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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最主要是以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下，究竟何等事業可以該當本條所規定之

廣告行為主體，也就是廣告主，為出發點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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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從競爭之觀點，即以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來看，廣告行為主體必須是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所稱「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事業；同時該事業也必須

是該廣告標的之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以上兩點缺一不可，否則將欠缺該當性。文中深入

探討以上兩個基準之認定方式並檢驗市場上各種廣告行為。 

 

關鍵字：競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廣告主、商品、服務 

壹、前言 

有關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主要在於本法第 21 條

之規定。根據本條在第 1 項中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

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

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由第 1 項規定可以得知本條所規範之廣告行為客體主要是為「在商品或其廣

告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而主體

則是為此等表示、表徵1之「事業」。 

                                                      
1 
有關「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以及「表示或表徵」之定義及適用，可參考公平會「處理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原則」。以及劉孔中（2000），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

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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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條內容觀之，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看似具條理而清晰，

但具體上有兩個重要的認定上問題：一、本條第 1 項所指之廣告行為主體究竟應與該標示

或廣告內容之商品或服務有何關係？二、又，該如何認定事業是為該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表徵之表示者？認定上也許並非想像中明確。例如，商品之出賣人也許並非自己

為廣告，而是由其代銷業者所為之廣告即是其中一個例子；此外，廣告之編輯製作者與刊

登者或廣告使用者並非同一人時，誰可該當第 1 項之行為人？以下本文中將以銀行與郵購

公司一案為例作為具體之說明，因為銀行與郵購公司合作，由郵購公司印製郵購目錄再依

銀行信用卡人地址寄送，而該型錄中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此時銀行是否該當公

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似乎頗有爭議。 

談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問題，除了第 1 項之外，由於公平法第

3 項規定：「前兩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所以如何認定服務之廣告主，尤其若

事業之事業活動同時與商品及服務相關時，究竟應是用第 1 項或第 3 項，亦會有混淆之情

況發生。至於第 4 項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引人錯

誤之廣告，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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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廣告主負連帶賠償責任。」雖可得知廣告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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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廣告媒體業雖無行政責任僅有民事責任2，但論及廣告行為時，參與廣告與廣告有密

切關係之此兩者，亦有一同探討之必要。 

本文在討論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之前，必須先了解其規範目的以及保護法

益，再以條文結構來分析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問題，再加以實際的案例來分析，嘗試於其

中歸納廣告行為主體之明確範圍3。 

貳、第 21 條之規範目的與保護法益 

如前言所述，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內容，其實除了競爭法中之妨礙公平競爭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還尚包含在德、日等國是另為獨立立法之「不正競爭防止法」之內容，雖此

兩者皆與公平競爭有關，但是規範之目的與角度並不一致4，所以討論第 21 條必須先對兩

                                                      
2
 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行為，其行政責任規定於同法第 41 條：公平交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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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

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並且依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之規定，公平會得命違反公平法第 1 項及第 3 項之事業刊

登更正廣告。至於民事責任方面，則有公平法的 30 條至第 31 條之規定，包含除去、防

止侵害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3
 公平會如何規範不實廣告，可參考林東昌（1999），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

萬國法律第 103 期，頁 52-62。 

4
 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1 條規定：「本法律，乃為確保事業間之公正競爭及與之相關之國際約

束確實施行，不正競爭之防止及與不正競爭相關之損害賠償措施之施行，藉此期望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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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相異處有所了解。 

一、規範不公平競爭之行為 

公平法所保護的利益，可分為公共利益、競爭者之競爭利益、以及交易相對人之交易

利益（或消費者利益）5。所謂公共利益是指社會經濟交易機能中所創造之社會整體最大

利益，在公平法第 26 條規定公平會依職權調查處理時，乃以符合「公共利益」與否為門

檻，由此可以解讀所有公平法規範的行為中都必須具有公共利益。而競爭者之利益，則是

指參與市場之事業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可以由提供商品或服務及有利之交易條件，供交易人

選擇，爭取交易機會而得以獲得之利益；交易相對人利益則是指為包含消費者之所有交易

相對人因交易行為而可獲得之利益6。競爭者利益與消費者利益不一定受到公平法中所有

規範的保護，有些規範僅保護其一，而公平法第 21 條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則是同時保護

此兩種利益。 

                                                                                                                                                      

國民經濟健全發展之目的。」 

5
 關於公平法之保護法益，亦有學者對於公平法保護之法益採四分法，即依據公平法第 1

條之立法目的將其四分為：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及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參考廖義男（1993），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頁 1-14。

此外，關於不實廣告之保護法益之相關討論，參考陳櫻琴（2000），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

研究--「廣告詐欺犯罪」之省思。中原財經法學，第五期。 

6 
有關保護法益之解釋，參見黃茂榮（1993），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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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維護「公平競爭」的目的 

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既然屬於「不公平競爭」之行為類型之一，可見其維護「公

平競爭」下保護競爭利益的目的。而所謂公平競爭7，在不實廣告的規範目的中則應著重

於確保競爭手段的公正性8，規範事業不得以虛偽不實之廣告內容，引起交易相對人之錯

                                                      
7
 在日本，在獨占禁止法中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相當於我國公平法的「不公平競爭」，

但非全然相同）中所保障的『公平競爭』，從 1982 年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有關

不公正交易方法之觀念」以來，一般通說都以該報告所提出的三種應被保護的公平競爭

狀態為內容，包括：（1）自由的競爭：不妨害事業間自由的競爭及事業參加此等競爭。（2）

競爭手段的公正性：自由的競爭須來自以價格、品質與服務為中心（能率競爭），而維持

自由之競爭秩序（3）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交易主體對於有關交易之承諾與否及交易條

件，須基於自由且自主的判斷下進行交易，以保持自由競爭之基礎。無論欠缺以上何者，

都會對於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具有「公正競爭阻礙性」（也就是我公平法所稱之「妨

礙公平競爭」）。「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中的行為類型即至少欠缺其中一種或數種之公平競

爭狀態，而不實廣告之行為應屬其中之欠缺競爭手段的公正性，換言之，此等行為類型

屬不公正的競爭手段。參考岸井大太郎、向田直範、和田健夫、內田耕作、稗貫俊文 

 （2004），經濟法―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 4 版)，頁 183。 

8
 在日本，在獨占禁止法中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相當於我國公平法的「不公平競爭」，

但非全然相同）中所保障的『公平競爭』，從 1982 年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有關

不公正交易方法之觀念」以來，一般通說都以該報告所提出的三種應被保護的公平競爭

狀態為內容，包括：（1）自由的競爭：不妨害事業間自由的競爭及事業參加此等競爭。（2）

競爭手段的公正性：自由的競爭須來自以價格、品質與服務為中心（能率競爭），而維持

自由之競爭秩序（3）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交易主體對於有關交易之承諾與否及交易條

件，須基於自由且自主的判斷下進行交易，以保持自由競爭之基礎。無論欠缺以上何者，

都會對於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具有「公正競爭阻礙性」（也就是我公平法所稱之「妨

礙公平競爭」）。「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中的行為類型即至少欠缺其中一種或數種之公平競

爭狀態，而不實廣告之行為應屬其中之欠缺競爭手段的公正性，換言之，此等行為類型

屬不公正的競爭手段。參考岸井大太郎、向田直範、和田健夫、內田耕作、稗貫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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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達到不當引誘其與自己交易之目的9，而破壞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因此，會影響

與競爭者間之競爭的所有不實廣告行為都應該受到規範，此乃表彰公平法規範競爭秩序之

特色外，更是突顯公平法有別於其他亦規範不實廣告之法律的重要所在10。 

2.正確消費資訊的提供 

（1）正確的消費資訊與公平競爭 

                                                                                                                                                      

 （2004），經濟法―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 4 版)，頁 183。 

9
 在日本，在獨占禁止法中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相當於我國公平法的「不公平競爭」，

但非全然相同）中所保障的『公平競爭』，從 1982 年獨占禁止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有關

不公正交易方法之觀念」以來，一般通說都以該報告所提出的三種應被保護的公平競爭

狀態為內容，包括：（1）自由的競爭：不妨害事業間自由的競爭及事業參加此等競爭。（2）

競爭手段的公正性：自由的競爭須來自以價格、品質與服務為中心（能率競爭），而維持

自由之競爭秩序（3）確保自由競爭之基礎：交易主體對於有關交易之承諾與否及交易條

件，須基於自由且自主的判斷下進行交易，以保持自由競爭之基礎。無論欠缺以上何者，

都會對於競爭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具有「公正競爭阻礙性」（也就是我公平法所稱之「妨

礙公平競爭」）。「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中的行為類型即至少欠缺其中一種或數種之公平競

爭狀態，而不實廣告之行為應屬其中之欠缺競爭手段的公正性，換言之，此等行為類型

屬不公正的競爭手段。參考岸井大太郎、向田直範、和田健夫、內田耕作、稗貫俊文 

 （2004），經濟法―独占禁止法と競争政策，(第 4 版)，頁 183。 

10
 關於其他對於廣告亦有規範之法律，依立法目的可以分為：一、基於公序良俗之禁止規

定：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二、基於職業倫理之禁止規定：如醫師法中禁止醫

師為醫療廣告。三、基於執業資格之規定：如醫療法中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

告。四、基於保健的理由：如菸害防制法。五、基於不實廣告之禁止：如消保法、衛生

管理條例等等。與不實廣告有關的除了第五項之外，第三種應具資格而未具資格的情形

亦可能有不實廣告的問題。參考參閱鄭優、單驥、黃茂榮、江炯聰（1999），公平交易委

員會關於廣告之規範政策與實務的檢討，植根雜誌第 15 卷第 9 期，頁 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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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護交易相對人之交易利益的角度，交易相對人除了是事業當然亦包含消費者11。

從公平法第 1 條之立法意旨中也可看出維護消費者利益是公平法立法之重要目的之一，即

使消費者利益究竟在競爭法中要如何評價，學說上出現爭議12，但近來，透過競爭法的角

                                                      
11

 在日本，關於不實廣告，若是以不公平之競爭手段，讓交易人誤認，其交易相對人可包

括事業及消費者，事業誤認而產生公正競爭阻礙性者，是屬於競爭法，也就是獨占禁止

法（一般指定第 8 項）之範疇；若是在引起一般消費者誤認之問題則屬「不當贈品類及

不當表示防止法」（「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簡稱「景品表示法（贈品表示法），

是獨占禁止法之補充法」，其內容除不實廣告外尚包括不當贈品之問題）之問題，有直接

保護消費者利益之一面。而實務上，對於不實廣告的問題多皆以「贈品表示法」為適用

依據來處理。有關兩法對於不實廣告問題之關聯性與問題，可參考內田耕作，日本經濟

法學會（2002），独禁法の理論と展開（2），頁 67-89。 

贈品表示法乃屬獨占禁止法之特別法，關於不實廣告方面之規範，其內容規定比獨

占禁止法詳細得多。其關於不實廣告之相關規定最主要在第 4 條第 1 項：「事業對於有關

自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交易，不得為下列各款之行為：一、有關商品或服務的品質、

