手冊是否為廣告：被處分人謂僅供有業務往來之特定眼鏡店專業人

員參考。公平會認為眼鏡店於營業過程中，極可能將錯誤之認識予以轉

述，使錯誤之訊息遞延散布予消費大眾，屬於第二十一條所稱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應受不實廣告之規範。 

2. 英文版使用手冊與中文版不符之處： 

(1) 清潔功效英文稱「一樣或更好」，中文稱「最有效」，被處分人顯不當

                                                 
28

 公平會處分書理由利用括弧方式，謂「註：二者之比值，前者測試結果為一．０五；後者為
一．０三至一．五七」。但未表示公平會認定之測試報告為何者。參見公報第五卷第五期，第
一五頁。 

29
 該案稱「比較試驗」，係指被處分人所提供之證據來源，至於公平會本身或委託其他機關是否
作「比較試驗」，影響公平會認定不實比較廣告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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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料。 

(2) 美國總公司委託 Morley Research 之調查並未提供任何一種隱形眼鏡

保養產品予受調查者「使用」或「試用」，被處分人中文表示，顯有引

人誤認該調查係在使用或試用而獲得系爭數據資料。 

身得壯營養補品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檢舉人提出檢舉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公平會處分業者僅違反第二十四條。 

一、證據部分：檢舉人謂廣告中引述「有小兒科醫師指出」，欠缺可信資料來

源，欺罔消費者；被處分人答辯所引用資訊均有確實根據，包括下列證

據： 

1. 專家意見：多位醫師（舉出姓名及文章名稱）於報章所發表之文章。 

2. 被處分人分析檢舉人產品。 

3. 專業檢驗報告：被處分人提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檢驗報告。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第十九條第三款：公平會認為該款構成要件之「不正當方法」，應解釋

為與「脅迫」、「利誘」相同本質之行為始該當此構成要件，被處分人於

報紙刊登廣告，並無積極行為證明符合「脅迫」或「利誘」要件。 

2. 產品成分廣告涉及療效：公平會查被處分人「身得壯」產品成份之宣傳

廣告，經台北市衛生局，認定其內容涉及療效及誇大不實，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法規定，科處罰鍰壹萬元，基於「一事不二罰」之法理，本會應

無需續行審究。 

3. 專家意見：公平會認為，屬醫療專業領域者，引述專業人士意見為廣告

內容，不違反第二十一條。 

4. 自稱產品「最佳」：公平會認為推薦自身產品優良之宣傳用語，係一般

消費者所認知，屬廣告內容所可容忍之「吹噓」，為商業誇張用語，不

成立不實廣告。 

5. 以「禁品」形容速體健：禁品是否對商品形象造成傷害，屬於惡意詆譭，

公平會調查，就整體廣告版面觀之，以「禁品」二字形容「速體健」，

係位於明顯位置，廣告中「禁品」屬強烈之措辭形容，對檢舉人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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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造成傷害，實具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已違市場效能競爭原則。 

6. 廣告謂可能引起腎臟衰竭：公平會認為，此訊息使消費者將「速體健」

與「腎臟衰竭」產生聯想，進而排斥速體健，對產品形象造成傷害，侵

害市場公平競爭之本質。 

C.號稱第一之比較廣告：如媚婷峰案數個第一廣告；花蓮有線電視案花蓮第

一、台灣第一之廣告。 

媚婷峰美容公司不實廣告案 
30

 

本案係刊登數個第一之不實廣告，可列入廣義不實比較廣告之類型，由消費

者數人檢舉，本質上非「一對一之比較廣告」，但其刊登數個第一字樣，檢舉人

等希望公平會查明系爭廣告所稱事項是否屬實。31
 

一、證據部分：經被處分人答辯，公平會就系爭廣告十項第一是否屬實，一

一進行判斷與認定。但其處分書並無載公平會之調查證據過程，僅謂檢

視被處分人所提出之市場調查報告。32惟公平會在理由謂：本案被處分

人在廣告上標榜其服務內容為「第一」，核其具體程度，足以引發一般消

費大眾特定認知，進而產生購買決策，應提出足可證明該「第一」之具

體數據資料，以證明其廣告之真實性。依此一見解，有關號稱第一之廣

告，舉證責任應由廣告主負擔。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誤導消費者認知之廣告：有關「美容塑身業第一把交椅」、「有效減重第

一」、「教育訓練第一」、「品牌形象第一」、「信用認同第一」、「商品品質

                                                 
30

 除本案以外，媚婷峰因刊登不實廣告，違反第二十一條，由公平會處分在案，參見公平會處

分書(85)公處字第００一號，公報第五卷第一期，第二頁。該案係在報紙上刊登瘦身美容廣告

載人物照片與「誰說美容瘦身界沒有模範生」、「十八週年慶」之宣傳用語，屬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但其廣告中未有比較，屬單純不實廣告之案例，本文未納入討論。該案有

關調查程序及證據認定之過程，值得附帶說明。在調查程序中，被處分人到會陳述，並提供照

片人物名單及媚登峰商標登記供公平會比對參考，公平會在處分理由亦詳細說明照片比對之結

果：惟有關廣告照片之真實性部分，經本會比對得知，其中周俊吉、石滋宜、陳盛沺、謝天下

等人並不在系爭廣告照片中，被處分人卻於其下加註「行政院趙守博秘書長、內政部黃昆輝部

長與莊雅清、周俊吉、石滋宜、陳盛沺、謝天下等十四位受獎人合影」等不實宣傳文字，以圖

建立企業聲譽。職是，被處分人對於廣告照片人物之真實性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洵

堪認定。其次，有關媚婷峰十八週年慶之真實部分，公平會向台南市政府、高雄縣政府及台北

市政府查證，均無前商號之登記資料，查其媚婷峰服務標章經核准之專用期間係自八十年一月

十六日至九十年一月十五日，截至處分為止，使用期間不超過五年，故被處分人於報紙廣告上

稱「媚婷峰十八週年慶」構成虛偽不實。參見公報第四頁。 
31

 參見公報第六卷第十期，第二九頁。 
32

 參見同上公報，第三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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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學瘦身第一」等，公平會認為，誤導消費者認知，屬不實廣

告。 

2. 不構成不實廣告：有關「窈窕健診第一」、「安全保障第一」、「得獎榮譽

第」、「十五萬會員」、「各界頂尖背書」及「標準化消防設備、週日、例

假日照常服務」等部分，因其定義及相關人士個人主觀意見不同，不構

成廣告不實。 

3. 廣告稱第一之判斷標準：公平會處分理由謂，被處分人於廣告刊登數個

「第一」，按主觀性形容詞涉及極致程度用語者，如「最佳」、「最好」、「傑

出」、「優良」等，因觀其文義即知係屬誇大或修飾性推薦用語，不致產

生錯誤認知，未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然廣告內容用詞具體誇大、

脫離事實或缺乏事實根據，足以引發一般消費者大眾錯誤認知，產生錯

誤決策者，則構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4. 市場調查資料之認定：被處分人提出「ＦＡＳ市場調查完整問卷及報

告」，係自香港ＦＡＳ模範調查公司獲知。公平會並未另行為市調，認為

該調查係採用隨機分層抽樣方式進行電話訪問，內容包括瘦身電視廣告

印象、費用合理性、瘦身期間長短、會想到哪一家肥瘦身中心等，尚無

法與「品牌形象第一」具有等同判斷。 

5. 名人推薦廣告之爭議：被處分人以台北市護理學院鍾院長、台北市議員

秦儷舫、名主播葉樹珊、作家醫生侯文詠等人士之口碑推薦，公平會認

為，不論專業背景暨學識專長，有此推薦並非可據以為「科學瘦身第一」

之廣告內容。 

花蓮有線播送系統不實廣告案 

本案係另有檢舉人，但公平會處分書並未載檢舉人相關資料及所提供證據。 

一、調查證據部分：公平會處分書事實謂：調查系爭區域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之競爭情形。 

二、不實廣告爭議部分：被處分人於八十六年八、九月間舉辦「要你好看」

促銷活動，廣告中稱被處分人於「系統建設」、「客戶服務」、「節目規劃」、

「合法經營」等方面，為「台灣第一、花蓮第一的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公平會認為，諸項「第一」之廣告，並無實際客觀比較數據，僅於自身

商品或服務上，就某一部分之優越，而主張全盤之優越。足以引發一般

消費大眾錯誤之認知，產生錯誤決策，構成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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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惡性競爭引發廣告戰：因市場惡質競爭，廣告促銷手法或攻擊其他事業，

