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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仲介公司不實廣告案 

陸、結論 

中文摘要 

本文係先就廣告之一般概念、種類、功能及其因廣告不實在法律上所應負之責任加以

論述；其次乃針對不動產行業之廣告範圍、態樣、廣告內容及其產生不實廣告原因加以探

討；並就各類不動產不實廣告態樣應適用之法律及應負之責任，加以分析、比較。接著再

就目前實務上建商與代銷商之角色與功能加以論述，以及對其在行銷管道上所處不同地位

及不同廣告方式加以釐清，以便正確適用法律及就應負之責任，分予推理、探究。然後以

實務案例加以分析、比較、歸納出最後結論，並提出數點淺見，供作公平交易委員會執法

之參考。 

關鍵字：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代銷商、經銷商、仲介商、建照、承造、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民事責任、法律責任、自地自建、他地合建、自銷、代銷、斡旋金、

差價、商品、服務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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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在近代競爭日趨激烈之商場上，為使其商品或服務深具競爭力，以壓倒其他同業

而獲得廣大消費大眾之喜愛，無不絞盡腦汁，使用各種方法，透過各種宣傳打開市場行銷

管道，以增加其利潤，故每天翻閱報紙或打開電視，甚至出門前開啟家中信箱，皆可看到

五花八門、淋瑯滿目之廣告。企業經營者顯然企圖利用這些廣告，將其商品或服務之特性，

傳達給消費者，以吸引消費者購買或享用，廣告已為現代企業行銷過程中所不可或缺之手

段。 

以廣告行銷，促使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注意或選擇，既是目前企業在商場上慣用之

技倆，而商場上之各行各業繁多，呈現之廣告態樣亦頗複雜，限於篇幅本文擬僅就不動產

業者廣告加以探討。 

根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九十年收辦檢舉案總數 1012 件中，有關不動產業

被檢舉違章案件有 64 件1，比率為 6.32%，另截至 93 年底為止，被公平會處分之不動產

業者（Real Estate）計有 423 件，其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行為者 340 件2，比率為

80.38%，足見不實廣告在不動產業者廣告中違規比例相當高，則不動產業者何以有如此多

之不實廣告？法律責任歸屬如何？應如何適用法條？均為本文所擬探討之問題。 

                                                      
1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九十三年公平交易統計年報第 75頁，民國 94年 3月出版。 

2
 同註 1第 92及 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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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廣告之概念 

一、廣告之意義 

廣告乃廣告主為獲得利益，將商品或服務或其他資訊，透過媒體管道，傳達於社會

大眾之行為。Dixit 與 Norman 二名學者認為廣告乃可以提供消費大眾許多消費資訊，同

時具有智識性教育性及娛樂性功能，又可降低產品平均市場價格，解決消費者與企業經

營者因資訊不對等所生難以存在之問題3。行銷大師 Kotler 認為「廣告係指由特定的贊助

者以付費方式，藉各種傳播媒體將其概念、商品或服務，以非個人表達方式，從事於促

銷之活動」4。此外 Patti 與 Fraser 亦認為「廣告乃運用大眾媒體中訊息所提出規劃之活

動，藉以說服對方接納與創意商品或服務」5。 

我國公平交易法雖於第二十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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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虛偽不實或引人之表示或表徵」。但何為「廣告」？同

法對之並未直接明文界定其意義，因此，僅有賴於學說加以補充解釋，但因學者百家齊鳴，

眾說紛云，莫衷一是，加之廣告種類方法及態樣極多，或利用電視廣告、或利用電台廣播、

                                                      
3
 陳煌儒、李堯賢、楊熾能合撰「比較廣告忠誠度區隔與社會福利」一文，刊載於九十四

年公平交易季刊第 13卷第 2期第 78頁以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4年 4月出版。 
4
 Kotler,Philip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p627 

8
th
 edition, New Jersey,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Prentice-Hall Inc.1994. 

5
 Patti Charles H. ＆ Charles F. Fraser “Advertising: A Dicision-Making Approach” p4-5m 

New Yerk, The Dryden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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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用報紙、雜誌及印發傳單張貼於公車車廂或貼於公眾場所或分送民眾信箱，甚至利用

網路視訊等方式，表達其商品或服務之內容，不一而足，因此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83 年 8 月間第 151 次委員會議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原則」（嗣後陸續修正），以作為該會執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所涉相關

案件之處理標準6，惟綜閱該原則，雖曾於「總則」篇中對相關名詞（如商品、其他使公

眾得知之方法，表示或表徵等等）加以界定其意義，惟仍獨缺「廣告」一詞。故本文乃嚐

試對「廣告」一詞加以闡明，認為「廣告」乃廣告主為獲致利益，將商品或服務或其他資

訊以透過媒體活動傳達於社會大眾之行為。「廣告主」並不限於企業經營者，無所不包，

舉凡希望以廣告獲得利益之人均屬之。所稱「利益」，亦不限於有形金錢收入之利潤，其

他無形之人格、聲望、名譽、地位等提昇亦包括在內。所稱「商品」係指具有商業上經濟

效用價值或滿足精神效用，得為交易之標的物，此種標的物，原則上為有形物，占有一定

空間，且得以人類視覺或觸覺觀察或感覺其存在，如茶杯、電風扇、汽車、樓房等等，甚

至「電氣」、「煤氣」、「天然氣」等，仍不失為商品。所謂「服務」係指「提供勞務收取報

酬之行為」，服務所提供之勞務方法、態樣頗多，如提供交通工具乘坐，提供金錢使用，

                                                      
6
 目前修正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請參見公平

交易法相關法規及行政規則彙編第 230 頁以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民國 9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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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術「如理髮、按摩、整容、治療、或是唱歌、表演等等」享受，甚至居間仲介方便

滿足達成交易等等之行為，均包括在內。所謂「其他資訊」係指商品及服務以外之概括事

項，如散播或傳達商品展覽、特技表演，開（閉）幕典禮、畢業典禮、婚喪喜慶啟事、敬

告啟事或警告啟事，甚至道歉啟事等等消息行為，只要廣告主，為期獲得某種利益而透過

媒體將訊息傳達於社會大眾之行為，均屬之。惟這些資訊仍可歸入廣義之服務概念中。所

稱媒體，不論係立體（如電視機、收音機或跑馬燈或電腦網路所出現之字）或平面（如報

章、雜誌等）廣告，即使印發宣傳單或將其貼於車廂或站牌等等之廣告行為，甚至在商店

門口之叫賣行為，亦均為媒體。透過前揭媒體之表達後可使社會大眾從視覺或聽覺而體會

廣告主所欲表達之資訊存在。故廣告在現今行銷市場上已屬不可或缺之手段或工具。 

二、廣告種類 

廣告常因各種不同分類標準，得區分不勝枚舉7之種類，惟實務上較常見之分類約有

下列四種類型8： 

（一）以廣告媒體為區分標準 

                                                      
7
 (1)羅明宏撰不實廣告之規範及相關執行問題第 15頁以下，國立天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82年 6月。 

 (2)陳宗平撰評定不實廣告方法之研究第 22頁以下，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 89年 7月。 
8
 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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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面廣告，尚包括下列三種； 

(1) 報紙廣告9：即廣告主利用每日發行之報紙在廣告版將訊息傳達讀者，其效力廣

泛持久，為一般企業所樂於採用。 

(2) 雜誌廣告10：乃廣告主將訊息刊登於各類雜誌上，使大眾得以閱讀獲悉其消息，

其效果與報紙相同。 

(3) 傳單廣告：乃廣告主將訊息單獨印刷成精美之傳單，藉由送報生或派專人分送

至各家庭信箱，或張貼於車站站牌或車廂體，使公眾得以獲知其消息。 

 因其為單獨之廣告，閱讀者較能集中注意力，故效果並不亞於前二者，為現行

實務常見之廣告。 

2. 立體廣告；尚包括下類三種 

(1) 電視廣告：乃利用有線或無線電視台之語音及影像，將廣告主之訊息傳達至電

視機畫面，俾觀眾藉由視覺及聽覺作用，獲知其消息。 

(2) 電台廣告：乃利用廣播電台播放之電波，將廣告主之訊息，藉收音機擴音器轉

播，傳入大眾之耳朵，而瞭解其消息，另在商店前或街上利用擴音機將廣告主

                                                      
9
 鄭玉波「廣告企業之民事責任與消費者之保護」台大法學叢書民商法問題研究(2)第 70

頁以下，1984年 12月。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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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藉電波及聲音傳達於公眾耳朵之行為亦同。 

(3) 網路廣告11：乃利用網際網路之傳輸功能，將廣告主之訊息藉由網際網路之傳

輸途徑，顯示於電腦或電視或特設布幕畫面，俾大眾得以憑視覺閱讀獲悉該視

訊消息。 

（二）以商業行為作區分標準；計有下列二種12， 

1. 商業性廣告：凡廣告主之最終廣告目的，係具有商業性行為，在建立其商業形象，

因而追求利潤之行為者即屬之。 

2. 非商業廣告：凡廣告主其廣告之目的並無商業性之行為，僅係在傳達一定之意思或

觀念之訊息，而不在追求利潤之意，如公告舉辦公益活動之訊息。 

（三）以地域範圍作區分標準：有下列三種13： 

1. 地方性廣告：即以特定區域為其範圍者，如一縣市或數縣市為範圍而傳達廣告主之

消息。 

2. 全國性廣告：即以國家主權所及之領域範圍作為廣告，而將廣告之訊息傳達於全國

各地之謂。 

                                                      
11

 陳宗平撰前揭碩士論文第 23頁。 
12

 黃深勳、鄭自隆、戚栩儷、黃明蕙、郭文耀、漆梅君、合著「廣告學」第 12頁，國立空

中大學出版，台北縣蘆洲市，1998年 1月。 
13

 同 11 第 24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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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性廣告：乃廣告主之訊息，不以本國領域範圍為限，而藉科技發達，以衛星跨

越國界傳送訊息於世界各地之謂。 

（四）以使用手段作為區分標準：較重要者約略如下14 

1. 誘餌廣告；係指廣告主以某些具有特殊性之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數量或活動期限為

廣告，但實際上卻不能成為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或已販售之商品或服務，卻未在廣告

中戴明，以之廣告引誘消費者（顧客）蒞臨商號後，再鼓勵其購買非廣告中之商品

或服務，此常見之大百貨公司之週年慶廣告。 

2. 薦證廣告；係指廣告主藉由知名或專業或權威人士之見證，而進行廣告，促使大眾

因此信服其專業性或權威性或實際經驗致對該廣告之商品或服務產生好感15，因而

獲得與消費者進行交易行為，此常見者乃利用知名人物或影歌星作為商品或服務之

代言人，如伊莉莎白使用之面霜等等。 

3. 比較廣告；此乃廣告主就自己之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廠牌，依其價格、品質、性能、

功效等等加以比較分析，而就廣告主自己之優點予以評實陳述表達，暗示被比較之

                                                      
14

 ①同 11第 113頁以下。 

 ②Miller, Gerald R ＆ James B . Stiff “Deceptive Communication P8~9, Newburp Park, Sage  

  Publication. 1993. 

