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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於 2005年 1 月 1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此法是我國繼訴願法、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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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政程序法等完成立法後，進一步將行政法「法典化」的重要里程碑，與人民權利義

務關係甚鉅，亦使公務員執法更有所據。行政罰揭示「處罰法定主義」，明定「一事不二

罰」的原則等，致使我國在相關法規之運用上有一統性的標準。 

然行政罰法既有普通法又有特別法之表徵，行政機關在運用行政罰法相關規定，認定

行政罰法與其他相關法規的關係為何，將成為未來行政機關執行法規上的難題。本研究乃

以此為出發點，從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包括消費者保護法為

切入點，藉由討論其在不實廣告上規範分歧，探討行政罰法施行之後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行政罰法之「一事不二罰」之原則，對未來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包

括消費者保護法的執行上，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事不二罰」之原則將如何運用，

就一違反事件而論，公平交易法、其他行政法規包括消費者保護法與行政罰法的認定界線

為何，應是未來各行政機關的爭議焦點。 

 

關鍵字：行政罰法、公平交易法、競合、不實廣告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203 
 
 

壹、前言 

2005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罰法」，此法是我國繼訴願法、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等完成立法後，進一步將行政法「法典化」的重要里程碑，與人民權利義務關

係甚鉅，亦使公務員執法更有所據。目前行政罰散見各相關法規中，「行政罰法」的立法

目的乃在於制定共通適用於各類行政罰的統一性、綜合性法律，堪稱行政罰的「憲法」或

「基本法」。總統於 2005 年 2月 5 日公布，並依行政罰法第 46條規定於 2006年 2月 5日

實施。 

行政罰法重要內容包括揭示「處罰法定主義」，採「從新從輕」原則；明定機關與人民

均得為受處罰對象，亦即不放任「州官放火」而不罰；明定行政罰的範圍；明定「一事不

二罰」的原則與例外，則是當一行為同時觸犯刑罰及行政罰時，採「刑事優先」原則，僅

處以刑罰；而若一行為同時違反數個行政罰，則以法定罰鍰最高額裁處。此外，行政罰法

也建立「處罰時效」制度，即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採「微犯不舉」之便宜主

義；採「有責任始有處罰規定」；排除卸責藉口，不能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1
 

本文選以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交法）與其他相關法規包括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

稱消保法）為討論重點乃是因為現今工商業社會，商品種類繁多，廣告乃成為業者與消費

                                                      
1
 林河名，「行政罰法三讀 採從新從輕原則」，聯合報，2005年 11月 15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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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的橋樑。公交法於 1992年開始施行，消保法則於 1994年開始施行，兩者之立法目

的卻截然不同。公交法以維持交易秩序為目的，消保法則以保護消費者為範疇，惟這兩者

對不實廣告做出相關規範。關於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相關競合之討論已相當繁多，

然行政罰法這一統一性、綜合性法律實施之後，必會對先前之法規產生一定效力上之影響。 

本文乃以此為出發點，分從行政罰法、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包括消費者保護法

等觀點，就目前影響民眾生活最多的不實廣告為中心點，討論行政罰法實施之後，對其他

包括公平交易法在內的相關法規之衝擊。本文如下將分別概述行政罰法、公平交易法與其

他行政法規的基本概念，隨後在綜合論述這些相關法規之競和對不實廣告取締之影響。 

貳、行政罰法的概念 

我國過去的行政處罰規定散見在各項行政法規、命令，乃至於地方自治條例當中，不

僅人民無所適從，官署解釋不一，甚至連司法院解釋、行政法院判例（決）都常出現歧異

與矛盾，導致爭議問題叢生，本法立法後，整合分散於各處的行政處罰規定，益見其保障

人權與強化行政效能之功能。本文如下將概述行政罰法之立法原則、地位、適用範圍、重

要原則等：2
 

                                                      
2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6841號令公布。；林錫堯，行政罰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

公司，2005年 8月）。；法務部，「行政罰法 Q&A」，http://www.cyhg.gov.tw/16/ethics/ 

index5.htm，2005年 11月 15日。；「立院通過行政罰法」，月旦法學 E週報，第 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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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原則 

行政罰法之制定，主要目的既在於為各行政機關裁處各類行政罰建立一共通適用之統

一性、綜合性法典，期使行政罰之解釋與適用有一定之原則與準繩可資遵循，不致因各類

行政罰處罰名稱及種類不同、裁處程序及標準互異而理論不一、見解分歧，亦不致因時空

變遷或具體個案考量，而於適用實務上之解釋、判例時履生爭議。故行政罰法之立法及解

釋，即本於下列基本原則為之： 

（一）本於行政罰特徵，將相關原則具體化 

將行政法學上公認之原理原則及實務上解釋、判例或判決確立之行政法法理或原理原

則具體化、明確化、統一化。例如處罰法定原則（第 4 條）、從新從輕處罰之原則（第 5

條）、屬地原則（第 6 條）、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第 7條至第 9 條、第 11 條至第 12 條）、

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第 24條、第 26條）、刑事處罰優先原則（第 26條）等均屬之。 

（二）綜合現行各種處罰規定，歸納共通原則 

其他行政法律已明確規定之原理原則，於行政罰法不再重複規定，像行政程序法、訴

願法、行政訴訟法及行政執行法等已具體明確規定之行政法原理原則，例如比例原則、明

                                                                                                                                                      

http://www.angle.com.tw/epaper/index84.htm，2005年 11月 1日。；李惠宗，行政罰法之

理論與案例（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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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原則等，基於立法精簡之考量，於行政罰法中自不再重複規定。 

（三）填補現行行政法律制裁之漏洞 

現行各種法律之處罰規定，僅係針對其特殊規範之考量，缺乏整體性觀點，且於立法

之際，未必盡能遇見實際運作之狀況極可能存在之立法之漏洞，因此，耨過行政罰之制定，

可補充其缺漏。例如行為人為他人之利益所為之行為，致使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

罰時，若行為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無法對該行為人裁罰，即形成制裁漏洞；反

之，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但未受處罰之他人卻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

時，如未剝奪該他人所得之利益，即顯失公平正義。 

（四）橫向接合其他法律規定，避免重複 

行政罰法隸屬行政法總體系之一環，其規定內容自應避免與其他法律已有之規定重

複。但如基於行政罰之特性及其他特殊性考量，必須就相同事項在行政罰法另作共通規定

者，亦不排斥。 

二、行政罰法之地位 

行政罰法第 1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

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由此，行政罰法乃係普通法，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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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有特別規定者，不是用行政罰法之規定。故行政罰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如下： 