通常皆牽涉一家以上事業捲入。 

「馬力精Ｘ─ １Ｒ」車用摩擦消除劑不實廣告案 

一、證據部分：檢舉人謂被處分人於八十四年九至十一月間在「汽車購買指

南」、「汽車情報」等雜誌上刊登不實比較廣告，誣指檢舉人產品係抄襲、

盜用。被處分人謂係檢舉人於八十四年八、九月間在「汽車購買指南」

雜誌上刊登廣告稱被處分人所售「Ｘ─ＥＲ」車用摩擦消除劑為仿冒品，

致被處分人於同年九至十一月在「汽車購買指南」、「汽車情報」等雜誌

上刊登廣告以駁斥檢舉人不實之說詞。公平會認為，縱被處分人所述屬

實，亦應依法循求救濟，而非另還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相應，且所採取之手段已踰越保護其利益之必要程度。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系爭廣告「Ｘ─ＥＲ馬澼精手法是無聊？無知？還

是無恥」等語，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所陳述散布者旨在譏諷檢舉人，

尚無涉事件之真偽。惟被處分人以「無聊」、「無知」、「無恥」等語謾罵

相侵，顯不符商業競爭倫理，具有非難性。且「抄襲」、「盜用」等詞有

負面評價，對檢舉人顯失公平。 

佑洋行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全品通信提出檢舉，公平會通知被處分人及檢舉人多

次書面及到會陳述。 

一、證據部分：檢舉人與被處分人之產品皆為無線電呼叫器，具有替代可能

性，公平會認為屬同一市場範圍，具競爭性質產品，兩者具有「競爭關

係」。被處分人所發信函雖未具體指陳檢舉人公司名稱，然該行業之人可

得知檢舉人即為所指陳之業者及所銷售之商品。 

二、 比較廣告之爭議部分：敬告函指涉檢舉人為「某不肖商人」，已非單純

敬告通知啟事，導致相關業者對檢舉人之營業信譽產生貶抑影響，並降

低業者對檢舉人營業上之評價。   

國際傳真存轉業務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由中華電信檢舉，被處分人等三家公司：英普達資訊科技、瑪凱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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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訊網路服務等書面答辯及到會陳述。33
 

一、證據部分：公平會理由謂，查中華電信之業務及國際傳真之方式如下： 

1. 英普達比較費用價格表，僅列被比較者為「電信局」。然查中華電信同

時經營國際電話直撥方式傳真及傳真轉存等電信業務服務，英普達未標

明比較基礎，對不知中華電信亦經營傳真轉存之消費者而言，顯有受混

淆及誤導之可能。 

2. 復查國際電話直撥方式傳真及傳真存轉不同，其目的雖同為傳真，具相

互競爭關係，但有功能上之差異，國際電話直撥為「即時傳真」，享有

速度之優勢，傳真存轉非即時傳真，然具多樣加值服務（如單封多址、

多封多址、忙線重撥、狀況回報及名片簿等多重功能），英普達未明示

比較基礎，在非相同基礎或條件下，作有利於己之比較，明顯侵害效能

競爭之本質，對競爭對手顯失公平。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費用價格表之比較：被處分人傳真存轉服務價格與電信局之國際直撥電

話費率做比較，未標明比較基礎，對消費者有誤導之可能。 

2. 功能差異之比較：國際電話直撥方式傳真為「即時傳真」，傳真存轉業

務非即時傳真，但具多樣加值服務及價格上優勢，英普達未明示比較基

礎，且擷取其傳真存轉之價格優勢與中華電信之國際電話直撥作比較，

在非相同基礎或條件下，作有利於己之比較，明顯侵害效能競爭之本

質，對競爭對手顯失公平。 

有線電視播送系統「豐原經營區」廣告競爭案 

本案例類型有二則處分案，有線電視業者以傳單中傷同業，分別由競爭對手

提出檢舉，或檢附傳單資料，分別由被處分人提出說明，34公平會分別處分違反

第二十二條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一、調查證據部分： 

1. 公平會查行政院新聞局所劃分之「豐原經營區」，豐盟及大甲溪兩業者

在該市場占有率分居第一、二位，而主要之收視戶又重疊分布，是兩系

                                                 
33

 以下有關證據及比較廣告爭議部分，以英普達處分案為例說明之。另二件處分案內容大致相
同。 

34
 豐盟被處分案，公平會處分理由書謂「被處分人至本會陳述時另提出剪報影本」，參見公報第
八六頁。在大甲溪被處分案，公平會處分書事實謂：檢舉人豐盟公司並提供由被處分人所散發
之「超級比一比」等傳單十四紙。參見公報第六卷第十期，第八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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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業者具有明顯競爭關係。 

2. 豐盟辯稱大甲溪財務困難及不法吸金，有剪報影本為稽。公平會表示，

該報導之時間係八十六年六月五日，與傳單印製發送日期八十五年十二

月，顯有相當差距。 

3. 大甲溪辯稱散發「勸世快報」，係為反駁豐盟「醒世快報」。公平會表示，

傳單內容將對方營業狀況及所提供服務，以文字或圖畫加以貶抑描述，

且與自己所提供之服務加以對照比較，明顯超過澄清事實之必要。 

4. 公平會認為，有線播送系統播送之節目品質優劣，非單純取決於所提供

頻道節目數量之多寡，亦無其他之科學證據指傳統網路所傳銷之視訊會

對眼睛造成傷害。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豐盟之競爭廣告： 

(1) 「醒世快報」及「揭穿可怕的降價陰謀」傳單：「大Ｘ溪公司因積欠廠

商費用遭拆機器設備，只有降價求現，最後只有宣告倒閉」、「大Ｘ溪

公司因虧損嚴重，以老鼠會方式吸金入股，賣區域經營權，降價求現

只有加速倒閉」、「大Ｘ溪公司因虧損嚴重，所以簽不起昂貴且高收視

率的節目」。公平會認定傳單之內容，係將對方之營業狀況及所提供之

服務加以對照比較，明顯超過澄清事實之必要，且意圖吸引競爭對手

之收視戶。 

(2) 引述報紙報導之資料：公平會認為大甲溪財務縱有困難，未經司法機

關審理，實難遽認有不法犯行，豐盟之指陳已明顯損及大甲溪之營業

信譽。 

2. 大甲溪之競爭廣告： 

(1) 「勸世快報」傳單，載收費價格、節目頻道，隨他高興漲、隨他高興

放等文字，指豐盟公司漠視消費者權益，並以手持屠刀，身著「Ｘ盟

有線電視」之屠夫圖樣，隱喻豐盟意圖宰割收視戶。公平會認為，廣

告顯已逾「告知民眾系統獨家經營對消費者不利影響」之程度，屬陳

述散布不實情事，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 

(2) 大甲溪以傳單指豐盟「傳統網路，視訊不良，雜訊多，斷訊頻傳，六

十一個頻道少之又少」、「頻道節目乏善可陳、虛而不實」等，其立論

根據係以豐盟網路設備為傳統網路，頻寬及視訊難與大甲溪所鋪設之

光纖網路相較，因此無法提供觀眾豐富節目及高品質視訊。公平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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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其無科學證據顯示傳統網路視訊對眼睛造成傷害，大甲溪廣告

達損害豐盟營業信譽之程度。 

 

E.比較廣告爭議複雜者：例如鴻資建案不實比較廣告，比較兩建案之項目多

達七項，在調查及認定上是否違法，甚為複雜，其案例特色如下： 

鴻資建案銷售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由比較廣告被指名對象遠東建設檢舉，但系爭廣告「銀邑風範─贏翼」

及「遠Ｘ世紀廣場」，並未明確提出「遠東建設」，公平會未論斷此一部分足以確

定競爭對象之廣告內容。但有關系爭廣告之比較內容，共包括地段、價位、交通、

基地、外觀造型、建材建備、營造品質等七項，公平會一一就其比較內容及心證

理由說明，堪屬相當完整之不實比較廣告案例。 

一、證據部分：由檢舉人及被處分人提出檢舉事項、來函補充及來函答辯。 

１.公平派員赴雙方建案現場查勘，並經實地車行測量：35
 

(1) 「遠東世紀廣場」位於中和中正路與連城路口，共計十棟建物，每棟

建物均面環道路，一樓均設有門廳獨立管制該棟建物人員出入，車輛

統籌規劃統一出入口。 

(2) 「贏翼」位於三重光復路，該建案僅面臨光復路，其經由光復路轉中

興北街至忠孝橋延伸路段起點，約一．四公里，經實際車行測量為五

分鐘，台北車站至忠孝橋延伸路段，約五公里，車行六分鐘，另一省

道、二省道亦於十分鐘內可到達；該建物僅一座建物，共分五區，於

Ｂ區設大門供人員出入。 

2.建案是否「自行營造」：公平會理由書謂，查檢舉人建案係由大都市營造

公司規劃主導，惟大都市營造公司之大股東為大都市建設公司，而檢舉人

僅握有大都市建設公司百分之二九股分，故認定比較廣告顯有引人錯誤之

處。 

3.價位之舉證：公平會認為檢舉人無法舉證，系爭比較廣告僅以市場每坪

價格予以登載，不致造成交易相對人之誤解。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35

 參見公報第七卷第七期，第二十、二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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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內容不成立引人錯誤者，有二項： 

