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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直到最近幾年，歐洲國家的競爭法機關才傾向同意比較廣告有助於促進市場競爭，但

是比較廣告必須是公平且不致引人誤認，才能有效促進消費資訊之透明化，所以，競爭法

機關對比較廣告之執法政策及相關措施即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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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競爭法於 1992 年開始生效施行，其立法目的在於維護市場交易秩序、保護

消費者利益及促進經濟發展，它為商場競爭提供了一個公平及自由競爭的遊戲規則。比

較廣告的使用在台灣已經行之有年，公平會於 1994 年 8 月 31 日即通過「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並訂有「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

一覽表」。 

本文除針對公平會過去 13 年來之比較廣告案例，進行類型化分析外，也針對 2004 年

公平會所處分之 4 件違法案例進行個案研究，祈能藉由具體個案之質化研究方式，以探討

主管機關實務上對比較廣告違法性之認定標準，俾進一步釐清創意性比較廣告與不法廣告

之分界所在。 

 

關鍵詞：比較廣告、不法廣告、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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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廣告是組織在行銷過程中最重要的推廣（promotion）或行銷溝通（marketing 

communication）工具之一，故各類組織大多會致力於推出具有創意的廣告活動。然而，

就營利組織而言，由於許多商品或服務均已漸趨成熟，所以意圖刺激基本需求的先導性廣

告（pioneering advertising）已不再適用，反而是競爭性（competitive）廣告及比較

（comparative）廣告更為廣告主所重視（Lamb, Hair and McDaniel, 2004）。 

比較廣告意指直接或間接就二種或多種競爭品牌之一種或多種屬性作比較的廣告型

式。這類廣告乃是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所鼓勵（許可）的，因為它可以刺激競爭

和提供有用的資訊給消費者（Etzel, Walker and Stanton，2001），因而在 70 年代初期已相

當流行，而且不失為落後品牌趕上領導品牌的一種方式（Jain,1997；Grewal et. al., 1997）。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比較廣告具有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ing）之功能。（Pechman and 

Ratneshwar，1991）台灣也允許比較廣告，但在 90 年代初期則比較廣告較為少見（余朝

權，1987；1989），因此迄今為止相關研究亦不多。（侯雪芬，1996）一項分析 1975－1996

年期間 75 篇比較廣告研究之總合結論顯示，比較廣告比非比較廣告較不可信，但卻較能

引發購買意圖。（Grewal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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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案例中，比較廣告雖然被認為是比較有效的，但它也必須符合法律的規範。換

言之，在台灣地區，自從公平交易法於 1991 年頒布以來，廠商為了廣告效果或廣告創意

而採用的比較廣告，經常會面臨被檢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之虞。 

本文之主要目的，即在解析比較廣告如何能展現創意，但又不致於違法而成為不實廣

告，因而能以質化研究角度（Maxwell，2004）理出創意性廣告之特性。 

貳、文獻探討 

一、比較廣告類別 

比較廣告之分類，依其比較基礎之不同，基本上可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1. 依比較態度不同可分為（1）批判比較及（2）依附比較二類。（侯雪芬，1996）

批判比較乃是企圖貶抑比較對象以突顯自身之優越性。依附比較則是企圖攀附

知名品牌，以取得消費者信任。 

2. 依比較內容不同可分為（1）價格比較及（2）屬性或非價格比較。 

3. 依指名與否可分為（1）指名比較（direct comparison）與（2）未指名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所頒布之「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

表」（1999 年 1 月 13 日修正）中，即已明白表示比較廣告有指名與否之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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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名又可分為未明白指名及未指出二種。至於日本學者山口塑生則僅將此一分

類視為廣告呈現方式不同（陳櫻琴，1999），似乎與一般對廣告呈現或表現

（presentation）方式之定義或分類有所差異（余朝權，2001），故不予置評。以

美國而論，聯邦交易委員會在 1971 年起視指名式比較廣告為合法，而在此之前

僅允許未指名式比較廣告。（Lamb, Hair and McDaniel，2004） 

4. 德國依廣告主發動方式可分為（1）系統比較、（2）詢問比較、（3）防衛比較和

（4）進步比較。這四種係德國法院判決為合法的比較廣告。（王文宇譯，1999

（Kur, 1999）；陳櫻琴，1999） 

5. 陳櫻琴（1999）亦曾提出原型和變型二種比較廣告，並建議作類型化研究。 

6. 趙義隆等人（2003）認為可用三個構面作分類基礎：（1）比較構面，分直接比

較與間接比較；（2）獨立專業（substantiation）構面，指有無具備獨立專業素材；

（3）內容構面，分為優勢比較和平位（parity）比較。後三種分類法雖較為深

入，但仍有商榷空間，其中德國學者所採分類係針對合法之比較廣告。因此，

本研究將採前三種分類作為研究準則。 

二、不法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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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曾列出九種不法廣告之態樣（nature of unlawful advertising）（林

輝煌，2001）這些態樣，除第八種以外，其餘亦可作為創意性比較廣告之反證，因此簡列

如下： 

1. 不實廣告（false and deceptive advertising）； 

2. 不公平廣告（unfair advertising）； 

3. 吹噓廣告（puffing）； 

4. 不實陳述（making an untrue representation of a specific fact）； 

5. 誘餌與轉換廣告（bait＆switch advertising）； 

6. 保證廣告（advertising of warranties or guarantees）； 

7. 電視模型試驗廣告（TV mockups）； 

8. 香煙廣告（cigarette advertising）； 

9. 信用消費廣告（general credit advertising）。 

台灣在公平交易法中有關比較廣告違法部分，可分為四類： 

1. 違反第 19 條第 3 款「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

自己交易之行為」，此種事業乃「具有市場地位」，而「以比較廣告使競爭之交

易相對人對競爭者產生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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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反第 21 條「…廣告上…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式、

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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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此法條之廣告可分為

四種： 

坽屬未明白指名廣告，但就自身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夌屬指名廣告，但廣告主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奅屬未指名廣告，但就自身及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皆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 

妵屬指名廣告，但廣告主本身及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皆有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表示。 

1. 違反第 22 條「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

不實情事」。此項係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且比較之結果足以對他人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結果。 

2. 違反第 2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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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廣告亦分成三種： 

坽屬未指名廣告，但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140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夌屬指名廣告，但對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奅屬指名廣告，廣告主自身及被比較對象之商品或服務皆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

誤之表示。 

從上述違反廣告分類觀之，台灣之違法比較廣告乃依違反法條作為初步分類，但對違

法內容，尤其是不實（untrue）內容之認定，仍需依具體個案衡酌交易相對人及潛在交易

相對人對廣告內容之客觀評價。林東昌（1998）亦曾以比較廣告內容的範圍廣狹為基礎，

分成四種類型，屬於法理學探討，對實務界（事業）之實用性不大。行政院平交易委員會

於 1994 年 8 月 31 日所制訂並於 2005 年 8 月 26 日最新修正發布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通稱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例示 29 種「違法

行為」之類型。（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但學者劉孔中（2000）認為這些類型並未掌握

抽象概念之核心，其「類型化之深度似乎可再加以講究」，亦即應作進一步分類。依此觀

點，台灣官方有關不實或不法廣告之類型，亦僅適合作個案解析參考之用。 

三、廣告創意與廣告效果 

全球廣告專家奧格威（David Ogilvy）曾表示，缺乏大創意的廣告活動，一定會失敗。

（余朝權，2001）事業體在提出比較廣告活動時，心中無不希望能將產品或服務的獨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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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向顧客或潛在顧客作建議。不過，廣告的創意雖然與廣告效果密切相關，但在實務上並

不易以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其次，參與廣告活動的相關人事，對廣告創意亦有不同見解，

