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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銀行業的經營，基本上以「信用」為最重要的基礎。但本文研究銀行業的不實廣

告案件之後，卻發覺國內11家銀行，被公平交易委員會以在業務上從事虛偽不實廣告
的行為而受罰。中間包含兩家外商銀行，以及八家國內新銀行與一家舊有的銀行。

進一步以每半年銀行放款總額、銀行產業市場競爭程度HHI指標、公平會執法態
度、銀行總家數與銀行業分行家數為解釋變數。解釋銀行業各年度不實廣告出現次

數，則發現市場競爭程度，以及銀行家數兩個變數，可提供不實廣告出現次數多寡的

主要解釋。亦即銀行結構由過去中度集中度降低為低度集中度，改變了市場結構，以

及新銀行業者為求生存等理由，可能是促成銀行業不實廣告發生的重要原因。

關鍵字：虛偽不實廣告、市場競爭程度、白手套化

壹、緒論

銀行體系乃金融體系重要的一環，即一般所謂之信用市場，亦即因銀行之借與貸

均架構在「信用」之上。但近年來，銀行為了要消化多餘的頭寸將超額準備金貸放出

去，有時候會選用不擇手段的方式，以所謂的虛偽不實廣告之手法（例如：有利率卻

宣稱為無利率）與消費者交易，或隱匿其貸款之限制條件（例如：不得提前還款，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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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繳違約金），諸多不符商業倫理之行為，類似之行為近年來在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處分中個案共累計達12件之多。惟這些被處分之案件大多屬於新銀行，看起來舊銀行
尚較能遵守金融業之經營倫理，但其中有唯一的例外，老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也是

違法者之ㄧ。而新舊銀行在不實廣告被公平會處分之多寡，似乎也顯現出銀行經營本

質上之差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違反公平法不實廣告規定之業者，近年來則呈現出「白手

套化」或「外部化」之趨勢，不實廣告的經營行為由相關業者執行，而非由銀行本身

直接參與。市場行為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之業者數量累計達34件，遠超過銀行本身
被處分之數量，中間包含有組織的公司型態，也有無組織之個人，可見銀行周邊業者

在此競爭激烈的金融環境中，扮演著銀行業與資金需求者之「仲介」角色者眾多，然

而這些業者的行為常陷於違法或違法之邊緣，爭議常有所聞，這對於金融業正常化之

競爭秩序產生相當負面的影響，實值得主管機關嚴密之關切1。

金融放款市場究竟何以致此境地？推測可能與下列幾個可能因素有關：（1）由
於近十餘年來，經濟持續發展，至我國信用市場規模大幅擴大，在貸款金額大量增加

之情形下，難免有業務瑕疵之情形產生，（2）公平會衡量近年來國內經濟及金融之
發展概況，對金融業採取較為嚴格之政策態度，並延伸其取締措施，94年以後在雙
卡風暴逐漸成形之際，似乎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會對銀行業之違法行為，採取較嚴

格之態度來面對，此一差異應可由被處罰之案件個數上窺其端倪。（3）可能重要的
原因是本國銀行家大幅增加2，由民國80年原本的25家銀行，一次增加15家新銀行，
然後地方金融機構與投信改制銀行，銀行總行家數逐年增加至89年及90年的最高峰53
家，而後又在金融政策之改弦更張下，推動金融控股公司之設立，銀行家數逐年下

降，至96年僅剩43家；但銀行之分行總家數則自80年的1000餘家，逐年增加至96年之
3000餘家，外界號稱我國銀行家數與7-eleven 一樣多。（4）近年來，儘管銀行家數
呈現持續增加之趨勢，但整體銀行貸放金額並未同比例增加，此即市場競爭程度增

加，以HHI值來衡量銀行產業之市場集中程度，亦明顯呈現此趨勢。
檢視銀行放貸市場之發展情勢，發覺隱含以下之意義：（1）一個以信用為基礎

之市場，其組成分子卻逐漸崩潰，常以不擇手段之方法去經營，是否讓有識之士擔憂

此一發展狀況。（2）「白手套化」或「外部化」之趨勢正逐漸成形，是否應建請目

1 根據最近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世界各國競爭力排行分析，我國由去年的13名，降為今年
的14名，其中衡量指標金融健全度由去年100名降為113名。金融市場成熟度則由去年47
名降為58名，影響全體分數，確實與本文的研究契合。

2 沈中華、呂美慧（2007）對銀行家數與競爭程度有精闢之見解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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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管機關多花心思於此，以減輕其後遺症。（3）本文研究之目的，即在於瞭解產
生虛偽不實廣告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何？究竟是銀行放款金額之擴大所造成、或公平會

執法態度之改變、銀行業家數持續增加，銀行市場集中度降低，亦即市場競爭程度提

高所致。（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金融業經營制定相關法規，在銀行業廣告
案件處理原則中，區分十三種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類型，本文也加以彙

整其違反案件之類型及數量，一併提供目的主管機關參考。

本文研究初步所獲得之結論為，造成此一局面之原因中，「市場競爭程度」應扮

演最重要之角色，此結論透露出銀行家數之減少，降低銀行業之市場競爭程度，減少

銀行從事割喉式競爭之可能性，此一大方向應屬正確（然第二次金控改革是否正確，

仍有待進一步實證之檢驗）。希望本文之結論，可提供給（1）金融業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金管會，對金融市場發展之趨勢與現況的瞭解，以作為施政之參考（2）競爭政
策主管機關公平會，在瞭解市場發展之情形下，應如何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為

市場最後之捕手，來處理不正常之行為。

本論文之章節安排如下：除本章為緒論，說明研究之背景3、研究動機與目的

外，第二章則討論我國銀行業過去十五年來之變化，亦即針對80年市場開放以來之結
構變遷，做出一些統計分析，另外利用產業經濟學市場集中度指標的HHI，觀察此一
期間內我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之變化。第三章則討論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範及統計現

況，了解不實廣告之內容與類型，其內容主要以銀行業放款為對象。第四章則是實證

前提的討論，銀行業不實廣告出現響的影響因素，然後說明這些因素對不實廣告出現

的影響方向。第五章則呈現實證之成果，說明影響銀行業虛偽不實廣告出現之主要影

響因素。第六章則是結論與建議。

貳、銀行業市場結構之變遷

一、銀行業市場發展沿革4

3 Olson and Dover（1978）對虛偽不實廣告提出操作性定義，Carson, Wokutch and Cox, 
Jr.（1985）連結虛偽不實廣告之道德面與法律面，Davis（1994）認為廣告影響消費者生
活，應導正之以免誤導消費者，Compeau and Grewal（1998）以Meta-Analysis 討論價格
比較廣告，Attas（1999）則將廣告者之責任連結致對消費者之錯誤認知, ,Stoll（2002）
建議常常檢驗廠商之產品及行為，以期符合規範。

4 本節內容主要引用修改自許振明、林雅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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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台灣金融發展之歷程，從1980年代的金融的自由化到1990年代的金融國際化
及開放民營金融機構設立以來。中間曾經發生因股市房地產泡沫及產業結構調整之影

響，導致1995年8月之農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的擠兌風波；1997年7月則因爆發亞洲
金融危機，造成台灣傳統產業出口與海外投資受到嚴重打擊，致1998下半年，台灣金
融問題逐漸顯現，顯著影響台灣金融機構營運、獲利及逾放，本土型金融風暴隱然形