（一）行政罰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為普通法： 

行政罰法乃為各種行政法律中有關行政罰裁處之一般總則性規定，故於其他各該法律

中如就行政罰之責任要件、裁處程序及其他適用法則另有特別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各該

法律之規定，故行政罰法與其他法律之適用關係自宜定位為行政罰裁處之普通法。 

（二）行政罰法與行政程序法之適用關係，為特別法： 

行政罰法所規範的行政罰之裁處，性質上為行政處分之一種，有關行政罰裁處之行政

程序及相關事項，除行政罰法第 42條至第 44條已有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外，其未特別

規定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1 項規定，自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故行政罰法中有關

行政罰裁處之行政程序規定，實為行政程序法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 

三、行政罰法之適用範圍 

根據行政罰法第 2條所規定之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一是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禁

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

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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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

吊銷證照、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 

三是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四是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 

換言之，行政罰法所稱之「行政罰」，乃指對違反行政法之義務行為所為而不屬刑罰

之裁罰性不利處分。行政罰法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 

行政罰法之立法目的在於對違反行政秩序之裁罰制定一共通適用之統一性、綜合性法

典，其規範範圍自以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行政秩序罰

之裁處（狹義的行政罰）為限，始有行政罰法之適用。 

（二）不包括行政刑罰及所謂「懲戒罰」和「執行罰」等廣義的行政罰： 

行政刑罰為刑事特別法，由司法機關依刑事訴訟程序追訴、審判及處罰，已有刑法總

則之規定足資適用，並無疑義；「懲戒罰」係對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人於違反各該特定法

律所課予之義務時所為之處罰，例如公務人員懲戒，其處罰目的著重於內部紀律之維持，

性質上非屬違反行政秩序之處罰，各該特定法律多已就其處罰機關及處罰程序為特別規

定；至行政執行法上所定之「執行罰」，性質上多屬督促義務人將來履行其行政法上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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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對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為之強制執行手段，亦非針對違反行政秩序所為之處罰，故

均不宜納入行政罰法之規範（適用）範圍。 

（三）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限制或禁止行為、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或影響名

譽或警告性等具有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為因應我國目前實務需要，使各種法律有效達成行政目的，並基於維護公益之考量，

行政罰法之規範範圍，除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罰鍰或沒入之裁處外，亦將行政機關所

為之不利處分中具有裁罰性者視為行政罰，因其名稱種類繁多，第二條爰將其概稱為「其

他種類行政罰」。惟為期適用明確，爰再依其性質分為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剝奪或消

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影響名譽之處分及警告性處分四種類型，予以例示及概括規定。 

行政罰法為規範各種行政法律中，有關行政罰之一般總則性規定，為規範行政處罰制

裁範疇的普通法，原則上係共通適用於各行政法律中有關行政罰之規定，期使各機關對行

政罰之解釋與適用能有統一之標準並保障人權。行政罰法施行後，各機關自應檢視其主管

法律中有關行政裁罰之相關條文規定與行政罰法之規定有無牴觸之處，原則上應力求與行

政罰法之規範一致，如各機關就其主管法律中行政裁罰事項，確有基於達成行政目的之特

殊需要，必須訂定與行政罰法不同之規定時，依行政罰法第 1條但書規定，可在欲達成之

正當行政目的必要範圍內，於不違反憲法及其原理原則下，為特別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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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罰法之重要原則 

（一）處罰法定主義 

行政罰法第 4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

定者為限」，乃是處罰法定主義，意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必須以行為時的法律或自

治條例有明確規定者為限。 

（二）一事不兩罰原則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

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第 2項：「前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

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第 3 項：「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及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受處罰，如已裁處拘

留者，不再受罰鍰之處罰。」依此條規定，發生於「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之情形，而發生行政罰與行政罰間之競合時，應採用如下原則： 

1. 如均應處罰鍰時，則依法定最高額之規定裁處，不得低於各規定法定最低額。 

2. 除罰鍰外，「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可以一各個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予以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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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獨或一併裁處「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時，如種類相同，而從中之一處重罰，

以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 

4. 在一行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與其他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情形，如以裁處居留，則

不在罰鍰。 

而就行政罰與刑罰之競合，除行政罰法第 26 條外，其相關配套亦可見行政罰法第 27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第 32 條。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

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第 2項：「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或為無罪、

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如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與違反行政法之義務者，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刑法優先，故先進行刑事訴訟程序。 

2. 依法律或自治條例「得沒入之物」，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行政機關得另為「沒入」

之裁處。 

3. 依法律或自治條例應處以「其他種類之行政罰」者，行政機關得另為其他種類行政

罰之裁處。 

4. 案件經刑事訴訟程序處理後，如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經法院為無罪、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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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不付審理之裁判確定者，行政機關乃得另因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依法律

或自治條例規定裁處罰鍰或沒入。簡言之，如一行為若觸犯刑事法律，採刑事優先

原則；違法應處罰鍰者，採法定罰鍰最高額規定裁處。 

再者，「行政罰法上一行為」基本上可區分為「自然上的一行為」與「法律上的一行

為」。自然的一行為，如行為人之舉止動作，在時間與空間上緊密相連，客觀上顯現出單

一之行動；又如在舉動與舉動之間雖有間隔，但係將意志轉化為一有意義之行動所必要，

在評價上仍不失為「自然上的一行為」。而「法律的一行為」，指行為人之多數個自然上的

舉動，因法律上的規定將其結合成單一，又可分為「法律構成要件上的一行為」及「繼續

性之一行為」。「法律構成要件上的一行為」指多數之「自然上行為」，從處罰的法律中加

以規定結合成法律評價上的一行為；「繼續性一行為」，則指自然舉動形成並維持一種不法

狀態，法律對其評價為一個不法行為。各機關應回到立法上去判斷，考量立法規範目的與

社會對違法行為的通念，對違法評價的構成要件行為作一妥適的立法。 

（三）數行為分別處罰原則 

行政罰法第 25 條：「數行為違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者，分別處罰之。」，

意旨不論數行為系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均予以分別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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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便宜主義 

行政罰法第 19 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之處

罰，其情節輕微，認以不處罰為適當者，得免予處罰。」第 2 項：「前項情形，得對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者施以糾正或勸導，並作成紀錄，命其簽名。」本條文之意旨在於對於情節