 ③朱鈺洋「虛偽不實廣告與公平交易法」第 113頁以下，公平法與智產法系例三，三民 

  書局出版，民國 82年 12月。 
15

 劉孔中「論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標示或廣告之研究」第 16 頁，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民國 8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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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廠牌不如廣告主廠牌優良。比較廣告之目的乃在強調廣告主自己商品或服務品

質之優越性，以引起大眾之注意力，增加瞭解品牌差異，提高偏愛與增加購買慾16。

但比較結果如有貶損其他廠商或比較內容有不實或有欺罔消費大眾、影響交易秩序

之結果者，亦為競爭法所不允許，如馬可孛羅興業公司在報上刊登「勞力士V.S馬

可孛羅Marcopolo」17案。 

4. 寄生廣告；乃指廣告主在廣告中宣稱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功能、水準、效用、格

調、品味等等均與其他知名廠牌同級，但不直接使用這些著名廠商之商標。其希望

藉由這些知名度之廠牌以提昇自己廠牌之聲譽，因而獲利，因此日本學者稱為「寄

生廣告」，德國學者稱為「依附廣告」或「攀附廣告」18。 

5. 隱藏性廣告；乃指廣告主就其足以影響交易之重要資訊事項，刻意予以隱瞞而未在

廣告中明白揭露之意。該隱藏之重要事項係屬消極之不作為或消極不標示之行為，

我國學者有將其稱為「隱匿性廣告」19，其意義相同。隱藏性廣告如因此誤導消費

者進行交易亦將構成不實廣告違反競爭法而受罰，例如美國 Stouffer 食品公司，廣

                                                      
16

 Grenal、Dhruv. Sukumar Karanoor, Edward F. Feru Costley ＆ . James Barnes “Comparative 

Versus Yoncomparative advertising; Ameta-analysis.” P13, Journal of Marketing,（October, 

1997）. 
17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4年 2月 13日（84）公處字第 016號處分書。 
18

 朱鈺洋前揭「虛偽不實與公平交易法」第 113頁以下。 
19

 范建德、莊春發「不實廣告」第 163頁，漢興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8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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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宣稱其產製食品之「含鈉量少於一公克」，乍看之下似乎鈉含量很低，惟經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發現該類食品含鈉量應為「毫克」作為計算標準而判定該廣告

屬不實20。 

6. 不實廣告；乃指廣告主就其商品或服務所廣告表達之內容與商品或服務實際所存在

之價格或數量或品質或功效……等完全不符合，導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並進行交易

行為而言，此即現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之文義及所禁止之

行為，其案例不勝枚舉。 

三、廣告功能 

就目前實務廣告之種類與態樣繁多，其所以如此層出不窮，乃因廣告在目前工商發達

社會中，為企業經營者行銷其商品或服務不可或缺之方法或手段，而企業界之所以樂於使

用者，乃因廣告確有其功能及作用價值，茲簡要歸納如下； 

（一）提供消費大眾新情報 

廣告可提供商品或服務或其他各種資訊，讓消費大眾得以瞭解其資訊情報，擇其生活

所需，故廣告具有提供資訊情報之功能。 

                                                      
20

 Andrews. Craig ＆ Thomas J. Maronick “Advertising research issues from FTC versrs 

Stouffer Foods Corporation” p2,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14(2),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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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灌輸國民生活新智能 

廣告因可提供許多新的資訊，藉著廣告管道而直接間接轉達予社會大眾，使國民無形

中瞭解其內容及目的，並進而實現該目的，則廣告即具有灌輸國民新知識教育之功能。 

（三）塑造特定人物新形象 

廣告可使某特定人或特定廠牌之商品或服務，塑造成一定之形象，使消費大眾對之加

深印象或產生好感，增加崇拜或喜愛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使社會大眾對之產生厭惡唾棄作

用，故廣告即有塑造新形象之功能。 

（四）增加商業活動新利潤 

廣告可使消費者對某類商品或服務產生好感，進而交易或購買或消費，增加商業活動

之利潤收入，則廣告即有增加消費者購買及企業經營者創新利潤收入之功能。 

（五）鞭策各行各業創新性 

廣告不但促使廣告業竭盡心思規劃五花八門之創意性版面以招徠顧客，且其他行業亦

因廣告所提供之新訊息產生壓力，為繼續生存被迫不得不研發、創新，以求業務發展及進

步，故廣告也有鞭策行業創新性之功能。 

（六）提昇社會各界競爭力 

廣告表面上雖僅在表達廣告主商品或服務或其他方面之優異性，惟其結果將增加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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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之生存壓力，因此相對之一方必然會思圖勤奮研發，力謀改善或超越現實，力爭上游，

以求生存，故廣告即有提昇競爭力之功能。 

（七）促進工商行業更繁榮 

廣告所提供之新資訊，一方面可瞭解各行各業新動態，他方亦可瞭解消費市場中顧客

之需求情形，使雙方互補，而讓工商行業增加各種效能，提昇經營品質及品牌形象，在顧

客需求導向中求發展。則廣告亦有促進經濟發展及工商行業繁榮之功能。 

（八）激發消費大眾注意力 

廣告具有提供商品或服務或其他新資訊之功能與效益，增進消費大眾許多便利性，惟

因廣告有時亦有負作用存在，即因廣告主提供不實之資訊，致使消費大眾誤信該廣告之結

果而受害，因此廣告內容是否真實，無形之中也激發消費大眾注意力普遍提高，此又是廣

告之另一功能。 

四、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不實廣告不但係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行為，且影響消費者權益至鉅，因此個別之

行政法規（如我國現行商品標示法等三百多種法律）均設有禁止及處罰規定，各國競爭法

亦均設有禁止及應負之法律責任，綜觀其規定，約可歸納為廣告主（即事業）與代銷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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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媒體之法律責任，茲簡要分述如下： 

（一）廣告主之法律責任 

廣告主之責任又可分為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及民事責任。 

1. 行政責任 

所謂行政責任係指行政目的主管機關（含行政機關及法院）就廣告不實之事業依

其所掌管行政法規定，課處其應負之責任，最常見者為；公告事業不實廣告之行為，

或依職權命事業停止該不實廣告之行為21，或命事業改正該不實廣告之行為22，亦有

命其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行為23，同時併可科處罰鍰停止該不實廣告行為至停止其行

為為止24。我國目前計有公平交易法等三百五十餘種法規均設有禁止企業經營者不實

廣告及處罰鍰之規定，立法本意在此。 

2. 刑事責任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不實廣告並無直接規定可以論究刑事責任之條文，惟如以不實

                                                      
21

 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1條、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12214條、日本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6條。法國消費稅法第 121之 1至之 6，3

條規定等。 
22

 同 21。 
23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41條及法國消費稅法第 121之四條規定：「可要求刊登判決，法庭可

依要求命被判者負擔費用或命其刊登更正廣告，亦可訂明更正時廣告用語及刊登傳播方

式，並限期進行。如未遵行，且不影響刑罰之執行，則由檢察官代為執行後向被判罰行

為人請求支付刊登費用」。 
24

 同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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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為手段陳述或散佈足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達到不法競爭之目的，我國公平

交易法第三十七條則明文規定可「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

幣伍千萬元以下罰金」，另實務上當事人因不實廣告經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後

認有詐欺行為，訴請法院論究刑責者，亦不乏其案例25。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十

四條則直接規定違反商業不實廣告者法院可判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五

千元以下罰金26，法國消費稅法第一二一之七條引用同法二一三之一條規定，認其構

成詐欺罪可處二年徒刑或二十五萬元法郎罰金27。以上皆為不實廣告應負刑事責任之

明證，蓋不實廣告皆隱藏詐欺取財及不法意圖，已合致刑法違法構成要件，故其行為

應受非難與刑事制裁。 

3. 民事責任 

不實廣告行為因足以誤導消費者進行交易致遭受損害，其結果與民法規定之侵權

行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無二致，故各國競爭法，均有定其應負之民事賠償責任28，

                                                      
25

 如民國 94年 9月 8日中國時報 A1版刊載「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案，消費者因不滿瘦身

美容不實廣告受騙於檢舉並經公平會處分後，據以向法院提出詐欺告訴，經檢察官以詐

欺案起訴求刑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以訴，並經法院審理在案。 
26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美國公平貿易委員會法相關法規彙編第 48 頁，民國 84 年 1

月出版。 
2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法國消費稅法第 44頁，民國 88年 10月出版。 
28

 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1~32 條規定，前揭日本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 7條規家定

及前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 1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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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事賠償責任尚分下列三種形。 

(1) 過失性賠償責任29： 

一般侵權行為所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以行為人具有故意或過失責任為要件，

故應負填平補償侵害他人權利之損失。但其賠償損失之範圍，如因故意行為所致

者，已另有規定，自應排除外。故屬於過失行為者，理論上應限於以填補當事人損

失為原則，以衡平其得失，故稱為過失性賠償。 

(2) 故意性賠償責任： 

不實廣告事先大都具有「明知」或「不違背本意」之直接或間接故意性意圖存

在，故其不但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並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應適用當然違法原

則予以論究外，另造成他人損害部分，自應予以嚴懲，故法院可就被害人之請求，

依侵害情節，酌判損害額三倍以下之賠償30。此項賠償與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

規定所稱「懲罰性賠償」概念相當，故亦可稱為「懲罰性賠償責任」。 

(3) 無過失賠償責任： 

不實廣告本具有故意過失行為存在，導致他人權利損害時，依傳統侵權行為理

論，應負賠償責任，已如前述，惟因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歸由被害之消費者承擔，

                                                      
29

 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1條規定。 
30

 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32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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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與經驗不對稱情況下，消費者往往難予舉證而歸於無實益，故有更先進之立

法例，認為只要在不實廣告行為，導致他人誤信而受損害時，因其具有因果關係即

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不問其故意或過失行為，更無庸舉證。日本不當贈品與不當

表示防止法第七條規定「事業違反第四條規定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即其適例31。 

（二）代銷商之法律責任 

代銷商所提供者不論係商品或服務，如有不實廣告其應負之法律責任與廣告主相同，

故不予贅述。 

（三）廣告媒體之法律責任 

不實廣告因係由廣告主行為所致，自應由廣告主負擔法律責任。但亦有部分係由媒體

報導傳播不實所致者，消費者如因誤信該媒體不實報導所致之損害，媒體亦難辭卸其責，

因此為保護消費者，不論消費者保護法或是公平交易法都有規定其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

以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仍予以傳播或刊載者為限。明

知係屬故意，可得而知係屬重大過失，究應由消費者負舉證責任？抑或由媒體負擔？法未

明文，若為保護消費者起見，似應由媒體負責證明無故意亦無過失，始能免除連帶賠償責

任較為妥當，或以無過失責任更佳。 

                                                      
31

 日本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第 68~69 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出版，民國 8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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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實廣告應適用法規 

關於不實廣告之客體為商品及服務，美國、日本及法國等立法例均將其併訂於同一法

律條文之同一項內32，但我國公平交易法則將其分別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33，且何為「商品」？何為「服務」？公平交易法本法中未加以界定，而行政院

                                                      
32

 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 12條 a項即規定「任何人

合夥或營業體利用合眾國郵政，或在商業上或在影響商業之行為上，不論直接或間接利

用一切引誘或足以引誘他人在食品、藥品、醫療器材或化妝品商業上購買，或在影響該

等商業之其他購買之手段而為商業不實廣告者，均屬違法」，同法第 14條規定「違反第

12條 a項之任何規定者…經法院判決後處 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五千元以下之

罰金。但前述個人、合夥或營業體於判決前已因違反前述規定而被判刑確定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駕科或併科一萬以下之罰金…。」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美國