如文案撰寫人與廣告導演對創意即有不同看法（Young，2000），廣告商也有其看法（Koslow, 

Sasser and Riordan，2003），廣告經理也有自己的見解（Reid and King，2003）。再加上創

意性廣告稍一不慎，即可能涉及不法（Jaafar and West，2003），使得廣告創意之效果難以

作客觀評估。 

作者認為，如果從不法比較廣告中，去除涉法之部分，而保留大多數真實而能客觀舉

證者，則具有創意的比較廣告將可出現，而且能讓廣告觀眾產生深刻之印象，進而說服消

費者或潛在消費者進行購買或轉購（品牌移轉）行為，為事業體創造較佳之業績。 

參、我國比較廣告案例之類型分析 

公平交易委員會自 1992 年成立以來，自今已有 13 年以上之執法經驗，根據公平會歷

年（1992 至 2004 年）案件違法行為態樣之統計分析（公平交易委員會，2005），其中單

一不實廣告之違法行為即占全部違法行為案件比率達 47.7%，所以不實廣告案件可謂公平

會成立 13 年以來之執行重心，亦為公平會執法經驗最為豐富之一環。所以公平會最早在

1994 年 8 月 31 日即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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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公交易委員會，2003），並經歷年多次修訂，其中第 22 點規定：「事業比較廣告違反

本法規定者，依據本會『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處理。」又前揭不實廣告處理

原則中，針對部分比較廣告亦訂有若干原則，例如第 7 點第 3 款規定：「表示或表徵之內

容以對比或特別顯著之方式為之，而其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易形成消費者決定是否交易之

主要因素，故其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得就該特別顯著之主要部分單獨加以觀察而判

定。」又第 20 點第 12 款亦規定：「有最低價格之表示，然無符合最低價格商品（服務）

或符合最低價格商品（服務）數量過少，難為一般人接受者，為本法第 21 條所稱之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此外，公平會尚未針對比較廣告違法性之實質判斷基準，訂出全盤性

之案件處理原則，以致外界亦難窺知公平會對於比較廣告案件，究採保守性或開放性之執

法立場（趙義隆等，2002）。 

經統計公平會歷年來所審議之比較廣告案件，如表１所示，1992 至 2004 年期間公平

會合計處理 66 件比較廣告案例，平均一年僅約 5 個案例，惟近四年來所累計增加之案例

共有 32 例之多，相對於公平會審議檢舉案件數量自 1996 年達到最高峰以後，即呈現逐年

遞減之趨勢，更加顯示比較廣告案件對未來競爭法機關執法之重要性將逐漸提昇。 

 

表1：公平會歷年審議檢舉案件數與比較廣告案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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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合計 

審議檢舉

案件數 
51 285 464 513 565 555 526 452 516 424 411 321 285 5368 

比較廣告

案件數 
1 0 7 7 5 3 4 5 2 9 9 6 8 66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依據前文所述比較廣告之類型分析，包括（1）依指名與否，可分為指名與未指名二

種類型、（2）依比較態度不同，可分為批判與依附二種類型、（3）依比較內容不同，可分

為屬性與價格二種類型；經檢視公平會歷年所審議 66 件比較廣告案例，並依上揭類型原

則，逐案進行判別分析，相關類型統計資料詳表 2 所示。據表 2 資料顯示，公平會過去所

審議比較廣告案件主要類型為批判、屬性及指名之比較廣告，其中違法性最高者為依附廣

告（80%），其次依序為指名廣告（68.8%）、屬性廣告（68.0%）、批判廣告（60.1%）、未

指名廣告（47.1%）及價格廣告（43.8%）。 

 

表2：公平會歷年審議比較廣告案例之類型統計（資料期間：1992至2004） 

分類 依比較態度不同 依比較內容不同 依指名與否 

類型 批判 依附 屬性 價格 指名 未指名 

案例數 

（比率） 

61 

（92.4%） 

5 

（7.6%） 

50 

（75.8%） 

16 

（24.2%） 

49 

（74.2%） 

17 

（25.8%） 

決

議

情

違法 

（比率） 

37 

（60.1%） 

4 

（80.0%） 

34 

（68.0%） 

7 

（43.8%） 

33 

（68.8%） 

8 

（47.1%） 

不違法 24 1 16 9 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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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比率） （39.9%） （20.0%） （32.0%） （56.2%） （31.2%） （5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研究設計 

公平會歷年審議之比較廣告案件雖達 66 件，但若逕據以進行統計分析與檢定，樣本

數仍有不足之虞，且由於每一案例之內容複雜，進行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將頗為

不易。（Bowers，1970）因此，以下將採質化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Maxwell，

2004）。 

公平會於 2004 年所審議之比較廣告案例共有 8 件（詳表 3 所列），其中違法案例有 4

件：（1）屈臣氏百佳公司（門市看板：我敢發誓、屈臣氏最便宜）、（2）台北市文勝文理

短期補習班（貶詆同業商譽之廣告傳單）、（3）品亮國際科技公司等二事業（葵花寶典：

產品功能比較之銷售說明書）、（4）PC home 網站（PC home vs Yahoo！奇摩搜尋引擎大對

決活動）。另泛亞電信、信義房屋、全國電子及亞太電信等 4 件案例則認屬合法之比較廣

告。 

以下分就上揭 4 件違法案例進行個案分析，期能藉由具體個案之研究結果，以探討主

管機關實務上對比較廣告違法性之認定標準，俾進一步釐清不法比較廣告與創意性比較廣

告之分界所在，可供廣告業主或廣告代理商從事比較廣告業務之參考，以降低其涉入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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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風險，並可鼓勵業界有效運用合法之比較廣告，以提昇商品廣告資訊之透明化，並

促進商品行銷廣告市場之良性競爭，終能達到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目標。 

 

表3：公平會2004年審議比較廣告案例之決議情形 

編號 
涉 案 事 業 

（系爭比較廣告） 
案例類型 是否違法 違反法條 

1 泛亞電信公司 

（全民半價 588 之促銷資費方案） 

1.指名 

2.批判 

3.價格 

否 － 

2 信義房屋公司 

（全國第一、桃園最好之形象廣告） 

1.未指名 

2.批判 

3.屬性 

否 － 

3 台北市文勝文理短期補習班 

（貶詆同業商譽之廣告傳單） 

1.指名 

2.批判 

3.屬性 

違法 24 

4 PC home 網站 

（PC home vs Yahoo！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活動） 

1.指名 

2.批判 

3.屬性 

違法 21 

5 品亮國際科技公司等二事業 

（葵花寶典：產品功能比較之銷售說明書） 

1.指名 

2.批判 

3.屬性 

違法 21、24 

6 全國電子公司 

（召開「全國電子、利率戰、服務戰、戰勝燦×記

者會」 

1.指名 

2.批判 

3.價格 

否 － 

7 亞太行動寬頻電信公司 

（哈拉矇主真相篇之電視廣告） 

1.指名 

2.批判 

3.價格 

否 － 



 
146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 屈臣氏百佳公司 

（門市看板：我敢發誓、屈臣氏最便宜） 

1.指名 

2.批判 

3.價格 

違法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個案分析 

一、個案一：屈臣氏百佳股份有限公司（93 公處字第 111 號處分書） 

（一）個案事由 

本案係檢舉人康是美公司於 93 年 3 月檢舉屈臣氏百佳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屈臣氏）

於北部地區等 7 家門市置放廣告板，將檢舉人藥妝店廣告DM 畫上粗體線條，並在底下記

載「我敢發誓，屈臣氏最便宜」、「我敢發誓，以上商品我們最便宜」等文字，涉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 