輕微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如以糾正或勸導方式替代罰鍰可能較具有效果，且能達成

行政目的時，為避免行政資源浪費並兼顧對人民權益之保障，對於情節輕微，認以不處罰

為適當者，允宜授權行政機關按個案之具體情況妥適審酌後，免予科處罰鍰，並得改以糾

正或勸導措施，以發揮導正效果。故採行為罰不舉之便宜主義，未來罰鍰若在三千元以下

者，倘執法者認為情節輕微，即可免予處罰，改以勸導或糾正代替。 

本法也規定，執法人員應出示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識的標誌，並告知行為人違反的

法規。行為人對行政機關強制排除抗拒保全證據或強制到處所查證身分不服者，得當場陳

述理由表示異議，若異議有理，執法人員應停止或變更強制到場之處罰。而具體個案中是

否屬「情節輕微」，應由各裁罰機關透過內部共識或訂定裁罰基準之行政規則等方式，建

立對違反其主管法規情節輕微之態樣及處理之共識或原則，當不致濫用行政裁量權，助長

關說或違反平等原則。 

（五）從新從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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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第 5 條：「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

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

定。」此乃仿刑法從新從輕原則，行為後法律若有變更，依本法須從新從輕量罰。 

（六）屬地主義原則 

行政罰法第 5 條：「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適用本法。」

第 2 項：「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航空器或依法得由中華民國行使管轄權之

區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論。」第 3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只要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不論行為人之國籍為何，只要依法律或自治

條例規定係屬處罰對象而應受處罰者，均適用行政罰法。而且，只要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

成要件之行為或結果之全部或一部，在中華民國領域內者，即應認其為在中華民國領域內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是用行政罰法。 

除上述之外，本法亦仿刑法有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行為人之責任能力與責任條

件亦有明確規範，同時明定不能因不知法規而免除其行政罰責任，惟得視情節輕重減輕或

免除之。有鑑於過去常發生私法人、非法人團體（例如公司或者基金會等）違規倒閉，被

害者求償無門，唯董監事、有代表權之人或代表人、管理人卻脫產得利，或藉由移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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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逃避行政法有關沒入財產規定之情事；本法也特別訂定「防止鑽漏洞條款」，對於私法

人、非法人團體做出防止脫產的明確規範，以保障被害者權益。此外，本法亦明定行政罰

種類，例如罰鍰、沒入，以及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影響

名譽之處分、警告性處分等。再者，本法亦建立起處罰時效制度，裁處權經三年未執行即

罹於時效，不得再為處罰，避免因不確定的法律狀態影響人民權益。 

參、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的概念 

一、公平交易法 

（一）立法目的3
 

制定公平交易法，是為了要依據法律，明確建立公平交易制度，透過確立公平自由的

市場經濟秩序，以保護並鼓勵企業的努力與創新經營，使市場力較大的企業不致濫用其控

制市場的力量，限制市場的競爭。另對不肖業者以仿冒或以不實廣告標示等不公平競爭手

段招徠顧客之行為，以及變質的多層次傳銷行為亦加以規範，從而使消費者的權益獲得保

障。 

                                                      
3
 「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及規範範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www.ftc.gov.tw/，2005

年 11月 10日。；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10月），

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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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法第 1 條：「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的安定與

繁榮，特制定本法之規定」。期盼事業在法律規範下，能從事自由公平的競爭，使資源的

利用發揮最大效能，直接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並間接達到保護消費者的目的。公平法

的保護法益可分為兩種，一是四分為四類：一、維護交易秩序；二、確保公平競爭；三、

維護消費者權益；四、促進經濟的安定與繁榮。另一分法是分為三類，一公共利益；二、

競爭利益；三、交易利益。 

（二）內容與規範4
 

1. 內容 

「公平交易法」，顧名思義是促進公平交易的法律，也就是為維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基

本秩序而訂定企業活動規則，亦可稱之為經濟基本法。 

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範圍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對事業獨占（包括寡占）、結合與聯

合行為的規範，另一部分是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規範。其宗旨在使事業經營者可立於公平

的基礎上從事競爭，進而提高事業經營效率，促進整體經濟資源合理分配，同時透過公平

合理的競爭，使業者都能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務，間接嘉惠

消費者。 

                                                      
4
 「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及規範範圍」，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www.ftc.gov.tw/，2005

年 11月 10日。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217 
 
 

2. 規範 

公平交易法規範的對象，包括「事業」以及事業爭取交易的「行為」。所謂「事業」，

依該法第 2條規定，包括下列四種類型：  

(1) 公司︰指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無論其種

類為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屬之。此外，以營利

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我國政府認許，在本國境內營業之外國

公司，亦包括在內。  

(2)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指以營利為目的，以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依商業登

記法或其他法令，經主管機關登記之行號。  

(3) 同業公會︰指一定地區內具有相同職業之人，依據法律而組成之法人團體，並

能獨立為權利義務之主體。  

(4) 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係概括規定，用以涵蓋不屬前三種

類型之行為主體。例如農會、漁會等，如從事農漁產品之加工、運銷、生產等

行為時，即屬之。 

3. 公平交易法條文中明文規範的行為包括：  

(1) 獨占事業不得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或對商品價



 
218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更，或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

特別優惠，或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2) 事業結合達一定規模者，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如應事前提出申報而

未申報、提出申報但於等待期間即逕行結合，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

結合而為結合，或未履行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結合決定所附加的負擔，將受禁止

結合或其他必要之處分。  

(3) 禁止事業之聯合行為，惟合乎第十四條例外規定情形，而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

共利益，並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4) 約定商品之轉售價格者，其約定無效。  

(5) 凡下列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均在禁止之列：  

①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

易之行為。  

②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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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他事業不為價格之競爭、參與結合或聯

合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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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取他事業之產銷機密、交易相對人資料

或其他有關技術秘密之行為。  

⑥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6) 禁止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仿冒他人商品或服務表徵之行為。  

(7) 禁止事業在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之行為。廣告

代理業與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設計、傳播或刊載引人錯誤廣

告者，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8) 禁止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9) 禁止不正當之多層次傳銷行為。  

(10)禁止事業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 

二、其他行政法規 

（一）消費者保護法5
 

1. 立法目的與特色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如下簡稱消保法）第 1 條第 1 項即規定：「保護消費者權益，促

                                                      
5
 馮震宇、姜志俊、謝穎青、姜炳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3月）。；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認識消費者保護法（台北：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2005年 8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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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其目的就是要使消費者權益能夠獲得

有效保障，除保障消費者權益外，事實上也具有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使命。因此，消保

法不僅規範消費關係，更對企業經營者的經濟活動與責任範圍加以規範，故可說是消費者

的根本大法，攸關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互動，與國民消費生活的安全。消保法之特色