規格及其他內容，因為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比實際的內容或與該事業有競爭關係的其他事

業相關內容顯著優良，因而被認定有不當地引誘顧客，阻害公平競爭之虞之表示。二、

有關商品或服務的價格及其他交易條件，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與實際的內容或與該事業有

競爭關係的其他事業相關內容對交易對象而言較為有利，因而被認定有不當地引誘顧

客，阻害公平競爭之虞之表示。三、除前面兩款規定之外，商品或服務之相關事項為使

消費者有誤認之虞之表示，被認定有不當地引誘顧客，阻害公平競爭之虞而為公正取引

會所指定之項目。」 

12
 在競爭法的規範目的中，消費者利益究竟是屬於直接目的或是間接目的似乎存在歧見，

有關此部份可以參閱実方謙二，前揭註 9，頁 32。我國學者間亦有不同的看法，公平會

似乎有認定其為間接目的之表示，參閱公平會（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增訂十版），

頁 3。但實際上，公平會處理公平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之案件時，卻又見公平會在很多

與消費者相關之案件上，以消費者利益作為衡量的出發點，盡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目的。

相關論點可參考何之邁（2002），公平交易法實論，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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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保護消費者利益已是被各國視為重要的競爭政策之一13。因為，要維持競爭秩序、確

保公平之競爭，就必須保障市場上的每個角色在市場上所做的每個決定的過程中當都能夠

充分參與，其中當然包括流通過程中的最終消費者，對於消費者在市場上所表明的選擇給

予最高的尊重及保障，可以說是競爭市場經濟的重要特性之一，亦是達到事業間公平競爭

的基礎。而廣告，則是讓消費者能夠做出正確選擇的重要資訊，所以確保消費者於交易過

程中獲得正確資訊，就能充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尤其近年來對於各項事業開始放寬管

制，對事業解除了許多的事前規範，雖然可以藉此促進市場之公平競爭，卻相對降低對於

消費者的保護14，因此提供正確的消費資訊讓消費者能夠作正確的交易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課題，而公平法第 21 條即扮演了這個從競爭角度保護消費者的角色。 

（2）與消費者保護法之比較 

                                                      
13

 在日本，早期關於在競爭法上應如何評價消費者利益的問題雖亦存在爭議，但是近年來

消費者的交易相關問題受到重視，公正取引委員會接納「消費者交易問題研究會」於平

成 14 年所提出的報告書，將「創造及確保消費者能夠做出正確適當的意思決定的環境」

的消費者政策納入競爭政策之一環，積極努力。參考南部利之（2004），消費者に対する

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取組について，公正取引 633 號，頁 22-27。 

14
 在日本，早期關於在競爭法上應如何評價消費者利益的問題雖亦存在爭議，但是近年來

消費者的交易相關問題受到重視，公正取引委員會接納「消費者交易問題研究會」於平

成 14 年所提出的報告書，將「創造及確保消費者能夠做出正確適當的意思決定的環境」

的消費者政策納入競爭政策之一環，積極努力。參考南部利之（2004），消費者に対する

公正取引委員会の取組について，公正取引 633 號，頁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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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談到透過正確消費資訊來保障消費者利益，而如此一來，公平法就不實廣告的部

分與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稱『消保法』）之間差異何在？因為消保法亦於第 22 條之規定：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真實性。」

作為規範之依據，是許多一般人混淆之疑問。對此問題，簡而言之，在消保法方面，乃以

保護消費者作為直接且唯一之立法目的15，並不考量企業間之競爭問題，所以對於不實廣

告的問題，並非著眼於事業之不實廣告內容所引起不公平的競爭，而是對消費者所造成的

損害，即使是單一消費者的偶發狀態亦屬之。由於消保法主要規範重點在於企業經營者與

消費者間之資訊不對稱的定型化契約問題，是立於消費者權利的角度下對於民法契約法中

契約自由原則的反動。因此消保法對於不實廣告，乃透過該法第 22 條之規定，對事業課

以「約定之給付」義務以嚇阻事業不得為不實廣告，若非如此，廣告在契約中僅屬於「要

約引誘」，只有喚起消費者為要約之作用，對於事業本無拘束力，消保法第 22 條可使廣

告內容於事業與消費者成立契約時，成為保護消費者利益的下限16。所以在消保法中對於

不實廣告中所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應該主要著重為與消費者成立或將成立契約關係之事

業，其於廣告中為不實內容而對消費者所造成的損害。相對地，公平法第 21 條所規範之

                                                      
15

 此可由消保法第 1 條規定：「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高國民消費

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看出。 

16
 有關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之解釋與運用，請參考鄭優，前揭註 10，頁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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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行為主體，則重在廣告對於相關商品、服務市場之公平競爭所產生之影響，至於其與

交易對象之契約關係則非重點17。 

二、不正競爭之防止 

為了確保市場之公平及自由之競爭，以公平法透過行政主管機關監視市場之競爭動

向，對於限制競爭或使用不公平競爭方法之事業，直接對其採取行政處分措施的方式，乃

是競爭法的角度。但是除此之外，因不公平競爭方法，即違反善良工商業習慣之不正競爭

行為而受害者，應給予除去侵害請求權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18，以透過司法程序的方式來

賠償或排除被直接侵害利益之競爭者之損害並同時回復競爭秩序的方法，此則是一般於公

                                                      
17

 有關廣告之公平法上之責任與契約責任問題：學者提及，若對於交易客體能事前檢視或

就交易客體之品質或內容達成合意，縱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此瑕疵亦因事後就交易客

體之品質與內容經協商獲致合意獲得治癒，事後因契約所交付之交易客體若有與廣告內

容不符之情況，僅屬於債務不履行的問題，而無公平法第 21 條之不實廣告問題。因為公

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應屬於契約訂立之前，因廣告使交易相對人陷於錯誤而締結契約或開

始締結契約之情況，兩者若不分清楚，將使不實廣告與債務不履行造成混淆。關於此論

述，詳閱黃茂榮，前揭註 18，頁 112-113。 

18
 在日本之競爭法「獨占禁止法」中與我國公平法一樣，有民事責任之相關規定，如此一

來是否「不正競爭防止法」似乎失其必要性，其實不然，因為「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規

定乃以因不正當的競爭方法而營業上之利益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者始得主張民事上之

權利，所以必須是具競爭關係之競爭者間始論及「不正競爭防止法」之民事責任，「獨占

禁止法」之民事責任則不限於此。參見松村信夫（2004），不正競業訴訟の法理と実務（第

4 版），26 頁。 



 
 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有關廣告行為主體認定之研究 83 

 
 

平交易法規之外另立不正競爭防止法之目的19，藉此來補強競爭法的不足。公平法第 21

條中第 2 項及第 4 項所規範之事業，即應屬於非與不實廣告標的之商品或服務之市場競爭

有直接關係者，其應屬於參與廣告，一同與廣告主完成不實廣告之行為，而對於商品或服

務之交易相對人以及競爭者造成損害之情形，應是屬於此等不正競爭防止法中所規範的行

為類型。 

就日本之不正競爭法之內容而言，其包含 1.引起商品、服務等主體混同之行為。2.冒

用著名表示之行為。3.仿冒商品之散佈行為。4.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5.破壞程式、影音

之技術性保護措施。6.為不適當之目的取得網域名稱之行為。7.引起商品、服務之原產地、

質量等誤認之行為。8.營業毀謗之行為。9.代理人等所為之擅自使用商標之行為；其中與

不實廣告有關的部分主要是第七類型。此等不正競爭的規定在我國並無另外獨立立法，而

散見於公平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的部分中。不正競爭之行為類型，多屬於直接侵害某特定

競爭者之營業利益（例如「仿冒行為」即是）；相對於此，競爭法中之不公平之競爭方法，

則是著重該行為對於整個競爭秩序之侵害之反競爭效果，其被害並非特定之競爭者，而是

競爭者全體。但是不正競爭行為之中實有處於較模糊地帶的類型，例如本文主題之有關引

                                                      
19

 有學者則區分為，競爭法是以「競業之自由」為目的，而不正競爭防止法則以「競業之

公正」為目的，換言之，強調競爭行為之正當性。參考徐火明（1997），公平交易法論－

不正競爭防止法，頁 115；小野昌延（2000）新註解不正競爭防止法，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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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誤認之標示或廣告的行為，很難認定是否侵害特定競爭者而主要是競爭者全體20，即是

一例。 

我國公平法在制定之際，將不正競爭的部分納入，確實也有畢其功於一役之效果，可

同時更為完整地規範與競爭相關的所有問題及責任，但是在法體系上，要如何協調兩者，

違法構成要件上是否要衡量兩者之不同，實非易事21。在公平法第 21 條中，在第 1 項及

第 3 項是以競爭法的角度來規範不實廣告，針對自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以不實標示、廣

告使人誤認比競爭者優良，對相關市場所造成不公平競爭。但第 2 項所規範之對於登載有

不實標示、廣告之商品為販賣、運輸、輸出、輸入者，一般而言是屬於散佈不實廣告之角

色，即是屬於類於幫助犯的角色，此等業者並非直接為不實廣告者，只是因為其經手流通

登載不實廣告商品、服務之行為，和直接為不實廣告之事業一同侵害之其他競爭者之營業

利益造成其損害22，而需要對此等被侵害之事業負責。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和第 2 項一樣，

                                                      
20 
所以在日本關於引起誤認之廣告、標示行為，很難去認定被害事業之營業利益損失，向

來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幾乎不曾作用，僅止於除去侵害請求權等之不作為請求權。松

村信夫，前揭註 11，頁 500。 

21 
有關我國將不正競爭行為法典化列入公平法之始末，請參考徐火明（1997）前揭註 19，

頁 113-116。
 

22
 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2 條第 12 款：「於商品或服務或於其廣告或其他使用於交易之書

類或通信上對有關該商品之原產地、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用途或數量，或對服務之

品質、內容、或數量為有使人誤認之表示，又將載有該表示之商品為讓與、交付、或為

讓與、交付而展示、輸出或輸入，或提供為該表示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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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於是第 1 項及第 3 項之行為主體之幫助者，但兩者的法律責任並不相同（第 2 項之行