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第 48~52頁。又日本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四條規定：

「事業就其營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下列表示： 

 一、事業意圖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其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容，為較其實際

情形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良之表示，致不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二、事業意圖使一般消費者誤認於其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為較其實際情

形或較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顯著優良之表示，致不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三、除前二款規定外，事業為與商品或服務之交易相關事項，使一般消費者有誤認之表，

致不當誘引顧客而有致不當誘引顧客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及經公平交易委員會所指

示者。」第六條規定「事業違反第四條之規定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命其停止其行為或

防止其行為或公告，以至該行為禁止為止」。「事業違反第四條（不當表示之禁止）者，

適用禁止私的獨占與確保公平交易法律第 25 條無過失賠償責任」。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編印日本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第 67頁，民國 85 年 4月出版。又如法國消

費稅法第 121~1條規定「廣告應被禁止，包括：無論任何類型，誤導之引證、指涉、外

觀或包含此類之一或若干下列要件：財貨或勞務為其廣告主題之存有、本質、組成、基

本品質、有用原則之內容、種類、來源、數量、製造方式與日期、屬性、價格與販售條

件、使用條件、使用之可預期效果、販售與提供的理由與過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編印法國消國消費稅法第 22頁，民國 88年 10月出版。 
33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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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二項規定：「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

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第三項「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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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前揭「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第二點又將商品及服務合

併定義為「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商品（服務）係指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暨具有招徠效

果之其他非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包括事業之身份、資格、營業狀況、與其

他事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之關係，事業就該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等等」34。 

故事業就商品或服務有廣告不實時，究應如何適用前開第一項或第三項，實務上經常

發生適用之爭議及困擾，則有待進一步斟酌。蓋在訴訟程序中，法令適用不當者，得為上

訴第三審法院之理由35，故適用時不得不慎重之，如二者概念予以釐清後，其法律適用即

可迎刃而解。 

商品及服務之概念，除前開公平會之界定外，本文於廣告意義概念中亦加以補述其不

同性，所以然者乃特別強調商品與服務，其本質差異性，並企圖杜絕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或第三項適用之困擾，有助於後述建商與代銷商責任之釐清。 

其實商品與服務本係完全不同之概念，通說應均無異議，惟產生爭議之關鍵者，乃在

仲介業對於其仲介服務之他人商品由仲介業自行廣告有不實之情形，究應係屬於商品之不

實廣告？抑或係服務不實廣告？如為商品不實廣告者，即應適用第一項規定。如為服務不

                                                      
34

 同 6。 
35

 民事訴訟法第 467條「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不得為之」第 468條「判

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7條與 378條規定及行政訴

訟法第 242條及 243條規定，均大同小異，均幾乎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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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廣告者，即應適用第三項規定，代銷商與仲介業之性質與地位有相似之處，此乃本文所

欲特別釐清者，確信其對所有類此困擾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之「商品」究應否限於廣告主自己所提供或

所有者？立法理由並無加以說明清楚，本文認為解釋上則應當然肯定，且代銷商或仲介業

對廣告該商品擁有自主經營處分權者，亦應包括在內，所謂「自主經營處分權」，即指對

該商品之價格有自由決定權，並得對該商品有任意處分權，不受提供人任何干涉之意。但

代銷商或仲介業對於提供廣告之商品倘非所有權人，或對之無自主經營處分決定權者，本

質上即屬服務，既為服務之廣告不實，則屬第三項禁制規定之範圍，否則現行法第三項之

規定便屬贅文，且徒生適用困擾。此觀諸前述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在同一條項併列規定，

即為明證36。論者或謂第三人所提供者，雖為服務，但其廣告之標的物仍為商品或該第三

人如負有審閱所發行之商品廣告目錄，又將其自己名稱與商品所有人（或提供人）併列於

商品廣告目錄上時，如何能排除第一項規定之範圍？按此種聯合性廣告行為37，除非其內

部合作契約，已明文規定該第三人就該商品負有提供義務，及同時負有民法上出賣人應負

之瑕疵擔保責任義務，否則如僅單純審閱該商品目錄內容是否正確，或再負責該目錄單之

                                                      
36

 同註 32。 
37

 所謂聯合性廣告行為，係指由二個以上廣告主體所組合而廣告之行為，如由營建商與代

銷商共同組合廣告，或由銀行（提供刷卡、簽帳付款服等）與製造商及經銷商（提供商

品）共同聯合廣告等等，凡廣告主體有二人以上成立之廣告行為，以別於傳統上單純由

製造商或代銷商或服務商等單一主體之廣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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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應仍屬「服務」範圍，與「商品」提供人或所有人或對該商品銷售擁有自主經營處

分權範圍之概念，仍然有別，其對於商品內容之廣告如有不實，亦只能單就商品之提供人

即所有人或擁有商品銷售自主經營處分權人（亦即民法上之出賣人概念）令負其責任，而

適用第一項規定。至該第三人在本廣告中，則須單獨審究其所提供之服務有無廣告不實情

形；如有，係屬第三項禁制規定範圍，應依第三項負責任；如無，則毫無責任可言38。至

於廣告標的物為商品者乃第三人提供服務之媒介物而已，概念上不可混淆。 

綜前所述，現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與第三項規定之商品與服務，有廣告不

實時，其應適用之法律，應以廣告主對該系爭廣告「商品」有無所有權或自主經營處分決

定權或負有瑕疵擔保之責任者為斷，亦即形同是否屬於民法上出賣人地位？倘單純作為提

供人之買賣媒介，而不負民法上出賣人瑕疵擔保之義務者，仍屬服務範圍應適用第三項規

定，而非第一項規定，至於依消費者保護法有應負無過失賠償責任者係另外問題，亦不可

混為一談。 

                                                      
38

 請參見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郵采有限公司聯合廣告案及聯邦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與幼敏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廣告案被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案。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12卷第 10期第 83頁以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秘書室發行，民國

92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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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不動產廣告概況 

一、不動產之範圍 

依照民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

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不動產之範圍頗為廣泛，舉凡土地、房屋、橋樑、紀念館、

涼亭、別墅、湖泊、遊樂區，甚至未與土地分離之農作物、果實等等，均包括在內39，本

文限於時間及篇幅，擬僅以實務最常見之營建物即房屋（包括成屋或建造中或預售屋）及

相關之地基、庭院、週邊設備或交通環境等為限，合先說明。 

二、不動產廣告之態樣 

不動產廣告之態樣除前述一般廣告行為態樣如：比較廣告、薦證廣告、攀附廣告、誘

餌廣告、隱藏性廣告甚至立體廣告或平面廣告方式外，亦有地區性廣告或全國性廣告。此

外，其並有單獨性廣告及聯合性廣告。另因不動產之特殊性又可分為屋內廣告、屋外廣告、

綜合性廣告及因以房屋基地所有權人主體歸屬不同區分之自地自建自銷廣告，或他地合建

他銷廣告等等。茲僅再就後三類態樣分述如下： 

（一）單獨性及聯合性廣告：此分類係以廣告主體數量多寡作為區分標準； 

                                                      
39

 鄭玉波著黃宗樂修訂民法總則增訂第九版第 216頁，三民書局印行，2003年 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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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獨性廣告：此種廣告，顧名思義，僅有廣告主單獨一人作為主體，如僅為建商或

代銷商單獨一人所為。至於廣告內容則不限於單一項目，如可就房屋隔間設計，建

材，採光，地理位置、景觀、交通或坪數、基地面積、使用面積、公共設施面積等

等併予作為廣告之內容。 

2. 聯合性廣告：此廣告係指廣告主包含二人或二人以上所組成之團體廣告，例如營建

商與代銷商之聯合廣告，或營建商與代銷商及屋主（房屋所有權人）等之聯合廣告，

其廣告內容可能包括房屋性質如工業住宅或國民住宅、或一般住宅、公共設施、建

築面積、使用面積、共同使用部分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屋內格局設計、建材、全

區配置圖、中庭配置圖、附屬設備等等。範圍項目不限。 

（二）屋內廣告、屋外廣告及綜合性廣告：此分類係針對房屋構造之範圍及特性作為

區分標準； 

1. 屋內廣告：此係專就房屋內部客廳、臥室、廚房（含料理台附屬設備）及窗戶位置、

隔間、坪數大小、建材種類、材質、採光設計等所為之廣告，或如夾層屋、樓中樓、

閣樓、魔術空間等使用二倍空間等等之廣告亦包括在內。 

2. 屋外廣告：此係指就房屋整體外觀、庭院格局規劃、公共設施面積、樓梯間、停車

位、地理位置、或游泳池、韻律教室、健身房等公共設施等，或交通情形所為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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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例如二十分鐘到達台北火車站等。 

3. 綜合廣告：乃指前二類廣告之綜合，如房屋之性質為一般住宅、或工業住宅或國民

住宅或別墅住宅，房屋座落地段超值性，空中花園、花園別墅、綠翠山莊、翰林院

雅築、中庭花園、羅馬宮廷等式建築、或者如「營造規距方圓、建設生活美景、十

四坪獨立自主、二十七坪甜蜜新婚、三十五坪美滿幸福、四十坪和樂同堂，各樓層

家具配備齊全，精工雕琢，八十坪超氣派望海樓中樓大格局、塑造四十坪賞霞夕照

四大房方圓得體三十坪波瀾觀山三大房……」等，對其所作綜合性整體性之規劃廣

告。或如以「特惠國宅－東京花園廣場」或「逸軒溫泉天廈」置有流水式游泳池中

庭、瀑布三溫暖、天橋、室內三溫暖、建築地點為知本外區溫泉等或三十公頃「綠

色大地」公共休閒設施等等廣告40。 

（三）自地自建自銷廣告，自地自建他（代）銷廣告，自地合建自銷廣告，自地合建

他（代）銷廣告，他地合建自銷廣告，他地合建代銷廣告；此分類係以不動產

房屋基地所有人歸屬及建商與代銷商不同主體關係所為區分標準，茲再簡要分

述如下： 

                                                      
40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7）公處字第 46號、第 171號第 175號處分書，（88）

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不動產交易案例彙集」（四）『第

2項以下。民國 89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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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地自建自銷廣告： 

此係指房屋基地所有人，自行規劃、設計、其所欲承造之建築物，並依建築法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並自行承造後， 自己單獨負責規劃廣告銷售者。 

2. 自地自建他（代）銷廣告： 

此係指房屋基地所有人，自行規劃、設計、其所欲承造之建築物，並依建築法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照並自行承造後，委託他人代為規劃行銷廣告，自己不自行行銷

廣告之意，但此項廣告，將因代銷商代銷時有無自主經營處分決定權而異其地位，如

有廣告不實，其適用法條有別，詳請參見後述。 

3. 自地合建自銷廣告： 

此係指房屋基地所有人提供土地，與他人共同合建或委託他人（建商）規劃、設

計並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且共同承造後，將自己分得房屋收回歸由自己負責設計

廣告銷售之意。 

4. 自地合建他（代）銷廣告： 

此係指房屋基地所有人提供土地，與他人合建或委託他人（建商）規劃、設計並

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共同承造後，不願自行規劃廣告，乃再委託他人代為規劃廣

告並行銷售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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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地合建自銷廣告： 