（二）公平會調查結果，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比較廣告。 

1. 公平會調查發現，屈臣氏係於其復北、廟口、政大、板中、北二、中壢、金城

等 7 家門市口前，設置「WOW！限時優惠」廣告板，並於該板上張貼康是美藥

妝店廣告 DM，該廣告 DM 規格係 A4 大小紙張，一個商品品項（含商品相片、

商品名稱、價格及相關說明文字）僅分列於 5 公分×4 公分之長方框中；又屈臣

氏以紅色粗筆在其上畫上斜線或打叉，且在康是美的廣告 DM 下方明顯標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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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發誓  屈臣氏最便宜」或「我敢發誓  以上商品  我（們）最便宜」，該廣告

板予人之整體印象，為屈臣氏販售有康是美廣告 DM 上之商品，且屈臣氏所販

售之各項商品售價均較康是美便宜。惟經康是美指稱，屈臣氏並未販售該廣告

DM 上之美顏社玫瑰果茶 PET500、五蔬果合作社 350ml、古道超綠茶 600ml、

美研社複方無糖玫瑰蜜棗茶、超聲波潔皙嫩膚儀、妙管家衣物柔軟精、Up2U 造

型睫毛膏 5 種型號商品、Up2U 造型唇蜜 9 種型號商品、曼秀雷敦迷你版淡彩潤

唇蜜 3 入裝等 21 項商品，並經公平會派員至被檢舉之 7 家門市逐項查證，屈臣

氏確實未販售上開 21 項商品。 

2. 經比對屈臣氏上開 7 家門市之銷售報表，其所販售視康生理食鹽水，平均單價

47.7 元，較康是美藥妝店所販售平均單價 41 元為高，與廣告板所表示之意義不

符，故屈臣氏於上開 7 家門市設置「WOW！限時優惠」廣告板，就自身商品之

價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三）個案評析 

1. 本案明顯為不當價格比較之指名式批判廣告行為。屈臣氏於其北部地區 7 家門

市門口，設置「WOW！限時優惠」廣告板，並於該板上張貼競爭同業藥妝店之

廣告 DM，又以紅色粗筆在該同業之廣告 DM 上畫上斜線或打叉，並宣稱「我



 
14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敢發誓、屈臣氏最便宜」或「我敢發誓、以上商品、我（們）最便宜」。但實際

上，屈臣氏並未販售廣告 DM 上所列美顏社玫瑰果茶 PET500 等 21 項商品，故

其廣告就自身商品於無販售上開 21 項商品下卻宣稱「最便宜」，為虛偽不實之

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定。又屈臣氏上開 7 家門市所販售視康生理

食鹽水，平均單價 47.7 元，較檢舉人康是美藥妝店所販售平均單價 41 元為高，

明顯與廣告板所載事實不符，亦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不當價格比較廣

告。 

2. 本案被檢舉人前於 91 年 1 月間亦就其平面及電子媒體廣告宣稱「最低價保證」、

「保證日用品最便宜」，其保證與事實不符，且未充分揭露相關條件與限制等重

要訊息，曾遭公平會認定為違法之價格比較廣告。顯見國內日用品零售通路之

價格競爭激烈，業者極易以宣稱「最低價格」之比較廣告，企圖影響市場競爭。

惟該等比較廣告之用語極為明確，倘事業事先未能詳盡調查或有設計完整之配

套措施，極易涉有不實或引人錯誤，故廣告商為其業者企劃價格比較廣告時，

應更加謹慎為之，廣告用語也須詳加斟酌，始能避免成為違法之比較廣告。 

二、個案二：台北市文勝文理短期補習班（93 公處字第 02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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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事由 

台北市文勝補習班與台北縣市二家育達系列補習班同為大台北地區專辦高中高職學

生升學之補習班，惟台北市文勝補習班被檢舉以郵寄及散發廣告傳單之方式，散布足以損

害育達系列補習班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貶詆同業競爭者多年經營之商譽及口碑，企圖影

響學生及家長選擇升學補習班之決定，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 

（二）公平會調查結果，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比較廣告。 

1. 台北市文勝補習班係主要提供松山家商學生參加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

年制升學之補習業者。檢舉人對外營業標誌以育達系列文教機構為名，目前於

大台北地區專辦高職學生升學者有台北班、松山班、三重班及板橋班。由於短

期補習班之設立須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立案，前開補習班依法設立，雖有立案名稱不一之情形，惟對外廣告

文宣均以「育達」系列為表徵。據檢舉人等指稱被檢舉人涉嫌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者分別為「段考篇」、「驅逐韃虜篇」及「澎風篇」等三則廣告，其中「段

考篇」稱：「上表為於各大補習班之補習同學第一次段考之各科分數平均值」；「驅

逐韃虜篇」稱：「松商應屆生 480 分以上 12 人、另外 7 人為重考生、教學品質？」

及「照顧松商學生 480 分以上應屆生只有 12 人、叫松商學生回台北ㄚ韃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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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子裡照顧誰、心裡有數、榜單會說話？而且這屆高三生在你那補習人數有 72

人幾乎都是各班前三名學生」；「澎風篇」則稱：「ㄚ韃松商應屆上榜科大比率

12/72=0.16」。又各高級職業學校畢業學生均須參加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於每

年四月間所舉辦之統一入學測驗，其中應屆畢業生得於五月間參加推薦甄試，

其成績符合各校系科（組）甄選標準者，經由四技二專甄選錄取入學，其餘則

於 8 月間參加聯合登記分發入學；而被檢舉人散發系爭廣告之時間約於 92 年 5

月間，正值統一入學測驗及推薦甄試之際，其所據以評比之對象應係針對松山

家商 92 年度高三應屆畢業學生而言。 

2. 有關「段考篇」廣告所載「文勝」、「松＊大」、「＊公」、「ㄚ韃」及「日新」等

五家補習班松山家商學生之數學、會計及英文等三科段考平均分數，被檢舉人

學生之各科段考成績均係名列前茅，其補習結果排名更為第一名乙節：據被檢

舉人辯稱，該等資料係依據 91 年松山家商應屆畢業生名冊就 89 學年度第 1 學

期英文第 1 次段考及 90 年度第 2 學期數學、會計第 1 次段考等成績進行電話訪

查後予以刊登。經查被檢舉人所抽取之 33 位學生英文平均成績為 87.12、18 位

學生數學平均成績為 98.11 及 18 位學生會計平均成績為 89.17，與該廣告所載數

據相符，故被檢舉人對自身之廣告商品或服務並無不實。然系爭廣告另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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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ㄚ韃」及「日新」等 4 家補習班學生之數學、會計及英文等

科目段考平均分數，據被檢舉人辯稱，「松＊大」係松山建功、「＊公」係台北

成功，「ㄚ韃」乃指被檢舉人、日新、松山建功及台北成功以外之其他補習班，

惟被檢舉人並未提供任何足供調查之數據資料予以佐證其比較之結果。故被檢

舉人於「段考篇」廣告所提及他事業商品或服務之優劣比較，欠缺事證資料逕

自引述對競爭對手不利之比較結果，顯有違公平競爭之商業倫理。 

3. 有關「澎風篇」廣告，其中「澎風三」所載：「你說是士商榜首出在ㄚ韃其實士

商榜首在北一補習考上 712.88，你有沒有澎風」，此段有一雙箭頭直線連結至右

側下方「育達台北班（單一班系）商業類台灣科大錄取人數，勇奪大台北總冠

軍，91 年商業類推甄錄取台科大台北地區本班大勝同業」 等，並有「育達系

列文教機構松山班」標章及聯絡地址、網址與電話，經比對前開內容後發現被

檢舉人應係複製檢舉人所為之廣告。就廣告整體觀之，因被檢舉人刻意複製檢

舉人所為之廣告，且將檢舉人名稱、標章、及地址與電話等併予顯露，並與部

分「ㄚ韃」用語作進一步連結，極易使人將廣告中所稱之「ㄚ韃」與「育達」

產生直接聯想。況查被檢舉人「澎風篇」廣告之目的，雖在彰顯被檢舉人自己

商品或服務之優越性，惟其採不同學年度為比較基準之資訊，藉以貶抑競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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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致消費者亦無從檢驗及判斷系爭廣告內容之客觀依據何在，又部分內容易

