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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謝杞森
＊
　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中文摘要

在薦證廣告中的薦證者，可分為一般消費者、知名的公眾人物及專業人

士，尤其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作廣告代言人並加以適時的運用，將可發

揮相當大的效果，一方面可強化廣告所欲透露的訊息，加深消費者對產品與品

牌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可增強消費者購買的慾望。但不實的薦證廣告不但會造

成不公平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也將使消費者對該商品徹底的失去信心，並

對該薦證代言的知名人士產生不良觀感。

在我國諸多薦證廣告中，「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的廣告主與薦證者是

第一件被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而分別對廣告主與薦證者處以罰鍰的案件。但該薦證者不服，向

行政院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對原處分提出一些質疑後，在主文中

撤銷該薦證者的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公平交易委會重新調查研析後對於該件不實廣告的薦證者仍援引公平交易

法第21條與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成處分，但並未處罰鍰，只命其自處分書
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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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作為一併處分非事業的薦證者的依據是否妥適、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對原處分提出質疑的理由，以及公平交易委會重新作成處分只命應立即

停止違法行為而未對薦證者處以罰鍰的作法，其實益何在，均值吾人作一深入

探討與剖析，俾期未來在類似處分案件能有更周延與精準的論述與處理。

關鍵詞： 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不實廣告、薦證廣告、薦證者、名人薦
證、行政罰法、共同違法、故意共同實施、單一行為人、教唆、幫

助、共同正犯

壹、緣起

薦證廣告乃廣告主在其商品（包含服務）的廣告中透過廣告主以外之人，

為其廣告中所推銷的商品作薦證，以提升其商品的銷售。至於薦證者一般可分

為一般消費者、知名的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尤其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

作廣告代言人並加以適時的運用，將可發揮相當大的效果，一方面可強化廣告

所欲透露的訊息，加深消費者對產品與品牌的印象，另一方面也可增強消費者

購買的慾望。

但不實的薦證廣告卻也將使消費者對該商品徹底的失去信心，也會對該薦

證代言的知名人士產生不良觀感
1
。

由於薦證廣告的正向與反向效果都強過一般的廣告，因此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於民國94年9月23日對外發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嗣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有鑑於名人代言廣告對消費者之影響，認有加以管理之必要，遂

於96年4月25日及5月8日二次邀集衛生署、公平交易委員會、法務部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等開會研商，積極研議解決方案，會議結論並經提報第146次委
員會議作成決議，請衛生署及公平交易委員會分別就食品、藥品、化妝品，及

其他商品（除食品、藥品、化妝品外）之不實廣告之薦證代言人，援引行政罰

法第14條之規定加以處罰2
。公平交易委員會因此於96年4月25日修正與薦證者

1 林泉源、余朝權、李銘尉、劉致緯，「不實薦證廣告揭露、見證者類型與薦證者後
悔傾向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公平交易季刊第16卷第1期，民國97年1月，頁3、
頁27。

2 行政院消保會並表示，公眾知名人士在廣告如以純表演，而非推薦獲保證之方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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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有關的第五點，並於同年5月11日發布3
。有關薦證者的法律責任，在該規

範說明的第五點（二）闡明：1.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規定
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

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2.薦證者因上開情形而涉及
其他法律之規範者，並可能與廣告主同負其他刑事責任及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對電視頻道宣播「全竹炭塑身衣」廣告一案，除對廣

告主加以處分外，並對知名藝人薦證者處以罰鍰新台幣8萬元4
，但該知名藝人

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則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該知名藝人的行政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5
。公

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民國98年7月2日作成新處分6
，命被處分人溫○○君自處

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該新處分雖未對溫君處以任何

罰鍰，但仍認定溫君還是違反公平交易法。從舊處分罰新台幣八萬元到新處分

只命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其前後歷經一年又半個月的時間，被各罰新台

幣四百萬元的三家不實廣告的廣告主早已結束營業落跑，根本無從執行這高額

的罰鍰，對於薦證者的新處分，究竟具有何種實質意義？是否公平交易委員會

所引用條文的依據與論述不夠堅強有理？還是我國行政罰法第14條、第15條的
規定仍有商榷的餘地？實值得吾人作進一步探討。

言商品，性質並非為該產品背書，代言人尚無須為廣告之真實性負責。惟如廣告代
言人（除廣告主外），於廣告中以言詞或其他方式表達其對該商品或服務之意見、
信賴或親身體驗等結果者，即為薦證廣告代言人，即須為其代言行為負責。如○○
藝人代言某增高機產品，並宣稱使用後已長高若干公分，即屬薦證廣告性質，必須
為其代言廣告之容負責。參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網站http://www.cpc.gov.tw/
detail.asp?id=683查閱日期：民國98年8月19日。

3 對 於 薦 證 廣 告 之 規範說明，參閱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
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256查閱日期：民國98年8月19日。

4 民國97年6月19日，公處字第097078號。
5 民國97年12月31日院臺訴字第0970094902號決定書。
6 民國98年7月2日公處字第0980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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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行政罰法對共同違法的規範

一、行政執行法與行政罰法的關係

行政執行法乃為確保法律對人民所課以義務的履行而訂定的不同執行手

段，因此行政執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執行，指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強制執行及即時強制。」其中的執行罰是以確保義務