成。全體銀行逾放比率由1997年底之3.71％，一路攀升到2001年12月底之7.48％。政
府部門終於在2001年開始進行全面性金融改革。於2002年7月行政院正式成立「金融
改革專案小組」，積極進行所謂的第一次金改。

第一次金改，主要以「除弊」為訴求，期望達到「兩年內將整體銀行逾放比率降

至5％以下，將資本適足率提升到8％以上」之「二五八」政策目標，銀行逾放比則因
此由2002年4月的11.76％下降到2006年的2.53％。雖然第一次金改略有績效，但仍存
在著銀行資本適足率偏低、銀行家數眾多之情況。再加上銀行缺乏創新，仍以存放款

利差為銀行主要獲利的來源。雖然整體金改成果獲得一定程度認同，但台灣銀行主要

仍存在著結構上的隱憂：銀行家數過多，市場競爭過於激烈，以及新銀行較不尊重市

場倫理。

2004年上半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二次金改計畫，由2004年7月新成立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開始運作，並於2004年9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宣布實施
以「興利」為號召的第二次金改。企圖加速推動金融產業的國際化及自由化，以提升

金融國際競爭力，尤其對兩岸金融亦以逐步開放的步調推動。同年10月舉行的總統府
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則訂出14家金控公司整併為7家、官股減半為6家、至少有一家金
控到海外掛牌或引進外資、提升三家金控公司市佔率超過10％的金融整併的四大目
標，做為二次金改主要推動的方向。由此觀之，二次金改目標明顯轉向而以擴大金控

公司規模，以及公股銀行減半方向進行。

二、銀行相關法制之訂定

在法規之制定方面，除推動金融改革，政府部門開始於民國89年7月21日之制定
信託業法外，89年11月1日及同年12月13日則大幅修訂銀行法，並制定金融機構合併
法。90年7月9日則進一步修正或制定所謂之「金融六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
融管理法、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辦法、保險法、存款保險法、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幾乎同時間也幾度修正證券交易法及期貨交易法，91年7月17日
更公佈制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投資人保護法，讓金融業的法制達到健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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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銀行市場結構之變遷

（一）銀行結構變更情形

圖一、近年我國主要金融機構改制、設立更名與合併示意圖

如上圖一所示，民國80年我國銀行之家數為25家，之後銀行之增減變化大略經
過幾個重要之階段，這些階段之內涵及期間包括（1）新銀行之成立（民國81年及82
年）；（2）信用合作社改制商銀（86年1月—89年7月）；（3）中小企業銀行改制
銀行（87年5月—95年5月）；（4）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87年11月-94年9月）；
（5）金控公司設立更名（90年12月-95年7月）等幾個階段，我國銀行家數曾經增加
至89年、90年的高峰擁有53家銀行，之後則逐漸下降至96年6月止的42家銀行。96年7
月，台北第一信用合作社改制為稻江商業銀行，則為最近的一宗改制案，銀行家數再

增加一家，合計43家。
（二）地方金融轉型

民國80年同時開放15家民營銀行進入市場之後；由自民國86年台北三信改制誠泰
商業銀行起，短短3年內便有等9家信用合作社經核准改制為8家商業銀行。為信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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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改制銀行的主要原因為信合社除了原先之業務外，可增加代轉出口押匯、代轉開

發信用狀、代轉進出口託收、外幣國內外匯款、外幣買賣、中小企業貸款、代辦國內

外基金之申購、代辦機車強制險即可轉讓定期存單等業務。民國86年至94年間，另外
有新竹二信等27家信用合作社將資產負債概括讓與商業銀行；民國90年9月14日為解
決不良基層金融機構問題，經金融重建基金賠付後，強制將36家農漁會信用部及信用
合作社讓與10家公、民營銀行；民國91年7月26日，財政部命令7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
用部讓與銀行承受，兩年內共計36家農漁會信用部及7家信用合作社被強制讓與銀行
承受。綜言之，近十年來，信用合作社或改制、或概括讓與、或被強制讓與，其變化

可謂相當大。

（三）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

我國信託投資公司之設立，始於民國59年6月3日財政部頒佈之「信託投資公司
設立申請審核原則」，以因應當時之金融體系無法提供經濟發展所需之中長期資金，

計有十家信託投資公司設立，但實際上僅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國泰信託投資公司、台

灣第一信託投資公司、中華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中聯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

司、亞洲信託投資公司及台灣土地開發信託投資公司等八家信託投資公司實際營運，

目前大多併入金控或銀行，僅餘三家信託投資公司。

（四）金控公司之設立

金控公司法自民國九十年（二○○一）年十一月一日開始施行，九十一年陸續有

十四家通過申請設立金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則於96年9月13日通過「金融
控股公司新設申請標準」修正案，其中將新設金控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最低標準訂為新

台幣600億元，資產總額最低標準則訂為7500億。目前14家金控中，資本額小於600億
者尚有五家，包含國票金、日盛金、新光金、華南金、及玉山金；資產規模小於7500
億者也有五家，即國票金、日盛金、元大金、玉山金及開發金，金管會表示新設立標

準不溯及既往，未來有興趣設立者，將面臨較高之門檻。故短期之內，國內金控公司

之家數因門檻提高不易再大幅增加。

早期我國銀行設立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截至民國81年市場開放之前，市場僅
有25家銀行，中間只有上海儲蓄商業銀行為純粹的民營，其他家銀行均由政府所持有
的公營銀行。民國81年市場開放，第一波共有萬通、大安、聯邦、中華、遠東國際、
亞太、華信、玉山、萬泰、泛亞、中興、台新國際、富邦、大眾、寶島等15家民營的
銀行加入市場。第二波則再設立安泰商業銀行，使得市場銀行的家數增加為41家。之
後，財政部又允許8家地方性的信用合作社改制為商業銀行，以及允許國泰信託、第
一信託、中華開發信託3家信託公司改制為銀行，與新竹區中小企銀改制，使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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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銀行家數最高增加為53家。民國80年以來本國銀行家數增減概況情形，請參見
表一。

表一、民國80年以來本國銀行家數與增減概況表

民國 家數 增加 /減少 說明

80 25 － －

81 40

增加：萬通商業銀行、大安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中華商業銀行、遠東國
際商業銀行、亞太商業銀行、華信商業
銀行、玉山商業銀行、萬泰商業銀行、
泛亞商業銀行、中興商業銀行、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富邦商業銀行、大眾商業
銀行、寶島商業銀行

第一波新設商業銀行

82 41 增加：安泰商業銀行 第二波新設商業銀行

83 42 增加：慶豐商業銀行 國泰信託公司改制

84 42 － －

85 42 － －

86 47

增加：誠泰商業銀行
　　　第七商業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高新商業銀行

台北三信改制
台中七信改制

陽明山信用合作社改制
板橋市信用合作社改制

高雄一信改制

87 48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增加：匯通商業銀行

台北區中小企銀改制
台中區中小企銀改制
第一信託投資公司改制

88 52

增加：華泰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台北二信改制
台中三信改制

新竹區中小企銀改制
中華開發信託投資公司

89 53 增加：聯信商業銀行 台中六信與屏東一信合併改制

90 53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寶島銀行更名

91 52

　　　國泰商業銀行
　　　建華商業銀行
　　　復華商業銀行
減少：大安商業銀行

匯通商業銀行改名
華信商業銀行改名
亞太商業銀行改名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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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50
減少：國泰商業銀行