為人須負行政責任；第 4 項之行為人僅負民事責任。），是值得注意及思考的。 

參、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 

在第 21 條第 1 項中，對於規範的主體之定義是為在商品或廣告上為虛偽不實、引人

錯誤之表示、表徵之「事業」23。所謂「為」表示、表徵之行為，具體而言，即是決定廣

告或標示之內容之行為，以及將所決定之內容表現傳達使大眾得以得知之行為。這樣的行

為未必由單一事業完成，亦有可能關係到數個事業，例如由製造業者為標示、販賣業者為

廣告，或經銷過程中歷經數個不同流通業者，各有廣告之情形，而此時，究竟該如何認定

何者才屬於第 21 條所要規範之為不實表示、表徵之事業，便成為認定規範主體時之重要

問題。 

                                                      
23

 公平法對於「事業」之定義，在第 2 條中將其劃歸為：一、公司。二、獨資或合夥之工

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是從其在市場

上之角色來定義，要求其必須以提供市場價值的經濟活動為常業的主體。對此，消費者

保護法之中所稱規範對象「企業經營者」，原則上其亦符合公平法對事業之定義，只是

名稱不同，但消費者保護法對於企業經者則重於「產銷過程」，而將其定義在商品或服

務之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者。參考廖義男（1996），消費者

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關於廣告與標示規範之競合，律師通訊 4 月號，19 頁。此種垂直

式的定義對於公平法在檢視事業在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問題時亦相當適用。至於公平法與

消保法對事業在定義之相異處，參考劉孔中（1995），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比

較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七卷第二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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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必須先敘明的是，適用第 21 條之前提，必須是事業對於自己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為不實表示、表徵，若事業是對於其他事業提供之商品、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表徵，則應適用第 24 條或有第 22 條之問題，而非適用第 21 條24。因此，事業對

自己及他事業之商品或服務為比較廣告的情形，若對於雙方之商品或服務皆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時，則必須同時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與第 24 條，但是同在一則廣告中，是

否有必要做如此切割，有商榷之餘地。此等廣告方式無非是事業希望透過比較，傳達給消

費者自己的商品等勝於競爭者之資訊，雖然廣告內容中涉及其他事業之商品等之陳述，但

重點則在於說明自己的商品或服務的優點，與其他廣告方式並無二異，將對於他事業之不

實陳述視為是不實交易資訊之一部分，同樣適用主要規範不實廣告之公平法第 21 條，似

較妥適25。 

一、廣告主之認定 

（一）商品之廣告主 

                                                      
24

 請參考公平會制定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有關比較廣告，請參考陳櫻

琴（1999），「比較廣告」理論與案例。 

25
 日本對於不實比較廣告，則著重於事業以不實比較廣告讓一般消費者誤認其商品、服務

較被比較之事業優良或交易條件較為有利而具違法性，與其他不實廣告在法條適用上並

無不同。參考日本公正交易委員會所制定之「關於比較廣告在贈品表示法上之見解」（比

較広告に関する景品表示法上の考え方）。http://www.jftc.go.jp 網站上可以檢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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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主要即是指第 1 項所規定之廣告主。由於第 21

條第 1 項乃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

之……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從條文可以得知該條之規範主體乃為在商

品或廣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事業」。此處所謂之「事業」究竟該如何定

義其範圍，從前述之規範目的應把握幾個重點：一、是其必須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之表示者。二、為提供商品之事業；缺一不可。以下，針對認定第一項之廣告行

為主體，討論幾個重點： 

1. 商品及「其」廣告 

要談認定廣告行為主體前，先談論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

廣告上，……。」，此處所為之『其』，究竟應指為何？對此，存在有不同見解。一是指

「事業」，也就是此應定義為事業不得在商品或自己的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另一個見解則認為是指「商品」，也就是事業不得在商品及商品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26。對於此一問題，個人較贊成後者，「其」乃指商品，因為不實廣告之

內容，可分為包含直接附著於商品之上的標示（本文以下皆簡稱此為「標示」），以及與

商品分離獨立之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中所為之不實表示或表徵，兩者皆屬於第

                                                      
26

 此一爭議可參考請參考公平會，競爭政策通訊（2003），第七卷第六期，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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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條之規範對象，一般實務會將附著於商品之不實記載者稱不實標示，表示有別於廣告

方式。因此，第 1 項中所規範之廣告主必須在商品或商品廣告上，關於商品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至於第 21 條中所規範之商品標示或廣告之內容，應指所有與商

品本身之品質以及商品交易條件有關之內容皆包括其中，而非僅限於第 1 項中所列示之項

目，亦非限與所謂「與商品直接相關」之事項27。 

有論者認為兩個不同的見解下，若採前說，認為「其」是指「事業」，可能會限縮對

廣告主的認定，也就是非得是事業自己刊登的廣告才符合要件，此看法不無可能性，但如

同上述，還是解釋為「商品」較符合本條項欲規範之範圍，所以不會發生此問題。 

2. 需為標示或廣告之表示者 

所謂「為」商品標示或廣告之表示、表徵者，該如何認定？基本上就如同民法論意思

表示時，常提到動機本身並無法律上之效力，必須透過意思表示而表見於外始生法律效力

一樣，所以事業必須決定欲標示、廣告之內容，並且將其表現傳達讓大眾周知，這就是標

示或廣告之表示行為。 

再者，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中，主要是要規範廣告主所為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27

 關於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是「例示」或「例舉」，以及是否需限於與商品直接相關之事

項，請參考劉姿汝（2004），電子商務之不實廣告問題，月旦法學 107 期，頁 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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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內容，所以表示者必須是決定該標示、廣告內容之事業才該當。不過，在此所謂決定

廣告中之表示、表徵，並非限於事業者親為，委託他事業完成亦屬之；提供商品之事業，

即使非直接或積極參與廣告內容之決定，但有監督、管理義務者亦是；或甚至包含廣告內

容之決定或完成雖另有他事業，但接受有關廣告內容之諮詢而提供意見，或將內容為修正

等之事業，亦屬於對廣告內容之決定有影響之行為28。在具體事例上，討論幾個情況： 

（1）經銷 

所謂經銷，是指商品製造業者或供應業者透過其他獨立之販賣業者銷售商品，由於各

產銷階段不是同一事業29，則視標示、廣告由誰決定做成。若是由下游業者自行為不實標

示、廣告，而上游業者未為表示時，上游業者即非廣告行為主體。反之，若下游業者僅販

賣上游業者所提供之載有不實標示、廣告時，該下游業者則非廣告行為主體，但其有該當

公平法第 21 條第 2 項之問題，此部分容後再論。準此，若下游業者本身並未為廣告標示，

但其散發上游業者所提供之廣告傳單，以供宣傳商品，又該如何判斷？對此，若強調決定

廣告表示者，則該單純散發傳單之事業則非廣告行為主體30，只能認為屬第 2 項販賣載有

不實廣告商品之行為。 

                                                      
28

 參考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前揭註 8，163 頁。 

29
 黃茂榮（1998），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頁 179。 

30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前揭註 8，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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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層次傳銷 

所謂多層次傳銷，依公平法第 8 條第 1 項之定義：「本法所謂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

或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及介紹他人參

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言。」換言之，事業是透過許多層

的直銷商來銷售商品、勞務31，是一種直銷方式。基本上參加人並非獨立之事業且多為一

般自然人，其與多層次傳銷事業之間的關係，就像多層次傳銷業者自己的業務員銷售商品

一樣。因此，多層次傳銷事業所為之不實標示、廣告，基本上由自己負不實廣告責任，不

需另外論處參加人32；至於非多層次傳銷事業而是參加人自己為不實廣告時，多層次傳銷

事業必須負責。如此較為符合多層次傳銷組織之一體性。是故，即使下線參加人先已付清

款項買斷商品再銷售之情形，因為其與直銷總部之間仍有取得獎金、佣金等之關係存在，

                                                      
31

 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內部關係，詳見公平會（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第十版），頁

382。 

32
 參加人（直銷商），不論是以個人、公司、工商行號之型態出現，只要其遵照多層次傳

銷事業所定之營運計畫、規章或參加契約進行傳銷行為，仍然屬於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所稱之「參加人」，是該傳銷組織的一份子。但是，如果參加人除了遵照多層次傳銷事

業所定之營運計畫或規章或參加契約為傳銷行為之外，還另行組成公司，且另訂有一套

營運方法，統籌規劃傳銷行為時，應視其為一個新的傳銷事業。關於此點，請參照，認

識公平交易法（第十版），頁 390。 

則該參加人於新的傳銷組織中所為之行為，原多層次傳銷事業則無需負責，包括其所為

之不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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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僅因先買下商品為由而否認參加人仍屬於直銷體系一環之事實，為所有權的有無並不

影響事業是否該當廣告行為主體。 

（3）代工或製造業者與出品業者 

現在有很多商品，製造與出品之事業並不相同，商品由製造業者製造，再由出品公司

負銷售之全責，兩者協力銷售商品；或是有些事業雖然商品上掛自己的品牌，實際上卻是

找其他製造業者代工皆有之。這裡會出現的問題多在於商品標示上，因為商品之製造業者

多同時負責商品標示，此時，何者該認定為標示行為主體？關於此問題，雖然形式上標示

是由製造業者所登載，但內容其實多由出品或品牌公司所決定，代工或製造業者只是完全

聽命行事的情況不少；若為如此，行為主體應是該實際決定標示內容之事業才是。所以，

出品或品牌公司所負為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責任，而非負第 2 項之販賣登載不實標示

之行為。尤其是品牌公司找代工的情形，基本上應將該商品視為品牌公司自己所製造，由

其負不實廣告之責任，非常合理。但若製造業者或代工業者亦有參與意思表示之決定，則

其亦視為表示者之一，共同負第 1 項之責任33。 

3. 必須是提供商品之事業所為 

關於判斷廣告行為主體，除了前面所討論之並須是決定並為標示、廣告者外，是否還

                                                      
33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前揭註 8，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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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提供商品之事業？由於從條文之敘述上並未將其明示，故並非十分明確。因為本條

項並非如日本之「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簡稱「贈品表示法」）中對於不實廣

告的規範主體定義為：「對於有關自己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交易從事不當表示之事業者」

34，則必須限定於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事業始能該當行為主體。相較之下，從我國第 21 條

第 1 項條文之呈現，似乎對於不實廣告之主體只要對商品上之標示或廣告為不實之表示及

表徵者即可，該當本條第 1 項。但從第 21 條第 2 項及第 4 項之規定另外對於純粹販賣、

運送、輸出、輸入業者以及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等事業另為規定，可以看出第 21 條