使人質疑其所指「ㄚ韃」即為檢舉人，故被檢舉人所為足以對檢舉人之商品或

服務造成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影射效果，明顯侵害效能競爭之本質。 

4. 有關「驅逐韃虜篇」廣告所載「松商應屆生 480 分以上 12 人、另外 7 人為重

考生、教學品質？」及「照顧松商學生 480 分以上應屆生只有 12 人、叫松商

學生回台北ㄚ韃上課、骨子裡照顧誰、心裡有數、榜單會說話」，查被檢舉人所

稱該競爭同業松商應屆畢業生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480 分以上者約 12 人，91 年

畢業落榜學生參加 92 年重考之名單即有 8 人以上，此有該競爭同業 92 年錄取

科大╱四技╱國立商專榜單及 91 年松山家商應屆畢業生名冊可證，並非杜撰之

詞，尚難謂有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虞。 

（三）個案評析 

1. 本案文勝補習班所制作「段考篇」廣告傳單以表列方式，比較被檢舉人與「松

＊大」、「＊公」、「ㄚ韃」及「日新」等補習業者之段考成績，根據其表列三個

科目平均分數顯示：文勝各科分數皆遠遠高於其他 4 家補習班；最後並表列「補

習排名結果」：文勝為「NO.1」、其他 4 家補習班為「？？？」；又比較表上端載

稱：「放眼望去、僅文勝能陪您邁向國立科大」。整體觀之，本篇比較廣告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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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突出被檢舉人之補習成績，惟系爭廣告並未敘明上揭平均分數之調查方法

及比較基準等重要資訊，且抽樣方法係採有目的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之

非機率樣本，且樣本太小，極易產生抽樣誤差，故不足以為一般廣告閱聽人所

信賴。（Lamb  et al.， 2004）此外，文勝補習班除能含混說明如何計算自身各

科平均分數之數據來源外，對於其他 4 家同業之平均分數，則全無任何依據，

自屬違法之屬性比較廣告。 

2. 又「澎風篇」廣告傳單指摘：「ㄚ韃拜託麥擱澎風」，緊接下方敘明三個澎風，

即「澎風一：ㄚ韃松商應屆上榜科大比率 12/72=0.16．．．澎風二：你公佈全

國考生名單，真好看．．．澎風三：你說是士商榜首出在ㄚ韃其實士商榜首在

北一補習考上 712.88，你有沒有澎風」。整體觀之，被檢舉人本篇比較廣告刻意

將「ㄚ韃」用語與「育達」作一連結，極易使人將廣告中所稱之「ㄚ韃」與其

競爭同業產生直接聯想，且被檢舉人所宣稱ㄚ韃之三個「澎風」，並未提供相關

具體資訊及說明，或引據不同學年度之比較資訊，明顯為中傷及誹謗之指名式

比較廣告。 

3. 按合法的比較廣告係事業就與本身商品（或勞務）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作

為比較對象，而於商品內容或交易條件，依據客觀測定或評價所作比較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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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系爭「段考篇」及「澎風篇」等廣告內容，儘是「ㄚ韃拜託麥擱澎風」、「ㄚ

韃啊！不要再騙人了。回頭是岸、功德無量」、「驅逐韃虜、還我松商」等貶抑

同業信譽之表示，且比較內容亦無具體事實之根據，不但構成不法比較廣告，

亦難獲取廣告閱聽人之認同。 

三、個案三：品亮國際科技公司等二事業（93 公處字第 079 號處分書） 

（一）個案事由 

本案被檢舉人品亮國際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於 91 年 5 月起負責撰寫加捷小分子能量

π活水機葵花寶典，並由另一被檢舉人加捷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進行印製、散布

及銷售商品。被檢舉人等將同業競爭者在淨水機業界頗負盛名之金字塔活水機以「銀Ⅹ塔

宇宙水」與「金Ⅹ塔宇宙水」之名義與被檢舉人等所銷售之「小分子能量π活水機」作產

品比較，並以列表方式具體登載於葵花寶典第 95 頁，列載內容並非確實，亦無任何具公

信力單位之鑑定報告或其他憑證。被檢舉人等又將前揭不實之比較廣告，向不特定人散

發、販售，並嚴重毀損同業競爭者之商譽。 

（二）公平會調查結果，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之比較廣告。 

1. 本案所涉廣告資料「葵花寶典」，內容在介紹「加捷小分子能量π活水機」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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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之湯 SPA 沐浴器」產品，品亮公司已坦承係該公司負責人自行編製，並由該

公司負責製作、編印，再轉交給加捷公司作為產品功能之參考文宣，此有雙方

簽訂之聯盟暨銷售合約書、印刷支出憑證及銷售憑證在卷可稽， 故品亮公司為

本案之行為主體，應無疑義。而加捷公司雖辯稱事前未參與品亮公司之文宣製

作或支付編印費用，惟加捷公司為品亮公司唯一經銷通路，且該公司以自己名

義宣稱為葵花寶典之版權所有人，並藉由該公司多層次傳銷之管道，散布於參

加人，以達到廣告招徠之效果，故亦該當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行為主體。被檢

舉人等雖稱葵花寶典係其內部教育之文件，惟多層次傳銷事業係以多數參加人

構成其行銷通路之特性，且事實上該產品簡介已藉多層次傳銷之管道傳布於多

數之參加人，數量多達二百餘本，自屬對外散布而具招徠效果之廣告。 

2. 有關小分子能量π活水機係採用美國原裝進口 IP6 型高壓活性碳濾心，涉有不實

乙節：按品亮公司於葵花寶典第 50 至 53 頁產品簡介美國高壓活性碳濾心之特

色及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水設備測試報告，並註明測試樣品為：「IP6 型

（MP500）壓縮活性碳濾心」，綜觀上開高壓活性碳濾心之宣傳文件予人之整體

印象，足致消費者認為小分子能量π活水機係採用美國原裝進口 IP6 型高壓活性

碳濾心，並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水設備測試。此情節品亮公司雖主張曾於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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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透過進口商亨達力公司向美商Multi-Pure Corporation購買 1000餘顆高壓活

性碳濾心，復再透過 KX Industries, L.P.公司進口 3900 餘顆濾心，既然部分產品

使用 IP6 型高壓活性碳濾心，其將該型濾心測試報告置於葵花寶典，應無不當。

惟據檢舉人出具美商 Multi-Pure Corporation 之文件顯示，品亮公司於 88 年間向

美商 Multi-Pure Corporation 訂購之濾心屬 AP2178 型號，非屬 IP6 型號高壓活性

碳濾心，且品亮公司事後透過 KX Industries, L.P.公司進口 3900 餘顆濾心，亦非

屬 IP6 型號高壓活性碳濾心，是品亮公司之小分子能量π活水機第 3 道濾心雖採

用美國進口之濾心，然其進口之濾心皆非屬美商 Multi-Pure Corporation 產製之

IP6 型高壓活性碳濾心，卻於案關廣告中之產品簡介刊載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

水設備測試報告，以介紹產品之特色及品質，足致消費者誤認其產製小分子能

量π活水機係採用美國原裝進口 IP6 型高壓活性碳濾心，並通過美國衛生基金

會淨水設備測試，爰其就自身產品濾心之來源、內容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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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有關葵花寶典第 95 頁比較表刊稱小分子能量π水第 2 道精密陶瓷濾心「絕對採