　　　萬通商業銀行

世華銀行合併
並更名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93 49
　　　寶華商業銀行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減少：高雄中小企業銀行

泛亞商業銀行改名
聯信商業銀行改名
概括讓與玉山商業銀行

94 46

減少：高雄中小企業銀行

　　　中興商業銀行
　　　高新商業銀行
　　　誠泰商業銀行

台北銀行合併
並更名台北富邦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合併
陽信商業銀行合併
台灣新光商業銀行合併

95 43

　　　京城商業銀行
減少：農民銀行
　　　交通銀行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

台南區中小企銀改制
併入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合併
並更名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與建華商業銀行合併
並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

96上 42 減少：第七商業銀行 併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資料整理

（五）銀行結構改變後之結果

表二是以半年為期，以銀行業放款額為指標所計算出來的市場集中度指標。由該

表之資料可以觀察到，民國80年到82年銀行的市場集中度指標HHI都大於1000以上，
屬於產業經濟學所謂之中度集中的市場。但之後HHI指標一路下滑，到了93年以後
HHI大都停留於500-600之間，屬於低度集中的市場。換言之，銀行業的開放引進「產
業競爭」之效果5，使得市場競爭變得比以前更為激烈，每家銀行能分到的利潤降大

幅的減少。

表二、近年來HHI值及放款總額變化表

期間 HHI 放款總額（百萬）

80.4-80.6 1190 4234440
80下 1171 9113437

5 見莊春發（2004），〈競爭的內涵與公平交易法規範〉，公平交易季刊，第10卷第3期，
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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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上 1114 10832467
81下 1147 13925559
82上 1092 14882528
82下 1066 15558096
83上 999 17726328
83下 988 17534295
84上 952 18719523
84下 930 19116877
85上 903 19285032
85下 908 19061736
86上 913 19298311
86下 884 20265920
87上 822 20710240
87下 811 20583350
88上 808 20440851
88下 767 19939588
89上 799 20629935
89下 806 20781164
90上 807 20452218
90下 859 16045748
91上 825 17260204
91下 820 16717083
92上 846 16330039
92下 869 16576039
93上 834 16772862
93下 579 13210998
94上 554 13775093
94下 526 14606554
95上 527 15449947
95下 574 16320984
96上 588 8369888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資料整理

表三、本國銀行各年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資本報酬率統計

民國 總行數 分行數 ROE（％） ROA（％）
82年 41 1030 10.9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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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 42 1174 11.03 0.66
84年 42 1361 10.00 0.60
85年 42 1464 9.35 0.59
86年 47 1685 10.09 0.66
87年 48 2404 7.14 0.53
88年 52 2576 5.96 0.47
89年 53 2693 6.19 0.48
90年 53 3005 3.60 0.27
91年 52 3068 - 6.93 - 0.48
92年 50 3173 3.52 0.22
93年 49 3189 10.30 0.63
94年 46 3239 4.81 0.30
95年 43 3285 - 0.43 - 0.03

96年＊ 42 3328 1.01 0.06
資料來源：金管會銀行局、金融統計月報 ； 說明：＊表1-8月平均

表三是銀行市場開放以來，銀行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與資本報酬率（ROA）
的歷年統計資料，在銀行產業競爭情況日漸激烈之情況下，ROE及ROA大致呈現下降
趨勢，二者分別由民國82年之10.90及0.63下降至民國96年之1.01及0.06，其中在民國
91年及民國95年，甚至還出現負數的情況，可見市場結構大幅變遷之後，銀行業的經
營確實不易。6

參、銀行及相關產業不實廣告之概況

（一）銀行業違反不實廣告行為之案件分析

最近幾年，（如表四），銀行違反公平法第21條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有急
遽增加之趨勢。在12件不實廣告的個案中，共有12家不同的銀行涉及。若以國內外銀
行為區別觀察，其中荷蘭銀行、花旗銀行兩家銀行為外商，其他銀行則為國內銀行。

前者占16.6％，而後者則占83.4％。若以新銀行與舊銀行為區別觀察，似乎可以看出
違法者，除中國國際商銀為原有的舊銀行外，其餘之銀行，諸如大眾、國泰世華、聯

邦、安泰、富邦等均為80年以後才成立之銀行，顯見舊銀行似乎較能遵守銀行倫理。

6 銀行業家數增加、結構改變之影響，討論之文獻不少，諸如：林文恭、王榮祖、蔣昭
弘（2005），林左裕、賴郁媛（2005），馬泰成（2005），潘雅慧（2005），楊蓁海
（2007），彭美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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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另一角度觀察，新銀行在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信用市場上，為尋求生存乃不擇手段

找尋存活之方法，至於其經營方法是否與銀行設立之基本精神，是否有所違背在所不

惜。另外，外商銀行在我國中小企業之放款比例偏低，在民國80年、81年時，所佔比
例大約在1％至3％之間，而82年至90年間，此一比例則下降至1％以下。然而少數外
商銀行為衝刺個人金融部份的貸款，不惜以身試法，在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
之統計中，達12件，其中外商銀行佔2件，比重達16.7％，遠遠超過外商放款占總放
款的比例，表現令人側目。

除銀行本身涉入公平法21條之違反之外，觀察違反公平法21條之發展趨勢，有朝
向「白手套」其他相關行業之趨勢，與金融仲介業的個案相比，則前者個案占74％，
而後者（銀行本身）涉及的比例僅占26％，在91年至96年間，共有34件不實廣告之個
案，（如表五）其中發生於「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計29件，而發生於「其他或
個人」計5件，前者占有之比例為85％，而後者占有15％之比例。
由以上之數字可看出，此種違法行為似有「銀行業外部化與專業化」之發展趨

勢，除競爭政策主管機關需要充分注意外，更需金融業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密切的重視，並拿出有效之對策。

表四、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各年統計表

年度 件數 銀行名稱

81 0
82 0
83 0
84 0
85 0
86 1 花旗銀行

87 0
88 0
89 2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

90 1 萬泰銀行、中興銀行

91 0
92 1 大眾銀行

93 0
94 2 國泰世華銀行、荷蘭銀行

95 4 安泰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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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 聯邦商業銀行

合計 12 計12家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表五、近年金融相關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統計表

年度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 其他業
91 0 0
92 0 0
93 0 0
94 5 0
95 22 5
96 2 0
合計 29 5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二）銀行業不實廣告處分內容之分析

表六、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處分內容分析

處分內容類型 被處份人 次數

（3-1）
廣告表示「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
其他費用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荷商荷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3

（3-3）
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
擔或其他限制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

（3-4）
「零開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大眾商業銀行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

3

（3-9）
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萬泰商業銀行
中興商業銀行

3

（3-10）
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
法等限制條件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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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

花旗銀行 1

（3-12）
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
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