此項分類係指由房屋基地所有人提供土地，與他人共同建造後，就分得部分房

屋，自行規劃廣告，自行銷售之意。事實上等於（1）與（3）合併之意義。 

6. 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 

此項分類，事實上等於（2）與（4）之合併意義完全相同。但其具有自主經營處

分權地位之代銷商所為廣告，因其對代銷之標的房屋擁有經營自主處分權，已非單純

提供勞務代銷而收取約定比例之佣金，事實上對該他人提供之不動產標地物房屋已享

有自由處分之自主權利，亦即對該房屋商品已形同處於所有人地位，故當其行銷廣告

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其規範之條項應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而非

同條第三項，特予指明，詳請參見後述。 

7. 他地他建自銷廣告： 

此乃指房屋基地所有人提供土地，與他人合建或委由他人（建商）規劃、設計並

依建築法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照並承造後，就分得部分房屋委託他人代為設

計、規劃廣告銷售，但受託之他人（即代為設計規劃廣告之人）在廣告銷售過程中，

已取得自主經營處分管理決定權，即實際上取得自銷廣告經營權，形同出賣人或所有

權人地位，此類型即屬前揭（6）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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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地他建他銷廣告 

此乃指房屋基地所有人提供土地，與他人合建或委由他人（建商）規劃、設計並

依建築法等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取得建照並承造後，就分得部分房屋委託他人代為設

計、規劃廣告銷售，但受託之他人（即代為設計規劃廣告之人）在廣告銷售過程中，

未取得自主經營處分管理決定權，即完全應依照不動產房屋提供人之指示及約定代為

設計規劃廣告及銷售之意，此類型已可歸入前揭（6）類型中之另一類型，因其完全

提供勞務，如有不實係屬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服務之禁制規定，詳請參見後述。 

三、不動產廣告之內容 

就目前實務上不動產廣告而論，其內容約可歸納為屋內格局、佈置、建物樑柱結構、

建物面積、建物座落、採用建材、屋外景觀設計、及公共設施及地理環境等，除包括前述

屋內隔間、樓層格局設計、坪數、空間大小、樓中樓、閣樓、魔術空間、夾層屋二次施工

及屋外景觀、優美公共設施、近公園、學校、商業圈、住宅區、花園新城、地理位置、環

境天然或人工、交通情況等外，尚有不動產租賃關係或買賣關係或仲介關係行為之廣告，

不一而足。例如、社區外圍，銅牆鐵壁、藝術牆壁並設有電視監控系統」，「買二十六坪送

五百坪中庭花園及二十三公頃公設」，「空間超值門廳、地坪牆壁舖進口高級大理石」、「休



 
18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憩座椅、花台、流泉飛瀑、玻璃光澤涼庭、英式鐘樓、情調路燈、紅磚步道、賣弄巴黎浪

瀑風情的花園」、「地下大型購物商場、超市、書店、洗衣房、咖啡廳、飲食店……」、「三

房別墅價格超值享受五房空間」、「三十七坪、樓高四米二，三加二房創意別墅空間」、「買

一層送一層，小屋也能變大屋」、「一層的價格、二層的舒適空間、創新二層新別墅」、「露

天溫水游泳池、休閒 SPA 噴霧按摩池、音樂交誼廳、三溫暖、健身房、圖書館、商務資

訊中心、陽光庭園」、「享受綠意盎然的生活環境，陶醉於休憩賞景的大自然天地」……等

等各類幻象奇景仙境，皆為目前不動產廣告挖空心思所不可缺之內容。 

四、不動產不實廣告之原因 

目前不動產不實廣告之原因大略有下列五點： 

（一）標的物性質特殊 

不動產標的物（房屋），其價值動輒數百萬或數千萬甚至上億元之昂貴價格，非同數

十、百元或數萬元之一般日用品或家俱，不但不易於交換或任意處分捨棄；且不動產係定

著於土地上，固定不變動，為一般人期待獲得之休閒中心，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個屬於自己

溫暖舒適之休閒場所，此場所內部隔間、設計、裝飾美輪美奐，有現代化各項設備、有庭

院、停車位，又處於景觀綺麗、交通便利之位置，最好有山、有水、有游泳池又有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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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甚至咖啡廳、撞球房、電影院、附近有運動場、學校、公園等等，此種現代人

之夢幻也造就不動產營建商、經銷商或代銷商產生創新性革命性之奇思與成就，別出心裁

之造景、營建設計與不同凡響之隔間規劃，隨著廣告管道一一出爐，真真假假之景氣隨即

出現，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也因而產生。 

（二）資訊與經驗不對稱 

不動產標的物之營建，涉及專業之都市計劃或非都市計劃之商業住宅用地或工業住宅

用地、或國宅土地或一般住戶等土地基地之規劃開發事宜，並牽涉建築法規定之建築物構

造圖、設計、施工等，申請許可建造執照問題，另於施工中，依建築法規定，亦得申請變

更設計，不須按原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41，此種規定或相關之資訊，遠非一般消費

者所可隨處獲知。其次一般消費者，一生中也許從無購買房屋之機會，購買者除從事不動

產投資行業外，購買次數也不多，因此更免奢談購屋經驗，其對購屋之資訊及經驗自然缺

乏。反之營建商或經銷商（代銷商），其從事本行業，非但具備充足之各項軟體資訊與硬

體設備，其又更擁有相關數量之專業人才，每日竭盡所能，設計、開發各種創新造型及誘

人喜愛之各種類型建物，並為提昇競爭力，無不設法吸收各方資訊，累積無數之經驗，對

                                                      
41

 建築法第 39條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羛或施工中

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

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圖，立面圖，一次報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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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者而言，顯然天壞之別，幻象奇景仙居不實廣告之事，顯然不足為奇了。 

（三）消費者權益保護欠週 

消費者權益保護欠週問題由來已久，企業經營者常為公司營運與利潤，不惜極盡各種

策略所能，產製各式各樣迎合消費者所喜愛之商品行銷，或使盡各種方法，提出和藹可親

及具效率化之服務，供消費者購買或享用，惟卻忽略消費者在交易過程中所受權益損害之

保護。尤其當消費交易過程發生消費者權益受損糾紛時，企業經營者為逃避應負賠償損害

責任，皆盡其所能否認，或推脫卸責，甚至湮滅證據，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消費者求救無

門，雖然有消費者保護法可資救濟，惟在實務上，民眾對消保法保護之效能，期待不高，

根源所在乃消保法未能發揮保護功能，對違法企業經營者尚缺乏強有力之行政制裁力量，

加之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未善盡其行政監督義務，提起司法訴訟救濟亦屬有限，致使

保護消費者權益不彰。在此情況下，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不動產廣告自然到處隨之出現了。 

（四）建築制度嚴格、預售制度寬鬆 

不動產建物（尤其房屋）之建築，因受限於建築法及土地法、都市計劃法、平均地權

條例、都市更新條例、新市鎮開發條例、區域計劃法等法規之嚴格規範，不但建物基地之

權利登記、重整、變更、徵收、重劃、使用、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文教、風景

區等土地使用區分與公共設施用地等皆有嚴格管制，而且對建物之建造，必須先依建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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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由起造人提出建築物主要構造、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等工程圖樣，就基地

面積、建築面積、建築物用途等之說明書、土地權利證明書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建築

執照，始可建造或使用。起造人應依照核定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欲於興工前或施

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照建築法規定申請辦理，否則即屬違章建築，將遭受拆除之處分。 

至於建築物之預售，目前並無任何特別專法可資規範，概按民法上之買賣契約及消費

者保護法上之定型化契約辦理，除成屋可以現實交付外，從契約成立之後，大約需至一年

或二年不等期間始可交屋，而購屋人與建商所訂立之契約都以樣品屋為標的，所售之成品

與樣品屋，實際上存有相當不確定性之變數，除建商是否確實履行購屋契約所定之建材規

格、品質、屋內設計平面圖施工及面積外，可否變更設計甚至二次施工增加樓中樓或閣樓

等等，皆為購屋人無法掌控及預料，此直接間接肇致不實廣告原因。 

（五）從業人員良莠不齊 

不動產從業人員實務上除建商、代銷商及經銷商外，尚有不動產仲介業人員，其從業

人員頗不一致，雖然政府早在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制定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範

經營不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員，良法美意，效果有限，如不動產經紀人應經考試及格並領

有證書始得營業，且依規定，只可依實際成交價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

計收業務費外，不得另行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廣告應與銷售內容事實相符等，但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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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發生有收取差價或業務費或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者頗多，此乃從業人員良莠不齊所致

也。其在不動產廣告中更是五花八門，淋瑯滿目、各顯神通，消費者自難逃魔掌。 

五、不動產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不動產不實廣告，其應負之責任與前述一般不實廣告所應負之責任，並無太大差異，

惟不動產標的物較為特殊，除部分成屋外，大都為預售屋，建築期間長，建造完成之實屋

與廣告呈現之樣品屋常常不一致，且其交易因受限法令規定，時間較長，交易程序較為複

雜，而且如為讓與或買賣，其所有權之變動除須有書面契約外，尚須向地政主管機關辦理

登記，以登記發生效力，而非如一般動產物權以交付為主，因此在交易過程中，如發生一

屋數賣或因不動產標的價值較為昂貴，一般人均比較審慎。而在此交易過程中，如廣告主

或仲介人趁機請求支付斡旋金或虛報價格而賺取差價，或不當加收服務費，是否在不實廣

告責任範圍內？ 

（一）關於第一個問題，廣告主或房屋仲介人提出斡旋金請求時，依目前公平會實務

見解，認為只要在提出時，有同時告知消費者下列三件事，即不違反公平交易

法。 

1. 亦得請求選擇簽署內政部版「要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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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斡旋金契約與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區別。 

3. 二者之替代關係，換言之；不動產（房屋）仲介商（代銷商）或廣告主在仲介買賣

房屋交易過程，雖請求購買人提出斡旋金，但如有同時履行前揭三項告知義務時，

則非屬廣告不實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亦即未違反公平交易

法之規定42。 

惟查何謂內政部版要約書？依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前開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

業之規範說明附註為：內政部版要約書（詳如仲介業提供之要約書）主要內容包括43； 

(1) 載明係提出要約的主要內容，由仲介業者轉給賣方。 

(2) 購買人你如果選擇簽訂要約書，即不須支付仲介業斡旋金，在要約條件尚未獲

賣方承諾之前，無須支付其他任何款項。 

(3) 你在約定的要約期限內，仍然可以書面隨時撤回本要約，但是如果賣方的承諾

已經到達購屋人你之後，那麼你就不能撤回本要約。 

(4) 本要約經賣方承諾後，購屋人你就應依約定與賣方就買賣契約細節進行協商，

你如果不履行簽立買賣契約的義務時，就必須依據要約書中的約定內容，支付

                                                      
42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5.10第 496委員會議通過，90.5.22（90）公壹字第 01524

號令發布之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行政院公平敦易委員會編印前揭公平

交易法相關法規及行政規則彙編第 388 頁以下。 
43

 同 42第 3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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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損害賠償金額。至於斡旋金契約（如仲介業者所使用之斡旋金契約名稱）。 