用原裝英國 Doulton 製造生產，品質安全榮獲英國國家標準 BS5750PART Ⅱ，美

國 NSF #42、53 標準等世界一級認證」乙節：據品亮公司陳稱於 89 年至 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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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底，其製造銷售予加捷公司計有 2100 餘台，當時品亮公司陸續透過進口

商亨達力公司進口 Doulton 陶瓷濾心，有 Sterasyl、ltracarb 二款型號，復據亨達

力公司所示之數量統計表與進口憑證顯示，品亮公司自 88 年至 92 年底已陸續

進口該二款 Doulton 濾心產品達 5000 餘支，且該產品之外包裝及產品型錄皆載

稱該濾心榮獲英國國家標準 BS5750PART Ⅱ，美國 NSF #42、53，且 Doulton 濾

心具有前開品質亦為檢舉人不爭之事實，是案關廣告刊稱小分子能量π水第二道

精密陶瓷濾心「絕對採用原裝英國 Doulton 製造生產，品質安全榮獲英國國家

標準 BS5750PART Ⅱ，美國 NSF #42、53 標準等世界一級認證」之表示，自無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虞。 

4. 案關比較表上列載銀Ⅹ塔宇宙水之缺失，涉有不實乙節： 

坽有關葵花寶典第 95 頁刊載「小分子能量π水與銀Ⅹ塔宇宙水之比較」：查案關

比較表雖以「小分子能量π水」與「銀Ⅹ塔宇宙水」名義同列比較，然市售淨

水機品牌中除檢舉人之「金字塔活水機」名稱相類似外，並無所謂「銀Ⅹ塔宇

宙水」之產品，又檢舉人於產品型錄中登載之產品圖樣上標示有「金字塔宇

宙水」之字樣，且該比較表所示之主要濾心結構亦與金字塔活水機之內部濾

心結構及磁化器系統相同，是案關比較表「銀Ⅹ塔宇宙水」與濾心品牌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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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示，顯有喻指為小分子能量π水與金字塔宇宙水之產品功能及品質之優劣

比較，並足致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聯想其比較之產品為金字塔活水機，況且品

亮公司亦不否認該比較表所示之「銀Ⅹ塔宇宙水」亦有可能意謂檢舉人之產

品。品亮公司雖辯稱該比較表所載之「銀Ⅹ塔宇宙水」係將現有各種淨水機可

能有之缺點臚列，亦未列出比較之對象，與檢舉人無涉，檢舉人之行為係屬

自行對號入座云云，惟品亮公司將自身產品與所有競爭同業販售淨水機之功

能及品質相較，其引用被比較產品之品牌名稱，自可選擇避免使用具有暗喻

特定品牌或致消費者產生不當聯想之名稱，品亮公司既不為適當之區隔，反

而刻意使用與檢舉人品牌名稱相類似之文字，自屬辯詞，而不足採。 

夌品亮公司主張案關比較表列載檢舉人之產品「水中雜質嚴重阻塞陶瓷濾心」、

「並非採用原裝英國 Doulton 生產製造，無銀元素之殺菌功能且等級次級，

品質安全無保障」、「磁石容易生鏽、龜裂，產生有害人體的物質」等缺失，

除依據市面上其他品牌活水機所作之產品比較，並參考經銷商及產品使用者

之經驗編製而成云云，並提出經銷商及使用者之書面意見、照片及中友專利

商標事務所製作之分析意見報告書、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鑑定研究報告書

為憑。按品亮公司係以產銷淨水機為業，對淨水機之功能及品質具有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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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自當知悉在未證實他事業之文宣資料為真實前，不得冒然引用。

惟查品亮公司所參考他品牌活水機之產品比較資料，業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不法廣告內容。又查品亮公司檢附之經銷商及使用者經驗

之書面意見及照片，惟渠等多數僅表示檢舉人之金字塔活水機在後期使用會

產生異味或泡沬而無法生飲，僅其中一位表示該產品之磁化器有龜裂情形。

又品亮公司所檢附之中華工商研究院之鑑定意見認為金字塔活水機之π化功

能及礦化功能，其酸鹼值、鎳、鋅、鈣及鎂含量均符合台北市自來水之標準

範圍，而該鑑定報告內容並無指出金字塔活水機之磁化器具有易龜裂之情

形，或產生有害人體物質等情，是品亮公司僅引用使用者之個別經驗作為商

品文宣，並無查證渠等之個別意見或經驗是否與事實相符，亦無客觀公正之

檢測試驗報告為證，即妄加論斷，自屬不公平之比較結果。 

奅又品亮公司於 91 年 5 月撰寫完成葵花寶典，再交由加捷公司於 91 年 7 至同

年 12 月販售期間，尚未取得公正客觀之專業機關之鑑定報告，縱其事後將案

關二產品送請中友專利事務所、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定，惟中友專利事務所所

為分析報告書之意見，主要就品亮公司所附淨水機之內部濾心結構進行常理

推論，並未載明待證產品之品牌名稱外，亦未經實驗檢試，即憑藉主觀認知



 
160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或經驗法則推斷出分析意見，尚非屬公正客觀之事證資料。又中華工商研究

院之鑑定結論亦未顯示，檢舉人之產品有「造成水中雜質嚴重阻塞」、「磁石

容易龜裂，產生有害人體的物質」、「品質安全無保障」，而屬次級品之情事。

故本案品亮公司在欠缺公正客觀之具體事證，即於案關比較表列載檢舉人之

產品具有「水中雜質嚴重阻塞陶瓷濾心」、「品質安全無保障」、「磁石容易龜

裂，產生有害人體的物質」等語，顯屬就他事業產品之內容及品質，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並憑藉此不當比較方式貶抑競爭對手，而有欺罔與

顯失公平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 

（三）個案評析 

1. 針對被檢舉人於系爭葵花寶典第 50 頁至第 53 頁之產品說明中，簡介美國高壓

活性碳濾心之特色及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水設備測試報告，並註明測試樣品

為：「IP6 型（MP500）壓縮活性碳濾心」，足使系爭廣告閱聽人認為被檢舉人商

品係採用美國原裝進口 IP6 型高壓活性碳濾心，並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水設

備測試。本案被檢舉人明知其商品濾心並非「IP6 型（MP500）」規格，卻意圖

攀附該規格商品已通過美國衛生基金會淨水設備測試報告之信譽，已違反公平

交易法 21 條規定，係一違法之依附式比較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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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葵花寶典第 95 頁刊載「小分子能量π水與銀Ⅹ塔宇宙水之比較」，被檢舉人

雖辯稱該比較表所稱「銀Ⅹ塔宇宙水」係將現有各種淨水機可能有之缺點臚列，

亦未指稱特定之比較對象，與檢舉人之指控無涉。惟公平會經調查雙方證詞後

認定，被檢舉人仍有藉此隱喻該特定品牌之意圖，將致消費者產生不當聯想，

對被比較事業而言，自屬不公。又被檢舉人所稱：檢舉人商品「水中雜質嚴重

阻塞陶瓷濾心」、「並非採用原裝英國 Doulton 生產製造，無銀元素之殺菌功能

且等級次級，品質安全無保障」、「磁石容易生鏽、龜裂，產生有害人體的物質」

等缺失，被檢舉人雖舉證有經銷商及使用者之書面意見、照片及中友專利商標

事務所製作之分析意見報告書、中華工商研究院所出具之鑑定研究報告書為

憑，惟經公平會詳加檢視結果，部分報告內容，未經實驗檢試，無法認屬公正

客觀之實證資料；又部分內容係被檢舉人引用少數使用者之個別經驗，且未經

查證，即行妄加論斷，所以被檢舉人藉此不當比較方式貶抑競爭對手，而有欺

罔與顯失公平之情事，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批判式指名廣告類型。 

3. 本案被檢舉人雖未直接指名就檢舉人商品「金字塔宇宙水」進行比較，而以市

面不存在之所謂「銀Ⅹ塔宇宙水」作為比較對象，然除直接指名之比較廣告外，

間接隱喻競爭同業之比較廣告，亦須接受公平交易法不當比較廣告之規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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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檢舉人就自身商品及被比較商品於系爭比較廣告之表示，其所提事證資