聯邦商業銀行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

2

 資料來源：各年度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處理銀行業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案件，特訂定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95.11.9委員會
議通過；95.11.24發布）。其適用對象為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票券金
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郵政儲金匯業局。所謂銀行業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包含（1）廣告表示「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
之其他費用。（2）廣告之利率與實際成交之利率不符，其差距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
所能接受之程度。（3）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擔或其他
限制。（4）廣告表示「零開辦費」、「零手續費」或「零費用」，而實際另計收如
徵信費、帳戶管理費等其他名目費用或訂有適用之限制。（5）廣告未明示或揭露核
貸上限之計算方式，致有引人錯誤者。（6）廣告使人誤認旅行支票遺失或被竊可於
一定時間內補發或獲得理賠，而實際訂有補發方式、地點或其他限制。（7）廣告未
明示持卡人「失卡零風險」之負擔條件。（8）廣告使人誤認信用卡或簽帳卡「不預
設消費金額」，而實際審查持卡人逐筆消費時有金額限制。（9）廣告之贈品價格、
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10）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等限制條件。（11）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12）刊登廣
告前，未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者。

（13）重要交易資訊所刊登之版面排列、位置及字體大小顯不成比例，致有引人錯誤
者。另外所謂比較廣告也在規範之列，亦即銀行業之廣告以比較方式為之者，不得對

被比較事業之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針對此一原則，將年來銀行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加以分析，發現以
（3-1）廣告表示「零利率」、（3-4）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其他費用，「零開
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及（3-9）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等
三類類型最多。（3-10）廣告未明示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法等限制
條件與（3-12）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等二類案件居次。（3-3）廣告未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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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額度、負擔或其他限制與（3-11）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實際不符最少。

肆、不實廣告出現的推測與假說

如前所述，銀行產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五個可能原因：分別
為：（1）放款總額增加，（2）銀行產業市場競爭程度（3）公平會執法政策的加強
（4）銀行總行家數變化（5）銀行分行家數增加等五類因素，茲分析如下：

（1）放款總額（X1）

銀行之主要收入在於對企業及消費者之放款，亦即所謂企金及消金，為了增加放

款之金額，銀行大量做廣告，以期增加業務量，尤其以消金為然，一般民眾均耳熟能

詳。然而在放款總額愈多時，廣告涉及違反公平法之機率可能會升高，因此放款總額

愈高時，則預期整體銀行違反公平法之機會將提高，是故，銀行放款總額與不實廣告

的件數成正向關係。

（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X2）

我國銀行家數在民國80年至90年間，歷經開放新設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改制、
中小企業銀行改制銀行及信託投資公司改制銀行等幾個階段，我國銀行家家數由15家
增加至53家的巔峰，增幅達250％以上；然而90年以後，由於金融控股公司法施行，
從二○○一年開始，十四家金控陸續獲准成立金控公司設立，再加上銀行間之合併風

潮日盛，致銀行家數逐漸下降，96年6月底銀行家數降為42家，與90年之高峰相比降
幅達21％。

然而，銀行總行家數先增加後減少，但分行家數則持續呈現增加之態勢，民國82
年之分行家數為1,030家，但96年6月底止則增加至3,300家，增幅達220％，故我國金
融業之競爭局面，從總行家來看，似乎先寬後緊，但就分行家數言，則呈現持續緊張

之局面。

若由產業經濟學之HHI值來分析（請參見表二），以銀行每半年放款金額為衡量
指標，則可發現HHI值由80年之1,190逐步下降至96年上半年的588，亦即表現出銀行
放款由中度集中程度，逐年下降為低度集中度，顯現出銀行間競爭程度逐年增加之情

況。

市場競爭愈激烈，銀行行員為求業績，銀行本身為求生存，則愈可能以不實廣告

的手段進行營運，因此市場競爭動的高低，與不實廣告出現的件數呈現相反方向之變

動，亦即預期市場競爭愈激烈，不實廣告出現的可能愈大。

（3）公平會執法的態度（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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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銀行在企金部份之擴展，受到銀行家數增加及平均每家放款金額逐年縮減之

影響，以致於不少銀行戮力於消金業務，這兩類業務呈現彼此消長之局面。自2004年
以降，雙卡卡債問題逐漸成型並造成社會莫大震撼。這個情況反映出銀行為了爭奪消

費金融市場，疏忽了信用管理和風險控管，以至於擴大成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實，銀行經營很早就出現了警訊，但是部分銀行仍舊習慣於過去的經營模式，無法

跟上時代的腳步，致使銀行在快速變動之情況下，無法快速反應與積極處理，最後，

不但造成銀行無法獲利，甚至要侵蝕過去辛苦累積之盈餘，或傷害銀行最重要之商

譽。

公平會有鑑於此一情勢，自94年起也對違反公平法之行為，對金融業者及其周
邊之行業從業人員加強蒐證，並依其實際狀況呈請委員會予以議處，在94年至96年
間（以違反公平法21條之情形為例），計有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29件及其他業5
件。

是故，主管機關對銀行業不實廣告的執法態度，很可能也是影響不實廣告出現的

重大原因。可預期的，執法較嚴，不實廣告案件數出現將增加；反之則減少。因此公

平會執法態度與不實廣告案件數成正面關係。民國93、94、95公平會對銀行業不實廣
告處理的態度趨嚴，將其設定為1，其他年度則設定為0。

（4）銀行總行家數變化（X4）

如前所述，銀行總行家數歷經開放新設商業銀行、信合社改制商銀、信託公司

改制商銀、中小企銀改制商銀等過程，使得銀行總行家數由民國80年之25家增加至90
年之53家的高峰；然後在金控法施行後，在加上部份改制之地方金融機構，目前銀行
總行家數在43家，銀行家數愈多，代表市場競爭愈激烈，接著出現不實廣告的機率將
提升，反之，銀行家數減少，紓減市場的競爭壓力，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的機率將減

少。因此，預期銀行家數之多寡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呈現正向關係。

（5）銀行分行家數增加（X5）

儘管銀行總行家數先增後減，但也仍然維持在40餘家之規模，但其分行數則由民
國80年之1000餘家直線增加至民國96年之3300家左右。此一情形，可能使銀行業之競
爭程度居高不下，也間接促成部份銀行違反公平法之案例增加。是故，銀行分行數的

多寡與與銀行不實廣告出現的機率，呈現同方向的關係。

綜言之，上述之（1）放款總額，（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指標HHI（3）公平會
執法態度（4）銀行總行家數（5）銀行分行家數等五類因素，可能為銀行相關行業違
反公平法案件增加之主要原因，然究竟哪些因素才是其主因，非常值得金融業主管機

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競爭政策管理機關—公平交易管理委員會共同關切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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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伍、實證結果與分析

承上所述，對於影響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數量之因素，我們歸納出幾個
可能的因素，亦即（1）銀行業放款總額，（2）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3）
公平會之政策執法態度，（4）銀行業總行家數，（5）銀行業分行家數。

在資料方面，本研究先以半年為期之資料計算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HHI），而
上述其他各變數（銀行業放款總額、銀行業總行家數、銀行業分行家數、公平會之政

策執法態度）也取半年為期，以使資料能齊一化，研究期間則自民國80年至民國96年
6月底止。

因變數分為三類來執行，分別為（1）「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案件（2）「非
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案件（3）「銀行＋非銀行（相關行業）」違
反公平法21條之合計案件，以此三類變數來判斷銀行與銀行相關行業是否在違反公平
法21條之案件數量上有所差別。