經查在實務廣告中未刊載要否斡旋金，加之真正可成交之房價均未載明，以透過代銷

商或仲介人轉達價格信息決定取捨，相對購買人在資訊不對等及無經驗情況下，常易為斡

旋金所困惑，故在交易過程中，代銷商或仲介業經常藉故要求先行支付斡旋金若干萬元以

作為與賣方斡旋價金之條件。前開之內政部版要約書及斡旋金契約其內容制度，不但是畫

蛇添足多此一舉且增加陷阱，添加購屋人受害機會，併致使斡旋金糾紛案件層出不窮，困

擾公平會不已。 

對所謂內政部版要約書之內容，實際上即為民法上契約書之內容，在民法實務上買賣

雙方意思表示一致，契約即成立，雙方並負有履行之義務，付有定金未能履約時，依民法

第二百四十九條規定之法理解決，代銷商或仲介人只不夠係出賣人之代理人而已，於買賣

關係過程中，僅代理出賣人轉達價金若干之機關，與買賣契約成立與否根本不生影響，何

必多創設「斡旋金」制度，增加仲介代銷商或人詐欺及購買人蒙騙受害之機會，並因而產

生無謂糾紛與公平會處理類此案件之困擾 。故類此情事，應認為代銷商或仲介人違反公

平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廣告不實或第二十四條欺罔規定，除依第四十一條論處行政責任

外，併應增列刑事責任（詐欺罪）論處規定之條文，以杜歪風。 

（二）其次關於第二個問題虛報房價，以收取差價乙節，如原廣告中並未載明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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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雖已載明房價，出賣人已有降價求售之原意，只因代銷商或仲介人不實轉達，

或有對購屋人及出賣人另謀不法利益，致出賣人與買受人未能依原意達成一致

合意，代銷商或仲介人自難辭詐欺罪責外，其亦有背於誠信原則，構成商業倫

理非難性，目前公平會係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論處44，可否致其廣告不實之

責，亦非無置喙之餘地，實務採行以二十四條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規定論處，直截了當之行政便宜措施作法。但意圖為自己所有而詐

騙取財之情事更為明顯，除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應依第四十一條論處行政責任外，更應如前述，追究刑事責任始允公平。 

（三）再者第三個問題，不當加收服務費乙節，在房屋代銷仲介買賣或廣告中，代銷

或仲介費均已依委任人（即出賣人）在委託書中載明（通常均係按成交價格抽

取 3~5%或定額數十萬元之佣金）。由出賣人支付代銷商或仲介人，茲代銷商或

仲介人另行不當加收服務費，顯然亦已逾越原廣告或委託約定之範圍，目前公

平交易委員會係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論處45，對代銷商或仲介人而言，或有

可能合致背信或詐欺刑事責任之行為人。對買受人而言，則有可能構成詐欺罪

                                                      
44

 公平交易法對房屋仲介業之規範說明第 8 頁，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民國 93 年

10月出版。 
45

 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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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而就商業論理而言，應更具可責性，除應負其行政責任，可否視為廣

告不實，令其負廣告不實之刑事責任，亦非無探討空間。但如前所述，實務上

均以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欺罔或顯失公平影響交易秩序行為論處行政責任，

但其情形與前述並無二致，當應另再論究其詐欺之刑事責任，始符商業倫理。 

肆、建商與代銷商責任關係 

一、建商之意義角色及功能 

建商為營建商之簡稱，在建築法中則稱為建築物之承造人或營造業，以依法登記開業

之營造廠為限46。所稱建築物乃定著於土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樑柱或牆壁，供個人或

公眾使用之構造物，或雜項之工作物品。而供公眾使用之構造物係指供公眾工作、營業、

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雜項工作物則指為營業爐竈、水壒、瞭望台、

廣告牌、散裝倉、廣播塔、煙囪、圍牆、駁嵌、高架遊戲設施、游泳池、地下儲藏庫、建

築物興建完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昇降設備、 防空避難，污物處理及挖填土石

方等工程47。前揭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均為建商法定承造物之範圍。也是屬於民法上不動

                                                      
46

 建築法第 14條。 
47

 建築法第 4、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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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概念。故建商乃建造前開承造物之人。其建造行為包括48： 

（一）新建；指建築物新建造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二）增建；指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

新建。 

（三）改建；指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

面積者。 

（四）修建；指就現有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屋頂，其中

任何一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建商肩負不動產建築物之建造重責，而建築物在建造前需先經建築師規劃設計，並送

經主管機關核發建築執照後，始可按圖施工，其不但影響居住人生命安全生活問題，且對

構建現代化美輪美奐摩登大樓與各種堂皇富麗之優美城市景觀大樓，並讓現代人享受各種

夢幻奇特之休閒遊樂設施，確實功不可沒。 

二、代銷商之意義、角色及功能 

代銷商乃指就他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依一定或約定之條件，加以規劃經營、管理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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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收取一定利潤或佣金報酬之中間商號，代銷商是中間商號，既非商品之製造者或服務之

提供者，更非商品之終端消費者或服務之享用者，而係以代銷他人商品或服務之中間過程

獲取一定利潤或佣金者，至於其代銷之地位，又分為兩類，一為經銷商；另一為典型的代

銷商，兩者區別係以經營管理或銷售方式，有否完全獨立自主處分決定權為斷，如擁有完

全獨立自主處分決定權，不受他人干涉者，即為經銷商，其與製造商性質相同，因其自己

擁有決定利潤盈虧自負責任。反之；如僅代銷他人商品，依約定之價格收取一定比例之佣

金者，則係屬提供代銷之勞務而收取一定報酬而已，即為典型代銷商。故同是代銷商，仍

有不同之身份地位。因此如僅依約定或授權之比率代銷商品者才是代銷商，而如在代銷過

程擁有完全獨立自主經營處分決定權者是屬於經銷商，是故與代銷商（經銷商）之地位截

然不同，應予釐清。 

代銷商能運用其投資之資本與行銷專業人才及專業資訊，在商場行銷管道上發揮其效

能，將代銷之商品或服務，迅速轉達予消費者，既可獲利又可促進經濟之發展與繁榮，對

促進近代工商社會之繁榮發展與進步，功不可沒。 

三、建商與代銷商廣告態樣 

（一）建商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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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建商承造不動產建築物及其廣告關係頗複雜，其情形又可歸納如下： 

1. 建商自地自建自銷廣告； 

此乃指建商由自己供應之土地（或稱基地），自己規劃設計、所向主管機關申請

建照後自行出資承包建築，並由自己規劃設計廣告該自建房屋然後自己經銷，其過程

完全由建商一手包辦，不假手他人之意。 

2. 建商自地自建他（代）銷廣告； 

此係指建商由自己供應之土地（或稱基地），自己規劃設計、自行向主管機關申

請建照後自行出資承包建築，然後自己不經銷，而直接委託第三人代為規劃設計廣告

該自建房屋行銷之意，此種廣告可納入後述代銷商廣告之範圍內論述。 

3. 建商他地合建自銷廣告； 

此種情形則指由他人提供土地（房屋基地），建商與其合作營建房屋，實務上稱

為合建，均簽有合建契約，契約內容大略為：一方（指地主）提供若干平方公尺之土

地供作建築房屋之基地（含庭院、通路及公共設施或週邊設備等），由他方（指建商）

整地、規劃、設計、申請建照、出資（含提供建材及施工人員、技術等）建造，完工

後各可依約定之比例，分得若干房屋。此時建商對於該可分得之房屋部分自行所為行

銷設計及廣告，即可簡稱為他地合建自銷廣告，此與 1.情形相當。倘地主分得房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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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亦委由建商規劃廣告，則建商完全係居於代銷廣告地位，此與 4情形相當。如地主

將分得房屋部分另委由代銷商廣告，則屬下列（二）2.他有不動產代銷廣告。倘其自

行規劃廣告者，可視同自地合建自銷廣告，與 4 類型中所述同。 

4. 建商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 

前項建商合建所分得之房屋，如不願自行規劃行銷廣告時，當然也可委託他人（含

地主）代為行銷及廣告，此即稱為建商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至於地主依約定比

例分得房屋部分，如亦委託建商合併代為委請他人行銷廣告者，就建商而言，則仍為

他地合建代銷廣告，此時應視同為建商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因地主己屬房屋所

有人，已擁有自己房屋之基地，然委託建商建造，其於完工後按約定之比例分得之房

屋，理論上應視同地主自地自建房屋，倘其不自行銷售而委由建商代為行銷並代作廣

告，與建商自地自建他（代）銷廣告情形相同，認為典型之地主自地自建他（代）銷

廣告，此時建商則居於典型代銷人之地位。與後述代銷商他有不動產代銷廣告相同。

又如地主將分得之房屋，自己規劃銷售及廣告，雖為自地合建自銷廣告，惟同理亦應

可稱為自地自建自銷廣告，與前述建商自地自建自銷者並無二致。至若地主將分得之

房屋不願自行銷售，亦不願委託建商銷售，而另行找尋第三人代為規劃行銷及廣告

者，則仍應稱為自地他建他（代）銷廣告，亦即也可歸入次項代銷商廣告內併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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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銷商廣告 

基於前揭建商與地主之不動產建物承造關係與廣告，又可導出代銷商（或經銷商）廣

告，代銷商如前所述，乃單純就他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依一定或約定之條件，規劃經營

管理、代為銷售而收取利潤或佣金之中間商號（仲介業者）代銷商或仲介業者。茲就建商

或地主或一般房屋所有人提供之不動產建物依一定或約定之條件，從事規劃經營，管理、

銷售，以獲得利潤或佣金者，其在交易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行銷之角色，故其所為之行銷

廣告亦不容忽視。倘有廣告不實情事，自應列入競爭法追究責任之範圍。另因代銷商或仲

介業其商品或服務又可依其經營處分決定自主權之有無，區分下列二類： 

1. 他有不動產自銷廣告： 

此乃指代銷商或仲介商在行銷廣告他人提供之不動產房屋中，擁有獨立自主經營

及處分權，不受提供者之指揮、支配或干預，享有任意決定處分之完整自主權利，已

居於所有人之地位作經營行銷及廣告，代銷商在此情況下，已昇為經銷商之身份與地

位，因其已脫離約定之比率抽取佣金，換言之，對該銷售之房屋利潤已有自主決定權，

不受提供人或受託人之干預，可依自己之意思進行設計規劃廣告及銷售。 

2. 他有不動產代銷廣告： 

此代銷廣告與前項情形完全不同，係指代銷商就該他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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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獨立自主之經營處分及決定權，而僅能就他人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依授權範圍內，

提供行銷廣告之服務，而獲得約定比例之佣金報酬，實務上一般房屋仲介公司之代銷

及廣告即屬之。 

四、建商代銷商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及應適用法條 

目前不動產之廣告經歸納如前述，而建商與代銷商之廣告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如坪

數不足，建材品質不符等等）時，不但形成市場上不公平競爭，消費者往往蒙受不利，且

其具有商業倫理非難性，故應令其負法律責任，不論學者研究意見或法院實務見解。均採

肯定說49，其主要理論基礎乃民法第三七三條物瑕疵擔保責任，應受法律制裁，另民法第

一四八條誠信原則與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自不容忽視，此外；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一條將商品或服務之不實廣告分設於第一項及第三項作禁制規定，則上開建商及代銷