料，並非客觀且得實證之資料，爰屬違法之屬性比較廣告。因此，事業從事比

較廣告，就其主張內容必須可經客觀證實，且須正確並適當引用相關實證事實，

並以公正方法進行比較，否則將有構成不法比較廣告之虞。   

四、個案四：PC home 網站（93 公處字第 043 號處分書） 

（一）個案事由 

被檢舉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為推廣其 PC home 網站搜尋服務，自 91 年

1 月 17 日起，以Yahoo!奇摩網站為比較對象，在 PC home 網站上邀集使用者參與所謂「PC 

home vs Yahoo!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活動，邀請使用者依被檢舉人每日所指定之三個辭

彙在上開二網站進行搜尋，比較在二網站上搜尋所得何者較多，再將答案輸入 PC home 網

站，完全答對者即可參與抽獎，被檢舉人僅以搜尋所得資料筆數多寡為唯一比較標準，並

藉事先篩選之特定辭彙，使消費者誤認檢舉人之搜尋功能不如被檢舉人；又被檢舉人未提

供客觀具體之比較數據及資料，片面宣布與檢舉人對決之方式以吸引消費者使用其網站，

並以顯失客觀之方法讓消費者對二網站搜尋功能進行比較，被檢舉人所為除明顯攀附檢舉

人商譽，以達其行銷之目的，並有顯失公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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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會調查結果，認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比較廣告。 

1. 有關「PC home v.s.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部分： 

坽本案「PC home v.s.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之活動訊息除經媒體廣泛

報導外，詳細活動公告及內容係登載於被檢舉人之網站上，網路使用者於進

入被檢舉人網站首頁後，點選「PC home 對決 Yahoo!奇摩-台灣兩大搜尋引擎

PK 戰 開 打 ! 天 天 送 現 金 10,000 元 」 後 進 入 活 動 網 頁

（http://campaign.pchome.com.tw/search_pk/top.html），該活動網頁刊登時間自

2002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5 日，活動網頁內容上方為較大字體之標題，標題

為「PC home v.s.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天天 PK 賽」，標題下之左

上方公告每日中獎人名單，屬抽獎結果之資訊發布，另左下方列出六項訊息，

分別為「擁有最龐大的華文網頁與網站資料庫」、「獨家『找圖』搜尋功能，

中港台圖片總共 110 萬張的圖庫」、「新增 20 萬個中英文網站」,「新增 1000

萬個中文繁體網站」、「全新『人工智慧』搜尋，搜尋速度比第一代快 3 倍，

更快！更精準！」、「單週找圖熱門排行榜，金城武、車展美女圖，或者 Hello 

Kitty、流星花園等卡漫圖片盡在其中！」。惟檢舉人未能針對前揭訊息提出該

陳述涉有不實之所在。復查標題右下方文字之說明，自上而下分別為：「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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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 賽熱門關鍵字：樂透彩、麻辣火鍋、Qoo（圖）」、「立刻搜搜看！誰的搜

尋能力強！」「完全答對者，就可參加『天天送一萬』抽獎活動」「比賽工具：

PC home 第二代搜尋引擎(可找圖)、Yahoo!奇摩搜尋」、「☆請問誰的『樂透彩』

網站多？○PC home 多 ○Yahoo!奇摩多 ○一樣多」「☆請問誰的『麻辣鍋』

網站多？○PC home 多 ○Yahoo!奇摩多 ○一樣多」「☆請問誰的『Qoo』圖片

多？○PC home 多 ○Yahoo!奇摩多 ○一樣多」，下方則為填入「姓名」、

「email」，「電話」之相對應空格；再續為「送出！我要得現金一萬元！」、「對

決時間：2002 年 1/17、1/18、1/21、1/22、1/23、1/24、1/25」；又「參加辦法：

（1）回答搜尋問題（2）填寫基本資料（3）按下送出即可（4）填答送出者，

就可參加天天送一萬抽獎活動（5）還有機會獲得 ERICSSON 手機等大獎（活

動後抽出）」；「活動獎賞：（1）天天送：現金一萬元（2）活動後再抽出：

ERICSSON A2618 手機 1 隻、PC home 線上購物 500 元購物金 20 名、錄音熊

10 隻、（到 PC home 做我自己的網頁）100 本」、「全部中獎名單將在 1 月 31

日前公布」等相關文字說明。綜觀該活動網頁之內容，僅左下角登載被檢舉

人網站、網頁、搜尋功能及資料庫之優越處，其餘內容概與活動辦法、活動

獎項及活動比賽之題目等訊息揭露相關，並未敘及被檢舉人網頁或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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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能，檢舉人對於該等資訊之揭露僅質疑活動之公平性，然並不爭執內容

之真實性，尚難認被檢舉人有就自身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 

夌有關被檢舉人是否涉有操控題目設計乙節，按搜尋引擎可搜尋網站、網頁或

圖片之多寡，概與網站內鍵之語詞、圖片多寡及資料庫大小相關，不論被檢

舉人是否預設關鍵詞，參賽者皆需實際搜尋方可能獲得實際之搜尋結果，經

查活動為期 7 天，其中 91 年 1 月 18 日、1 月 22 日曾有一則關鍵詞檢舉人可

搜尋者較被檢舉人多。另 91 年 1 月 23 日則有一則關鍵詞之搜尋結果，檢舉

雙方一樣多。且公平會調查人員於 92 年 6 月間以當時流行之資訊分別於檢舉

雙方之首頁搜尋處鍵入關鍵詞「SARS」、「和平醫院」及「口罩」，檢舉人可

查到「SARS」之網站筆數為 207 筆、被檢舉人為 157 筆；檢舉人可查到之「和

平醫院」網站筆數為 3 筆，被檢舉人為 3 筆；檢舉人可查到之「口罩」網站

有 85 筆，被檢舉人亦為 85 筆；所以二者搜尋引擎所檢索資料筆數之多寡並

非一定，又搜尋引擎之優劣，除考量搜尋資料筆數之多寡外，亦應考量搜尋

速度、精確度及資料更新程度，此為一般網路使用者所普遍知悉之常識，網

路使用者如何認知二者搜尋引擎之優劣，並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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奅有關被檢舉人舉辦 PK 賽是否涉及攀附檢舉人商譽乙節，查被檢舉人為國內

著名且具營業規模之入口網站經營者，其營業績效及信譽與檢舉人、蕃薯藤、

中華電信 HINET、新浪網 SINA、MSN 及 LYCOS 相當，被檢舉人所累積之

商譽，確為市場及相關大眾所普遍知悉。另檢舉人並不否認被檢舉人網站服

務多元，營業收入來源主要為自進產品銷售之電子商務，與檢舉人主要收入

來源來自電子商務之委託費及廣告收入，並不相同，故被檢舉人雖以檢舉人

為比較對象，惟是否可藉系爭活動榨取檢舉人之經濟利益，不無疑問，況檢

舉人並未提供因該活動而被檢舉人榨取檢舉人經濟利益之具體事證，尚難謂

被檢舉人所為有不法攀附檢舉人聲譽之虞。 

2. 有關「搜尋引擎 PK 第二彈！免費登錄網站要多久？PC home24 小時 OK v.s.唬

牌：30-60 天！」部分： 

坽被檢舉人 2002 年 3 月 15 日網頁所載：「搜尋引擎 PK 第二彈！免費登錄網站

要多久？PC home 24 小時 OK v.s.唬牌：30-60 天！」，係被檢舉人網站最新活

動項下之點選選項，經點選該選項後，即進入被檢舉人就其推出「人工智慧

網站自動化分類」正式啟用之網頁說明，該說明並將全球入口網站之登錄服

務作列表之比較，其中包括被檢舉人與「Yahoo!奇摩」、「蕃薯藤」、「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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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美國 Lycos」免費登錄速度及收費之比較，故被檢舉人所稱唬牌，