統計方法上，本研究以「後退選取廻歸」（Backward Deletion Regression），將
五個變數一起，置入廻歸模式中，每次均將顯著性（P 值）最低之變數排除，以找出
最重要之因素，過程中也列入調整後廻歸配適度（adjusted R2），以判斷調整變數後
之配適度。

本研究將迴歸方程式表示如下，（變數下方之正負符號代表它與不實廣告件數的

關係）：

Y ＝ f （ X1,　  X2,　X3,　  X4,　X5　）

 　　　  (＋)    (－)   (＋)    (＋)   (＋)
其中，Y 表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X1 表銀行業放款總額
　　　X2 表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
　　　X3 表公平會之政策執法態度
　　　X4 表銀行業總行家數
　　　X5 表銀行業分行家數
實證之主要結果如下：

（1）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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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3.401
- 0.618
0.013

- 0.102
- 0.405
0.287

1.421
- 1.293
0.047

- 0.302
- 1.048
0.596

0.167
0.207
0.963
0.765
0.304
0.556

0.282

2

（常數）
HHI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3.446
- 0.629
- 0.108
- 0.394
0.276

1.598
- 1.535
- 0.352
- .346
0.674

0.121
0.136
0.728
0.189
0.506

0.308

3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929
- 0.544
- 0.324
0.239

1.885
- 1.666
- 1.524
0.614

0.070
0.106
0.138
0.544

0.329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3.597
- 0.715
- 0.247

3.277
- 4.218
- 1.456

0.003
0.000
0.156

0.343

5 （常數）
HHI

2.136
- 0.583

4.714
-3.998

0.000
0.000 0.319

藉由「後退選取廻歸」（Backward Deletion Regression），將五個變數一起，置
入廻歸模式中，以顯著性（P 值）高低為變數排除標準，找出影響不實廣告出現的最
重要之因素。結果發現，其他變數在統計上均呈現不顯著，惟獨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

（HHI）可通過統計1％水準檢定，調整後廻歸配適度（adjusted R2
）達0.319，廻歸

係數為 - 0.583，可見銀行業放款競爭程度（HHI）為解釋銀行業不實廣告的最重要因
素。

（2）非銀行（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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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銀行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1.865
- 0.541
0.268
0.106

- 0.677
0.189

1.491
- 1.129
0.944
0.314

- 1.747
0.391

0.147
0.269
0.353
0.756
0.092
0.699

0.280

2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5.228
- 0.640
0.234

- 0.706
0.191

2.557
- 1.806
0.906

- 1.908
0.402

0.016
0.082
0.372
0.067
0.691

0.303

3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27.925
- .0762
0.177

- 0.597

3.918
- 4.230
0.833

- 2.414

0.000
0.000
0.412
0.022

0.323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26.174
- 0.718
- 0.449

3.8693
- 4.192
- 2.622

0.001
0.000
0.014

0.330

應用相同之方法對銀行相關產業之不實廣告案出現的影響進行分析，則發現與

銀行業本身的解釋情況稍有不同，除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外，本國銀行數亦為
重要之解釋變數，可通過統計5%的檢定，兩個變數的廻歸係數分別為 -0.718與 -0.449 
，其符號與預期相同，調整後廻歸配適度達0.330。

（3）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

表九、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公平法21條之件數迴歸結果

模式 變數 標準化Beta 係數 t 值 顯著性 調整過後R2 

1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政策執行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5.266
- 0.566
0.238
0.079

- 0.655
0.208

1.534
- 1.193
0.847
0.236

- 1.707
0.434

0.137
0.243
0.404
0.815
0.099
0.667

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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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本國分行數

28.102
- 0.640
0.213

- 0.677
0.209

2.537
- 1.823
0.833

- 1.848
0.445

0.017
0.079
0.412
0.075
0.659

0.318

3

（常數）
HHI

放款總額
本國銀行數

31.458
- 0.773
0.151

- 0.557

3.930
- 4.336
0.714

- 2.275

0.000
0.000
0.481
0.030

0.336

4
（常數）

HHI
本國銀行數

29.771
- 0.736
- 0.431

3.924
- 4.354
- 2.552

0.000
0.000
0.016

0.347

最後將銀行及相關行業違反不實廣告規範之案件合計數量，採用相同之廻歸模

式，找出最重要之影響因素，結果維持銀行產業競爭程度（HHI）與本國銀行數為重
要之解釋變數，兩者之廻歸係數分別為 -0.736與 -0.431 ，係數估計值亦與預期完全相
符。調整後廻歸配適度為0.347，配適度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六、結論與建議

自民國80年，財政部開放新設商業銀行開始，我國金融環境產生了重大的量與
質變化。量的部份，我國銀行家數在信合社改制、中小企業銀行改制、信託投資公司

改制等動作後，由新商業銀行設立後之41家增加至高峰的53家，隨後又在金控法施行
後，銀行家數降為43家，同期銀行之分行數則由80年的1000餘家，大幅增加至3000餘
家；質的部分，在銀行營業據點大幅增加的同時，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之金額，並

未同向等幅增加，致使許多銀行一方面將重點由「企金」轉為「消金」，另一方面，

則為增加對企業與個人放款之績效，乃在廣告上大做文章，冀望提升放款（包括信用

卡、現金卡）之金額，此一做法看似有效，卻易使銀行觸犯公平法不實廣告之規範。

就長期言，銀行業在整體產業競爭程度增加之際，一味急就章地拓展業績，反而形成

2004年產生「雙卡風暴」的弊病。
近年來，銀行業經營之困境大家有目共睹，或因為整體經濟大環境不佳所致，

或因為金融業者之經營策略未隨環境變遷而改變所造成；然而，在信用卡、現金卡大

行其道之時，也有許多銀行不將經營重點置於「消金」，在大力推動放款業務之時，

也有許多銀行謹守金融業之規範，不踰越相關法規之規定。這些經營行為在大環境不

佳之時，特別可看出銀行業者之經營心態，亦即本研究緒論中所提及「信用」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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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銀行得否長期穩當之生存，端看此二字之運用得宜與否。銀行業者是否堅持企業

倫理，競爭政策主管機關扮演應有的角色，金融主管機關在政策的設計上，是否關注

到此議題，均是金融業發展之基石。

最近幾年，隨著銀行產業競爭程度逐年增加，銀行業備感壓力，就在同時期，銀

行周邊金融仲介機構則呈現雨後春筍般之出現，並在廣播及平面媒體大作廣告。平心

而論，這些機構之出現，一方面可拉近資金需求者與銀行業間之距離，增加銀行貸放

之業績，對社會本屬正面之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凸顯出銀行經營上的保守作法，使

一般民眾之借款，必須藉由另外的機構管道，才能找到所需要的資金。因此，銀行業

的不實廣告產生，卻形成「白手套化」或「外部化」之現象，由銀行相關產業機構擔

負不實廣告之工作。由前面資料分析的結果顯示，近幾年銀行周邊金融仲介機構，違

反公平法之案件激增，的確印證此發展趨勢，讓有識之士引以為憂。

就銀行業及周邊金融仲介機構違反公平法21條之情形來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權益，有效處理銀行業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