(1) 地段：經實地查勘建案與廣告位址無誤，尚不致引人錯誤。 

(2) 價位：檢舉人無法就系爭比較建案非同一等級舉證，且就雙方建案之

功能觀之，無法認定是否同一等級，故系爭比較廣告僅以市場每坪價

格登載，不致造成交易相對人誤解。 

2. 廣告內容屬主觀陳述及引人錯誤者，有五項： 

(1) 交通：系爭比較廣告載被處分人建案「由忠孝大橋數分鐘即達台北車

站」，經實地車行測量，約十一分鐘，陳述尚無不實；檢舉人建案「僅

近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且居北二高車流塞車地段」，經查勘週邊尚有特一

號道路及東西向快速道路，顯有故意誤導消費者建案週邊交通不甚流

暢之意圖。 

(2) 基地：系爭比較廣告稱檢舉人建案「出入眾多無法管制人車進出將導

致環境複雜」，經查勘該建物之每棟建物均設有門廳獨立管制，車輛統

籌規劃一出入口，故從整體建案觀之，基地之車輛人員進出可謂循序

有秩，故公平會認定，被處分人在主觀上有貶損檢舉人建案基地規劃

之意圖。 

(3) 外觀造型：系爭比較廣告就此部分顯為主觀陳述。 

(4) 建材設備：系爭比較廣告稱檢舉人建案為「一般廠辦制式建材」，被處

分人辯稱，係指建造廠辦大樓經常使用之建材，惟無法指出一般廠辦

制式建材究指為何，公平會認定屬主觀陳述。 

(5) 營造品質：是否「自行營造」或委由他公司規劃主導，系爭比較廣告

就此部分，顯有引人錯誤之處。 

環保香不實比較廣告案 

本案為未指名被比較事業，亦無客觀情事足供辨認被指摘對象，但公平會認

定系爭廣告屬比較廣告之一種，被處分人以「環保香」和傳統香比較優劣，環保

香與傳統香如何劃分，並無具體標準。36
 但其出於為競爭目的而使用比較廣告

貶抑競爭對手，促銷自身商品行銷，對競爭對手顯失公平。 

一、證據部分： 

                                                 
36

 參見公報第七卷第八期，第二四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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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會理由表示，被處分人未提供任何足資佐證之科學檢驗資料。 

2. 其產品之製造方法獲准專利，不得對其他競爭者品質良窳任意加以審

查。 

3. 依行政院衛生署、環保署及各醫學單位提供之意見，現有文獻資料尚無

法簡單量化數據表示致癌之情形。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被處分人於廣告中稱其產品「可較傳統香減少煙量及焦油含量九十一％

以上」，公平會處分理由中表示，經查被處分人僅稱將其產品與他品牌

產品一併點燃，經目測發現煙量較他種品牌減少。但究竟是否指公平會

之調查及經由承辦人員目測得知，並不明確。 

2. 被處分人廣告稱「環保香小盤香使用時，香爐內仍有剩餘九％焦油附著

現象」，公平會認為，使用過於精確數字，表彰產品之環保效果，一般

消費者綜合整體廣告內容觀之，誤認具有廣告所稱之環保品質。 

3. 被處分人對其他競爭者之產品使用「一柱傳統劣質香煙霧內致癌物質＝

五倍二手煙＝十倍汽車引擎排廢氣」、「內含大量化學添加物」、「所產生

煙霧含大量焦油量，會薰黑環境及危害人體」等不利陳述，顯然欲藉貶

抑其他競爭者產品之方式，以凸顯其自產品之優良。 

4. 被處分人稱傳統香煙霧內致癌物質含量之數據，引述自由時報報導中山

醫學院之研究結果。公平會認為，該篇報導僅摘述部分研究報告之結

論，並未做完整論述，目的僅提供一般讀者新聞資訊，非謂該研究數據

已成為醫學界普遍接受之定論。 

5. 另依行政院衛生署、環保署及各醫學單位提供之意見顯示，拜香燃燒後

之煙霧內所含多種致癌物質，最主要為多環芳香化合物（PAHs），但因

製法、產地及材料不同，所生煙霧之成份並不相同。以二手煙、汽車排

放之廢氣中雖亦含有多種致癌物質，然與拜香三者間之致癌風險比例，

依現有之文獻尚無法以簡單量化數據表示。 

F.個案爭議：豐力富與克寧奶粉比較廣告案、馬可孛羅與勞力士金錶比較廣

告案，爭議持續多年，且公平會及行政救濟程序亦迭有不同意見，可由個

案討論方式說明其案情經過及爭議問題。 

豐力富與克寧奶粉比較廣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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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力富奶粉不處分案，克寧提出訴願案：豐力富刊登廣告「豐力富即溶奶粉

僅來自一個國家──紐西蘭，所以您可以絕對信賴」，並在版面上出現「克寧奶

粉來自多少不同的國家？」版面下為克寧奶粉罐裝黑白圖片，並於圖片上標註醒

目的紅色問號。克寧檢舉豐力富違反公平法，公平會認定檢舉事項不成立，檢舉

人克寧不服，提出訴願，遭駁回。 

一、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廣告中之「白色斜線」與「紅色問號」：克寧認為係代表質疑、否定之意。

公平會認為只是在補充事實。訴願決定未就此部分論斷。 

2. 奶粉來自一個或多個國家：克寧主張廣告係利用消費大眾對奶粉品質與來

源地無關事實之認知不足，再以強烈暗示之比較廣告手法誹謗克寧，違反

第十九條第三款。公平會認為廣告乃明白傳達豐力富奶粉僅來自一個國

家，克寧奶粉乳源來自不同國家，並未虛構事實，不構成第十九條第三款。

訴願決定亦認為廣告說明奶粉來源國無不實，未有陳述或散布不實，不違

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二條。 

3. 廣告技巧：克寧主張系爭廣告對消費者隱瞞「奶粉品質與來源地多寡無關」

事實，並誤導消費者「奶粉來源地單一者較來源地多者，在品質上為優」

觀念，對克寧品質產生疑懼，轉而選購豐力富，屬於以無關競爭本質之事

項，作為比較廣告之基礎，誤導消費者排斥其他品牌，對其他遵守公平競

爭本質者屬顯失公平，違反第二十四條。公平會認為，創意性廣告技巧訴

求自己產品之特點，不具非難性，綜合廣告整體觀察，難認有貶損或排斥

他人產品之效果，不構成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訴願決定支持

公平會見解，駁回克寧之訴願。 

4. 不同意見書：37廣告文字間接表達對競爭對手貶損，加上克寧奶粉罐顯著

紅色大問號，其加乘整體效果強烈。 

克寧「真相快報」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被處分案，克寧提出訴願，公平會訴

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本案由被指名比較對象豐力

富檢舉，違反法條包括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
38

 

                                                 
37

 該不同意見書之重要論點有三：一、商業言論自由給予廣告主較大創意空間。二、「相衝突法

益利益衡量原則」：對廣告主的「言論自由」與作為比較對象之競爭者之「財產權」（含營業信

譽），相衝突法益，作個案的利益衡量。三、違反第二十四條的判斷標準：「適用原則」以商業

競爭行為有無違反社會倫理，或侵害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原則。 
38

 有關檢舉第二十四條部分，公平會處分理由書謂，因其規範係不公平競爭之概括規定，被處

分人行為已違反第十九條規定，不另論其是否有違反第二十四條。參見公報第五卷第一期，第

一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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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部分： 