第 1 項之廣告主應為商品標示、廣告之同時還須是提供商品之事業，且也僅有限縮與此，

才能和商品市場之競爭產生關係。 

所謂提供商品並為廣告之事業，可以是商品任何一個產銷階段之事業，因為他們皆與

商品市場之競爭有關，不一定是要與最終消費者交易之零售市場，其可以是製造業者、販

賣業者，還可包括仲介業者等35。反之，若決定並為廣告之事業但並非提供商品者，並不

適合被認定為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因為對該事業而言並沒有因為該不實廣告而影響與

自己競爭者間之關係，而不實廣告在競爭法中值得非難之處在於使用不實廣告之事業以此

                                                      
34

 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內部關係，詳見公平會（2004），認識公平交易法（第十版），頁

382。 
35

 參考劉華美（91），最高行政法院有關不實廣告之裁判之評析，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51

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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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來妨礙與競爭者間之競爭，故不應包含於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之內。

此外，如何認定是否為商品、服務的「提供者」，較具體的判斷標準，應以該事業是否因

該商品、服務的交易而獲得利潤，且該商品、服務是否為該事業與競爭者間的競爭條件，

做為認定的依據。 

至於另外有一個問題則是，所謂提供商品之事業，其前提是否應限定於該事業必須持

有該商品之所有權？在下一個部分要討論的銀行案例中，在公平會的處分書中之不同意見

書裡出現了一個判斷基準，認為若持有所有權之事業為不實廣告時應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

第 1 項之商品廣告主體，反之，若未持有所有權之事業為不實廣告，則至多該當第 3 項。

關於此見解，個人較傾向反對之意見。所謂提供商品，並不一定要持有該商品之所有權，

只要該事業屬於商品銷售過程中之一環即可。商品所有權之有無並非本條之重點，一般而

言，所有權的問題應該是屬於判斷是否該當垂直限制行為時之判斷基準，而本條規範之行

為並不屬之。此外，以此當作第 1 項及第 3 項之區分標準，也難謂精準，明明廣告之標的

為商品，卻因無所有權即歸類至服務範疇，似乎不妥。 

以下就具體例子為解說： 

（1）代銷 

所謂「代銷」，是指商品之供應業者與代銷業者之間就商品並無實際交易之行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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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有權並未移轉至代銷業者而仍屬供應業者所有，只是代為銷售；其與經銷之差別，在

於若為經銷，商品則透過供應業者與經銷業者間之交易已將所有權移轉至經銷業者36。雖

然代銷業者並無商品所有權，但仍對該商品之銷售有所獲利成為共同銷售者，則代銷業者

因而為不實廣告時，應該也可該當第 1 項，不因未持有商品之所有權而受影響。有關代銷

的問題，將在後面有關銀行與郵購目錄之的關係中詳論。 

（2）房屋仲介業 

就房屋仲介業而言，在房屋買賣仲介這一部分的業務，仲介業多未持有其所仲介之房

屋的所有權，就前述之「所有權說」之下，房屋仲介業者若未持有房屋所有權而有不實廣

告之行為應適用公平法第 21 條第 3 項，但實際上公平會並非使用此一標準。就公平會例

年來對於房屋仲介業適用第 1 項或第 3 項之標準，乃以仲介業究竟是對「房屋」為不實廣

告，還是房屋以外之服務為虛偽不實或錯誤之表示為準；例如：86 年的太平洋房屋一案，

仲介業乃於房屋之坪數及每坪成交單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及表徵，即屬第 1 項

之適用37；而適用第 3 項之案例，則有 92 年永慶房屋刊播「永慶房屋領先信義房屋一分

                                                      
36

 參考黃茂榮（1998），前揭註 29，頁 181。 

37 
公平會 86 年公處字第 115 號處分書。其他例子還有 85 年公處字第 057 號處分書、82

年公處字第 048 號處分書、81 年公處字第 060 號處分書等案例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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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一分鐘配好對」之廣告內容，為引人錯誤之表示38，以及 90 年城居有限公司未

於廣告看板明示「加盟店」字樣一案等39。若不適用所有權說，公平會上述之區分方式是

否妥適？基本上房屋為不動產，符合商品之定義40。但是，所謂仲介乃屬民法上之居間，

根據民法第 565 條之規定：「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位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

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契約之標的應為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擔任訂

約之媒介41，房屋仲介業者是以取得媒介顧客房屋交易來做為和其他競爭者間競爭之內

容，並非直接將房屋作為提供消費者之商品，就此點而論，將房屋仲介業者對消費者所提

供之不動產買賣媒介認定為無形之服務，亦非全屬無理。但一方面，公平法對於不實廣告

所要規範的內容，似乎並無需拘泥於民法契約之當事人關係或給付標的，即使房屋並非仲

介業者直接給付之內容，卻不可否認是仲介業者間競爭之重要要素，且就房屋本身既可視

為商品，那公平會之區分方式亦非全然無理。 

（3）百貨公司等將賣場租借的情形 

                                                      
38

 公平會 92 年公處字第 092182 號處分書。 

39
 公平會 90 年公處字第 203 號處分書。 

40
 公平法雖未定義「商品」，但就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中之定義：「本法第 7 條所稱商品，

指交易客體之不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商品、半成品、原料及零組件」，房屋應可包含

在內。 

41
 參考邱聰智（2002），新訂債法各論，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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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或其他大型賣店將賣場租借給販賣業者的情形，例如在日本曾引起討論的

「京王百貨公司」一案42，肉品販賣商「明治屋」於百貨公司中租用店舖販賣肉品，在賣

場及肉品上的標示，除「明治屋」本身之相關記載外，還載有「京王百貨店 精肉舖」之

名稱，結果販賣之肉品在其標籤上以及百貨公司印行的DM 中出現虛偽不實且引人錯誤之

表示，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我國公平會)認為百貨公司亦是該不實廣告之廣告主。所

以，在此種租借賣場給他事業販賣商品的情形，若百貨公司之事業對於設櫃業者之商品相

關之標示或廣告上使用自己的名稱或亦為內容之表示，且百貨公司對於設櫃業者之商品、

服務仍有利潤可得，並以此等商品、服務做為與其他百貨業者間競爭之主要內容，即使對

商品並無所有權，仍應可認定同為商品提供者，此時百貨公司及設櫃業者兩方事業皆該當

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若百貨公司只出具自己的名字，並未另標示設櫃

業者之名稱時，例如：僅示「○○百貨 蔬果部」所賣的蔬果，則只能以百貨公司為廣告行

為主體43。 

（4）網路與電視購物 

在網路交易活絡的現在，很多購物平台網站如 Payeasy，或其他如 PChome 等大型入

                                                      
42

 平成 14 年（排）第 27 號。參考垣内晋治（2003），平成 14 年度における景品表示法処

理状況，正取引 No.633，頁 28-34。 

43
 川井克倭、地頭所五男，前揭註 8，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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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網站所經營的購物網站，其經營方式實為一個虛擬的百貨公司，同樣是提供一個可以讓

加入的廠商銷售商品、服務的地方，只因其非面對面販賣所以關於付費方式以及送貨管道

亦透過購物網站平台來統一運作，並可因此營造購物網站的整體性。購物平台網站是以這

些廠商的商品、服務來與其他購物網站為競爭，同時對於售出的商品可以取得一定比例的

利潤抽成，應可認定其為商品、服務的提供者，再加上這些網站對於加入的廠商所提供的

商品、服務及其相關標示、廣告有檢視權，並透過網站在首頁或各網頁或是對會員發電子

郵件的方式來登載廣告，所以亦是廣告、標示內容的決定者之一，因此這些網站可以該當

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 

與網路購物一樣，電視購物近年來亦成為風潮。所謂電視購物，有以廣告方式穿插於

電視節目中，亦有和電視台租下時段以節目方式撥出，而最受到矚目的則是專設購物頻道

全天候販賣商品、服務的方式。前面兩種電視購物，電視台不過是提供時段收取費用供事

業販賣商品、服務，至多在知情或可得而知的情況下負第 21 條第 4 項的民事責任。至於

購物頻道，乃專為提供事業販賣商品、服務而設立之購物專屬頻道，不單是提供時段，還

包括購物節目的製作統籌、提供主持人，還可以從售出之商品獲得利潤；頻道中所提供的

商品、服務已成為購物頻道業者間競爭的重要內容，故此等業者已非純粹媒體而是共同行

銷商品或服務之事業，當然可以直接論第 1 項之責任，而供貨廠商其提供商品又參與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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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作當然亦該當不實廣告之行為主體44。電視購物或許和網路購物或其他郵購的販賣方

式並無太大差異，但是其透過電視頻道放送深入各個家庭，影響力卻更為深遠，尤其近期

電視購物頻道遽增，其可能發生的不實廣告問題不可小覷45。 

（5）合作或贊助廠商 

關於合作或贊助廠商的廣告責任問題，亦是常被論及的。此一問題，以前述之基準檢

視，必須分成兩種情況來判斷，也就是該廠商是否為商品提供之事業來作區隔。如果合作、

贊助廠商本身亦參與商品之共同銷售，再加上對於廣告有出具名稱並有參與之情況則該當

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應屬恰當；反之，若合作、贊助廠商本並非商品提

供者，與商品毫無關係之情況下，則站在競爭法的角度，實難要其負起第 1 項之責任，因

                                                      
44

 參考公平會 93 年公處字第 093115 號處分書。本案中，在電視購物節目中對於商品的不

實陳述，公平會認定電視購物公司（東森得易購公司）與商品供貨業者分別該當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之不實廣告行為主體。而同樣為電視購物之不實廣告案，公平會亦有僅

處分電視購物公司者，參考公平會 91 年公處字第 091180 號處分書。就公平法第 21 條

第 1 項的要件看來，除非商品供貨業者未對購物節目中之不實陳述作任何參與，該不實

陳述全由電視購物公司自行後續添加，否則該提供商品又參與節目內容決定之業者，當

然該當第 1 項的廣告行為主體。電視購物公司如同百貨公司，同時接納眾多業者所提供

商品、服務在購物頻道中販賣，若僅處分電視購物公司，並不能根本解決不實廣告的直

接源頭，容易讓此等供貨業者換個頻道或其他販賣方式繼續存在，所以，同時對於電視

購物公司與供貨業者為處分才能對電視購物之不實廣告問題收到規範的實效。網路購物

平台或其他類型的郵購方式亦應同理而為相同的處理。 

45
 有關電視購物在競爭法上的相關問題，可以參考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布之「テレビシ

ョッピング番組の表示に関する実態調査につい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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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種情況下贊助廠商引起消費者交易慾望之情形，比較類似代言人的角色，並非直接介