如下： 

(1) 明示政府與企業經營者之責任以及消費者的合理消費行為 

(2) 明訂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之措施，並採用無過失責任 

(3) 確保交易公平，並對新興交易型態加以規範 

(4) 確保消費者所獲得資訊之正確性 

(5) 明定消費者保護機關、消費者保護團體之設立與分工 

(6) 建立多管道的消費爭議處理制度 

(7) 增列懲罰性損害賠償與不作為訴訟，以強化保護效果 

(8) 對違反消保法之規定採行政罰處罰，不採刑事制裁 

2. 消保法主要內容 

消保法分為 7 章 64 條，第 1 章總則、第 2 章消費者權益、第 3 章消費者保護團體、

第 4章行政監督、第 5章消費爭議之處理、第 6章罰則、第 7 章附則，其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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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保護之組織行政：分為一是主管機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省〈市〉

政府及縣〈市〉政府；二是消費者保護基本政策研擬、審議及監督機關：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三是申訴機關及調解機關：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爭議

調解委員會及消費者保護官。 

(2) 消費者權益之保障：除分就健康與安全保障、定型化契約、特種買 賣及消費資

訊等四方面予以具體規範，來保障消費者權益外，並明定企業經營者應負的義

務與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3) 消費者保護團體：明定消費者保護團體成立之性質、宗旨、任務及 權限，並以

取得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資格者為限。 

(4) 消費爭議之處理：一是申訴：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為申訴；二是調解：

消費者在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得申請調解；三是消費訴訟：規定消費者除得

依法提出申訴及調解外，並得提起消費訴訟，且同時賦予消費者保護團體訴權。 

(5) 罰則：對違反本法者，採取行政罰方式，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3. 消費者保護法與其他法令 

關於消費者保護法與其他法令之關係，消費者保護法第一條第二項已經明文規定為

「有關消費者之保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其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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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保護法具有消費者保護基本法之性質：有關消費者保護之問 題，應優先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予以解決。 

(2) 其他相關法令均屬本法之補充規定：有關消費者保護之問題，只有消費者保護

法沒有規定時，始補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予以解決。 

4. 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 

消費者保護法具有消費者保護基本法性質，與公平交易法僅為保護消費者利益之一種

立法不同，該兩法之關係如下： 

(1) 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主要在規定政府、企業經營者、消費者及消 費者保護團

體之關係，包括範圍甚廣，牽涉各有關部會，故消費者保護法不能併入公平交

易法中規範。 

(2) 公平交易法之立法，主要目的在建立交易行為之規範，例如反獨占 、反傾銷、

聯合獨占、壟斷或其他不正當之競爭等。 

(3) 公平交易法原則上不涉及商品本身之實質問題，例如食品衛生及商 品標示等，

均依其他法律規定辦理，不予列入。 

(4) 公平交易法固亦有保護消費者權益之作用，但不能涵蓋所有保護消費者權益之

法律關係，僅為消費者保護法律之一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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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 

消保法自 1994 年 1 月 11 日公佈實施之後，行政院積極進行相關施行細則之研討工

作。該細則由行政院於 1994 年 11 月 2 日公布實行，於 11 月 4 日起發生效力，該細則於

2003年 7 月 8日經行院發佈修正若干條文，於 7 月 10日起發生效力。 

肆、行政罰法、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之競合─ 

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現今工商業社會，商品種類繁多，消費者往往依賴業者之廣告以瞭解產品之品質、價

格、服務等，因此廣告乃成為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樑，消費者選擇或購買商品的因素往

往是藉由廣告來決定。再者，消費者得知廣告資訊的最主要來源急事廣告或標示，因此業

者如對產品有任何不實標示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致使消費者利益深受影響，因此唯有消

費者獲知真實之廣告意涵，消費者對商品與市場的瞭解與認知才會最為正確。 

廣告行為原本就容許一定的誇大程度存在，判斷是否為不實廣告，大體經由如下過

程，如檢視廣告重要內容是否客觀不實、且非同業普遍現象、是否含有違害競爭與商業論

理的非難性，再者上述這些錯誤是否導致消費者認知錯誤、受有損害進而導致相關大眾消

費者錯誤認知。6因此，廣告的不實與否，其判斷界線乃是十分的清楚。 

                                                      
6
 陳櫻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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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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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廣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說是無所不在，這也說明廣告之於企業的重要性，

若市場沒有廣告，企業經營的模式將無法呈現。由於廣告的功用如此廣大，不實的廣告將

會致使消費者得知錯誤的訊息，因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反之，業者也可以利用廣告，對競

爭者的產品做出直接的攻擊，或利用含沙射影的方式詆毀同業的廣告。因此制訂一適當的

規則、規範所有廣告的競爭行為，以期能發會廣告上的最大功效，又不至於成為業者損害

他人的利益，甚至造成消費者的誤會產生不必要的損失，乃是現今社會經濟活動相當重要

的一環。7
 

我國對不實廣告的規範，大抵以公平交易法為基礎旨在維護交易秩序等，隨後制訂的

消費者保護法則從消費者利益出發，對不實廣告加以規範。除這兩個主要法規之外，其餘

諸如商標法等，對不實廣告也有不同的規範。然這些法規之間的競合，往往成為行政機關

在執法上的盲點，本文如下概述相關法規在不實廣告上的規範，以期有助於明瞭行政罰法

制訂之後對相關法規的影響。 

一、公平交易法與不實廣告 

我國公交法第 21條關於不實廣告之規定，與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期（2000年 7月），頁 57。 
7
 范建德、莊春發，公平交易法（3）—不實廣告（台北：漢興書局有限公司，1994年），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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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auteren Wettbe-werb）第 3條規定相當，其目的在保護競爭者（Mitbewerber）及消費者

（Verbraucher），此種雙重保護之理念，為現代競爭法之中心思想，8因此我國公交法第一

條即開宗明義指出，公交法之目的旨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依據公平會的分析，

目前所發生的各種不實廣告的主要類型則有下列數種：（1）建築業—坪數不足、以工業廠

房欺騙消費者可作住宅使用、地點區位標示錯誤；（2）藥品—誇大效能；（3）燈飾業、眼

鏡業—價格不實、故意拉高標價；（4）商品標示不實—對產地、效能作不實之標示；（5）

誇大不實—誇大產品功效。而由於不實廣告的類型很多，公平交易委員會累積過去處理的

經驗並基此條文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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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判定廠商之廣告是否構成不實廣告的標準，包括十二點包括訂定目的、名詞釋

義、判斷原則、違法態樣、比較廣告、處理程序等。9
 

（一）目的 

公交法規範虛偽不實廣告之主要目的，係在確保事業無論商品標示或從事各種促銷廣

告時，其內容均內確實無偽，如此不但可保護正當廠商避免因虛偽不實廣告而處於不利之

競爭地位，且可保護消費者避免因廣告虛偽不實而影響消費決策，而可同時兼顧廠商與消

                                                      
8
 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台北：三民書局，1997年），頁 147。 

9
 陳櫻琴，「公平交易法如何取締不實廣告」，月旦法學雜誌，第 1期（1995年 5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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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之利益。10
 