商對不動產房屋在預售或銷售過程中，如有不實廣告時應如何令其負法律責任適用法律規

定？即值得探討。謹再分述如下； 

（一）建商之不實廣告責任及其應適用法條，其又再分下列四種情形； 

1. 自地自建自銷廣告不實者―應分別適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

                                                      
49

 劉默容撰預售屋買賣不實廣告暨其定型化契約之研究第 43頁，國立中興大學 86學年度

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民國 87年 6月，台北地方法院 81年重訴字第 258號判決。 



 
 不動產不實廣告建商與代銷商法律責任之研究 203 

 
 

四條規定。 

建商在自有土地上營建房屋，同時自己規劃廣告並自行銷售，因該自建自

售之房屋，本質上仍為商品，且對之擁有完全自主之經營與銷售權，故該廣告

內容，如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時，自應符合於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禁止規定。 

如 A 建商於某地號之自有土地上投資興建二十五層大樓，依其所散發使用

之「府城新座標，新偕中 92 年傲視台南經典之作－天闕」預售屋廣告，載明

「21~22 層樓外觀裝置帷幕玻璃，23~24 層樓設有空中花園」，詎於建築物完工

後，帷幕玻璃及空中花園均被取消，購買人不滿提出檢舉，A 建商雖指稱該建

物之銷售廣告上已有註明「本說明書僅供參考」字樣，並非以廣告單為準。然

實務上就一般消費者對廣告之認知，廣告中對商品之內容、用途等所為之表示

或表徵，應當與事實相符合，即所謂誠實信賴原則，故 A 建商對商品（建物房

屋亦為商品之一）之內容、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即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不得以已於廣告單上表明僅供參考而主

張免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實務上亦同此見解50。另在本廣告中，如其他重

要資訊隱而不揭露，誤導購買人進行交易後，發生欺罔或顯失公平之影響交易

秩序行為，亦可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令其負責，如建商於本廣告

中，刊載「購屋贈送旅遊，憑購屋合約書號碼抽獎，每日有一戶得獎幸運者，

全家人可免費享受歐洲十日遊」。茲有 A 君抽中，欲依該建商指定之某旅行社辦

理出國旅遊手續時，該旅行社則囑咐 A 君須每人先繳交十五萬元會費成為會員

後，始可辦免費出國，此項須先行繳納十五萬元會費成為會員之重要資訊，建

商未於廣告中刊載揭露，顯有欺罔情形，其誤導購買人之行為，當應以第二十

四條，令其負責，甚至還有詐欺行為之刑事責任。至於建商另有藉廣告機會誹

謗競爭情節，當然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自不待言。 

2. 自地自建他（代）銷廣告不實者；應分別情形適用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項第四

項或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 

建商以自有土地營建房屋後，不願自行銷售而委由他人代為設計、規劃、

                                                      
50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3.12.27（83）公處字第 156 號案例。載於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編印「不動產交易案例彙集（一）增訂三版第 113頁，民國 89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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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廣告者，其廣告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則應分別情形適用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亦即； 

(1) 該廣告商品（房屋）內容之不實係由建商提供者，而代銷商就該房屋之行銷廣

告並無完全之獨立自主經營處分權，僅代為設計廣告，且不知或可得而知其有

虛偽不實之情，完全依照建商提供該不動產房屋之資料後授權委託刊登廣告，

代為銷售而收取約定佣金之行為，此時代銷商並無任何責任可言，其不實責任

自應完歸由建商單獨自負，亦即建商應負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至於代

銷商只不夠係建商行銷之工具而已，如令代銷商負責，恐係苛責不公平。另建

商提供不實房屋資訊，如有影射其他建商同業競爭之目的時，亦有涉及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情事。此外；建商提供之該房屋不實廣告資訊，意在誤導

消費者購買，獲取不法利潤，除應依第二十四條論究其欺罔之行政責任外，詐

欺行為彰彰明甚，自難任其置身刑責之外。 

(2) 前項情形，代銷商如已明知或可得而知建商提供該房屋之資料已有虛偽不實並

進一步再幫助加以更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設計規劃，致消費者誤導受

害，其不僅應單獨負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之禁制規定責任，尚須依同條第四項規

定與建商共同負連帶賠償責任。且涉及第二十二條規定部分，應屬刑事上共犯

併論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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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項情形，代銷商在行銷過程中，對該代銷房屋（商品）如已取得完全獨立自

主經營權，不受建商之支配、干預並擁有任意處分權，則已屬經銷商地位，其

在行銷廣告過程中，如不知該建商提供之商品房屋資訊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致發生誤導消費者情事，仍應可免其廣告責任而應將其歸屬建商依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規定禁制負責，始稱公平；如有涉及詐欺取財者當亦由建

商單獨負責其在追究刑責之列。反之；如代銷商亦明知或可得而知建商提供之

商品房屋已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情事，卻仍進一步設計規劃更引人錯誤之廣告

行銷以誘導消費者時，建商第二十一條第一項部分之責任應予免除而由代銷商

加以吸收，由代銷商分別依據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

禁制規定完全獨自負責，因其對該商品房屋已擁有獨立自主經營權及處分權，

而非單獨之提供勞務代銷抽取約定比例之佣金報酬，故不可依同條第三項禁制

規定令其負責，亦不必再依第四項規定論究。另建商既然有誹謗同業競爭之意

圖，並教唆代銷商著手實施，惡性存在其違反商業倫理自應非難追究，詐欺刑

責亦同。 

(4) 建商提供之商品房屋並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資訊，而完全係由代銷商在代

銷廣告過程中，加以設計或規劃加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資訊，以致導致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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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時，由於該不實資訊完全係由行銷商在行銷過程中單獨填加，故建商未違反

任何規定，而應由代銷商單獨在提供行銷服務時，有加入虛偽不實引人錯誤資

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禁制規定，而單獨負不實廣告責任。如有藉代銷廣

告機會誹謗競爭同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者亦同，其另有詐欺取財情事者，除

依第二十四條論處行政責任外，自應再追究刑責亦不例外。 

3. 他地合建自銷廣告不實者： 

建商投資於他人提供之土地（房屋基地）出資合建房屋，然後就其分得房

屋部分自行規劃設計廣告不實者，應分別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負責。主要理由乃其分得部分之房屋其享有自主處

分權，已為建商所承造商品，廣告有不實應論以其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其餘之理由同前，不再贅述。 

4. 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不實者； 

建商投資於他人提供之土地（房屋基地）出資合建房屋後所分得部分房屋

不願自行經銷，而委由他人規劃設計廣告並代銷，如有不實者，亦可分別下列

情況論其法律責任及違反之法條。 

(1) 就其分得房屋部分代銷廣告不實者，如係由建商提供該房屋不實之廣告資訊交

由委託之代銷商刊載廣告者，則其責任應由建商完全負責，認其違反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二條禁制，理由同前，因建商對該分得部分房屋已擁有自主

處分權，而代銷商刊載之不實，完全係由建商提供不實資訊所致，故應歸責於

建商單獨負責。倘代銷商於廣告時另有加入其他不實資料，當然亦應負不實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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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代銷商加入不實廣告資訊，亦僅屬提供不實資訊服務，為違反同條第三

項禁制規定，其對該建商委託代銷之房屋，並無自主處分權，故仍不得認其為

違反第一項規定。又代銷商於刊載廣告之時，對建商所提供之資訊，明知或可

得而知其為不實者，則應依第四項與建商負連帶之責。另代銷廣告有欺罔購屋

者致影響交易秩序者，乃難逃第二十四條行政責任及詐欺刑責。 

(2) 就地主分得房屋部分申請建商親自規劃設計代銷廣告不實者，應依公平法第二

十一條第三項負責。主要理由乃地主分得部分之房屋，其所有權歸屬地主，建

商對之無自主處分權，僅係代為地主銷售及代為廣告，亦即僅提供服務，收取

佣金而已，（但如在合建契約中，約定由建商代為負責廣告時，可能亦無佣金問

題），不論如何建商之代銷及廣告均屬提供勞務服務，房屋商品為他人（地主）

所提供，故有不實情事，即應屬僅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禁制規定，而非屬第

一項規定。但如有藉機誹謗競爭同業，當之論以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自不待

言。建商在此為地主代銷廣告所提供不實資料，意圖地主獲得不當利潤，如地

主亦知情，刑責部分應為詐欺之共犯、非幫助犯，涉及第二十四條及刑責部分

同上。 

（二）代銷商不實廣告應適用之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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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銷商對委託代銷之不動產房屋，發生不實廣告時，如前述有不同身份地位，故亦應

分別下列情形適用法條，令其負責： 

1. 他有不動產自銷廣告； 

所謂他有不動產自銷廣告係指雖由他人提供委託代銷之不動產建物（房

屋），代銷商在代銷過程中已取得完全獨立自主之處分權與經營權，可以不受委

託人干預或任何拘束；已屬於經銷商之身份地位，換言之；代銷商已可將該受

託房屋視為或歸屬自己所有，故其在規劃設計廣告有不實情事，則係違反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而非第三項規定，主要理由乃該經銷商在此情況下，對該

委託代銷之商品已擁有自主處分權及經營權，而非單純地提供服務。又倘代銷

商規劃設計之廣告並無不實，而其不實資訊係由不動產所有人提供者，代銷商

完全不知情時，則代銷商在理論上似不應負責，但商品（房屋）已屬代銷商所

有或具有完全之自主處分權及經營權，代銷商處於經銷商地位難咎其責，解釋

上僅可於履行賠償責任及再向該房屋提供人求償，而原房屋（商品）提供人既

然提供不實房屋資訊，自應認其違反第三項提供不實資訊服務規定，負其應有

之責任，始稱公平。至於代銷商對該提供之不實資訊係明知或可得而知者，自

係屬違反第一項規定而非同條第四項規定。此外，有欺罔或毀謗同業競爭之情

事，亦屬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規定，且詐欺責任也難脫逃。 

2. 他有不動產代銷廣告者 

代銷商就他人提供之不動產房屋代為銷售廣告，因該不動產係由他人所提

供，對之並無獨立自主處分權及經營權，完全係依他人指示行事，故行銷過程

有廣告不實情事，則不動產所有人仍然難逃不實廣告之責任，仍應依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負其責任，但代銷商則應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令其負責。而代銷

商於廣告過程中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提供之不動產資訊有不實情形，仍予以刊載

廣告者，理應負廣告不實責任，就其提供不實刊載服務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而我國公平交易法規定，廣告代理商在此情形下，係屬違反第二十一條

第四項規定，應與不動產提供人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尚不無斟酌餘地。又不動

產提供人或所有人在委託代銷商行銷時，並未提供該不動產不實資訊，而係代

銷商於規劃設計之廣告中主動自行規劃注入不實資訊，誘導購買人，則此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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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銷商提供代銷廣告服務之不實行為，毫無疑問應認其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至其有欺罔購屋人影響交易秩序者，亦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自須擔當

應有之責任，始為公平，前已述及。 

（三）建商、代銷商在不動產不實廣告中，應負法律責任； 

建商、代銷商在不動產不實廣告中，應負法律責任，基於與前述不動產廣告及一般性

廣告之原理原則，並應無太大差異，再分述如下： 

1. 行政責任 

如前所述，各國競爭法及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不實廣告

之事業由競爭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限期命其停止該不實廣告行為或採取必要

之更正廣告措施行為，同時可科處若干額度之罰鍰，以達行政目的。國外雖也

有由競爭主管機關或法院判決公布廣告不實之行為，但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不實廣告事業經委員會議決議處分後，除於當天或次日發布其消息於報紙或電