1. 豐力富提出克寧四種版本「真相快報」１、２、３、４，其中公平會僅

認定「真相快報１」貶損豐力富奶粉產品。公平會訴願決定認為尚待斟

酌。 

2. 市場調查資料：克寧引用一九九三年 FRANK SMALL 市調公司「奶粉

市場調查報告消費者品牌印象測試」，檢舉人豐力富質疑其資料正確

性。克寧答辯謂係國際知名市調顧問公司，並說明乃以專業方法向台灣

區四四九位母親進行問卷調查之結論。公平會處分理由謂，經查該引用

之市調報告並無隱藏對克寧不利項目，引用該市調報告亦無任何虛偽不

實或從事任何欺罔行為。公平會訴願決定認為，國內奶粉市場尚有相當

多品牌（安佳、雀巢、菲士蘭、味全等）供消費者選擇，似無法推定消

費者不購買豐力富奶粉，即會購買克寧奶粉。 

3. 市場占有率統計：公平會處分書理由謂，由被處分人克寧提供加拿大商

尼爾遜公司台灣分公司調查克寧全脂奶粉之市場占有率。公平會統計室

提供脫脂及全脂奶粉之特定市場占有率，克寧具有優勢地位。 

二、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真相快報１」進口用途及包裝廣告：檢舉人豐力富主張顯然係影射兩

者奶粉用途之不同，使消費大眾誤認豐力富為進口大包裝奶粉所分裝，

不同於克寧之食用級，違反第二十二條。克寧答辯謂，係業界所共認知

之事實，克寧僅就一般業界之印象，做概括之陳述，為一般性之消費資

訊。公平會判斷廣告內容非屬不實，不構成第二十二條。公平會認定，

廣告用語易引人誤認豐力富奶粉亦有以二十五公斤袋裝進口，而事實上

豐力富並無以二十五公斤袋裝進口，故該廣告顯有引人錯誤之處。且對

用途之廣告，兩者用途不同，品質會有差異。廣告中以近三分之一版面

之鮮紅「買奶粉別上當」為大標題，令消費者對豐力富奶粉產生懷疑，

達貶損效果，且廣告詞中一再強烈訴求消費者排斥購買豐力富奶粉，而

應選擇克寧奶粉，應屬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

己交易之行為，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公平會訴願決定認為，廣告縱表

達方式可能造成貶損豐力富奶粉之效果，或涉不公平競爭，但是否得據

以認定與「脅迫」、「利誘」相當惡性之「其他不正當方法」，則尚待斟

酌。 

2. 「真相快報３」二千萬或三百萬人愛好者：該廣告稱「克寧奶粉是台灣

的第一品牌，深得台灣二千萬人中大部分消費者之偏愛與信賴。豐力富

在紐西蘭雖獲得好評，但紐西蘭人口僅三百萬」，檢舉人豐力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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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證明喜愛克寧之消費者高達二千萬，而喜愛豐力富之消費者僅三百

萬，影射豐力富之品質不及克寧。公平會查克寧市場占有率相當高，故

該廣告所稱「深得台灣二千萬人中大部分消費者之偏愛與信賴」，未構

成不實之陳述。 

惟有關不實比較廣告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下，是否可解釋為濫用市場力？各國

立法例有待從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規範目的及內容加以探求。有謂克寧比較

廣告中，領導地位顯然與貶損他人之比較廣告間並無因果關係，交易相對人之流

向亦不確定，不構成第十九條第三條。39
 

馬可孛羅與勞力士金錶比較廣告案 

均威馬可孛羅被處分案：本案廣告內容為八十三年間馬可孛羅刊登「勞力士

ＶＳ馬可孛羅」金錶之比較性廣告，公平會決議未違反公平法，並以八十三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公參字第六五九五二號函覆檢舉人。檢舉人不服，提起訴願，公平

會訴願會對是否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部分撤銷，由公平會重開調查，並作成處

分。 

一、證據部分：公平會在事實一、提及八十三年不違反公平法之函，但未提

重開調查，惟依其事實四、：馬可孛羅於八十二年僅進口手錶，包括稅

則及進口金額等，顯示本案係由公平會重開調查，並作成處分。惟系爭

廣告刊登於八十三年間，在當年未處分之案件，因同一事實，可否再為

處分，並未有說明。且於本案處分時（八十六年間），市場上是否有被處

分人刊登相同於八十三年時之比較廣告，事實似有所未明。 

二、 廣告爭議部分： 

1. 系爭廣告馬可孛羅金錶「附原廠保證書」：公平會認定除被處分人馬可孛

羅公司中文名稱外，無被處分人所稱原廠 SALIN 之公司名稱及署名。且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自義大利直接傳真公平會，承認保證書確為「原

廠保證書」之資料，僅署名 SALIN 而無公司授權主管之簽名，經通知被

處分人提出證明資料，或經公證或認證之正本，但被處分人未函覆，該

傳真資料形式上無法確認真正，亦無法證明是否為原廠之保證書，故系

爭廣告所載「附原廠保證書」之內容引人錯誤。 

2. 系爭廣告之「原廠」及「歐洲原廠進口」：被處分人主張從未於廣告中稱

「原裝進口」，公平會認為，系爭比較廣告引人誤認以為馬可孛羅錶與勞

                                                 
39

 參見謝杞森：比較廣告與我國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之關係──兼評豐力富奶粉 vs.克寧

奶粉「真相快報１」比較廣告案，公平交易季刊，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一五至

三七頁，主要係第三五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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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錶係屬同級品，但其售價較為低廉。然按勞力士錶一向為原裝進口，

且整隻錶之進口稅率較高，而零件組裝進口稅率較低，一般消費者當可

合理期待手錶乃係自「歐洲原裝進口」，而非僅係「自歐洲原廠進口零組

件，於國內組裝」，被處分人所為廣告有引人錯誤。 

勞力士被處分案：馬可孛羅檢舉，勞力士於八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以不實情事

行文各大報社，內容語多誣蔑。勞力士抗辯，並未將信函散布於眾或有任何使信

函散布於眾之意圖，僅致函民生報，請停止刊登類似廣告用語以免紛爭。該案經

提起行政救濟，包括訴願及再訴願，均經駁回。40
 

一、 調查程序部分：公平會處分書列出「調查經過及結果」，略謂：41
 

1. 公平會過去處理本案之過程：八十三年受理勞力士檢舉馬可孛羅比較廣

告，有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決議認無違反，案經勞力士提起訴

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二四０六號判決，

就勞力士向來所爭執之列表比較項目、內容之真偽及公平性認定，仍維

持公平會原來之決議（不處分案）。 

2. 調查勞力士致各報社之函：公平會函詢聯合報、經濟日報之廣告業務人

員及工商記者，勞力士的確於八十二年七月間函請停止繼續刊登馬可孛

羅金錶廣告。 

3. 調查刑事誹謗罪不起訴：公平會查同一事實經檢舉人具狀向檢察署提出

誹謗罪之告訴。地檢署經調查尚無證據證明，為不起訴處分。 

4. 調查市場占有率：依公平會資料，八十四年錶、鐘及其他計時器製造業

市場占有率前二十大事業名單，勞力士市場總值占有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點一六，在一千九百零二家廠商中排名第一，具有相當市場優勢地位。 

惟在行政院決定書方面，駁回勞力士之再訴願，其中有關證據法則之論述

謂：違法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而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綜合各種間接證據，

為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推論判斷，自得作為認定違法事實之基礎。42
 

二、 比較廣告爭議部分： 

1. 律師敬告函語涉誣蔑：公平會調查審理期間，勞力士以律師敬告函行文

民生報，對馬可孛羅金錶有不利之陳述，未提供任何檢視資料。公平會

認為，信函內容在主觀上已不僅止於澄清事實，逾越保護自己權利之必

                                                 
40

 公平會訴願決定：(86)公訴決第０九九號訴願決定；行政院決定書：台八十七訴字第一四一一

七號，參見公報第七卷第四期，第一０六頁。 
41

 參見公報第六卷第五期，第六十至六一頁。 
42

 參見公報第七卷第四期，第一０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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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範圍。 

2. 案件未確定前之宣傳：勞力士在公平會未作出決定前，選擇性發函報

社，並要求停止繼續刊登，公平會認為，顯有阻斷馬可孛羅重要宣傳管

道，勞力士商品為市場占有率排名第一大廠商，發函行為極易影響報社

對馬可孛羅廣告之認識及決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勞力士對檢舉不成立之行政救濟案： 