案件，訂定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針對此一原則，可發現違反事項以廣告表示

「零利率」、而實際另收取具利息性質之其他費用，「零開辦費」訂有適用之限制及

贈品價格、數量、品質、內容、產地與實際不符等三類類型最多。另外，廣告未明示

贈品活動之期間、人數、數量、參加辦法等限制條件與刊登廣告前，為查證供貨商所

提供商品之內容品質及效果，致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者等二類案件居次。而廣告未

明示優惠利率適用之資格、期間、額度、負擔或其他限制與廣告之抽獎方法、日期與

實際不符之案件較少。

金融運作之於國家經濟發展，就如同血液運行之於人體生命健康，金融面之重要

性不言可喻。金融運作之良窳大體不出「效率」與「公平」兩大方面，其中「效率」

應著重制度之建立與行政的提升；而「公平」則有賴法規之制定及適當地執行。過去

在銀行之新設或改制、第一次及第二次金融改革、金融機構合併、金控公司設立，金

管會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來無論是虛偽不實廣告或其他違反公平法之行為，均需

要金融業主管機關—金管會與競爭政策主管機關—公平會之通力合作，尤其在許多銀

行之業務「白手套化」及「外部化」情形日益嚴重之今日，為提升整體金融環境之

「效率」與「公平」，仍有待兩大主管機關之合力執行。

近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於今年第四季公布之「全
球競爭力評比」中，台灣之金融市場成熟度及銀行健全度均出現顯著退步之情形，銀

行乃金融業之ㄧ環，廣告是銀行招攬業務的重要行銷工具，若虛偽不實廣告未能加以

有效管理，恐有造成金融競爭力下降之虞，驗證本文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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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金融業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一覽表

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86 金融中介業
86.07.01

為促銷信用卡所刊登「前進澳門活
動」，其廣告稱「只要有花旗銀行
信用卡即可前進澳門，其優惠費用
為普通卡一千八百元、金卡為一千
元、附卡則為三千元」，且強調只
要申請即可參加「不用抽獎」。廣
告有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美商花旗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行

0元
（3-11）廣告
之抽獎方法、
日期與實際不
符。

89 金融中介業
89.05.12

於提供個人信用貸款之廣告上，
就所附送之贈品（7月底前申請貸
款，可獲「達美樂外帶……」之贈
品），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萬元
（3 - 9）贈品
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
產地與實際不
符。

金融中介業
89.09.05

於「天生贏家超值存款」廣告文宣
上未註明優惠條件限定適用於申請
「活存透支型」貸款者，為引人錯
誤之表示。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萬元
（3 - 4）「零
開辦費」訂有
適用之限制

90 金融中介業
90.08.06

共同具名刊登「任e門」報紙廣
告，不實聲稱其贈品價值及隱瞞重
要交易限制條件，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佳澍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萬泰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興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鼎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5萬元
（3 - 9）贈品
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
產地與實際不
符。

92 金融中介業
92.06.23

被處分人於郵購目錄刊登之「買樂
家活氧讓你褲」「四合一氣壓美腿
雕塑器」「波神健胸按摩器」商品
廣告，宣稱瘦身、排毒、防止脂肪
堆積及靜脈曲張、豐胸及預防乳房
病變等用語，並無醫學學理暨臨床
試驗依據，就商品使用之效果等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
定。

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幼
敏股份有限公司

各20萬元
（3-12）
刊登廣告前，
為查證供貨商
所提供商品之
內容品質及效
果，致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
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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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2.09.26

被處分人於91年5月版中國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郵購型錄「芭
拿芬蠟SPA美容機」產品廣告宣稱
「具保濕、防皺、滋養皮膚作用,
增進血液循環、促進細胞新陳代
謝．．．．」，並無醫學或其他科
學學理依據，就商品之使用效果等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郵采有限公
司

各10萬元
（3-12）
刊登廣告前，
為查證供貨商
所提供商品之
內容品質及效
果，致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
誤者。

金融中介業
92.12.19

廣告內容標榜該卡是全國唯一「零
利率」、「零開辦費」的現金卡，
民眾可「隨借隨還，不用不計
息」，且第1個月免利息，「只要
憑身分證」就可以辦卡。惟未註明
須繳交100元徵信費，為引人錯誤
之表示。

大眾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各20萬
（3-4）
廣告表示「零
開辦費」、
「零手續費」
或 「 零 費
用」，而實際
另計收如徵信
費、帳戶管理
費等其他名目
費用，或訂有
適用之限制

94 金融中介業
94.03.04

於「泰有錢」信用卡簡易通信貸
款專案廣告上宣稱「享０利率優
惠」，又被檢舉人比較該專案手續
費及以年利率20﹪計算之信用卡循
環利息，表示該專案「每月替您省
的費用」。並以不同計算基礎與信
用卡循環利息還款負擔比較，就服
務之價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

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04.01

就其營業所提供之服務，以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
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
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服務之設
施及活動混淆；於「優惠儲蓄專
案」廣告登載「3%優惠存款」等
表示，就所提供服務之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華開發商業股
份有限公司∕ 

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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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4.08.30

荷蘭銀行「享樂無限計劃首部曲」
廣告宣稱零利率、零利息，然有手
續費之收取，似為變相之利息，且
未清楚揭示系爭專案與現金卡、信
用卡之比較基準。另「靈用金B方
案」廣告，宣稱「白金卡0﹪利率
現金貸」、「3年0%利率」，然每
期仍收取手續費，且手續費隨借款
本金高低而有不同，如借款人提前
清償，亦須繳付違約金，並以不同
計算基礎與信用卡或現金卡循環利
息還款負擔比較，就服務之價格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荷商荷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北
分公司∕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資料處理及
資訊供應服
務業
94.10.03

網頁廣告上表示「整合負債貸款－
利率1.48％起」、「個人信用貸
款－利率1.48％起」、「月薪新臺
幣2萬元最高可貸新臺幣200萬元，
最快2小時撥款」、「額度30萬以
內，最快2小時即可撥貸」，並登
載「信貸方案優惠超級比一比」及
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 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達康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3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軍公教人員
1.68%起（或1.48%起）」、「頭
家貸1.88%起」、「整合負載0%
起」、「一般上班族1.88%起」，
並登載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
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鋘之表示。

忠訓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5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3

於網頁及報紙廣告上表示「30分
鐘拿到現金」、「利率低，2 %
起」，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華銀國際財經行
銷有限公司∕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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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4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利率 0％
起」、「個人信用貸款－利率
1 . 6 8％ u p」、「整合負債貸款
3％up」、「中小企業貸款－3％
up」、「頭家貸－2.6％up」、
「汽車貸款－0％up」、「只要您
有車，三分鐘立刻貸您現金200
萬」、「中古車貸款：利率6％
up，最高可貸車價三倍」、「最
快三小時立即撥」「卡債整合200
萬，一年省息20萬」，並登載「省
息比一比」信貸方案優惠比較表及
貸款實例，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快速捷國際有限
公司∕

15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5

發送電子郵件廣告表示「行行可貸
1.88％起」、於網頁廣告表示「個
人信貸利率1.88％起」、「車貸利
率0％起」，並登載貸款實例，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道行銷顧問有
限公司∕ 