公交法第 21條規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條文係採選擇性之規定，有謂規範

重點偏向引人錯誤部分，但第 21 條處理原則採分別認定說。公交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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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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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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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廣告代

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

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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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其第 5 點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

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者，強調客觀上之不實。第 6 點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

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強調引起相關大眾主觀

上錯誤之認知。11
 

                                                      
10

 黃宗樂，「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展望」，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年 6月），

頁 23。 
11

 陳櫻琴，「不實廣告保護法益之研究－『廣告詐欺犯罪』之省思」，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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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與要件12
 

我國公平交易法於第 21條明文禁止事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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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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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廣告代理

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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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配合本法第 1 條第 1 項立法目的觀察：「為維

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制定本法」，可

得知公交法是以維護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為主要的規範的目的，維護消費者利益是附

帶的立法目的。因此，就不實廣告而言，公交法旨在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且保護

同業競爭者、市場參與者與競爭者。 

1. 內容 

廣告之定義眾多，基於廣告學之觀點，有以下二說： 

                                                      
12

 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頁 147-154。；賴源河，公平交易法新論，

頁 370-380。；陳銘仁，不實廣告，國立台北大學財經法類報告，200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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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謂廣告，乃以廣告主之名義，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非特定的大眾，傳達商

品或勞務的存在、特徵和顧客所能得到的利益，經過對方理解、滿意後，以激

起其購買行動，或者為了培植特定的觀念（信用等），所做的有費傳播。 

(2) 所謂廣告，乃是於訊息中（電波訊息、印刷信息）所明示之廣告主，對於選擇

的多數人，為使其依廣告主之意向而行動，所為之商品或服務乃至觀念等，而

由廣告主自己負擔費用之非人的型態之情報傳播活動是也。 

由此，廣告應包括「目的」（告知與訴求）、「付費」、「工具」（大眾傳播媒體）、「方式」

（言詞、書面、圖畫或音樂等）及「主體」（廣告主）等要素；少其一，即不構成廣告。

而傳播廣告之媒介非單指狹義的大眾傳播工具如電視、廣播電臺、報紙、雜誌，傳單、海

報、貼布條、掛牌、公車外廂、日曆或電話簿等均屬廣告的範疇。 

2. 以競爭為目的之行為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雖未如外國立法例於條文內明定「以競爭為目的」，然依該條

立法理由所載「事業常為競爭之目的，於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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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者、加工地等做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致他人誤信與之交易遭

受損害，故明定禁止」，顯已將「競爭目的」之要件涵蓋於內，是以本條之不實廣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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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之，始足構成。若非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引人錯誤之廣告，尚非公

平交易法所規範之範圍，僅能依民法侵權行為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處理。 

此外，營業經營者間，如擁有相同之購買人，或屬於相同之行業，即具有競爭關係。

不同行業之間，原則上不具有競爭關係，固無疑問，但有學者認為，不同行之業者，若競

相爭取相同之客戶群，仍可能導致競爭，例如：咖啡店打廣告，內容為:「您可以送咖啡，

而不要送花!」，而此種見解，對傳統競爭關係僅限於同行間之觀念，提出新的看法。 

3. 營業關係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係採列舉規定，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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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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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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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對於事業

在其商品或服務上不得為那些不實廣告行為有列舉規定，故事業如於廣告或標示上就商品

有上述行為之一而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即違反上開規定。而事實上，甚多廣告，

不僅涉及商品本身，且有關其銷售動機或目的（如表示歇業或清倉大拍賣）、貨物來源（如

表示購自破產財團）、貨物存量（如表示零碼、表示數量有限）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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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消費者誤以為價格會特別便宜，或良機不可失而搶購。 

而於實務上，對於不實廣告或標示之處罰亦認為不侷限於條文所列舉之事項，如藉由

第 21 條所稱商品（服務）之定義，解決條文列舉事項之困窘，所謂商品係指具有經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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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對此等商品（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亦在規範

之列。 

此外，對於列舉之事項，應受規範固無疑問，但若對於列舉事項以外之其他事項為虛

偽廣告，應否受規範，則容易引起爭執。故亦有論者主張將來修法時，應採概括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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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或其他營業關係，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以杜爭議。 

4.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廣告為消費者選擇商品之重要資料及情報，事業自得本其創意為之，以吸引消費者。

然如其廣告係誇張不實，有誤導消費者之判斷，並產生不公平之競爭，為保護消費者之權

益及其他廠商之公平性，自宜加以限制。所謂虛偽不實，乃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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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如偽稱與

世界知名廠商技術合作或授權者。所謂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

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如其廣告活動使人誤認係政府

機關或公益團體主辦或協辦者。 

我國學者認為，並非每一個「不實廣告」均應受到法律規範的拘束或制裁，廣告之不

實或虛偽陳述，之所以應受到法律之規範與制裁，應著重在於其不實已經達於足以使消費

者陷於錯誤而蒙受損害或損害及於競爭同業之程度始足當之，因此「吹噓廣告」似應為法

律所欲容認，惟有「引人錯誤」的廣告才是法律所欲規範的。亦有認為公平法第 21 條規

定之「虛偽不實」用語，縱使並非贅文，亦應非本條規範之重點，本條之重點應在於「引

人錯誤」部分，若僅單純「虛偽不實」，而無「引人錯誤」之虞，應不具非難性。 

（三）判斷準繩 

公平會制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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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明確其適用範圍，本條之規範重點如下：13
 

1. 規範之態樣，包括不實廣告及不實標示 

公平法第 21 條明文禁止事業於其商品、服務或此等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上，為虛偽不

                                                      
13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9月），頁 241-243。；賴源河，公

平交易法新論，頁 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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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是本法所規範者，除商品或服務廣告不實外，亦涵蓋商品本身標示

不實。再就廣告而言，本法規範之對象除商業廣告外，亦包括「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

依公平會上開處理原則所示，此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係指得直接或間接使非

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舉凡市招、名片、產品（服務）說明

會，以及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以發函方式使相當數量之事業共見共聞、

於公開銷售之書籍上登載訊息、以推銷介紹方式將宣傳資料交付消費者、散發產品使用手

冊於專業人士等，均包括在內。 

2. 規範之對象，除產品或服務本身外，並擴及具招賴效果之相關交易事項 

公平法第 21條第 1項例示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等 14種不得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之事項，同條第 3 項並將上開事項準用於服務。就其例示