入商品、服務競爭者。 

（二）服務之廣告主 

公平法所規範之範圍除了商品還包括服務，故第 21 條第 3 項之規定：「前兩項之規

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具體言之，所謂服務之廣告主在準用第 2 項及第 1 項的情況下，

應是指在服務或其廣告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對於服務之價格、品質、內容等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事業；以及根據第 2 項對於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之服務，為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之事業。 

所謂「服務」，究竟如何定義？在公平法中對於商品及服務皆無明文之定義46。但相

對於商品，服務應該是指無形之勞務，具體而言應包含運輸、旅遊、保險、醫療、建築、

飲食、教育以及其他可依委任等勞務契約加以處理之事務皆可該當47。雖然，服務要比照

                                                      
46

 消保法之規範對象同樣包括「商品」及「服務」，關於「商品」，在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4

條中有定義：「本法第 7 條所稱商品，指交易客體之不動產或動產，包括最終商品、半

成品、原料及零組件」；但關於「服務」之定義則付之闕如。原本消保法草施行細則起

草時，曾考慮將「服務」亦一併定義之，但最後決定不設解釋條文，使讓諸法院及學說

依社會經濟發展及保護消費者之需要加以決定。參見朱柏松（2001）消費者保護法論（增

訂版），頁 86。 

47
 朱柏松，前揭註 46，頁 88。 



 
100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適用商品之相關規定，而探究服務的行銷方式，大體上應該可以分成三類48：（一）提供

服務之事業，（二）經銷服務之事業，（三）以及輸入服務之事業。基本上只要是提供有

無形勞務者並為所提供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者則可該當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其所有違法性考量的方式，都可以比照前述之「商品」；至於未為表示

純粹提供服務者，則適用第 2 項。 

既然「服務」沒有具體的定義，就很難避免與商品之間無法清楚劃分的情形，如同前

面所論之房屋仲介業一例，但公平法第 21 條將廣告標的分為「商品」或「服務」各由第

1 項及第 3 項來規範，會造成具體案例適用條文時的困擾，此一問題待後面銀行與郵購公

司一案中再論。 

二、販賣、運送、輸出入業者 

在第 21 條第 2 項中規定：「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

運送、輸出、輸入」。此等事業必須負行政責任，成為被公平會處分之對象。由此規定要

件見可得知，第 2 項所規範的行為主體是並未直接為商品之標示或廣告，僅是對於已由其

                                                      
48

 朱柏松，前揭註 46，頁 89-93。書中將服務之責任歸類成 4 種類型，除文中所述之 3 種

外，還另外談到變更服務內容之服務提供者，但此項乃著重於變更服務內容後對消費者

之責任問題，應可包含於經銷服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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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業為不實標示、廣告之商品進行販賣、運送、輸出、輸入之事業49，是屬於第 1 項「原

始」從事標示或廣告行為人之跟隨者50。若此等業者自己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時，則亦有該當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之問題。 

就公平會適用第 2 項所為之處分案件看來，多屬於輸入業者與販賣業者之類型。就輸

入業者之類型而言，例如，公平會 89 年公處字第 047 號處分有關攝影器材行進口相機一

案51，該被處分人要求國外出口商於進口前撕去 Refurbished（整理品）字樣，進口之後又

未為標示說明該款相機為整理品，公平會認為公平法第 1 項及第 2 項不僅於事業有積極作

為時論之，事業如以積極不作為而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仍有違法之虞，因而認為該

輸入相機之事業違反公平法第 2 項之規定。對於本案，公平會指出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

包含隱匿資訊之不作為所引起之引人錯誤之行為，值得贊同。但是適用第 2 項之情形，必

                                                      
49

 對於販賣、運送、輸出入業者為行為主體之規定，尚有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事業就

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

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 顯示他人商品之表

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

徵之商品者。二、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

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

或活動混淆者。三、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

標，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 

50
 黃榮堅，前揭註 29，429 頁。 

51
 另可參考公平會 87 年公處字第 114 號處分案，被處分人乃輸入、販賣載有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公平會以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2 項為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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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對於載有不實標示、廣告之商品為運輸之情形，對於未記載而隱匿交易資訊之商品可

否適用？個人亦對於公平會之見解持肯定之態度。第 2 項乃以第 1 項之成立為前提，第 1

項既已成立的情況下，輸入該商品之業者在理論上適用第 2 項應屬合理，公平會未拘泥於

第 2 項之構成要件用字，實屬正確。但要一提的是，若該相機輸入業者於進口後另自行對

於商品為標示或廣告，則應論其第 1 項之責任。由於輸入業者對於輸入之商品在國內而言

應與商品的製造業者負同樣得責任52，再加上輸入業者根據消保法第 24 條的規定，對於

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說明書53，所以若輸入業者已另為標示或說明書時，則

亦應有第 1 項的責任。 

至於販賣業者之類型，在此想討論的是若同時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與第 2 項之

要件時，有無同時適用之必要之問題。就公平會 87 年公處字第 108 號處分看來，公平會

乃認為應該同時適用。在該處分案中，橡木桶洋酒公司販售由葉格公司所進口之「黑老爺

陳年 21 威士忌」、「豪情陳年麥芽威士忌」對於酒齡及原產地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葉格公司已先前被公平會以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為據被為處分），橡木桶公

                                                      
52

 可從民法第 191 條第 4 項對於商品製造人之責任：「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

同一之責任」得知。 

53
 消保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輸入之商品或服務，應附中文標示及說明書，其內容不得

較原產地之標示或說明書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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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但銷售載有前述不實標示之酒品，還在自行出版之「橡木桶洋酒快訊」中刊登該酒品

之名稱及照片，故公平會認為其行為不但有第 2 項之販賣行為，亦該當第 1 項為不實廣告

表示之主體54。但是，就公平法第 1 條及第 2 條之順序及構成要件看來，就如同前所述，

第 2 項應是要規範未為不實廣告行為僅純粹販賣或輸入商品、服務者，而同時該當兩項之

情形，不如將販賣、輸入商品的部分直接論為第 1 項中廣告行為主體之基本前提--「提供

商品」之一部分行為，而直接論第 1 項。要言之，事業若對於自己所販賣或輸入之商品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即該當第 1 項之違法要件，似乎無須另外針對其販賣、輸

入的行為論及第 2 項之責任；反之，若自己並未對商品為不實標示、廣告，而是上游其他

事業所為時始適用第 2 項，應該在第 21 條的體系建構上會較為清楚。 

事實上如同前面所論，此等事業僅是使用及擴散不實廣告之協助者而非實際從事不實

廣告者，其成為競爭主管機關之處分對象是否恰當，難謂無可議之處，因為公平法第 21

條之規範目的應著重於事業不得以不實之交易資訊為手段來達到不公平競爭之行為，但第

2 項之事業並未直接為標示或廣告，尤其是其中之運輸業者對於妨礙競爭之效果完全無

涉，是否應該作為本條負行政責任之規範對象，值得商榷。若將其定義為不正競爭之行為

                                                      
54

 類似的案件，尚有較為早期 81 年公處字第 082 號處分案，公平會亦認為被處分人之行

為同時該當第 1 項及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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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是否應如同第 4 項對於廣告代理業及廣告媒體業僅課以民事責任，讓受到營業利益

上損害之競爭者對之求償，會較為妥當。 

三、廣告代理業、廣告媒體業 

在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的部分，在第 3 項的規定：「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而

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責任。廣告媒體業在

明之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於傳播或刊載，亦應與廣告主負

連帶損害責任」，將此兩種業者另為規定對於不實廣告需與廣告主負連帶民事責任，可以

看出排除彼等負擔行政責任，無法成為公平會處分的對象55。 

所謂廣告代理商，是指接受廣告主委託，與報社、雜誌社、電視公司等媒體訂立廣告

委託契約；或負責計畫、製作、拍攝等均屬之56。廣告代理業與廣告主之間，乃因廣告之

製作非廣告主所能夠勝任，而必須透過廣告代理業之協助使得以完成並刊登於大眾媒體，

兩者間或為委任、或為承攬方式，但通常廣告主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廣告相關內容多會指示

                                                      
55

 公研釋 002 號中解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規定時，廣告媒體僅負民事責任，

並無刑事及行政責任，而民事連帶責任乃普通法院審理之權責，故廣告媒體業之適用範

圍仍由法院認定。」。 

56
 莊春發、范建得（1994），公平交易法第三冊—不實廣告，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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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代理商，所以，廣告主不得以廣告委託外製而推諉廣告責任57。 

廣告媒體業乃指報社、雜誌社、電視公司等提供廣告得以傳播讓大眾得知之媒介。而

公平會對於本項所謂之媒體乃限於對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能力之可

能而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58。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同樣是屬於廣告主欲將廣告內容傳

播大眾得知之必要途徑，但廣告媒體業僅提供時段或版面出賣給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其

並未直接參與廣告之製作（前述的電視購物頻道則另當別論），雖然會影響消費者因其刊

載、播出之廣告內容而決定是否與廣告主為交易，但其對於廣告內容的影響力絕對不及製

作完成廣告之廣告代理業來得大，所以必須限縮能直接掌控廣告內容者之廣告媒體業為限

來要求廣告責任是較為妥當59。 

至於近來熱烈被討論的廣告代言人問題，現行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不能將其

認定為規範對象之一，因為其並非提供商品或服務之事業，至多可能將其與廣告代理業同

                                                      
57

 行政院 87 年訴字第 07250 號再訴願決定書中曾述：「建築事業為參與市場競爭，從事交

易之事業，自負有維護公平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利益之義務，是建設公司於委託他公

司代為行銷廣告時，自應對其代為設計、製作之各類廣及印刷品，負有管理及監督責任，

以免造成消費大眾之錯誤認識及期待，不得以該事業委託他公司為之即排除其行政責

任。」 

58
 公研釋 002 號解釋。 

59
 學者論及對於媒體之責任不應過於嚴苛，因為媒體乃是以一對眾，要求其對於所有登載

之廣告負責未免強求，故現行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應限縮至「明知」始負責較為合理。

參考劉孔中（2003），公平交易法，頁 24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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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負連帶民事責任60。而事實上，類似以名人，或其他所謂使用者經驗談、實驗證明等難