一、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馬可孛羅於廣告稱其所販售之金錶係「歐洲原裝

進口」是否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一條部分撤銷，其餘部分之訴願駁回。 

二、再訴願決定：勞力士主張馬可孛羅列表比較及抄襲勞力士手錶外觀部

分，提起再訴願，遭駁回。 

三、行政法院判決： 

1. 肯定比較廣告之價值：事業以比較性廣告促銷商品，可提供消費者更多

資訊增加選擇機會，故事業倘非以：（一）片面截取不具代表性之部分

交易相對人之見解，為對自己有利之比較。（二）以新舊產品或不同等

級之產品相互比較。（三）未以同一基準或條件為比較，而此等基準或

條件係交易相對人所不知者。（四）非以一般可接受之科學方法或公正

方法所作測試之比較。（五）強調測試之一部分結果或不重要之差異，

而此部分正足以誤導交易相對人。（六）就某一部分之優越主張全盤之

優越。（七）所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八）未經證實部分以

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九）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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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或引人錯誤之比較廣告均具合法性。43
 

2. 系爭廣告就錶帶、錶殼、機芯、寶石、防水等主要部分及功能為一概括

之比較，並無利用不實事項為廣告。 

3. 證據調查部分：勞力士主張第二十六條明定，公平會應依檢舉或職權調

查處理，而所「職權調查處理」，包括就主要事證須詳為調查。44
 但行

政法院認為，馬可孛羅金錶與勞力士金錶係客觀上可比較之商品，廣告

又無證據足認不實，公平會認定廣告無違反公平法，否准勞力士之申

請，於法洵無違誤。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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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檢討公平會處分不實比較廣告案，可歸納出下列觀察重點： 

1. 違反第二十四條之案例甚多，似未符合最後判斷原則：八十四年「DHL 不

實比較廣告案」 45，洋基通運公司 DHL國際文件快遞服務廣告刊載「現在

不必到郵局寄國際快遞文件!」並以 DHL250g 以下文件與未載重量之郵局

國際快遞資費比較，違反第二十四條，未嚴格遵守最後判斷原則。在本文

討論十七組案例中，不實比較廣告違反二十四條者，多達九個以上。 

2. 有關指名或未指名比較對象，公平會處分案未明確說明其保護法益：若廣

告係明確指出被比較之對象者，有可能違反二十二條商業信譽。在美Ｘ補

習班、大Ｘ溪有線電視、遠Ｘ世紀廣場等被列入比較廣告案，公平會論斷

市場對未指出全名、但可推知被比較對象，有未論斷。坊間亦有中華電信

「大哥大超級比一比」廣告，但其列出比較資訊之為中華電信、Ａ業者、

Ｂ業者，究屬於指名或未指名之比較廣告，認定上甚有爭議。46
 

3. 比較廣告是否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與產品市場地位認定有關，實務上有

爭議：如「克寧奶粉真相快報」公平會處分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經訴願

撤銷原處分。以克寧全脂奶粉市場占有率近百分之五十，此一廣告不構成

限制營業競爭，究竟如何之市場結構，才會構成與「脅迫、利誘」等價之

「不正當之方法」，致妨礙公平競爭之虞，有待形成案例類型。 

4. 有關比較試驗之證據力，公平會尚無自行檢驗，多係由檢舉人或處分人提

出，公平會僅做形式比對：如健康環保香轉載自由時報致癌比較研究、媒

體報導大甲溪財務狀況困難、名人推薦廣告非科學報告、醫學報告不表示

對個案之專業意見，甚至電池電力之檢驗數據等，皆由檢舉人或被處分人

提供。惟就行政資源之效率性言，亦不能完全委由公平會進行試驗，在有

爭議之比較試驗資料，公平會若未自行檢驗，如何判斷其真實性，亦難令

人折服。47
 

5. 公平會重視其他主管機關之查詢，但亦有專業意見詢問無著者：如新聞局

有線電視系統播放區、中華電信經營業務及收費標準、寶貝樂奶粉經公平

會詢問各大醫院均無回函，致不易調查事實真相，故應如何配合或強化行

                                                                                                                                            
43

 參見同上公報，第二二０頁。按該九種情況，係舊第二十一條處理原則第八點所規定。 
44

 參見同上公報，第二一七頁。 
45

 參見公平會處分書，(84)公處字一０八號，公報第四卷第四期，第九頁，有關該案之討論，參
見陳櫻琴，前揭文，第一一九頁。 

46
 該全版報紙廣告，參見自由時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第十一版。本文見解，電信業務縱

開放民營，但大哥大業務經營者仍屬獨占廠商（公平法上獨占概念包括經濟學上獨占及寡占），

廣告僅列Ａ、Ｂ業者，以其「通信系統」及「基地台總數」，業者及消費者之間仍容易產生「對

號入座」之聯想，故有關認定比較廣告是否不實、有無揚己貶人之資訊，在判斷上更加困難。 
47

 馬可孛羅與勞力士比較廣告案，在第一回合不處分案後，再進行第二回合處分案，公平會亦

未進行相關比較事項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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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調查之實效性，值得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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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平會調查程序 

一、 意義 

（一） 行政調查 

行政機關為達行政目的所為之調查行為，其意義、法源、方式如何，行政

調查與司法調查之關係，為行政法學研究之重要領域之一。48
 廣義行政調查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指行政機關為達某一

特定行政目的所為之蒐集資料活動，名稱包括如勘察、稽查、檢查、查驗、訪問、

訪視、普查、查察、稽核、審核、查驗等均屬之。狹義行政調查，指個別調查，

行政機關行使個別具體權限，對特定人民所為之資料收集。最狹義調查

（Inspection; Physical Inspection），名稱包括監督檢查、臨場檢查、安全檢查、進

入檢查等，指行政主體對人民或其所有之物或處所實施之進入與調查活動。49 

一般行政調查之方法，包括：50１、通知相關人到場陳述。２、要求當事人

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物品。３、鑑定。４、實地檢查，例如：身分

確認；處所進入；搜索；物之扣留及其處理。 

至 於 行 政 機 關 發 動 調 查 之 原 則 ， 包 括 「 職 權 調 查 主 義 」

（Untersuchungsgrundsatz）與「辯論主義」（Verhandlungsgrundsatz）。51
 行政調

查程序原則上採職權調查主義，行政主體有義務依職權調查事實真相，不受當事

人陳述拘束。其係在「依法行政原則」下，行政行為之合法性以正確事實為前提，

以維公共利益與確保行政目的，故行政程序有關事實之調查，不委由當事人意志

                                                 
48

 國內相關研究，參見林錫堯：行政程序上職權調查主義，當代公法理論，翁岳生教授祝壽論

文集，一九九三年，月旦出版社，第三二四至三三五頁。法治斌、劉宗德、董保城、洪文玲：

行政檢查之研究，一九九五年。有關美國及德國法之簡介，參見法治斌、董保城：中華民國憲

法，國立空中大學印行，八十五年初版，八十六年修訂再版，第一五五頁以下。洪文玲：行政

調查與法之制約，一九九八年，學知出版社印行。洪文玲：論經濟規制行政之調查權──以公

平交易法之調查權為主，警政學報，第二十三期，一九九三年，第六九至八八頁。 
49

 學者有再細分行政調查之「最廣義」至「最最狹義」等，概念廣狹不一，參見洪文玲，前揭

書，第十六頁以下，並列出「行政調查體系圖」，可為參考。 
50

 參見李震山：行政法學導論，一九九七年，三民，第三五一頁。 
51

 我國行政程序法草案對行政調查原則採「職權原則」，例外採「辯論原則」，參見草案第五十

五條：「行政機關為調查確定事實所必要之一切證據，應依職權調查事實，並決定調查之種類、

範圍、順序及方法，不受當事人提出之證據及申請調查證據之拘束。但行政機關本於職權，對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均應予以注意。」第五十四條：「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除得自行提

出證據外，亦得向行政機關申請調查證據。」調查方法，依草案第五十八至六十一條，包括：

1. 通知到場陳述 2. 命提出資料 3. 鑑定 4. 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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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而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52
 惟行政程序之調查與司法證據之調查本質