之內容而言，顯然均為與商品本身有關之事項，倘以此作為解釋該條規範對象之基礎，則

與交易標的本身無關者應非該條規範之對象。惟上開條文之首要目的既存避免消費者因不

實廣告而作成錯誤決定，倘僅就與交易標的本身有關之事項加以規範，顯不足以達成其立

法目的，是公平會於上開處理原則中，乃擴張解釋該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依其所示，該

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除包括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外，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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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事業、公益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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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之關係，事業就該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等，均包括在內。 

3. 是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判斷之重點應在於是否引人錯誤 

就公平法第 21 條之文義而言，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係二者具備其一即可，惟自

立法說明中「致他人誤信而與之交易遭受損害」之文字以觀，有無引致交易相對人之誤信

實為判斷之重點所在。就公平會之態度而言，公平會曾於處理某速食麵廣告中，認為該廣

告中消費者食用速食麵後，「辣得噴出火來」，並未引致消費者誤認，故並未構成虛偽不實

之表示。可見公平會似亦認為虛偽不實之廣告，倘內容並末引人錯誤，並無加以處罰之必

要。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者，公平交易委員會得依第 41 條為命令處分，且得繼續命令

並按次連續處罰鍰。 

二、其他行政法規與不實廣告 

除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對不實廣告有明確規定外，我國現行法律對於不實廣告在其他

法律亦有類似規定，其他相關法條之規定如下：14
 

（一）消費者保護法 

廣告一詞，消保法並無明文定義，但就廣告的行事及內容有如下之規定： 

                                                      
14

 詹森林、馮震宇、林明珠，認識消費者保護法，頁 104-107。；馮震宇、姜志俊、謝穎

青、姜炳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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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的型式： 

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條規定：「所稱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

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牌坊、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電腦或其他方

法，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2. 廣告內容： 

公平法第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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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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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義務： 

為避免企業經營者以不實之廣告致侵害消費者權益，消保法擴張其契約責任及於廣告

內容，消保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

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消保法第 23條亦規定媒體經營者之刊登或報導不實廣告之責任，

消保法第 23條規定：「刊登或報導廣告之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內容與事實不符

者，就消費者因信賴該廣告所受之損害與企業經營者，負連帶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責

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 

4. 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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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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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令企業經營者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消保法第

51條亦規定：「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

賠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此外，依消保

法第 56 條之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第 24 條至第 26 條有關商品或服務之標示、包裝之規定

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得課以行政罰鍰。 

（二）其他相關法條15
 

1. 商品標示法 

商品標示法第 1 條即認定，商品標示法乃為促進商品正確標示，維護生產者信譽，保

障消費者利益，建立良好商業規範。該法第 5條規定「廠商於商品本身、內外包裝，說明

書上，就商品名稱、內容、用法或其他有關事項，不得有下列情事：一、內容虛偽者。二、

標示方法有誤信之虞者。三、有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違反者經通知改正而逾期

不改正者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罰鍰以下，其情節重大，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並得處

以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2. 食品衛生管理法 

                                                      
15

 范建德、莊春發，公平交易法（3）—不實廣告，頁 126-131。 



 
236 第 13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我國規定有關食品衛生之管理監督，係以食品衛生管理法為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 條其說明此法旨在維護國民身體之健康。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7 條規定，凡是以容器包

裝之食品、食品添加物，應顯著標示品名、內容物之成分、製造廠商、地址、製造日期或

保存期限等。該法第 19 條亦規定，此種標示不得有虛偽、誇張或易使人誤認有醫療之效

能，該法第 20 條與 33條亦規定不得藉大眾傳播工具或他人名義，播載虛偽、誇張、捏造

事實或易生誤解之宣傳或廣告，如有違反，則對負責人處以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吊銷

其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照。 

3. 藥事法 

我國對於藥品之管理監督，早期係以藥物藥商管理法為依據。1993 年將該法名稱修

正為藥事法，因此，1993 年之後，則以藥事法為管理藥品廣告之根據。藥事法第 66 條規

定，關於藥品及醫療器材之廣告，係採取審查制度，即藥商登載或宣傳廣告時，應事先將

所有文字、書面或言詞，申請省（市）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此種事前審查之制度，對於不良之藥物廣告，可收監督之效。 

對於不實廣告之禁止規定，除上述法律外，尚有專利法第 83 條、商標法第 6 條及第

62條、職能治療師法第 28條、獸醫師法第 23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1條、社會

工作師法第 25 條、電影法第 26 條、廣播電視法第 30 條至第 35 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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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條至第 50條、衛星廣播電視法第 17 條至第 27 條醫療法第 61 條及第 62 條、醫師法第

18條、助產士法第 25 條、就業服務法第 39條及第 40條等。 

三、行政罰法與不實廣告 

由於行政罰法乃一統一性、綜合性法律，其未如上述法規，對不實廣告有明確之規範

與罰則。然本文認為行政罰法第 2 條所規定之其他種類行政罰，如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

分：限制或停止營業、吊扣證照、命令停工或停止使用、禁止行駛、禁止出入港口、機場

或特定場所、禁止製造、販賣、輸出入、禁止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命令歇業、命令解散、撤銷或廢止許可或登記、吊銷證照、

強制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影響名譽之處分：公布姓名或名稱、

公布照片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

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均可用於不實廣告之處罰。 

以公交法「先目的是業主關機關後公平交易委員會，但保留介入權」的協調結果，雖

可以安排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同一事件之介入順序，但不能避免一事

二罰的問題。所謂一事不二罰意旨對於統一法律事實同時或先後由同一或由不同一機關處

以兩個椅上之行政秩序罰，或並處以刑罰而言。當法律事實同一時，而處罰在內容上有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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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時，原則上不得依不同規定併罰，例如有期徒刑、罰金與罰鍰間；處罰在內容上無替

代性時，得併罰，例如前述處罰與「命令解散、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等間。16
 

然如前述所述，有關不實廣告之相關規定於公交法、消保法等，均有相關詳述的規定，

行政罰法的行政罰是否可以凌駕上述之法律，仍有一定的討論空間。然則，不可否認的是

行政罰法的相關原則，如「一罪不二罰」、「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法律規定裁處」之觀點，

對日後公交法、消保法等相關法律之實行避有一定之衝擊。 

伍、結論 

（一）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之競合17
 

公交法第 1條規定，其亦以消費者為立法目的之一，然公交法與消保法仍有其基本性

質上之差異： 

1. 立法目的 

公交法之立法目的主要在於建立交易秩序之準則，以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並以事業之獨佔、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暨杯葛、差別待遇、仿冒、不實