以辯明真假之所謂「見證（薦證）廣告」內容層出不窮，為判斷真假，往往耗費主管機關

許多成本，審理效率及成果亦受影響，因此若能如消保法一般將廣告內容之舉證責任轉由

廣告主來承擔61，若不能舉證，則視為該廣告內容為虛偽不實，不但可以免去公平會之舉

證困難，同時對於上述之真實性有待商榷之名人見證等廣告內容都可以因此達到規範的目

的。日本之「贈品表示法」即是在去年修法後62，參考其他國家之規範方法將不實廣告之

責任轉換由廣告主負擔63，各界反映頗佳64。如此一來應該可以從根本來杜絕事業使用名

                                                      
60

 公平會針對廣告代言人問題，曾邀集相關政府部門、事業、廣告業、媒體業、學者專家

開會協商。其結論中並未對於廣告代言人問題，提出公平會宜針對「薦證廣告」建立行

政指導原則，避免事業從事廣告行為時，產生不公平競爭情形，參考公平會民國 93 年

10 月 08 日發布之新聞稿。 

61
 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引人錯

誤，有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 

62
 日本贈品表示法第 4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公正取引委員會爲了判斷表示內容是否該當

前項第 1 款，在認為必要時，對為該表示之事業，得限定期間，要求其提出證明該表示

內容之合理根據的資料，此種情形下若未能提出資料，依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7 條的規定，

視該當前項第 1 款之不當表示。」 

63
 有關各國對於不實廣告有關舉證責任之規範，參考松風宏幸（2003），諸外国の表示規

制――不実証広告規制，公正取引 No,638，頁 26。一般性各國規範介紹可參考朱鈺洋

（1993），虛偽不實廣告與公平交易法—公平法與智產法系列三，頁 52-58。 

64
 有關修正之內容與目的，參考河野琢次郎（2003），改正景品表示法の概要と趣旨，公

正取引 No,633，頁 17。至於有關舉證責任轉換之修法後相關處理原則請參考南部利之

（2003），景品表示法の一部改正と不実証広告規制に関する運用指針の策定について，

公正取引 No.63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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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專家來加持不實廣告取信消費者的行為，而無須苦思如何對參與不實廣告的名人、專

家追究責任。 

對於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有否可能使其負第 1 項之行政責任，有學者認為在公平

法第 41 條之規定下，所有違反公平法之事業皆得課以行政責任，所以應無排除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之道理；且亦可將廣告代理業及廣告媒體業在知情幫助下視為是廣告行為主

體之「共同行為人或幫助犯」，與廣告行為主體共同負行政責任65，其實代言人亦是同理，

若公平會想透過直接規範此等行為人的方式來更有效遏止不實廣告，此見解頗值得參考。 

肆、銀行與不實郵購目錄之案件 

近年來金融機構在繼民營化之後，金融控股公司的開放成立下，競爭日形激烈。面對

金融業經營方式的多角化，其所牽涉到之市場競爭秩序問題，尤其攸關消費者權益之問

題，從競爭法的角度衡量相關規範問題，在維持金融市場秩序方面有其必要性。以下要將

討論與銀行信用卡有關之不實廣告問題，即因信用卡市場乃屬兵家必爭之地，各家銀行無

不想盡各種方式吸引消費者刷卡慾望，而常衍生出有不公平競爭之虞的案例。為因應金融

業之各種與競爭相關之問題，公平會於民國 91 年制定「公平交易法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

                                                      
65

 黃茂榮（2002），藥品不實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十期第三卷，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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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說明」，並於近日 93 年 10 月 29 日發布新修正內容，在新修正的內容中即提到信

用卡不實廣告之多種行為類型66，還特別提及金融業者於郵購目錄中，就郵購商品之使用

效果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等行為，業已致使消費者誤認者，將有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虞。 

銀行與郵購公司合作，由郵購公司提供商品銀行提供刷卡服務，並透過銀行提供信用

卡客戶之住址，以郵寄郵購目錄給信用卡消費者，此種交易方式幾乎已被各大信用卡發行

銀行所採用，銀行在此一郵購交易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對於郵購目錄中之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是否有責任？雖然上述之規範說明中採肯定見解，但還是必須細究

銀行的角色定位，認定其是否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  

一、案件事實與處分結果 

（一）事實 

公平會曾在 92 年間先後對於兩個銀行與郵購公司合作所寄給消費者的郵購目錄中有

                                                      
66

 請參考新修正之「公平交易法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第 3 點中第 3 項有關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行為。其中除文中所提到之郵購目錄問題外，尚提到如

廣告強調只要申請信用卡或特定貸款專案，即可獲得促銷贈品，卻未告知消費者尚需參

加電腦抽籤或有其他限制方式方可獲得贈品；或於廣告聲稱「零開辦費」、「零手續費」，

實際上卻又另行計收徵信費用等之不實廣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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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的案件中，不僅郵購公司，銀行亦成為被處分人67。但在銀行

的部分，是否可以將其認定為「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事業」，而該當第 21 條之

規範主體，實有討論之空間。 

以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案（以下簡稱「聯邦銀行」案）為例，經營郵購之幼

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幼敏公司」）透過與聯邦銀行之合約關係，將所編印之郵購

目錄或交由銀行寄送，或由幼敏公司依聯邦銀行信用卡持卡人之住址逕行寄發。在所寄發

的郵購目錄中有關「買樂家活氧讓你褲」、「四合一氣壓美腿雕塑器」以及「波神健胸按

摩器」中，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對此，銀行方面主張自己並非第 21 條所規範

之廣告行為主體，理由主要為：（1）聯邦銀行僅是接受信用卡持卡人透過信用卡方式購

買郵購目錄上之產品，並未從事產品之販賣、運送、輸出入。（2）郵購目錄上雖印有「聯

邦銀行」字樣，但該目錄乃由幼敏公司所編輯、列印，銀行僅是提供持卡人限於以刷卡的

方式消費，並提供「刷卡」、「分期付款」之服務。（3）在郵購目錄訂貨單之「注意事

項」上已記載，銀行與商品之出售人、進口商或經銷商皆無任何代理或合夥之關係；而商

                                                      
67

 聯邦商業銀行案，參照 92 年公處字第 092117 號處分書；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案，參照

92 年公處字第 092164 號處分書。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一案中，同樣是因為該銀行之郵

購型錄中刊登之「芭拿芬蠟 SPA 美容機」商品，涉及誇大功能之情事。在此案中，郵

購公司亦宣稱商品相關之促銷文字由商品供應商所提供，強調自己僅提供刷卡服務，對

郵購買賣並無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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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出售、退貨、保固期內維修、及其他售後服務等事宜均由幼敏公司負責，消費支持卡

人不得以上述理由拒絕付款。（4）聯邦銀行與幼敏公司之間在契約中表示，銀行僅代銷

郵購商品，而商品的郵購買賣契約之當事人乃幼敏公司與消費持卡人，銀行並非當事人，

對於郵購買賣所生之爭議由幼敏公司負責解決，與銀行無涉。而郵購公司方面，對於相關

之不實表示內容，則指稱該等商品之廣告用語是由供貨廠商所提供，幼敏公司對於內容無

法提供相關說明或事證。而追究相關的供貨廠商，一家廠商對於自己對幼敏公司所提供的

廣告內容提出說明，但經由衛生署所提供的鑑定意見認為廣告所述之效果沒有醫學根據。

而另外兩家公司則主張商品是向其他公司進貨後再批給幼敏公司，廣告文案是由上游公司

提供，再同商品一起交付給幼敏公司，故非廣告之作成或決定者。 

（二）處分結果 

公平會對於此案，認為聯邦銀行與幼敏公司之間有代銷商品之關係，郵購目錄事實上

是應屬於銀行刊物68，而幼敏公司是經銀行同意後始將其所提供之郵購商品內容登載其

上。雖然刊物由幼敏公司編印後交付銀行寄送，或自行依銀行所提供持卡人住址逕行寄

送，該目錄乃事前已由銀行審閱同意印製，且信用卡持卡人資料均由聯邦銀行提供。而欲

                                                      
68

 因為在雙方合約第 1 條中約定：「甲方（及聯邦銀行）同意於「郵購專刊」、「生活小站、

「夾寄 DM」上登載乙方（即幼敏公司）郵購商品內容以代銷乙方郵購商品，惟登載內

容須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印製。」所以判斷應屬銀行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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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之持卡人係將訂購單傳真至銀行，該行再將其彙整後送交幼敏公司，以供其送貨，日

後再由幼敏公司以簽收單及請款明細向聯邦銀行請款。所以依整個交易流程看來聯邦銀行

與幼敏公司之間對於郵購目錄及郵購商品有合作關係。其次，關於郵購目錄訂購單上之「注

意事項」僅能認定其乃對於商品之提供及商品責任之約定，而不能因此否定兩者間之合作

關係。且兩者在合約中尚還約定銀行收取交易金額之 6%作為代銷之報酬，明顯高於一般

交易刷卡 2%之手續費，故聯邦銀行在郵購交易中受有利益。再者，郵購目錄及其內郵購

訂單上均使用「聯邦銀行」名義，郵購目錄係以聯邦銀行信用卡持卡人寄發對象，消費者

之郵購訂單亦以聯邦銀行為窗口。因此，綜合以上事證，族認為聯邦銀行為本案郵購目錄

之行為主體，而幼敏公司係經由聯邦銀行合作，取得對信用卡持卡人銷售商品之通路，並

實際編印郵購目錄及提供商品，故同為本案郵購目錄之行為主體。 

至於相關之不實廣告內容，雖然幼敏公司主張是由供貨廠商所提供之文案，但經查證

相關之廠商，其中兩家主張提供給幼敏公司之廣告文案是由其他廠商所提供，而無法提供

任何事證，另一家對於商品效果所提供之理論說明資料，則經鑑定缺乏醫學及臨床根據，

不足以證明有此等效果。因而認定廣告內容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 

二、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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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銀行與郵購買賣 

根據公平會的處分理由，認為郵購目錄乃銀行之刊物，郵購公司不過是負責內容之編

印、刊物之寄送，且從銀行與郵購公司之契約中可以得知，銀行不僅是提供刷卡服務，其

實還兼有代銷郵購公司商品之角色。這樣的解讀是否符合前述之認定標準，以下試討論之。 

1. 銀行是否為提供商品之事業 

在公平會之處分理由中認定，銀行與郵購公司之契約中有銀行代銷郵購商品之表示，

消費者欲購買郵購商品時，必須先將訂單及刷卡資料先傳真銀行，再由銀行將訂單交付郵

購公司，銀行成為郵購交易中對消費者之直接窗口，在加上就公平會之判斷，銀行在每筆

郵購買賣交易中有利益獲得，因此在此種銷售方式下，可以說銀行與郵購公司之間就郵購

商品有共同行銷的關係，因此將銀行視為提供商品之事業之一，應未嘗不可。至於至於銀

行所抗辯非郵購契約之當事人或不負瑕疵擔保責任等，並不足夠排除公平法第 21 條之適

用，因為該條並非將行為主體限縮於契約當事人，此等主張僅能視其為確立郵購買賣契約

之當事人以及契約責任之表示。 

就銀行以與郵購公司之間僅有代銷關係是否可以阻卻其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

不實廣告行為主體？就不實廣告之規範目的而言應持否定之見解。公平會於公研釋第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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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69及第 013 號解釋對於「代銷」為分析時，著重所謂代銷契約下未為商品所有權之移轉，