1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4.10.06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身分證貸款－
貸款利率年利率 2％起（及 3％
起）」、「信用卡代償－貸款利率
0%起」、「上市上櫃員工貸款－
貸款利率年利率1.68％起（及3％
起）」、「整合負債－貸款利率年
利率2％起」、「專業人士貸款-貸
款利率年利率最低2.675％起」及
「軍公教貸款－貸款利率年利率
1.68％（及最低2.675％起）」，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長昇國際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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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95 金融中介業
95.03.13

推出「0利償方案」於廣告上宣
稱「0利率」，及印製散發「安
泰優貸」摺頁廣告，宣稱「全
年1.68％」及「全國首創最低利
率」，並於「申辦餘額代償預先作
業」授權同意書、信用卡申請書上
表示「優惠利率－第1個月至24個
月0％」，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安泰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40萬
（3-1）
廣告表示「零
利率」，而實
際另收取具利
息性質之其他
費用

金融中介業
95.03.22

刊登「富邦最會生利息！富邦雙倍
得利專案」廣告，宣稱「雙倍得
利，限時加碼！1月5日（即日起）
至2月底，把您的錢搬到台北富邦
銀行辦台幣定存2個月（兩百萬以
上），馬上將您的牌告利率變2倍
（2.3％）」，惟於A案額滿後仍續
刊登廣告，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40萬
（3-3）
廣告未明示優
惠利率適用之
資格、期間、
額度、負擔或
其他限制

金融中介業
95.03.24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原子小金剛信
用卡」申請書內容僅載明卡友得享
受優惠含「加州健身中心」之「一
個月免費健身」，惟核卡後提供之
卡友權益手冊及優惠券中，對前開
贈品使用增列「不得與其他優惠重
複使用」、「限首次到訪者」等限
制，為引人錯誤之表示。

中國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85萬
（3-10）
廣告未明示贈
品活動之期
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
等限制條件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3.31

於報紙廣告上刊載「個人信用貸
款專案0％起」、「1.65％起」、
「月薪2萬可貸250萬」、貸款實
例、「榮獲自由時報、聯合報、中
國時報採訪報導，為最值得信賴的
貸款理財公司」及「與蘋果日報、
城市廣播、中台灣聯播、港都電
台、蘋果電台、長期合作之優良廠
商」，就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
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台灣聯合顧問有
限公司∕

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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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網路及報紙廣告上表示「固定利
率1.5％起，最高額度700萬元」、
「個人小額信貸，利率 1 . 4 8％
起」、「整合負債1.68％起，最高
可貸800萬」及「32家銀行配合，
167種貸款選擇」，就其服務品質
與內容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宏昇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5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0％利活現 順
利償」、「代償利率0％起」，就
其代辦貸款服務內容、品質等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灣友達通路有
限公司∕

21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廣告上表示「協助您降低約
30％－50％之負債總額」、「佳卡
爾為您協商債務金額減免30％－
70％」、「幫助您重新建立債信，
恢復信用」，及於案關廣告比較表
之「佳卡爾」部分，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較「佳卡
爾」及「銀行公會」所提 之債務
協商服務，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制
度為比較對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及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
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蘇國展即鑫鑅行
銷顧問社∕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4.14

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上表示
「償債後，協助客戶恢復聯徵之掛
帳信用」、「協助客戶降低約30％
至50％之負債總額」，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於報紙、雜誌及網頁廣告
上刊載「銀行公會協商機制與OK
忠訓國際協商機制之比較表」，
以不相當之債務協商 度為比較對
象，並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片面截
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協商內容，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
平行為。

忠訓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18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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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廣告上表示「幫助債務人重新建
立債信‧恢復信用」，就其服務內
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上海資融國際有
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登載「低利整合信貸前
1 年1.58％起；卡債低利代償前1年
1.58％起」，就其服務之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全方位綜合百業
有限公司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一定好銀行貸款網」網站登載
「貸款實例」廣告內容，就其服務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葉淑美 君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際網路刊登債務協商廣告，載
有「成功案例鍾小姐」等內容，就
服務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昶昱產經有限公
司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網頁廣告宣稱「幫助債務人重新
建立債信，恢復信用：債務清償後
富鼎為您註銷債信不良紀錄」，及
於比較表之「富鼎產經」部分，就
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於廣告上列表比
較「富鼎產經」及「銀行公會」等
所提供之服務，以不相當之債務
協商制度為比 ， 隱匿重要交易資
訊，且片面截取被比較對象之債務
協商內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富鼎產經股份有
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02

於網頁廣告宣稱「有銀行協商平
台」「幫助債務人重新建立債信，
恢復信用」，

上海融資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

12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未明確標示「整合負債
貸款1.68％起」及「個人信用貸款
1.68％起」貸款方案限「僅首年優
惠」之規定，就其服務內容等為引
人錯誤之表示。

達康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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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刊載「負債整合貸
款 …… 整 合 您 所 有 負 債 最 低
1.68％」、「負債整合貸款　貸款
利率2.45％起」、「且利率最低
可到2.6％喔」、「合作銀行」、
「保證利率最低」、「保證額度最
高」及「保證速度最快」，就其服
務內容、品質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葉俸宜君

95.06.15 於網頁廣告刊載「目前利率
是 1 . 8 8％起」、學生貸款利率
「1.88％－3.85％」，就其服務之
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李俊民君
謝瑋玲君∕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

於網頁廣告宣稱其可「協助消費者
恢復信用」，為就所提供服務之內
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鄭進豐（鳳凰商
行）/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路廣告上表示「個人信用貸
款　貸款利率　公教人員信貸：
1 . 5％起5 0 0大企業職員：1 . 5 %
起」、「整合負債貸款20%輕鬆轉
換為1.5％起」、「扣繳憑單貸款
最低1.5％起」、「軍士官貸款年
利率1.5％起」、「學生貸款　年
利率1.5％起」、「李×勇原有房
屋貸款650萬元……五天內順 自銀
行取得資金900萬元……共增加250
萬元現金」、「成功核貸率也高達
93.8％左右」及「配合銀行超過45 
家」，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輕鬆代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3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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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頁廣告上表示「信用卡代
償 優惠利率：0％起」、「25期0
利率……免開辦費……優惠利率
0％」、「信用貸款 優惠利率：超
低利率1.88％起」、「只要任職於
國內前500或1000大企業，即可快
速辦理貸款 優惠利率：超低利率
1.99％起」、「負債整合 整合名下
現有銀行之負債…惠利率：2.65％
起」等，就其服務品質與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易達金融顧問有
限公司∕

27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於網頁廣告刊載整合負債貸款
「20％輕鬆轉換為1.68％起」、個
人信用貸款「貸款利率（1）公教
人員信貸：1.68％起（2）500 大
企業職員：1.68％起（3）一般中
小企業個人信貸：1.88％起」、學
生貸款「年利率1.68％起」、房屋
貸款「年利率1.68％起」及成功案
例，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 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台達網股份有限
公司∕ 

23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5

從事代辦金融業務，於網頁廣告刊
載整合負債「利率1.68％起」，就
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表示。

宇略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16

於網際網路刊登代辦貸款廣告，載
有「超低利率1.68％起」及「專家
案例陳小姐」等內容，就服務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卓金耀君∕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30