                                                      
16

 黃茂榮，「藥品之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施行十週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台北：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2年 6月），頁 325。 
17

 馮震宇、姜志俊、謝穎青、姜炳俊，消費者保護法解讀，頁 246-247、頁 147-154。；詹

森林、馮震宇、林明珠，認識消費者保護法，頁 13、頁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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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引人錯誤廣告或標示等不公平競爭行為，為規範對象，因此公交法著重於個別事業或事

業相互間之行為。至於該行為是否涉及具體消費者或消費大眾，不是其重點。 

至於消保法僅以因事業之行為而有受損害時，得以請求賠償，惟此點在公交法第 31

條亦有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再者，消保

法是以消費者為主要立法目的，且以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就商品之使用或服務提供所發

生之法律關係為規範對象。 

2. 規定不同 

依公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廣告不可「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但廣告是否違法，還

需行政機關認定。然交保法第 22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

者所負的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則直接將廣告內容納入買賣契約，消費者可以直接

依據該條規定主張權利。再者，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亦規定，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

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足以影響消費者權益之虞時，得令企業經營者證明該廣告之真實

性。 

消費者雖可引用公交法及消保法之規定，但公交法規定僅能由主管機關限期命廠商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公交法第 41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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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台幣 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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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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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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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消費者如引用消保法相關規定時，卻可直接對廠商主張權利，要求廠商依廣告內容

履行，故消保法第 22 條對消費者保護的規定，比公交法 21 條的規定更為具體。再者，消

保法為促使媒體盡可能審查廣告內容的真實性，並且拒絕刊登或播放不實廣告，在消保法

第 22 條亦特別規定媒體的法律責任。這條的規定的內容，就是指如果消費者沒有辦法從

廣告主那邊獲得賠償，可以反過來告刊登或報導廣告的媒體，直接對媒體請求賠償。更重

要的，就是為了避免媒體以契約之方式迴避公平法之規定，消保法還特別規定，此項損害

賠償責任，不得預先約定限制或拋棄。所以，媒體若是刊載或是報導了明知不實，或是可

得而知不實的廣告之後，而使消費者因為信賴該廣告而受損失，媒體就必須負責到底。此

外，施行細則還規定，若「主管機關認為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有影響消費者

權益之虞時，得令企業經營者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施行細則第 24 條），也更進一步加

重企業經營者確保廣告內容真實之責任。 

3. 法益不同 

公平交易法規範市場上之營業競爭，禁止獨占之濫用、聯合壟斷及不公平競爭之行



 

因應行政罰法施行，公平交易法與其他行政法規競合問題之研究─以不實廣告為中心 241 
 
 

為，固然也發揮了保護消費者利益之功用，但其重點保護對象毋寧是至於事業之正當競爭

自由，以促進整體經濟之安定與繁榮。例如消費者可能因事業間濫用市場地位或以不公平

之方法從事競爭，而得到商品或服務低價多量之優惠。就單一企業與消費者間之關係言，

消費者權益固因此獲得滿足，但公平交易法所欲維護之交易秩序則遭破壞。 

從而，公平交易法與消費者保護法在此例即顯出二者間之最大差異；即公平交易法所

保護的多重法益，包括公平競爭及交易秩序之維護、市場上從競爭之事業及其交易相對人

與消費者利益，未必皆一致，甚且互有衝突，在決定保護順序上，唯有從整體經濟利益著

眼；此與消費者保護法單純側重規範企業對消費者之提供行為是否有損消費者權益，並不

相同。 

由於在消費者保護的行政監督方面，特別是對於定型化契約內容的審查、特種買賣的

規範及消費資訊之正確提供，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訂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及執行

上，為消費者保護法之普遍實施，立下了良好範例。因此，在行政機關分工方面，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消費者保護工作的重擔可稍稍減輕，但這並非謂消費者保護即成為公

平交易法之特別法，有替代適用之關係。特別是消保法並未規定個別消費者之除去侵害請

求權及防止侵害請求權（消費者保護法第 53 條第 1 項）；而在公平交易法第 30 條，於消

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重疊規範之情形，個別消費者仍得適度援引主張，以及時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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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損害之擴大及發生，頗具實益，尤見二法之間相輔相成之關係。 

（二）行政罰法制訂之後之影響 

從上述討論可知，消保法係以保護消費者為主要目的，公交法則以維護交易秩序為主

要目的。因此，主管機關在消費者保護，仍應以消保法為最基本之準據。相對上，公平交

易法則為保護消費者補充法規之一，即消保第一條第二項所稱之「其他法律」。然在行政

罰法制訂之後，基於「一事不兩罰」之原則，消費者即不可同時爰引公交法、消保法或其

他行政法規對其所受侵害一事進行訴訟。再者，當個別法規與行政罰法發生競合時，主管

機關如何認定其使屬於普通法或特別法之性質，亦是一大難題。 

然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第二次會議討論內容對此問題之討論又可分為兩類觀點，18一

說以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適用之原則，應優先適用特別法：認為一行為違反二以上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而該二以上規定之間存有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者，於此情形，特別規定之

構成要件必涵蓋普通規定之構成要件，從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應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

法適用之原則，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而不再適用一行為不二罰原則。申言之，特別法優

先適用之原則，為更重要之法規適用原則，在法規適用之順序上，應更高於從一重處罰之

原則，故特別法中對於同一行為雖其法定罰鍰額較低，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並由該特別

                                                      
18

 法務部行政罰法諮詢小組第 2組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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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主管機關為裁罰之管轄機關。 

另一說以行政罰法第 24 條得處罰數法律中有普通法與特別法關係者，仍應依該條第

1 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按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係就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

法上義務規定應受罰鍰裁處之情形而為規定，此際因行為人之違規行為僅為單一行為，僅

因個別行政法令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有所不同，致同時觸犯多數均應裁處罰鍰之規定，故

明文規定應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法律規定裁處，惟其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法律規定

之最低罰鍰額度。本法之立法目的，乃在於為各類行政罰之裁處，制定一共通適用之統一

性、綜合性法典，如行為人所為單一行為違反數行政法上義務而應處罰鍰時，縱使數行政

法間有普通法和特別法之關係時，仍應依本條第 1 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以避

免裁處機關認定及執行上之困難。 

由此觀之，行政罰法制訂之後，法界對行政罰法可是用之範圍仍舊有所疑慮。行政罰

法的效力與效益的判斷準繩為何，仍舊有待釐清。再者，公交法第 41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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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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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 5 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此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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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明顯與行政罰法第 24條第 2項：「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

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為裁處。但其處罰種類相同，如從一重處罰

已足以達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複裁處。」之規定相違。未來公交法第 41 條與行政罰法