仍有不同，為顧及行政成本及效率性，行政調查應注意有無「行政上推定為真實

（Wahrunterstellung）」之問題，基於程序簡單進行且符合行政目的之原則，行政

機關推定為真實者，則無調查必要，在德國立法例認定合法。53
 

行政檢查是否應具備類似司法調查之搜索票，或稱「行政傳票」，對行政機關

及法院都有執行上之困擾；法治國原則之一為「行政調查令狀主義」，行政機關

任何行為，均應符合「程序正義原則」，故令狀主義為最低限度之要求。行政調

查之令狀，在美國法上之發展有從寬認定之趨勢。54
 

至於人民對行政機關有無「發動行政調查之請求權」？傳統觀念言，人民迭

以「檢舉」方式為之，惟似非課予行政機關調查義務，且行政機關對人民檢舉，

不負調查結果回報之義務，在新興社會立法，宜在法律條文明文賦予人民要求行

政機關發動調查之請求權。55
 

總之，我國行政法令不乏賦予行政機關實地檢查權力，若欠缺司法搜索票，

行政機關為一定行政管理目的，可本於其職權進入人民居所或營業場所，有謂此

種「行政檢查」比「刑事犯罪偵查」對人民處所權（Hausrecht）之侵害，還更為

嚴重。一般行政調查固可省略司法搜索票之繁瑣法定程序，但亦恐造成「假借行

政檢查之名而行刑事搜索之實」，故行政檢查實施之要件與程序，應有明確規定，

包括：進入檢查方式、範圍及對象、檢查時間等，應由法律具體明確規定，且應

規定行政調查僅專供行政決定之目的，不得解為專供犯罪搜查證據之用。56
 

                                                 
52

 職權主義之內容包括：概括調查義務、概括斟酌義務及審酌有無調查必要性等，均由行政機

關依職權認定，相關討論，參見洪文玲，前揭書，第八０頁以下。 
53

 參見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官署應依職權調查事實，調查之種類與範

圍，由官署定之，官署不受當事人提出之證據與請求調查之證據的拘束。第二項：官署應斟酌

一切對個別案件有意義之情況，對當事人有利者，亦不例外。相關討論，參見林錫堯，前揭文，

第三二五頁。 
54

 過去美國法院對行政傳票簽發審核非常嚴格，與司法傳票相同嚴格，行政機關和法院均須於

特定具體案件具有「正當理由」（probable cause），足認為違法行為存在，才能簽發傳票。戰後

美國法院放寬見解，改採「合目的性原則」，即行政機關合乎法律目的下所為之調查即為合法，

法院亦放寬對行政機關調查手段是否合憲之審查基準。相關案例，如一九四六年 Oklahoma 

Press Publishing Co. vs. Walling，法院認為，行政調查有權決定何人適用該法，行政機關簽發傳

票調查系爭公司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等資料，基於法律授權，合乎法律目的，只要指明調查

事項，該事項與授權目的相關，調查範圍合乎美國增修條文第四條所稱合理性（reasonableness）

之要求。有關行政傳票之討論，美國法院實務見解有五種情況不需行政搜索票，包括：1. 獲

得被檢查者同意 2. 依法律授權正當權限之行使 3. 因火災而生緊急救難之檢查 4. 社會福利性

質之訪視 5. 例行性車輛檢查或行車路檢。參見法治斌、董保城，前揭書，第一五五頁以下。

有關美國法之發展，參見洪文玲，前揭書，第五九頁以下。 
55

 若法律明文課予行政機關調查之期限、調查義務，有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益遭受侵害情事，

人民可據此提起行政不作為之國家賠償訴訟，參見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及大法官第四

六九號解釋。 
56

 我國實務上行政檢查之憲法評釋意見，參見法治斌、董保城，前揭書，第一五五頁以下。另

參見大法官第二九四號解釋：「出版品管理工作處理要點」規定，印製工作檢查證，交由執行

小組成員包括市政府所屬新聞處、警察局、教育局及社會局等單位人員使用，此項檢查證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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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會調查 

公平會調查程序根據其調查事項，係屬一般性或具體性，依公平法規定，可

分為二種：57
 

1. 一般調查：對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第二十五條第三款）。 

2. 個別調查：對違反公平法案件之調查、處分（第二十五條第四款）。 

對不實比較廣告之調查，屬於個案問題，原則為「個別調查」性質，除非涉

及整體產業結構與廣告之關係，才有可能構成一般調查。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ＦＴＣ），設消費者保護局（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負責廣告管理及調查。主要來自消費者及業者之指控，ＦＴＣ亦可

進行主動調查。對於檢舉案件，只要以書面詳載事實並附上證據即可，惟ＦＴＣ

對檢舉案並非每件均加以受理，其認為能達到保護消費者利益及競爭秩序之目

的，才予以調查。方式包括查閱文件與資料、偵訊及對產品採取科技研究以決定

其真偽。據統計，ＦＴＣ經由「非正式控訴」方式，順利處理廣告案件者約有百

分之八十。58
 

分析我國公平會調查程序之法源，包括公平法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條、施行

細則第二十六條至第三十條及「調查案件應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

等59。惟有關不實比較廣告之調查程序，尚包括處理原則之規定。 

依「注意事項」規定，公平會之一般調查，亦適用於不實廣告之調查，包括

下列方式，且得依需要擇一或合併二種以上方式進行：（第二點） 

１、到場陳述；２、提出資料或證物；３、前往營業場所調查；４、進行問

卷調查；５、舉辦公聽會、座談會；６、進行現場勘查；７、送請專業機構、學

者專家或公會團體鑑定；８、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表示意見；

９、舉行言詞辯論 ；60１０、其他調查方式。 

                                                                                                                                            
市政府所屬機關執行人員識別身份之用，非謂憑此檢查證即可為法所不許之檢查行為，此部分

規定，並未逾越執行程序範圍，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至其規定，將工作檢查證發給非市政府

所屬機關人員使用部分，則與上開意旨不符，不得再行適用。（八一年三月十三日）可為參考。 
57

 參見李震山，前揭書，第三三五頁。洪文玲，前揭文，第八三頁。 
58

 美國對比較廣告之規範，實務上可分三階段，證據認定及法院態度迭有不同，參見吳翠鳳：

美國對不實廣告行為之規範及執行狀況，公平交易季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九六年一月，第

一六三至一七七頁，尤其是第一七一至一七五頁。 
59

 該注意事項為八四年九月十三日第二０五次委員會議訂定，八五年六月二九日(85)公法字第０

二０四四號函分行，八七年八月十二日第三五三次委員會議修正，八七年八月二十六日(87)公

法第０三二四三號函分行，共十八點，參見公報第七卷第八期，第一八六至一九一頁。 
60

 公平會採「言詞辯論任意進行原則」，原則上係審議重大繁複或爭議案件，經調查後仍有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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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平會對不實比較廣告之調查，多採上述第１、２、３、６、８及９

等方式進行，對雙方所爭議者，有關比較廣告之「比較檢驗」事項，似可酌採送

請鑑定，但亦須考量行政成本。 

二、調查程序 

公平會對比較廣告案之調查程序，逐漸形成制度化運作，處理原則第二章規

定檢舉案件之處理程序，第一節規定「不實廣告案件之提出」；第二節規定「案

件之調查」；第三節規定「簡易作業程序」。61茲簡述其主要規定內容： 

1. 檢舉要件：檢舉他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者，應以書面載明具體內容，或以

言詞為之者，公平會應作成書面記錄（第十一點）。 

2. 舉證責任：原則由檢舉人提供相關證據，負舉證責任，並釋明其廣告使一

般人產生合理之懷疑（第十二點第一目及第十六點第三項）。程式不備者，

可依程序補正（第十二點第二目、第十三點第二目）。62
 

3. 形式審查：承辦單位之審核事項包括是否符合第十一、十二點之規定，且

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是否屬檢舉，是否受損害或不利益及是否為涉外案件。 

4. 調查程序之根據：依公平會「調查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及本原則之規定。 

5. 調查方式：包括書面陳述、提出資料、到場陳述及到被檢舉事業之營業場

所調查（第十四點）。其中到營業場所調查，即狹義之行政調查，亦稱行

政檢查，對事業之處所權及隱私權有所影響，應受憲法基本權保障原則之

限制。 

6. 停止調查：經調查事實後發現處於違法與否灰色地帶，63得停止調查，函

                                                                                                                                            
不足者，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進行之，經申請者，公平會認無舉行必要者，得拒絕之，參見公平

會「舉行言詞辯論要點」，八五年十一月六日第二六二次委員會議通過，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85)公法字第０三五九０號函分行，八七年八月五日第三五二次委員會議修正，八七年八月十