固仍持有所有權之商品供應業者對於代銷業者所為之各樣限制，不該當公平法第 18 條及

第 19 條之垂直限制行為，因為垂直交易限制行為要件之一乃必須是事業對於已將商品所

有權移轉給下游他事業，事後仍對於該商品相關之交易條件等為限制的情形。但公平法第

21 條規範不實廣告之目的，並非以垂直交易限制為規定內容，而是如同公平會在前述之

「公平交易法對於金融業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中所論，其重點在於避免事業因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廣告，造成交易相對人錯誤之認識與決策，所以，為廣告之廣告行為主體是

否有該商品之所有權應非重點，應該重視的是其所為之不實廣告，是否給予交易相對人不

實之交易資訊進而影響與其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 

但銀行若並未與郵購公司之間存有代銷契約時，是否還能認定銀行對郵購目錄之不實

廣告有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責任？如中國國際商銀一案中，銀行即是抗辯並未與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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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研釋第 004 號解釋中對於代銷之認定即著重於其不該當違法之垂直交易限制。該號解

釋指出：一、是否為代銷契約，不能僅從其契約之字面形式而應就其之實質內容加以認

定。二、如確屬代銷契約，有關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問題說明如左：1.關於代銷契約中約

定有銷售價格者，因代銷之事業所獲得之利潤並非因購進商品再予轉售而賺取其間之差

額，因此無轉售價格之問題，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之規定。2.關於代銷契約中定

有銷售地區之約款者，因代銷契約係由本人負擔銷售風險，本人之事業為自己利益而設

之上開約款，不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19 條第 6 款之規定。所以，在本案，銀行與郵購公

司之間所謂的代銷關係究竟為何，還是必須就契約內容探求當事人真意後再行判斷較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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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間存在代銷關係而收取相關代銷佣金費用，每筆郵購買賣所收取之手續費是按刷卡

消費者分期情況，計算成本及風險而決定費率，而提供郵購目錄給信用卡卡友，僅是為優

惠及服務卡友，並非涉入非金融本業之經營。若真為如此，銀行對於郵購公司所收之費用，

只能認為是對郵購公司及刷卡卡友提供信用卡刷卡服務及分期成本之費用，而非郵購商品

買賣中所獲之利益，甚至接收訂單部分都可認為只是刷卡必需的手續，如此一來，銀行非

屬於商品的產銷階段中的任何一環，難以認定為是商品之提供者，則商品相關之不實廣

告，對於銀行與其競爭者間之競爭難謂有直接影響之產生。所以，原則上，不須重視銀行

是否有商品之所有權，但必須銀行對於商品之銷售有關較為妥當。 

2. 銀行是否為郵購目錄中不實廣告之表示者 

在公平會處分中似乎認為郵購目錄若屬郵購公司之刊物，且郵購公司對於目錄內容有

審閱同意印製之權利，再加上代銷商品有獲利之行為，而認為銀行對於郵購目錄中之不實

廣告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在此一論點之下，因為銀行為商品提供

者又對廣告內容有事前同意審閱權，所以認定其對廣告內容有影響力亦是為廣告表示的決

定者之一，與郵購公司同為廣告行為主體，是妥當的。 

這裡要探討的問題是，如果僅憑郵購目錄應屬銀行之刊物且銀行有審查權為由，可否

就認定銀行是不實廣告內容之決定及表示者？僅此理由應該過於薄弱。因為刊物不過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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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訊傳播的平台，銀行發行給消費者之刊物與一般報章雜誌並無二致，換言之就是媒

體；在此情況之下，郵購公司於銀行刊物中所登之郵購商品廣告，與一般事業於報章雜誌

等刊物上登廣告之情形並無不同；而對刊登之廣告有事先審查權，充其量也只能謂為該媒

體對於刊登之內容有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情形，不能僅以此論其是廣告行為主體。在此種情

形，若刊物封面或封底有銀行之名稱或標章，甚至有銀行自己的業務廣告，應屬一般發行

刊物之媒體亦有可能會發生的情形。所以，在此銀行究竟是否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之行為

主體，還是必須視銀行究竟是否有提供商品作為判斷基準。  

（二）銀行是否應適用第 21 條第 3 項 

1. 不同意見書之見解 

銀行有否該當第 21 條第 3 項之行為主體，此問題之提起乃緣於在上述的聯邦商銀案

以及其後的中國國際商銀兩案之公平會處分書中皆有委員提出不同意見書70，提出為銀行

的行為部分不應該適用 21 條第 1 項而是應該適用第 3 項之見解。 

根據不同意見書中之見解，主要可以歸納幾個重點：（一）首先所論的是第 1 項與第

3 項之適用區別在於「商品」所有權之歸屬。換言之，對於「商品」有所有權者，其廣告

之若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應是用第 1 項之規定；反之，若無所有權者所為之廣告，

                                                      
70

 詳見聯合商銀案及中國國際商銀案中李憲佐委員之不同意見書中所詳述之意見。 



 
116 第 12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即應是用第 3 項，因其無所由權的情況下提供的是「服務」而非「商品」，其更進一步以

房屋仲介業為例，仲介業對房屋沒有所有權時，提供的是服務，應適用第 3 項，若仲介業

先從屋主處購屋取得所有權再出售時，則為提供商品，對房屋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則

應適用第 1 項。（二）再者，提到並非只要與商品沾上邊即屬第 1 項之問題，否則房屋仲

介業提出如「交屋後，仲介公司負責 24 小時安全監控服務」的廣告時，雖然是對為商品

之房屋為相關表示，但實則以提供「服務」為交易內容，應適用第 3 項，是故，判斷第 1

項與第 3 項之別時，除了著重廣告標的是否為「商品」之外，還要注意該事業之行業別及

其行業交易之性質。（三）而關於郵購目錄上之「郵購注意事項」之說明，可以看出銀行

對商品沒有「所有權」，而銀行的代銷行為，乃提供「服務」而已，所以依第 1 項論處有

所不當。另外，銀行因為刷卡費用較一般為高就認定銀行對於郵購買賣獲有利益，並不妥

當。基於上述幾點，不同意見書認為，即使要認定銀行為第 21 條之行為主體，也應該適

用第 3 項，而非第 1 項。 

2. 分析 

關於第 1 項與第 3 項之適用區分，實也喚起在現今社會事業提供的究竟是「商品」還

是「服務」的認定問題，因為事業同時提供商品和服務的狀況是時而有之，而有區分困難

的時候，但公平法第 21 條卻將「商品」與「服務」分為不同項之規定，所以在適用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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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認定究竟該當何項之構成要件。 

對於不同意見書中所提之見解，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是否限於對商品有所有權之事

業對商品所為之廣告始該當之，以及以房屋仲介業為例之陳述，個人較難以贊同，原因已

在前面論述過。至於第二點中所談到的不能僅以與商品有關就全部歸至第 1 項，這點是值

得贊同，但也應非以行業別為準，因為一事業有可能同時提供服務及商品，此時該事業是

該當第 1 項或第 3 項之行為主體應該視其廣告內容是對商品或廣告而決定。至於上述的案

例中，銀行提供的是「商品」還是「服務」？就刷卡部分，提供的應可認定為「服務」，

但是本案並非對於刷卡服務為不實廣告，而是郵購目錄的商品，所以應難適用第 3 項。而

銀行該當第 3 項之案例，可以參考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的兩個案件，一是銀行對於提供個人

信貸之廣告上，就所附送之贈品，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71；另一案則是銀行對於

「天生贏家超值存款」之存款方案廣告文宣上對於存款優惠條件為引人錯誤之表示72，乃

是銀行對於自己業務所提供之服務為不實廣告之情形。所以，銀行之不實廣告行為該適用

第 1 項或第 3 項，關鍵仍在於是廣告的表示是對於商品還是服務，而非以行業別為之。在

郵購目錄的商品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銀行如處於代銷地位提供商品時，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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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年公處字第 074 號處分書。 

72
 89 年公處字第 14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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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 1 項；若銀行並未代銷商品或郵購目錄並非銀行刊物而與銀行無涉時，則銀行恐怕此

兩項條文之要件皆不該當，不能處分銀行，僅郵購公司該當第 21 條第 1 項之行為主體。 

此外，第 21 條對於不實廣告之內容是針對「商品」或「服務」而有第 1 項和第 3 項

規定之區分，其所造成的困擾是必須精準地認定是商品廣告或服務廣告。現在常對於事業

所提供服務稱為「無形的商品」，例如金融機構提供消費者的多樣化業務即多以「金融商

品」稱之，所以，商品與服務兩者之間的概念似乎越相接近，僵化式的區分並無太大的意

義。對於此一問題，若第 21 條條文內容與第 20 條同樣，將商品與服務放在同一項，以「事

業就其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的方式將兩者合一，之後再對於不得對於與商品、服務交易

相關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和表徵為規定，應可免去區分商品或服務的問題，日本

「贈品表示法」第 4 條即用此種規範方法，故就違反該條之不實廣告，其重點即可著重在

究竟對於何種交易條件如何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而引起多少誤認，致傷害與競爭

者之間之公平競爭等重心問題之上，而非細究是「商品」還是「服務」之廣告，可供參考。 

（三）郵購公司與不實廣告 

郵購公司透過郵購目錄提供商品或服務與消費者成立買賣，即使其並非目錄中商品或

服務之製造者，亦因其為參與販賣者而可視為提供者，郵購目錄由郵購公司所編輯、印製，

即使該目錄認定為銀行刊物，亦不能因此否定郵購公司為廣告內容之決定者而該當廣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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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主體，故當其於郵購目錄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即符合第 21 條第 1 項

及第 3 項之行為主體73，自不待言。在本案中，郵購公司雖抗辯其在廣告中所刊載之內容

為上游商品供應商所提供之文案，但郵購目錄之內容既是由郵購公司所做成，就不能以內

容來源為由而免責。 

此外要論及的是，由於郵購公司若僅為商品之販賣業者，那麼更上游的商品供應業者

是否該當第 21 條之行為主體？亦值得討論。若供應業者在所供應之商品上為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再交由下游郵購業者販賣的情況，該供應業者亦應負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責任；至於該供應業者事實上若亦不過是一經銷業者或出品業者，而另有更上游之業