視媒體報導外，並刊載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發行之公報，其效果並無二致。此外；

最特殊者，莫過於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所採行之自律規範（Compliance Program）51，如

Manningham 不動產公司廣告不實案52。 

2. 民事責任 

                                                      
51

 所謂「自律規範」（Compliance Program）：指由企業經營者自己參照政府規定之法令要

旨，自行訂定一套措施方案，配合執行，然後由主管機關邀請與該企業有關之專家學者

組隊在一定期間加以實地考核，評定其實施成效。經評定優良者，給予獎勵，不佳者請

其改善，在澳洲實施「自律規範」廠商如違法時，有享受減輕之優惠。我國公平交易委

員會曾於民國 90 年間將此制度加以改良後，採取自願參加方式引進試驗，第一年只有五

家廠商自願參加，尚未普遍且無違法減輕之優惠。 
52

 Manningham 不動產公司（Manningham Real Estate Proprietary Ltd.）委託 Barry Plant 

Doherty 分別於 2004年 3月 10日及 17日在地方性報紙刊載一則涉及 GST（Goods and 

Service Tax）廣告，經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認為 Barry Plant Doherty廣告不實；除制止其所作不實廣告行為與其

不實廣告導致潛在買受人在不動產買賣中對 GST 法令之應用性及判令其應提出涉及

GST 責任總額（＄24,175）二分之一歸還予買受人外，更令其實施自律規範（Implement 

a trade Practices compliance program） . Se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News Center EmploymentInfocentre 1300-302x 8
th
, Jul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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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爭法對廣告主不實之廣告行為，導致消費時損害者都設有民事上損

害賠償責任規定，同時因廣告主故意行為所致消費者之損害，法院可因當事人

之請求酌判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第五章亦有類

此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53。而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依民法侵權行為理論，被害人

必須負有舉證加害人故意過失行為之義務，否則構成要件不符合即無法達到賠

償之法律效果，有些國家認為消費者恆為弱者團體，對消費資訊常處於不知或

極有限處境，顯然難以對抗經濟上強勢之經營者，故認為在此情況下，廣告主

應負民事上無過失賠償責任54。我國現行公平交易法並無類此規定，為保護消費

者，似宜參照日本立法例及現行消費者保護法第七條至第八條規定立法意者，

採行無過失責任主義55以期減少建商或代（經）銷商與日俱增之不動產不實廣告

案件。 

3. 刑事責任 

我國公平交易法對各類不實廣告案件，並無設立刑事處罰之條文，如事業

在經營廣告有不實而涉及刑事責任時，允由受害人自行尋求司法救濟途徑解

決，惟查不動產建築物不但標的價值昂貴，一般消費者對其缺乏購買經驗，其

又涉及建築法規許多特殊規定，尤其雖亦屬商品，但與其他商品比較之差異性

相當懸殊，建商或代銷商如為不實廣告，消費者受害往往非同一般商品所可比

擬。而建商或代銷商有時對該不動產商品之廣告，往往不擇手段，極盡誘導之

能事，甚至規避法令或主管機關之禁止，例如廣告與實際之坪數不足，建材不

符等等，或依規定購屋人對不動產房屋買賣契約，享有充分審閱權，建商或代

銷商雖亦不爭執，但當購屋人要求審閱該買賣契約時，建商與代銷商則提出要

求先付定金數萬元後才可審閱，當購屋人審閱後不想簽約購買時，購屋人要求

退還該預付定金，往往遭拒絕。或者利用仲介地位，刻意隱瞞重要資訊，甚至

進而藉機積極運用該不對等資訊，收取斡旋金或賺取差價或在預售屋定型化契

約中訂定欺罔或顯失公平性條款，類此及前揭加收服務費等等行為，核已合致

刑法上詐欺行為之構成要件，且其詐欺意圖與行為顯具非難性，在美國曾有房

屋出賣人將其早遭白蟻侵蝕無法居住之房屋，公開表示，該房屋已作白蟻處理，

                                                      
53

 同 6第 19頁以下。 
54

 同 32，日本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防止法第七條規定。 
55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編印，消費者保護法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4~5頁。民國

92年 7 月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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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日後絕無蟻害，且明知購屋人誤以為該屋從無蟻害，惟因購屋人承買後發

現該屋內雖已無白蟻，但已受白蟻嚴重侵蝕無法居住，而向法院訴追，經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除非出賣人自始即對白蟻侵蝕事實保持沉默，否則即應全部

公開揭露事實，竟隱瞞已遭嚴重侵蝕無法居住部分，自應負詐欺及侵權行為之

責任56。為保護資訊不足之購買人，我國公平交易法似宜增列不實廣告有論究刑

責之規定，惟為避免過於嚴苛，亦可採先行政後司法方式57處理，予違規建商或

代銷商改過自新機會，俾兼顧維持市場上公平競爭之交易秩序及購屋者權益。 

伍、案例分析 

（一）「新第來亨Ｎo.39 田園交響曲」建築物廣告不實案58
 

1. 案情摘要 

某建設公司於八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在聯合報第十五版刊登將在座落某地號

上建築「田園交響曲新第來亨Ｎo.39」、「露天溫水游泳池、休閒 SPA 噴霧按摩

池」、「音樂、交誼廳」、「三溫暖」、「健身房」、「圖書館」、「陽光｡花園｡樓中樓」、

「9 坪創意空間樓中樓」廣告，且「9 坪」、「樓中樓」、係使用較粗大字體，另

佐以夾層房屋之圖片誘導購屋人訂購。另於該公司電視廣告中又稱該建築物「新

第來亨Ｎo.39 田園交響曲」建築號碼為（81）建字第 749 號。後因購屋人檢舉，

經公平會派員調查後，發現其廣告內容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令其立即停止該建

築物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 

                                                      
56

 Lock V. Schreppler. 426. A.2d. 856（1981）. 引自註 49論文第 48頁。 
57

 所謂先行政後司法方式，係指建商或代銷商被檢舉廣告不實，經公平會調查屬實並違反

第 21條第 1項或第 3項之規定者，公平會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1條規定，先作行政處分，

定一期限（如一個月或三個月內），命該建商或代銷商停止該不實廣告行為，或令其更正

該不實之廣告內容；或令其另行發布更正不實廣告行為等等，並得同時科處若干額度（5

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如逾期不停止該不實廣告行為或不實內容或不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則公平會除可依公平法第 41條後段繼續作行政處分，追究其行政責任（但

此時所併處之罰鍰可達五千萬元上限）外，至其不實廣告行為停止為止外，同時可將其

行為移請司法機關論究其刑責任。 
58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3年 9月 5日（83）公處字第 091 號處分書。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編印，不動產交易案例彙集（一）增訂三版第 148頁以下，民國 8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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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析 

(1) 本案經依公平會派員調查發現（A）該建築物樓層空間高度為三百六十公分，

若分隔成「樓中樓」後，每層高度僅一百七十五公分，根本無法居住。（B）其

次該建物「新第來亨Ｎo.39 田園交響曲」尚未申請取得建造執照，而廣告中之

建照號碼（81）建字第 749 號係屬前核發之該公司「田園交響曲Ｎo.38」房屋

建照號碼，建築基地及接待中心。（C）再者，該廣告中之夾層屋即「樓中樓」

部分，依照建築法59規定，因涉及法定容積率問題須於申請建造執照時即同時

提出申請，並經審查許可或者應於法定容積率中依法申請變更設計，否則將遭

受處罰並停止使用。 

(2) 本案該建設公司（建商）刊登該建築物廣告時，明知未取得核可之建造執照，

且其申請之建造執照並未設計夾層，嗣後亦未申請辦理變更設計，購屋人如於

交屋取得使用執照後進行二次施工加蓋屋內夾層屋「樓中樓」，因未事前申請核

可，將屬違章建築而遭受處分。其竟於報紙刊載「田園交響曲」、「新第來亨Ｎ

o.39」、「陽光｡花園｡樓中樓」、「9坪創意空間樓中樓」等字樣，且對「9坪」、「樓

中樓」使用較大字體並佐以夾層房屋之圖片，使購買人誤認該系爭建築物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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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見建築法第 25條第 1項、第 30條、第 39第 7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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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申請，並獲許可興建夾層「樓中樓」致被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並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處分。 

3. 經查本案建商於其座落地基上營建該「田園交響曲、新第來亨Ｎo.39」，並加以規

劃設計廣告行銷，係屬自地自建自銷廣告，有虛偽不實引人錯誤，當屬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商品禁制規定範圍，公平交易委員會以違反該第一項規定論

處，自屬正確，另於刊登廣告時，並未申請核准建造執照且對該「樓中樓」已明知

有違反建築法之虞情況下，尚推出廣告，有無詐欺意圖，不無論就餘地。 

（二）「笑傲江山」工業住宅不實廣告案60。 

1. 案情摘要 

某實業公司將其所有座落桃園縣某地號之土地，委請某建設公司共同投資

興建「笑傲江山」建築物，該土地使用分區為「丁種建地」61，該二公司之建物

則委請某房屋行銷廣告公司刊登房屋銷售廣告，該廣告單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間印製，在廣告海報中刊載「正港有錢人的別墅」、「回家的路比別人更寬闊」、

「清一色透天別墅群」、「打開大門就是自己私家大花園」、「樓上自己住」、「一

樓孝親、二樓主臥、三樓愛兒、還有一個全家歡天地」、「稀有透天別墅」、「清

一色獨門獨院大戶人家」、「媲美紐約…高級住宅區」等文字，另於八十一年四

月十二日中國時報（桃竹曲版）第十七版刊登「笑傲江山」廣告稱「稀有透天」、

樓上自己用」另設置一般住宅之樣品屋，因人檢舉經公平會派員調查後認為該

                                                      
60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2 年 10 月 14 日（82）公處字第 071 號處分書。載於 56

「不動產交易案例彙集（一）」第 41頁以下。 
61

 所謂「丁種建地」，依照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核發之（81）桃縣工建執照字第工 0345號建

造執照影本記載，該建地上建築物各層用途為「廠房、單身宿舍、辦公室」。亦即其屬工

業區之建地，其建築物不得移供與工業無關之使用，亦不得租售他人作為非工業使用，

否則將應依建築法第 80條及都市計劃法第 79條、80條規定處理。 



 
214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二公司（地主公司與建商）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按同

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處分。 

2. 評析 

(1) 本案經依公平會派員調查後發現：（A）本建物基地為某實業公司所有，但該地

段地號之土地使用區分為「丁種建地」，即工業用地，依桃園縣府規定，應在基

地現場豎立大型廣告看板，標示基地使用區分及相關之申請事項。（B）建築物

係由該實業公司與某建設公司合資自地自建。其預售屋合約，則分別由提供土

地之實業公司與承購戶簽訂「笑傲江山」土地預訂買賣合約。另地上建築物房

屋則由該建設公司與承購戶簽訂「笑傲江山」房屋預訂買賣契約。（C）房屋行

銷廣告則另外委請某廣告及某房屋行銷公司為之，但廣告上皆未列明廣告主。

（D）該二公司印製之單張海報使用之用語及另設置有一般住宅之樣品屋，另

未再明確表示本案「笑傲江山」建築物之用途為供工業使用之「廠房、單身宿

舍、辦公室」，觀其整體廣告效果，即有易使購屋者無法辨認係一般住宅或工業

使用住宅，而陷於錯誤情事。因此經公平會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予以論處。 

(2) 經查前揭該建商之行為，應屬前述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行為。其廣告之內

容與事實不符，易引人錯誤亦屬不爭事實，惟公平會概認該建商（建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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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地所有人（實業公司）均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乙節，似尚可討論，