第 24條第 2項相違背時，應爰引那個條文作為判決之依據，仍有待各界的探討。 

由上述討論得知，不論是公交法、消保法等與行政罰法，都兼具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

性質，因此各主管機關對法條之認定準繩為何，必會成為日後爭議的焦點。因此，在可預

見的未來，行政罰法的施行對於其他法規的競合仍會不斷的發生，主管機關在爰引法條

時，必須慎重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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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洪教授家殷（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今天個人來擔任評論人，主要是認為這個題目很有意義，也不容易解決，居然有學者

願意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個人十分佩服。整篇報告剛已作了大致說明，在結構上先介紹行

政罰法，再來是公平法，最後是其他行政法規。然後，針對不實廣告的部分，就其間有關

係之處提出討論。雖然結論上不是很明確，但是多多少少仍可以看出作者的想法，而且在

報告中，也對某些問題做有系列的整理，使我們對問題有深入看法，是很大的貢獻。 

不過另一方面來說，本來想要請教張教授的，就是從結論部分看不出他的個人立場，

其實應該對其立論基礎有明白之講述，對此較為可惜。他給我的文稿總共有 22 頁，前面

20 頁跟主題關係甚淺，等到最後時，卻又說明這方面問題很多，須留待以後好好解決。

這令我有一點失望，因為其實已經整理這麼多了，如果能再花多一點力氣把後面整理出

來，則本論文的價值將會更高。 

本文所探討的其它幾個問題，譬如「一事不二罰」，如果可以配合大法官第 604 號解

釋改成「一行為不二罰」，可能會較好。此外，所衍伸出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整篇報告，

如同摘要所提到的，所謂「一事不二罰」或是「一行為不二罰」，應該要有比較明確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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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換言之，報告中應要說清楚其內涵。雖然在文中有一小段，也不知道從哪個作者那邊

引出來的，而且是否可以完全代表所有學者的見解，恐怕皆有問題。在大法官 604號解釋

中，有很多大法官對此有相當不錯的見解，如果可以參酌一下的話，以確立出基本的立場，

對後面的討論應會有所幫助。 

本文從題目看來，應該是公平法與其他法規的競合，但是所謂的其他行政法規？究係

何指？本中有提到像是消保法、商品標示法、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等，但是後面就沒

有看見針對公平法和其他法之間的聯繫，有進一步之說明，甚為可惜。剛剛在唸的時候，

對於消保法和不實廣告之間的關係，涉及兩個部分，一方面是消費者得向廠商要求懲罰性

賠償，另一方面是主管機關亦可以要求廠商改正，若不改正處以罰緩。問題是，這兩點與

公平法的關係何在？從本文內容中來看，似乎是說明保護消費者而對廠商懲罰性請求，但

對此種消費者對廠商的請求並非行政處罰。因此，重點應該在於主管機關對廠商的罰緩，

而不是懲罰性的請求上面，因為這是屬民事責任，與行政罰法間恐怕沒有關係。另外，本

文中除了對消保法有交代之外，其他的法律就未見有進一步討論，導致本文的焦點有點

偏，宜回歸到與行政罰法之關係。 

其次，就行政罰法與不實廣告之關係，本文中認為，行政罰法第 2條的類型都可以用

在不實廣告。這點亦值懷疑，因為行政罰法中採取多種類的處罰，而所謂多種類係指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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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裁罰性的不利益處分皆屬之，但是本文中則認都可適用，然而，強制拆除跟不實廣告有

何關係？或是禁止出入港口，這也沒有關係！所以行政罰法第 2 條之其他種類之處罰中，

並非全部皆可適用，而有些可以用，有些不能用，否則涵蓋範圍太廣。 

另外，有關行政罰法第 24 條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間之關係，即特別法和普通法

到底誰優先的問題，法務部的會議資料中有甲說和乙說。本文中提到不實廣告部分，依據

公平法第 41 條最多可以罰到五千萬，而且可以連續裁處直到改正為止，其他法律對不實

廣告的處罰，並沒有有這麼高的。所以，公平法因為這一條之規定，幾乎會吸收其它法律

的處罰規定，而且依行政罰法之規定，是由裁罰最高的機關作為管轄機關。因此，公平會

之所以如此緊張，就是因為它也不想管這麼多，而且有些問題其實仍然應該要由各該專責

機關負責，而非全部交由公平會管轄。當初行政罰法未出爐時，公平會與其他個機關也有

所謂的協調辦法，明確劃分不同機關間之管轄範圍，不過由於行政罰法的較為缺乏彈性，

因此造成很大的影響。 

公平會亦曾請求法務部協助，提及中央法規標準法中有所謂普通法和特別法關係，所

以可否認為公平法的規定是行政罰法的特別規定，而可排除行政罰法的適用，再由公平法

和其他法之間來做比較，以茲解決。剛剛提到，法務部會議資料中之甲說，傾向特別法優

先適用，而行政罰法是屬於普通法，因此讓公平法和其他法再去做比較，而不適用行政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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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乙說則傾向是用行政罰法，主要理由在於，從整個立法過程中可以得知，應該還是優

先適用行政罰法第 24 條，特別法不可以優先於行政罰法，因為行政罰法是一個準則性規

定。如果要靠解釋來排除該條之適用，則行政罰法將會被架空，因此，最好仍是由公平法

自己去修法，但是不要引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的規定來排除行政罰法的適用。 

不過，個人認為，從普通法和特別法之間的關係來處理，較為妥適。只要承認公平法

的特別法地位得以確立的話，即可排除行政罰法第 24 條的適用。對本問題之討論，學者

間意見相當分歧，理由不一，最後主席的裁示是比較偏向甲說，也就是使多數說的意見，

不知道這對公平會有沒有幫助。 

我個人的想法也是比較偏向甲說，蓋行政罰法的出現，對公平法原有的處罰模式，造

成不必要的困擾。雖然行政罰法是總則性規定，但其他法規其實也行之多年的，有其特定

的立法目的在裡面，所以如果完全按照行政罰法的規定來走，公平會絕對難以承擔這樣的

結果。為求根本解決，或許修法是一不錯的考慮。不知道公平會有沒有打算要修法，如果

有的話，可把問題從根解決。但是其他法律仍會遭遇到一樣的難題，如行政院法規會的主

任委員曾提到，法與法之間的比較，不是從整體法規，而是從個別法條去比較，但是個別

法條之間要如何比較，亦為一大難題。所以普通法和特別法說來容易，但是作起來很難，

公平法和其他法律之間，如何確定哪一個是普通法哪一個是特別法，也很複雜。而非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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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行政罰法第 24 條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這是兩難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個

人就先報告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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