應可使人直接聯想其所指為檢舉人。又檢舉人 2002 年 12 月 11 日之「網站登

錄說明」網頁，載有「在您正常完成登錄網站表單之填寫後，我們工作人員

會依本站的登錄原則為依據，並作適當之修正，一經確認無誤後，即會將您

的網站轉入 Yahoo!奇摩資料庫中，按一般程序，大約需等候 1 至 2 個月，若

您登錄的網站連結正常，且經工作人員處理後，本站會發一封登錄成功確認

信給您，表示您的網站成功的登錄在 Yahoo!奇摩」之敘述，另檢舉人 2003

年 7 月 25 日之相同網頁，雖文字內容稍有修正，惟內容大致雷同，即依一般

程序登錄，約需 1 至 2 個月時間，始完成個人免費網站之登錄，所以被檢舉

人於該比較表中載「Yahoo!奇摩」免費登錄速度為「 30-60 天」，並非無據。 

夌又系爭網頁宣稱：PC home「免費登錄速度 24 小時、收費狀況、免費」乙節，

查被檢舉人提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增大股份有限公司」、「互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臺篁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一六八明星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及「亞太菁英股份有限公司」等網站申請登錄之時間及完成分類登錄之時間，

其所需登錄時間分別為 23 小時 20 分鐘、3 小時 30 分鐘、6 小時、13 小時 30

分鐘、7 小時 15 分鐘、4 小時 40 分鐘，皆未超過 24 小時，故與該網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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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檢舉人之陳述尚稱相符，尚難認該網頁有關被檢舉人之陳述有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情事。  

奅有關檢舉人質疑被檢舉人分類方式之正確性乙節，查該則廣告予人之整體印

象在說明被檢舉人新啟用「人工智慧網站自動化分類」免費登錄及時間效率

上之優越性，縱檢舉人稱被檢舉人「小華的家」、「雪裡紅年糕」、「銀河美食

情報」等分類有誤或誤植，惟檢舉人所指僅為部分個案，檢舉人並未提供或

確認被檢舉人之分類系統之各個分類皆屬有誤，況業界亦未訂有明確一致之

客觀分類標準，縱為人工分類，各網站之結果亦不盡相同，分類品質之良莠，

事涉網友點閱之主觀認定，而被檢舉人對於被比較對象之陳述亦非屬無據，

尚難謂被檢舉人所為有貶抑檢舉人致有顯失公平情事。 

3. 有關被檢舉人宣稱為「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PC 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為會

員第一、流量第一、台灣最大入口網站」及「PC Home 為台灣最大的電子報發

送平台」部分： 

坽被檢舉人 2002 年 4 月 8 日所宣稱「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PC 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為會員第一、流量第一、台灣最大入口網站」之記者會新聞稿，其

出處係被檢舉人網站下之公司簡介網頁及大事記之重要新聞稿網頁，二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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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特定多數人所得以知悉之業務說明，足堪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所稱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又被檢舉人所舉辦之記者會亦為推廣被檢舉人本身網路服務之

目的，媒體根據被檢舉人記者會所為表示據以報導亦足令不特定多數交易相

對人知悉被檢舉人之網路服務，爰屬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之規範範圍。 

夌網際網路服務之使用方式及其與使用者間之互動與其他產業迥然不同，目前

網路服務之市場分析雖以瀏覽頁次、瀏覽人數、登記使用者人數等方法評估

各網站之價值，惟各業者計算方式未見統一，致網路業界目前尚難有被普遍

多數人所肯定之客觀公正之分析調查方法。又「流量」係網站之主機代管業

者於某監測時點就不同監測時間長短所得之相對頻寬使用量，流量之數據隨

網路使用者於尖鋒或離鋒上網之時間不同，其監測結果亦有不同，且各入口

網站之頻寬各自不同，頻寬使用大小本有差別，流量之表示亦有日流量、週

流量、月流量及年流量之別；而流量數據為網站主機代管業者之監測頻寬使

用量，非頻寬使用者無法獲悉該項資料，被檢舉人既無法獲知檢舉人或其他

入口網站之流量數據，亦未載明資料所及之時點、監測範圍及比較基礎，交

易相對人或網路使用者自無法查證廣告敘述之真實性及客觀性，而產生被檢

舉人網路使用冠於同業之錯誤印象。又「會員人數」係入口網站經營者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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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該網路所提供之電子報、電子商務或電子郵件、個人網頁等服務之使用

者登錄人數，各網路經營者所提供服務不盡相同，會員人數之計算基礎亦有

不同，精確而客觀之會員人數僅網路經營者本身可得知悉，被檢舉人既未查

證檢舉人及其他網路經營者之會員人數統計基礎，亦未於自身網站說明會員

人數之統計方式及數據來源，自無法提供公正客觀之事證可佐證廣告用語之

客觀性與真實性。 

奅被檢舉人所提供之各則網路調查資料及相關媒體報導，該等內容雖皆肯認被

檢舉人之市場表現及地位，但俱無被檢舉人系爭廣告所自稱「台灣最大入口

網站」、「流量第一」、「會員第一」或「台灣最大的電子報發送平台」等文字

表示，況檢舉人亦提出相同調查事業所為之調查結果，與系爭廣告之自稱「最

大」、「第一」並不一致。且入口網站之經營規模、流量、會員人數等向為網

路事業爭取網路廣告或電子商務等交易機會之重要參考數據，被檢舉人既未

經查證資料之真實性及客觀性，亦未載明資料計算之來源及比較基礎，逕據

他事業不同之調查結果或媒體報導而推估渠之網路服務排名，無法令網路使

用者查證或確認資料之正確性。故被檢舉人以公眾可得知之方式為「PC 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為會員第一、流量第一、台灣最大入口網站」及「PC home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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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大的電子報發送平台」之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稱述，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1 條規定。 

（三）個案評析 

1. 本案被檢舉人於 91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25 日在其網站上辦理所謂「PC home v.s. 

Yahoo! 奇摩搜尋引擎大對決」之活動」，並以天天送現金一萬元及活動後再抽

出 ERICSSON A2618 手機 1 隻、PC home 線上購物 500 元購物金 20 名、錄音熊

10 隻等獎賞活動，吸引網路使用者的廣泛參予，藉以強化網路使用者對 PC home

網站之搜尋功能及資料庫優越性之認同，為具相當創意之事件行銷廣告，所以

能引起競爭對手極大關注，並投入大量資源，委請知名法律人士代理向公平會

訴請查處。前揭系爭網頁內容概與活動辦法、獎項及比賽內容等訊息揭露相關，

並未直貶抑被檢舉人網頁或搜尋引擎之功能，爰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虞。 

2. 被檢舉人接續於 91 年 3 月 15 日網頁公布：「搜尋引擎 PK 第二彈！免費登錄網

站要多久？PC home 24 小時 OK v.s.唬牌：30-60 天！」案經公平會調查結果，

被檢舉人舉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 5 個網站申請登錄 PC home 之時間及完

成分類登錄之時間，皆未超過 24 小時；又檢舉人奇摩網站於 2002 及 2003 年間

之「網站登錄說明」，亦載有「．．．按一般程序，大約需等候 1 至 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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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完成個人免費網站之登錄，爰被檢舉人於該比較廣告所主張內容可經客觀證