蓋在本案應屬前述所稱建商他地合建他銷（代銷）廣告案件，應再進一步查明

該不實房屋資訊究係建商或基地所有人或行銷廣告公司所隱瞞。如為基地所有

人，或建商所為者，自當難卸其責，但如係純為代銷房屋廣告公司所為者，該

代銷之房屋廣告公司所提供不實廣告之服務，恐係涉及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禁制規定。 

(3) 又該規劃廣告公司，有無明知或可得而知情事，違反同條第四項情形亦非不可

論究。 

(4) 此外，有無刑事行為上詐欺之疑?亦非不可併究。 

（三）房屋仲介公司廣告不實案62 

1. 案情摘要： 

某房屋仲介公司民國八十二年五月八日、十日、二十一~二日分別在中國時

報及聯合報刊登「全新華廈、建坪 46」、「北屯路華廈、建坪 46」售屋廣告，另

於廣告所示建物看板放置「全新華廈建坪 46 坪」廣告看板，經人檢舉並經公平

交易委員會派人調查後，認為其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按

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處分。 

2. 評析： 

(1) 本案經公平會派員調查結果發現：（A）系爭廣告房屋係由所有權人A君之委託

                                                      
62

 請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2年 9月 22日（82）公處字第 065號處分書，同前不動

產交易案例彙集（一）增訂三版第 79頁以下。 



 
216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讓仲介公司代為廣告並代理銷售。（B）本案系爭建築物面積合計為四十三、○

○六坪，顯與廣告所表示「46 坪」不符，且差異不小。（C）另系爭建物地點為

（台中市）北屯區東光路，而非北屯路，兩者位置相距三百公尺，亦與廣告不

符。（D）建築物面積與座落位置為不動產交易之重要內容，該公司之廣告顯有

虛偽不實引人錯誤情事。故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按同法第

四十一條前段處分。 

(2) 經查本案違章事實應無庸置疑，惟查其應屬前揭所稱代銷商或仲介商之他有不

動產代銷廣告，除非本案系爭房屋不實資訊經查明確係由所有權人提出，並由

其委託廣告或受託之仲介公司已取得系爭廣告房屋之獨立自主經營決定處分

權，原委託人已失去干預權時，始可認為其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商品」不

實廣告資訊之規定，否則因已委託仲介公司代為行銷廣告，而廣告之不實資訊

係由仲介公司自行規劃設計時單獨加入，故其不實應認係該仲介公司所提供之

廣告服務不實，而係違反第三項「服務」之規定，而非屬違反第一項規定。公

平會前開適用之條項或有斟酌之餘地，類此處分案件不勝枚舉，究其主要原因，

乃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將商品與服務分別規定，與前述外國立法例不一

致，且公平法本身並未對商品及服務二名詞加以分別界定；另行政院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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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訂頒之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又仿效外國之例將商品與

服務合併解釋，實務上適用未予嚴格區分。此外，本案代銷商有無詐欺意圖，

或僅係單純數字刊載錯誤，斯乃有探究責任之餘地。又倘其以四十六坪計價騙

取房屋價款，不但違反誠信原則，不法意圖彰彰明甚，自難脫卸刑事詐欺取財

之責。 

陸、結論 

廣告乃目前工商社會發展中，各行各業之商品或服務賴以行銷不可或缺之手段，不動

產建築物亦屬一種商品，由於其產品價值較為昂貴並具特殊性，一般人缺乏購買經驗，故

在廣告中常易予建商或代銷商等有不實廣告致購買人受害之機會，我國公平交易法已仿外

國立法之例，將商品或服務設置不實廣告之禁止規定，並對違反者課予一定處罰行政責任

及民事之損害賠償，就被誤導受害之消費者而言，可謂善盡保護之能事。尤其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更就不實廣告訂定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原則，對於各種名詞含意加

以界定銓釋，並明定各種考量衡酌因素，另對不實廣告案件之處理程序、判斷原則、違法

類型，均詳加規定，特別對不動產不實廣告，亦就工業住宅、國民住宅、建物座落地點、

建物面積、環境外觀、格局、設計、建材設備、夾層屋、停車位以及仲介公司行銷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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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加以鉅細靡遺規範，以作為同仁執法之準據及企業經營者執業之原則，立意甚佳。但至

今實務上，不動產不實廣告案件仍然相當多，依本文研究所得，應是不動產標的物性質特

殊且建商、代銷商責任尚非很明確所致，而其似乎不但導源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

將商品與服務分列，而本法對商品與服務並未明文界定其意義，致適用上發生混淆，且不

實廣告所得利益龐鉅又乏直接論究刑責之特別條文規範之故。因此，本文乃提出下列數點

拙見供主管機關公平會執法參考； 

一、確實查明建商或代銷商不實廣告之內容為商品或服務，或其他情節，再分別適用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或違反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追究其責

任。 

二、至於建商或代銷商不實廣告之內容，則按建商自地自建自銷廣告或自地自建他（代銷）

廣告、或他地合建自銷廣告或他地合建他（代）銷廣告，或他有不動產自銷廣告或他

有不動產代銷廣告方式，依目前訂頒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一條案件原則」規定認定事實，分別依前揭條項論處。 

三、不動產不實廣告案中，不論建商或代銷商均有嚴重違背誠信原則，以詐取不法所得之

意圖，故應可考慮修正公平交易法，對廣告不實案件採取先行政後司法原則，增訂刑

責條文規定，以期杜絕違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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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動產不實廣告案中，被害之消費者，大都源自資訊與經驗不足所致，故除目前所規

定之懲罰性賠償責任及過失性賠償責外，似可考慮修正公平交易法，對廣告不實案

件，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以保護消費者並間接杜絕違法案件。 

五、目前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商品與服務適用法律時，會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不同

意見，乃公平法未對該二者加以界定，事實上要界定時，可能也有見仁見智意見，故

建議也可仿國外立法例修正公平交易法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合併，減少適用

之困擾。此外，單純虛偽不實並未導致消費者因而發生錯誤及交易受害時，實務上不

予論究責任，故建議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最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文字，修正為「……為虛偽不實致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採取結果犯責任制度。

俾較為明確且與實務立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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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first, we are trying to discuss advertisement’s general concepts, descriptions, functions 

and the legislation responsibility for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in this article. Second, we probe 

into real estate’s advertisement ambits, phenomenon, advertisement contents, and the reasons 

why which bring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concurrently, we will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legisl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kinds real estate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 What followed is 

discussing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constructing company and its agents（dealers） in practice; 

besides, we will separately confer and inference to different advertising methods of selling route, 

and how to suit the law and it’s responsibilities, These advertising methods should be taken. To 

be last, we will analyze and compare practice cases to generalize a final conclusion, and advance 

offer some proposals for reference to Fair Trade Committee when administering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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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李律師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今天非常榮幸受邀評論李教授的論文，剛剛李教授做了非常詳盡的報告，對於他的報

告，我認為具有相當的價值。我首先要提出來，這個報告的題目可以做調整，因為這個報

告主要在談不實廣告的法律責任，所以題目若調整為「不動產不實廣告之建商與代銷商法

律責任的研究」，等於是題目與內容更一致，這篇報告我覺得很有特色的是，不動產廣告

中，他把哪些是屬於商品，哪些是屬於服務，在公平交易法是第 21 條的第 1 項或是第 3

項作一個區分，我們從文章中，可以知道李教授對不動產實務界的產銷非常了解，所以他

用土地、建築、銷售這三個指標來分類成六種，再進一步分析其法律責任，這是整篇文章

中很有貢獻的地方。 

另外在論文的第 11 頁及 12頁的地方，談到不動產不實廣告的原因，我們知道在台灣

不動產的不實廣告，是世界罕見的，不過現在中國大陸比我們更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原因，李教授列出三個原因我想再就自己的觀察提出一個，台灣對於不動產建築相關法令

規範是比較嚴格，但是預售制度很寬鬆，建商一開始就準備要給消費者做不合法使用，譬

如陽台外推，或鐵窗裝置、二次施工夾層，如果單純看廣告而不看交屋，是不合法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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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之後若又合乎廣告內容，那算什麼？如果我們的制度不改變的話，問題會層出不窮，

在准許預售制度的國家中，我認為新加坡最健全，在新加坡可以預售，但是政府對銷售圖

案要核准，台灣則是建造核准，但是核准之後的銷售，政府不管，第二，如果使用執照取

得之後，台灣是看你有無照圖施工，使用執照拿到之後卻沒有追蹤，如果政府可以建立連

續追蹤三年的話，跟各位保證，這種二次施工的情形會消聲匿跡，因為業者知道廣告的東

西跟核准的不同，而使用執照取得後，政府繼續追蹤，所以是逃不過的，那做不出承諾給

消費者的話，無法跟消費者交代，這是我認為第四個造成不動產不實廣告的原因。 

李教授的論文中，還特別談到斡旋金的問題，這是屬於不動產仲介人員實務上操作出

來的，也就是賣方有委託底價，但是買方出價低於委託底價，可是他又認為買方是很難得

的，於是回頭說服賣方願意降低底價，然後把定金當成斡旋金。以前實務上還出現一次收

兩個或三個斡旋金的情形，這是不應該的。現在基本上不敢了，但我們知道斡旋金與要約

書是屬於公平法第 24 條所規範的，就是說不讓消費者選擇斡旋金或要約書的話，是顯失

公平的，那如果認為斡旋金並不適合存在，只好回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從這裡去禁

止收斡旋金，這樣就徹底解決問題了。不過現在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沒有做這樣的規

定，只好由公平會來善後。 

另外一個問題，是談到行政責任和民事、刑事責任的問題，對於民事責任方面，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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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對於不實廣告有所規範，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1 條，認為不實時有損害賠償

責任，而 29 條還有行政責任的處罰，其實在整個報告中，在談到民事或行政責任時，可

以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帶進來，剛剛李教授談到刑事的詐欺責任，它的法定本刑是五

年以下，如判決六個月以下時，依法可以易科罰金，所以可以用罰金解決，那詐欺罪必須

要由被害人證明行為人施用詐術而使人陷於錯誤，但是不實廣告有時候並未積極施用詐

術，有時是消極未告知，所以不容易用詐欺罪來論究。最明顯的例子是「新第來亨」，它

被公平會處罰最多次，它的繼續存在對於公平會的公信力是有傷害的，你去告它詐欺又不

一定會成立，被處罰那麼多次但消費者還是一個又一個被害，甚至在買賣契約中寫明「買

受人充分認知房屋有違章部份，日後被罰或被拆，由買受人自負後果」，這個契約把大家

弄得團團轉，我認為，若是你過去曾經違反公平交易法，而被罰行政罰多次的情形，再繼

續有這樣的情形，是不是就當然構成刑事責任，不是用刑法 339 條而是回到公平法，使其

直接入刑。總而言之，李教授的報告對於實務及理論都提出來，以及各國的比較，我也提

出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請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