於網頁廣告中就其所為代辦貸款服
務之內容及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煒勝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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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6.30

於網站刊載「軍人、士官、聘僱人
員超低利率1.68％起」、「扣繳憑
單貸款最低1.68％起」、「三人團
辦貸款年利率1.99％起」，並登載
「省息比一比　債務協商機制V.S
固得理債專案」及貸款實際案例，
就其服務內容、品質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固得有限公司∕ 60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7.28

於網頁廣告登載「債務託管專案　
全國唯一合法」、「函件附本送金
管會、公交會、消基會備查」及
「協助卡奴們以最低的金額結清您
所有的負債」等語，就其服務之品
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鑫融財務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
∕

21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8.11

於代辦貸款廣告宣稱「銀行特約行
銷商」、「配合30多家銀行的理財
便利店」及「整合負債利率1.68％
起」，就其服務之內容、品質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邱敏宗（即非凡
行銷企業社）∕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8.11

廣告傳單刊載「只要1.49％起 輕鬆
整合所有負擔」、「個人信貸……
任何行業皆可辦理，即可享有超
低率1.8％起……」、「軍公教貸
款……享有超低利率2.1％優惠專
案」、「簡易卡貸……可享有前六
個月零利率」，就其服務內容為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洪寶林（即中銀
企業社）∕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9.14

廣告傳單刊載「銀行貸款率低於
1.48％起」，就其服務內容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萬大行銷企業有
限公司∕

8萬

業務及辦公
室支援服務
業95.09.15

廣告上表示「如能提供清寒證明，
本金都能少還」，就其服務內容為
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仲捷事業有限公
司∕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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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行業別 處分書摘要 被處分人 處分金額

金融中介業
95.12.01

於「Follow Me法拍屋代墊款專
案」廣告，宣稱帳戶管理費為貸款
金額之0.4％，惟有適用之限制，
就提供貸款服務之價格，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新竹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

30萬
（3-4）
廣告表示「零
開辦費」、
「零手續費」
或 「 零 費
用」，而實際
另計收如徵信
費、帳戶管理
費等其他名目
費用，或訂有
適用之限制

96 金融中介業
96.02.09

信用卡促銷活動廣告上，宣稱核
卡禮為「Micky Mouse 登機箱」及
「I – care 寶貝機」2選1，民眾至
微風廣場詢問，被告知需搭配台灣
大哥大及遠傳之方案，亦即未對申
辦信用卡之贈品附有限制條件予以
揭露，對於服務內容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

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0萬
（3-10）
廣告未明示贈
品活動之期
間、人數、數
量、參加辦法
等限制條件

金融中介業
96.03.08

於網際網路刊登代辦貸款廣告，刊
載「最高額度是依個人債務結構比
例去核算，由月薪計算可乘以80
倍」及「成功案例」，對於服務之
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

速捷實業有限公
司/ 

1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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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False Advertising  
of Bank Industry in Taiwan 

Tsung-Chun Lin  &  Chuen-Fa Chuang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we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reditability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banking.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cases of false 
advertisement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11banks were fined by FTC （Fair Trade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R.O.C.）due to false advertisement cases. Among the 11 banks, two are 
foreign banks, and nine of them are domestic banks which include eight newly established 
banks（1991&1992） and one old bank. 

Furthermore, several variables are adopted to explain the number of cases fined by 
FTC. They are HHI index （measuring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semi-annual loans 
of banks, attitudes of FTC towards false advertisement, number of banks, and total branch 
number of the banks. The reasons to account for the frequency of false advertisement we 
found in this study are th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number of banks, that is, the structure 
of banking system in Taiwan shifting from medium concentration to low concentration 
and the survival reaction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banks are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umber of false advertisement cases. 

Key Words：false advertising,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io, ex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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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沈教授中華（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

各位委員還有兩位作者好，那我今天非常高興來評論這篇論文，因為我覺得今

天這一篇論文非常有趣，我自己認為有兩種形式的研究報告，一種是很嚴謹，但是非

常無趣，另一種是很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但失去嚴謹性，那很多報告就在這兩端徘

徊，那我有些論文就是那種還算嚴謹，沒有用和無趣我知道，但嚴不嚴謹我不知道，

那這一篇呢，是有趣而有用，，那麼，這個資料的蒐集我詳細看了一下，剛剛報告人

說，只有老舊是ICBC一家，其他都是新銀行，看完這篇以後，我們都想知道，為什
麼銀行要騙我們，每一年聘那麼多MBA又是我們學校（台大）訓練的，為什麼要騙
我們？那我很驚訝的是，她也出現在很多操作還不錯的銀行，那評比蠻好的銀行也在

上面，那前幾天我們還看見，檢查局送到外面去請檢調來追查的，幾乎所有的銀行都

在上面，幾乎都有違規事件，只有一家金控沒有，大家分析它是沒有財團背景所以沒

有，但是我很訝異的是，這些大老闆為什麼要騙我們，明明就要收利率，也知道是有

某個利率定義的，但是你不能跟回教團體一樣說，我現在借你錢，但將來你不用給我

利息，而是給我租金，那你要一直搞名詞也可以，如果名詞一直可以重複使用，那要

天下大亂了，這個叫利率、這個叫什麼……那上帝讓我們的語言不能彼此溝通，所以

我最感觸的是說，很多銀行為什麼要跟我們說零利率，照我的定義，零利率就是零利

率，那怎麼還有很多東西，那其實只要我將來還要給你就算是利率，那前金、後謝也

算是，那零利率，結果前金很多、後謝很多、管理費很多，就是這樣才會天下大亂，

那有沒有可以規範的辦法，其實我也不曉得，我看完之後很難過，反而希望作者應該

回答這個問題，they are the best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I encourage them to have more 道
德勇氣，他們應該要多寫這一方面的論文才對，要不然只會作一點回歸分析，那一點

也不過癮啊，失去了這一篇研究的真正意涵。

這一篇文章說HHI是很重要的因素，競爭愈激烈，大家愈會去做一些不法的事
情，那我們也可以想想看，不法通常都是發生在兩種人，就是最好的和最壞的，最

好的怕第一名會被淘汰，那我們記得小李飛刀這一本小說，武林排行第一名的無名

老人，從來不敢現身，那第二名天天要找他比武，把他打下來，那第三名就比較不

care，那最後一名就緊張，因為他只要做什麼事，可能就不會維持在最後一名，我在
想有的時候是這樣，在我們學術界有的時候ask你為什麼要合併，就是有一個假說：
我想市佔率很大，就可以從此過著寧靜的生活，那學術界有這種假說，那剛剛報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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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很多次，就是說有壓力大、競爭大，那我可能會輸掉競爭力、輸掉ROA，我在想可
不可提出一個假說就是：太大壓力說，所以才會鋌而走險來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不

然我不太懂這麼多銀行麼重視governance，很多都要求風險管理稽核委員會、獨立董
監事，這些都應該很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的，他要每年要辦獎學金給我們大學生，但

為甚麼又要欺騙大家，我認為這一篇文章應該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這個HHI作者是用總放款、總存款，那我想說是不是可以改用消費性金融的
HHI，因為我看一下，這些都是消金的不實廣告，企金的人因為有自己的財務管理，
所以不太容易被你騙，我的評論到這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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