實為真，爰屬合法之比較廣告。惟該比較廣告就二者所選擇為比較對象之選擇

基準，仍須有合理基礎之說明，以免在社會或業界交易通念上落入非同等級商

品比較之譏，則其合法性之判定將更為周延。 

3. 又被檢舉人自我宣稱「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PC home Online 網路家庭為會

員第一、流量第一、台灣最大入口網站」及「PC Home 為台灣最大的電子報發

送平台」。經公平會介入調查後，被檢舉人所舉證之網路調查資料及相關媒體報

導，其內容雖皆肯認被檢舉人之市場表現及地位，惟俱無被檢舉人所自稱「台

灣最大入口網站」、「流量第一」、「會員第一」或「台灣最大的電子報發送平台」

等文字表示。被檢舉人事先既未經查證資料之真實性及客觀性，亦未於系爭廣

告內容載明資料計算之來源及比較基礎，而逕據市場上不同之調查結果及媒體

報導而推估網路業者之排名，即自稱為「台灣最大」、「會員第一」及「流量第

一」，爰屬不法之比較廣告。因此，事業於比較廣告中以具體文字對商品或服務

為表示或表徵，包括「第一」、「最大」或「最多」等最高級用語，須有客觀數

據或意見調等事證為廣告表示之基礎，本案被檢舉人可依據其所獲得之客觀具

體資訊，修正上揭「第一」、「最大」或「最多」等用語，或可避免落入不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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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廣告之範疇。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針對公平會 2004 年所處分之比較廣告案例，逐案進行個案研究，期能清楚呈

現執法機關對具體個案違法性之認定理由外，並得以嘗試歸納比較廣告適法性之實質判斷

基準。本文研究之結論主要為下列四點： 

1. 事業從事比較廣告，就其主張內容必須可經客觀證實，且須正確並適當引用相

關實證資料，並以公正方法進行比較，否則將有構成不法比較廣告之虞。 

2. 事業於比較廣告中以具體文字對商品或服務為表示或表徵，包括「第一」、「最

大」或「最多」等最高級用語，須有客觀數據或調查意見等事證為廣告表示之

基礎。 

3. 宣稱「最低價格」之比較廣告影響市場競爭至鉅，惟該等比較廣告之用語極為

明確，倘事業事先未能詳盡調查或設計完整之配套措施，極易涉有不實或引人

錯誤。 

4. 間接隱喻競爭同業之比較廣告，雖未只直接指名被比較之對象，倘相關大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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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確定被比較之對象，亦須接受公平交易法不當比較廣告之規範。 

一般而言，比較廣告被認為是比較有效的，但它也必須同時面對競爭法機關更嚴格地

檢視其合法性。由於國內公平交易法條文充滿不確定性的法律概念，具體個案如何適用？

仍有待競爭法機關藉由累積足夠案例後，始能形成一種通案適法性之判斷基準。 

本研究統計迄至 2004 年底止，公平會歷年所審議之比較廣告案件合計有 66 件，且近

年來此類案件則有增加趨勢。雖然公平會於 1994 年 8 月 31 日即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並訂有「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

表」，惟公平會目前尚未針對比較廣告適法性之實質判斷基準，訂出通案性之案件處理原

則。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釐清不法比較廣告之涉法類型，對於執法機關與相關業者應

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二、建議 

在 1970 年代以前，各國對比較廣告多持保留態度，但隨著商業言論自由、消費者意

識高漲，已逐漸發展為原則許可之執法立場，因此可預見比較廣告在商品行銷廣告上之使

用將更為蓬勃發展，爰建議國內研究者可加強各國比較廣告案例之探討，以進一步釐清各

國針對比較廣告適法性判斷基準之異同，並利企業從事國際性比較廣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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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Europe tend to agree on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being 

helpful in promoting competition. They reason that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f fair and not 

misleading, increases consumers' information about alternative products. For this to work, 

comparative claims must be credibl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legal practice are essential in 

making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formative. 

The competition law in Taiwan went into effect in 1992 with the aim of upholding and 

protecting order in trade and consumers' interest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t provides fair and reasonable "game rules" enabling enterprises to compete freely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has been used in Taiwan for years, especially for 

consumer goods and services. In 1994,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y in Taiwan has issued a 

guideline for general advertising under the article 21 of the competition law.  

Up to now, the authority has not formulated a substantial criteria to classify the creative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and illegal advertising.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legal practice of comparative advertising in Taiwan for the last 13 years. Also, we are, by 

reviewing the four illegal cases of 2004, trying to get some useful concepts for the possible 

criteria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parative advertising、illegal advertising、fair trad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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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趙教授義隆（台灣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今天很高興來擔任這篇論文的談論人，之前有機會參與比較廣告的研究，那時候做了

民國八十年到九十年的比較廣告及國內外的狀況研究，今天很高興可以聽到最新年度的新

發展。首先，我認同前言與結論部分，就是說中華民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大多對於比較廣告

採取開放的態度，所以有很多廣告主在運用比較廣告時，就有很多空間，剛剛聽到很多案

例，顯見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認同，也可以接受。 

針對媒體曝光率很高的房屋推案來說明，幾乎房屋廣告一出來，就有很多該地區中其

他房屋的區位和價位的比較；除此之外，汽車業的測試報告也很多，在台灣近幾年，電信

業也是五花八門，像是 002 改撥什麼的，這不外乎就是為了增加市場佔有率，廣告商希望

透過廣告的手段，在消費者的腦中形成比較的基準點，縮短消費者決策的過程。我以前在

研究時，發現消費者的知的來源，如果是單方面來自廣告主及廣告商所提供的，往往會產

生認知偏差，因而會有被誤導之疑慮，這是公平交易法裡面有關第 21 條所要規範的。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林科長沒有完全把案例全部報告完畢，從摘要的觀點來看，屈

臣氏直接點名康是美、PC home 直接點名雅虎奇摩，這是直接廣告，另外兩個是間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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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說對方是誰，但是影射的對象很廣，四個案例中都沒有提供確切資料。其實，企業界

廣告手法裡，可以選擇某一個人最喜歡什麼東西，牽涉到代言人，當他說我最喜歡這個，

代表的是最高級，是某種程度的變形，不屬於比較廣告，但牽涉到代言人。 

文勝補習班和品亮都是自說自話，沒有辦法提供佐證，在品亮的案子裡，談到中友專

利事務所，並沒有驗證它所說的濾心功能，另外一家叫做中華工商研究院，他說有事實依

據，但是有沒有獨立專業的判斷？與一般能夠檢驗濾心器的機構是否在專業可信度相當？

並不是說有提供數據，就沒有問題。 

我認為如果整篇論文可以依照比較廣告幾個特性整理起來的話，對後面架構整理蠻有

幫助的，我提兩個意見讓大家作參考，第一個是爭取市占率的目標下，有很多種方法，以

比較廣告來說，通常會結合產品或通路裡的價格，所以基本上它產生問題的，大部分會在

產品上面，如果從過去的 4P 到現在的 6P，比較廣告如果針對企業規模大小，會產生一個

情況是說，企業規模大或是在做比較廣告時，不同公司會因為通路點多或規模大小，來決

定通路裡的效果，我是沒有看到公平會對這幾個案件處分的詳細金額及措施，但我覺得相

對的比重上，應該要看對 Power 及 Public Relations 的影響是如何？ 

另外，我們看到比較廣告裡是有所謂的檢舉人及被檢舉人，在很多案件中，不見得會

檢舉到公平會這邊；檢舉的裡面，也不見得會調查到最後並被處分為違法的比較廣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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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平會，是不是有機會針對就算沒進到公平會的案子也去探討，因為網路上和市面上

的產品比較消息很多，是不是可以提供公開的平台來探究比較廣告的不同方式，或是可以

做出資料庫來追蹤，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不法比較廣告之研析－2004 年台灣案例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