五日(87)公法字第０三一００號函分行，共十五點，參見同上公報，第一七九至一八二頁。 
61

 舊處理原則僅有四種情況規定調查程序，第九項規定檢舉程式，第十項規定檢舉人提供事證

及釋明，第十一項規定程序停止，第十二項規定無具體內容及程序停止事件之處理。其中舉證

責任歸屬檢舉人，主要理由謂「為事業或個人僅因質疑、臆測即行檢舉，造成行政資源浪費，

應請檢舉人提供可信違法事實存在之物證並予敘明」，參見舊處理原則，八十三年十二月，第

十點說明欄，第五四頁。 
62

 未依程序補正者，公平會得停止處理，對檢舉人產生失權之效果。處理原則似未規定被檢舉

人補正程序，原則上準用之。至於「釋明」，指提出之證據可產生合理之懷疑已足，未必具有

充分的證據證明力，足以證明違法行為。 
63

 所謂「灰色地帶」，依處理原則規定，指「所使用之用語模稜不清，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法規迄無解釋規定或禁止規定，而一般消費大眾對其內涵亦尚無共同普遍認知，如常用之非法

定之用語或無具體判別標準者」，得列為停止調查處理。惟據查，目前公平會所公布者為「處

分案」；對經檢舉或依職權調查而不處分者，僅函復檢舉人或被檢舉人，並未公布「不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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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檢舉人不予處分。（第十五點）64並列舉得停止調查之情形計有九種。65其

中「不涉及競爭秩序、公共利益之民事案件」，得停止調查（第七目），依

反面解釋，若係涉及公益事件，66得依職權進行調查，不受當事人檢舉程

序之限制。且涉嫌違法之期間，原則上為二年，例外為六個月，即表示或

表徵最後使用期日距檢舉業逾二年者，或屬促銷性質者，期間縮短為六個

月，公平會均得停止調查（第十點、第二目）。67
 

7. 行政協調：涉及其他機關主管事項，公平會應移請各主管機關處理，如涉

及醫療效能或食品衛生者，由衛生署處理；涉及商品標示者，由經濟部處

理；涉及補習班廣告者，由教育部處理；涉及推介就業廣告者，由勞委會

處理；涉及廣播、電視廣告者，由新聞局處理；涉及旅遊廣告者，由觀光

局處理；涉及證券商廣告者，由證期會處理；涉會計師廣告者，由財政部

處理；涉及消費者權益者，由消保會處理（第十三點，共列舉十五種與其

他行政機關協調之情形）。分析行政協調之適用法律，判斷標準有二：（１）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２）重法優於輕法。 

8. 公益原則：本原則所稱影響競爭秩序、公共利益之判斷原則有四項：（第

十八點）（１）受害人數多寡。（２）是否為該行業普遍現象。（３）商業

倫理之非難性。（４）戕害效能競爭之程度。 

9. 簡易程序：案情單純或已有處分前例者，得以簡易程序處理。（第十九點）
68

 

                                                 
64

 有關檢舉案不成立之函復，在實務上視為「行政處分」，檢舉人不服，可依法提起訴願，公平

會案例肯定之，如克寧奶粉檢舉豐力富比較廣告不成立案之訴願決定書謂：檢舉案經本會調

查，以(85)公參字第００一二三號函復，本案檢舉不成立之理由，此項函復影響訴願人得受公

平法保護之利益，參諸法律規定及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七十七年判字第二０五四號判

決），本會函復非事實陳述或意思通知，應屬行政處分，得為訴願之客體。參見公報第五卷第

八期，第七三頁， 
65

 包括被檢舉人自行停止或改正廣告者；被檢舉後提出切結並同意解決與檢舉人間之交易爭

議；已停業、歇業或不存在；公平會已依第四十一條處分者；檢舉人撤回後無正當理由復檢舉

者；涉及刑事或刑事特別法之案件；當事人已和解等情形。 
66

 「公益門檻調查原則」之適用，在公平法第二十六條亦明文規定，公平會對違反本法規定，

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者，得依檢舉或職權調查處理，惟本法及施行細則似未明定公共利益之認

定標準，處理原則第十八點則列舉四種公益之判斷標準（詳見本文後述），是否可當作一般公

益原則之標準，適用上不明確。 
67

 有關期間之適用，似屬訓示規定，如馬可孛羅比較廣告案，第一回合不處分，第二回合被處

分案，事隔期間超過二年，處分案係於八十六年三月間作成，其處分廣告對象為八十二、八十

三年間之比較廣告內容，但公平會在處分書中對處分時之是否仍有該項不實廣告並未作調查，

參見（86）公處字第０六二號處分書，公報第六卷第三期，第一至五頁。 
68

 所謂「事實單純」，指單純表示或表徵與事實明顯不符。「已有處分前例」，指違法之行為態樣

經納為違法判斷類型（第二目）。但有二種情形，不得適用簡易程序：1. 影響社會視聽或違法

情節重大且尚在進行中者。2. 命事業刊登更正廣告或為其他具體改正措施者。（第三目）規定

公平會得對被處分事業之不實廣告，提出「更正廣告」，性質上屬「行政處分」，有助於解決事

業間因比較廣告爭議而生之競爭損害，美國實務上迭採之，參見吳翠鳳，前揭文，第一六九頁。

建議公平會實務運作上可酌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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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實廣告違法類型：處理原則第三章列舉違法行為之類型化，包括一般不

實廣告（第二十二點，共有三十種）及不動產不實廣告（第二十三點）。

惟未明確列舉不實比較廣告之違法類型。69
 

三、實務運作之爭議 

有關公平會調查證據，係採「職權進行主義」或「當事人進行主義」，影響公

平法之執行及爭議之解決模式。限制競爭係規範市場競爭秩序與市場力量是否被

濫用，涉及公共利益，且受影響交易相對人範圍較廣，應由公平會代表公益介入，

與被追訴（處分）事業形成兩造，公平會依職權調查，請其他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均具有若干準司法權之特性，此非一般人民或事業有能力為之。事業間之不公平

競爭雖有部分涉及公益，但亦有部分僅屬商業活動之競爭所引發之私權爭議，應

由事業向法院提起訴訟，繳交裁判費以請求救濟，並自負舉證之責，不應利用公

平會行政資源保障私人權益。若檢舉人未積極提供相關資料，公平會必須運用職

權調查，目的僅在維護特定私人之利益，亦有若干不符行政資源之公共性，因此

凡不涉公益之私人廣告糾紛，宜循法院訴訟途徑解決。70美國的情況亦類似，Ｆ

ＴＣ接獲檢舉，並非每件均加以處理，只有在確認能達到保護消費者利益及競爭

秩序之目的，才會展開調查。71
 

實務上有關證據調查之爭議案，茲以華康科技案為例說明之。72
 

１、案例事實：華康科技公司於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以關係人文鼎科技公司

於專利上標示不實為由，未取得搜索票，即引領台北市刑警大隊人員至世貿中心

展覽會場以臨檢名義對關係人之經銷商製作筆錄、拍照、查扣產品。華康復於八

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關係人仿冒其發明專利第三八八三０號及關係人之經銷

商販售該仿冒品為由，取得搜索票，引導警方搜索及扣押關係人及其五家經銷商

等之「鹿鼎字庫」產品。 

公平會處分華康該二項行為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以（八四）公處

字第０一二號處分書認定於涉及專利糾紛之事項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

公平行為。華康不服，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法院判決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即撤銷有關於八十一年

                                                 
69

 實務運作上取締不實比較廣告，似可援引第二十二點第十五「表示或表徵說明服務之項目或

等級與實際之差距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者」及第二十二「表示或表徵將不同資

格、性質、品質之商品（服務）合併敘述，使人誤認所提及商品（服務）皆有同等級之資格、

性質、品質者」。惟目前公平會處分不實比較廣告案例中，僅援引公平法條文，未明確援引處

理原則條文，故此一所謂「違法行為之類型」，其法律上效力如何，尚待研究。 
70

 參見謝杞森，前揭文，第二０頁。 
71

 參見吳翠鳳，前揭文，第一六七頁。 
72

 參見行政法院判決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二八九一號，公報第五卷第十二期，第二二八至二四一

頁，另載裁判要旨，第十六輯，第一一四０至一一四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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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八日之行為違反公平法之處分，其餘之訴駁回。主要理由包括下列： 

（１）有關八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搜索行動，有濫用權利，造成不公平競爭之

情事，符合公平法規定，原告主張無理由，予以駁回：行政法院認為，被告機關

公平會認為原告所採取搜索行動指向該公司之經銷商，其所需證據即文鼎公司產

銷之專利品已能於市場購得，不應再以足生損害於他人之方法獲取證據。原告向

刑警大隊表示因時間急迫，為恐證據淹滅，引領警察人員至世貿中心展覽會場，

原告應可預見其行為將引致民眾圍觀及記者報導，其結果自足以影響文鼎公司及

其經銷商之商譽，甚且使文鼎公司之經銷商畏於銷售該公司之產品，原告之行為

已非屬單純之告發，顯明濫用權利，造成不公平競爭。 

（２）有關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之搜索行動，被告機關公平會認為原告濫

用權利；行政法院則認為原告之告訴、搜索及扣押為依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並無行使權利過當之情形，被告機關認定未洽，撤銷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 