者提供其商品，再由其提供給郵購公司的情況時74，此等更上游業者，若在商品上為標示，

                                                      
73

 在日本「特定商交易法（特定商取引法）」針對郵購買賣的廣告部分，除了課予積極廣

告表示義務，包括對商品、服務等之販賣、提供要件，包括價金、其支付時期、方法，

商品、服務之交付時期，業者名稱、聯絡方式等之表示；對於郵購買賣不實廣告的部分，

即誤導消費者之誇大不實內容，如：商品、服務之效果，商品交付後之退貨條件、商品

的產地、製造者等，以及前述的義務表示部分之與事實相違，引人錯誤之表示加以規範。

參考斎藤雅弘，池本誠司，石戸谷 豊か（2003），特定商取引法ハンドブック（第 2

版），頁 98-116。 

74
 在日本「特定商交易法（特定商取引法）」針對郵購買賣的廣告部分，除了課予積極廣

告表示義務，包括對商品、服務等之販賣、提供要件，包括價金、其支付時期、方法，

商品、服務之交付時期，業者名稱、聯絡方式等之表示；對於郵購買賣不實廣告的部分，

即誤導消費者之誇大不實內容，如：商品、服務之效果，商品交付後之退貨條件、商品

的產地、製造者等，以及前述的義務表示部分之與事實相違，引人錯誤之表示加以規範。

參考斎藤雅弘，池本誠司，石戸谷 豊か（2003），特定商取引法ハンドブック（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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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商品為說明書等之表示，還是應可該當第 21 條第 1 項提供商品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之條件，而成為行為主體，上游業者與下游業者皆符合第 21 條第 1 項之要件

時，可以同時成為被處分人75，但公平會在銀行與郵購公司案中並沒有論及郵購公司之直

接上游或更上游之供應業者之相關之第 21 條之責任。其實郵購公司的存在就如同前述的

網路購物平台或電視購物公司一樣，都是提供流通商品、服務的管道而廣納不同業者加入

提供商品、服務，一同賺取利益，所以，既然網路或電視購物中提供商品、服務且同時為

不實廣告內容之表示之供貨業者可以該當第 21 條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郵購的供貨業

者亦然。 

伍、結論 

在公平法第 21 條之中，就其所保護的法益上看來，不僅包含公益利益、競爭利益還

有消費者利益。面對消費者利益這個部分，透過公平法來完備整個國家之消費者政策，乃

                                                                                                                                                      

版），頁 98-116。 

75
 參考日本近來兩個案例，一是セガミディクス株式会社及び株式会社アサヒフードア 

ンド案，平成 16 年（排）第 15 號；另一案則是株式会社タカチホ及び株式会社グルメ

フーズ案，16 年（排）第 17 號。皆是因為販賣業者與製造業者同被以違反「贈品表示

法」而成為被處分人，因為兩者皆對商品為表示或標示且提供商品。公正取引委員會

（2004），平成 16 年上半期における景品表示法の運用状況及び消費者取引の適正化 

 への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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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必要性。但是，公平法畢竟是競爭法而非消費者保護法，所以面對事業之不實廣告與

消費者之間的問題時，即使面對社會公益之壓力，還是必須站在競爭角度來思考問題，而

非把所有不實廣告行為的任何環節都內入規範對象，混淆公平法與公平會之角色。本文主

題之廣告行為主體亦是。 

談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為主體，必須了解本條是為了規範事業不得以對商品或服

務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誤導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妨礙與未為不實廣告之

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破壞該商品或服務之相關市場。所以認定公平法第 21 條之廣告行

為主體，個人認為就規範目的以及法條構成要件來說，要將判斷重點放於兩點，一是該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不實廣告的決定或表示者，另一點則是必須為該廣告標的之商品或服

務的提供者。就第一點而言，所謂廣告或標示的表示者，不需要限定於出錢或刊登廣告者，

只要對於該廣告有決定內容之影響力應皆可包含，但必須此一同時該事業需為廣告標的之

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才具有以不實廣告之方式妨害自己與競爭者之間競爭的問題。而所

謂提供商品或服務者，只要認定其參與該商品或服務之銷售並從中獲利，而該商品、服務

是該業者與競爭者間競爭的重要要件即可，而非以所有權移轉與否作為基準。若欠缺以上

認定基準其一，則無法認定該當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而至多

只能認定其屬於第 2 項或第 4 項之問題，或甚至無法適用第 21 條之任何類型行為。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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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論之銀行與郵購目錄之不實廣告問題為例，銀行是不是要對於有合作關係之郵購公司

所編印之郵購目錄中之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負第 21 條第 1 項之責任的問題，同樣

還是以前述兩個基準來作判斷，如果銀行對於郵購商品與郵購公司之間存在代銷關係而成

為商品提供者之一，再加上其事前對於郵購目錄有事前審閱權之情況下，應可該當第 21

條第 1 項之廣告行為主體；反之，若銀行並未參與商品銷售的情況，則不適宜認定其為廣

告行為主體。而若要追究銀行不實廣告責任時，究竟是該當第 1 項或第 3 項的問題，在經

營多角化的現今，與其苦惱區分適用範圍，不如兩者共置同一項來規定，則可解決問題。 

而對於無法符合上述檢驗條件之不實廣告參與者，則應當另為思索是否由公平法第

21 條第 4 項一般僅讓其負擔民事責任，但若為如此，如何具體讓第 4 項的連帶民事責任

得以真正落實，例如損害賠償金額的計算、民事訴訟程序上與公平法之處分結果或公平會

之事實判斷間的關係等，都應該有具體的適用方針，才能達到規範的效果。或者，若非競

爭法部分的不實廣告問題也許應將其納入消保法或其他法規之規範範圍，或由公平會藉由

行業導正之方式加以宣導，而非勉強將不屬於競爭之問題帶入公平法第 21 條之中，才不

至於破壞公平法之規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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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ange of the “advertiser” Appeared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made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What seems 

to be lacking, however,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enterprise” appeared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1 of the Law. This paper is written with the aim of determining the range of enterprise 

that appeared in the article. 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to define the enterprise as an advertiser. It 

helps to explain the advertising subject that described in the artic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two points need to be made. For one thing, it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the enterprise that made the decisions of making or using false,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or symbol as to the items appeared in the Article 21. One final point, we have to 

verify the fact that if the enterprise actually has provided the merchandise and services of the 

advertisement.  

In conclusion, either point written above is simultaneously necessary to determining, in 

other words, identifying the enterprise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Keywords：competition, 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 advertising, advertiser, merchandis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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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劉研究員孔中（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徐委員，劉教授，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從劉教授論述的過程可以看的出來，公平法 21 條有改善的空間，比如說立即、很明

顯的就是 21 條第 1 項是有關商品或是服務的廣告，但是對於廣告主體的廣告(例如說該事

業得什麼獎)，21 條完全沒有辦法規範的，因為 21 條講的就只是商品或是服務，對於事業

主體本身的種種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表示，21 條是沒有辦法加以規範的，只能用 24 條

亡羊補牢，事實上這應該也是不實廣告一個很重要的型態，所以將來應該修法，把 21 條

擴充一點。第二個就是第 21 條第 3 項把服務列在後面準用前兩項的規定，是比較落伍的，

因為我國服務產業早就已經遠遠超過製造業了(早先的商標法也把服務標章準用商品的商

標，這個想法在最近的修法改正過來，所有商標就叫做商標，也沒有再分商品的商標跟服

務的標章)將來 21 條第 3 項就放到 20 條第 1 項來規定就是了，商品跟服務本來就是一體

的，沒什麼好做區分的。 

其次，劉教授在文章裡有提到，反而在口頭報告沒有提到的，就是公平會開張以來在

解釋第 2 號裡面認為廣告代理業跟廣告媒體業都完全沒有行政上的責任，只有民事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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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是從文字上看不出來解釋的正當性在哪裡，從法理上也看不出解釋的道裡在哪裡，

現在的實務 21 條第 4 項要廣告代理業跟媒體業去負連帶民事賠償責任的案子幾乎是零，

所以 21 條第 4 項在實務上從來沒有發生作用，所以真正有嚇阻力、有效的工具還是必須

要由行政機關來介入，當然公平會當初在做不介入的決定的時候，政治上是正確的，因為

一開始公平會在還沒站穩腳步的時候，就說要跟媒體業或是代理業去做一些取締的動作，

會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到了現在，尤其是有線電視深入每個家庭生活裡面，其中不實廣

告對於老百姓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在這個情形下，沒有一個主管機關比較有效的介

入，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比較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引用劉教授的話來呼籲公平會是不是重

新檢討 002 號解釋的立場。 

就文章的部分，我也提供幾點意見，供劉教授做參考，在第 3 頁有提到規範目的跟保

護法益，其實這是一體的兩面，在講規範目的的時候，事實上就是在講保護法益，你去對

照著看，這兩個講的是一樣的，沒有必要重複去講，其實可以把它整併一起來說，這是一

個建議。第二個就是名詞上的定義，一開始似乎是用了很多日本法的用語，她認為的不公

平競爭事實上就是所謂的限制競爭，而她所說的不正競爭就是 unfair competition，就是不

公平競爭。但是台灣約定成俗的說法是，公平法第二章是所謂限制競爭(restraint of 

competition)的部分，第三章是不公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當然如果放在德國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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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說，所謂競爭法，通常講的是不正競爭那一部份，但是在歐洲發展的情形下，所謂的

competition law，是包括限制競爭防止法跟不正競爭防止法的部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劉教授舉了幾個例子(就是代銷、經銷、還有多層次傳銷)，在判

斷上跟劉教授命題是有點出入，劉教授認為要作為 21 條規範的主體必須是自己做那個廣

告的人，劉教授在講到經銷、代銷的時候，都維持這樣的看法。但是在講到多層次傳銷的

時候，劉教授反而認為參加人、下屬跟多層次傳銷批了很多東西回到家之後，自己去做什

麼不實廣告的時候，回過頭來要多層次傳銷的事業連帶負責，這就跟劉教授的定理是不一

致的。當然劉教授有提出補充理由就是所謂的一體性的問題，但是這其實是蠻薄弱的，因

為很多的經銷商、代理商跟它的上游業者有很密切的契約關係，特別是在獨家經銷的情況

下，也有所謂的一體性。所以在這裡我認為有某種程度的不一致性。 

在最後一頁結論劉教授提到：不需要限定真正出錢或是刊登廣告，只要對廣告有直接

決定內容影響力的人，就可以是作廣告的人。但是事實上不管是關係企業的控制上，或是

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事業的結合上，都包括了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所以不會限

於只是直接，否則很多情況下，可以 bypass 直接控制的情形，要控制透過間接一點都不

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