其中爭議之一即是有關第三八八三０號專利權之歸屬，被告機關公平會認

定，原告所主張其所有發明第三八八三０號專利之專利權人原為華光電腦公司，

於七十八年核准讓與英商．倍斯方公司，八十一年十月十二十三日始申請轉讓原

告，並經核准公告於八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之專利公報，受搜索扣押之文鼎公司經

銷商在專利公報出刊前，並無從知悉原告受讓專利權情事，原告在本件爭議發生

前，亦未於其產品上標示專利證號，不得就該專利權對第三人主張權利。原告所

採取之行為表面上雖屬合法，但已逾越保護其專利權所必要之程度，其濫用權利

之行為，對於建立既已確保合理競爭環境，顯有妨礙。 

但原告華康公司主張，系爭第三八八三０號專利權人由英商倍斯方轉讓而

來，關係人之總經理楊仁村原為原告華康之研發部副總經理，且系原告系爭專利

之發明人，有系爭專利證書記載發明人為楊仁村在卷可按，楊仁村自七十五年十

一月系爭專利權獲准以來，已當然知悉上開專利權存在。於原告提出告訴（八十

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關係人早於八十年九月三十日即以董事藍素貞之名義

向上開專利提出舉發，關係人文鼎更依據其與原告發生系爭專利爭執為由，於八

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向法院聲請假處分，關係人經銷商亦已於八十一年九月四日致

函關係人要求其保護未侵害原告專利，凡此均足證關係人及其經銷商於原告提出

告訴前已知悉關係人涉嫌專利侵害爭議，則原告於委請外界公正專家即台大資訊

系吳家麟教授鑑定結果，認關係人「鹿鼎字庫」產品涉嫌侵害原告之系爭專利後，

始檢具鑑定報告於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以文鼎公司涉嫌侵害專利為由向警方

提出告訴，警方之搜索、扣押為其職權之行使，難認為原告行使權利不當或以損

害他人為目的。 

此一案件之調查證據爭議，除牽涉專利權爭議及是否濫用權利外，有關「調

查權」和「警查權」之界定亦值得重視；在調查權部分，有關同一案之事實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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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業鑑定等部分，又牽涉「法院」與「公平會」之職權。 

有關「警察權」部分，行政法院判決謂「告發固屬公法上之權利，但如以不

當之告發從事不公平競爭，縱然告發後所衍生之搜索、扣押為司法警察基於職權

所為之行為，亦不得阻卻公平法之適用。且縱認檢警機關所認定告發是否充分，

應否搜索、扣押之事實應拘束其他行政機關，惟原告（即華康）亦不得以告發之

手段，遂行其違反公平法之行為。」73
 

有關法院與公平會職權分際部分，行政法院判決謂「原告八十一年十一月十

八日之告訴、搜索、扣押，雖在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於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裁定

原告應容忍關係人公司推廣促銷鹿鼎字庫產品之假處分後，惟假處分為私權保護

程序，而犯罪偵查應不受其限制，否則任何犯罪者均可先聲請假處分以避免檢警

單位之偵查或搜索扣押，故假處分並不得限制搜索扣押，亦不得據此認定原告行

使權利為不當。」 

有關「專業鑑定」部分，公平會原則上接受法院所為之專家鑑定結果，行政

法院亦採之，而且原告委請之專家鑑定，亦具有可主張自己權利受損害之「形式

上證據力」。行政法院判決書謂「原告於委請台大資訊系吳家麟教授鑑定認鹿鼎

字庫侵害其系爭專利後始向警方提出告訴，並搜索扣押其產品，應係保護專利權

之正當權利行使。況系爭鹿鼎字庫經台灣高等法院囑託工業技術研究院鑑定結

果，其造字技術與原告第三八八三０號之專利造字技術均係依關鍵點、轉折點、

胖瘦值、筆劃表、特殊符號表、字根表及字型表之架構所製成，有工業技術研究

院之鑑定報告在卷可證，益見原告懷疑關係人之鹿鼎字庫有正當之合理性。」 

至於公平會停止調查之案例，如德喻「汽車腳踏車墊」被檢舉不實比較廣告

案，因檢舉人撤回檢舉，公平會依規定中止審理。74茲有問題者：若檢舉人來函

撤案，公平會謂「依規定中止審理」，但在何種情況可依職權繼續調查，並無明

文，委諸解釋，凡有危害公共利益者，得依職權進行調查。 

                                                 
73

 本案法律關係牽涉複雜，依行政法院判決所載，原告之主張理由多達十項；被告機關答辯意

旨亦有六項，參見同上公報第二二八至二三四頁、第二三四至二三六頁。有關證物提示之爭議，

華康主張，本案有關文鼎公司涉嫌專利不實標示，華康曾將購得之證物提示於警方，至於此一

證物是否為仿冒品，華康認為實務上非檢舉人所能提出之證物，檢警機關即應受拘束，而承認

該證物之形式及實質俱為真實，而無庸調查任何證據。相反地，警察機關對於告發人所提供之

證物，其來源及單據真偽，或其是否足資證明犯罪事實，或所涉者為何等罪嫌，故涉案嫌疑人

究為製造者、經銷商或其他第三人等情，均需前往現場親自調查採證，以翔明事實。系爭產品

乃新產品，甫由關係人（即文鼎公司）試產，並首度委由其經銷商在世貿中心展覽攤位上陳列

販賣，承辦警員依其查察犯罪之經驗獨立判斷，認為確有於當日偵查犯罪之必要，乃呈報其機

關首長核准後前往現場製作筆錄、採證，此為警方基於查察犯罪之目的，其權限及職務上之需

要，該項公權行為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參見同上公報，第二二九頁、第二三七頁。但行政法

院判決對證物問題似未表示意見。 
74

 參見公平會函，八十七年四月八日，(87)公參字第０一三一四號，公報第七卷第四期，第一頁。
該函屬「公告」性質，主旨略謂：被檢舉人被檢舉比較廣告不實，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案，請
於本公示生效日起六個月內，向本會聲請領回所送證物（汽車腳踏車墊十套）。 



 41 

肆、結論 

公平會進行行政調查為其重要職權之一，在不實比較廣告爭議案，往往牽涉

檢舉人及被處分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公平會如何秉持公平理念及正當程序原

則，進行相關事實之調查及證據之認定，對公平會調查理論及實務運作實屬重要。 

本文分析公平會近年來有關比較廣告之案例，以調查程序為中心，研究公平

會調查程序之特色，並探討「行政調查」之範圍及方式等問題。研究初步發現公

平調查程序原則上係採「職權調查主義」，但受限於執行機關主客觀條件，若干

舉證責任皆歸屬於檢舉人或被處分人。 

其次，公平會調查方式相當具有彈性，例如派員實地調查、函請相關單位意

見等，顯示積極主動進行發現真實之職權行使。惟就違法類型言，不實比較廣告

之違法條文，偏重援引第二十四條，似有違最後判斷原則。比較廣告指名或未指

名比較對象，影響公平法條文之適用，公平會在個案中認定，廣告未指出全名，

但市場可推知被比較對象，亦可屬於指名之比較廣告，例如公平會認定外語補習

班廣告中的「美Ｘ補習班」，即為美加補習班。再者，比較廣告違反第十九條第

三款，與產品市場地位認定有關，案例尚有待形成，「克寧奶粉真相快報」案，

公平會處分違反第十九條第三款，後經公平會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有關「比較

試驗」，或受限於經費，公平會案例殊少有自行試驗或委託試驗，多係由系爭廣

告之雙方提出比較試驗報告。公平會強調與其他主管機關之行政協調，但亦有專

業意見詢問無著者，未來有待強化行政調查之實效性。 

就處理程序言，本文認為，我國尚未形成「非正式控訴程序」，對執法單位及

事業皆屬困難因應，就取締不實比較廣告之糾正程序言，建議公平會宜引用施行

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並參考美國經驗，多採行「更正廣告」之行政處分，以解

消因不實比較廣告對競爭對手及市場消費資訊所產生之誤導，並有助於市場交易

資訊之傳遞，確保比較廣告行為符合公平交易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