人將來實現其義務內容為主要目的，性質上乃屬對「將來」之作用。行政罰在

性質上則是因有過之故而對過去違反行為的一種處罰
7
，也就是對於過去違反

義務之制裁。

行政罰法乃是各種行政法規處罰的總則性規定。其立法目的乃在於制定共

通適用於各類行政罰之統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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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適用範圍限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

行政罰
8
之處罰時始有本法適用。又行政罰法所稱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

言，不包括行政刑罰及執行罰在內
9
。至於懲戒罰則與行政罰之性質有別，行

政罰之規定非全然適用於懲戒罰，從而行政罰法應無納入懲戒罰之必要，若懲

戒內容如兼具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制裁與內部秩序之維護目的，則是否具有行

政秩序罰性質，而屬行政罰法第二條之範疇，應由其立法目的、淵源等分別考

量
10
。

當人民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

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

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行政執行法第27條）。因此，當行政主管機關依法對

7 城仲模，行政強制執行序說，收錄於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礎理論，增訂再版，83年
10月，頁271-273。

8 行政罰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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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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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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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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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行政罰法第1條立法說明二。
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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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作成行政處分命其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而不停止時，

可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強制方法執行之。又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

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乃屬執行

罰，其係督促行為人將來履行義務之手段。惟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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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由於公平交易法有特別規定，

因此實務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即依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
止或改正為止。

從公平交易法條文文義上解釋，上述實務作法似無不當，但若從行政執

行法第1條：「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之文義觀察，應該是當行政執行法沒有規定時，才有適用其他法律的餘

地。今行政執行法第30條已有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怠金的規定，
且同法第31條亦有規定，經處以怠金後，仍不履行其義務者，執行機關得連續
處以怠金。似乎不應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來按次連續處罰。此與行政罰法第1條
後段規定：「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有所不同。當然，公平

交易法第1條後段也有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而行政執行法第4條第1項也規定：「行政執行，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
為之。但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

執行處執行之。」既然行政執行是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為之，因此似

也可解釋為，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既已有按次連續處罰至其停止或改正為止
的規定，就適用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只有在公平交易法未規定的情形下才適用

行政執行法第30條及31條的規定。
從上述說明可知，我國在立法、修法過程中，相關法規的配套與整合並未

落實，以致於在法規適用過程中容易出現不同見解。

  二、行政罰的類型與目的

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罰鍰或沒入之裁處外，行政罰法將行政機關所

為之不利處分又具有裁罰性者視為行政罰，由於其名稱種類有一百多種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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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將之概稱為其他種類行政罰（行政罰法第1條、第2條11
）。

各行政法規的立法目的與所欲保護的秩序常因專業與規範目的的不同，因

此採取的手段就會出現差異性，為因應其需求，其行政罰的種類不同，執法的

手段也常因此而異。當在各別的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時，是否仍應優先適用該

特別法。例如行人在交通違規的擅闖紅燈行為，因其行為已結束而成為過去，

無從作成改正或停止的下命處分，因此只能處罰鍰或命其參加交通法規講習，

倘若下次再違反時則屬另一違法之行為而被處罰。而交通違規之行為也與違章

建築之性質不同，違建之行為完成後，其違建的狀態仍持續存在，由於違建可

能持續存在危險性，因此，究竟是否應處罰當初蓋違建的行為人並命其拆除，

或是現在的所有權人或承租的使用人（比如房東長年在國外）
12
？所有權人與

室內裝修從業者是否也有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問題？
類似的問題義發生在公平交易法的相關案例中，例如不實廣告行為完成

後，是否有所謂的狀態仍持續存在的問題？平面廣告的傳單與看板，或是廣

播、電視、網路等的播送與上映，其行為數的認定究為一行為或數行為，而這

些問題是否也有「一行為不二罰」或「一事不二罰」的問題
13
，恐也有諸多不

同學說與見解。因此，行政罰的行為論在尚未成熟又未引進刑法的行為論之

際，針對不同的行為特性，給予不同種類的行政罰可能就有其必要性，是否要

一律回歸行政罰法的適用，似有待斟酌。

又我國公平交易法第35條第1項在修法後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刑法）的制
度，該條規定：「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而
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

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

金。」其所稱「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究應如何判斷，又若事業再為相同

11 同註8。
12 參建築法第95之1條：「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
有權人、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者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
分。室內裝修從業者違反第七十七條之二第三項規定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勒令其停止業務，必要時並撤銷其登記；其為公司組織者，通
知該管主管機關撤銷其登記。經依前項規定勒令停止業務，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為公司組織
者，處罰其負責人及行為人。」

13 參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及其諸多協同意見與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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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行為時，公平交易委員會除移送地檢署偵辦外，是否可依公平交易法第

41條後段處以更高的罰鍰？由於公平交易法第35條第1項後段處行為人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外也可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但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前段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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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刑事法院審理結果並不成立犯罪而判決無罪確定，而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為業者仍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先處罰鍰時，是否應自我徹銷，這究應該如

何適用相關規定，這都有待實務經驗的累積與分析
14
。

由於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規定：「……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此一規定在適用上仍有問題待釐清，比如在電視

上的不實廣告已被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並命停止，但業者卻仍每天宣播一次，

究為行為狀態的持續或是另為新行為？此顯然與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所處理
違規停車一案的情形不同。違規停車被處罰鍰後，其車輛逾二小時後又再被開

一張罰單，其車輛並未移動或任何改變；但廣告主所宣播的廣告已被主管機關

認定不實並命其停止，廣告主又於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等等的不同

時段宣播，應該不屬於違法狀態的持續，而應屬另一違法行為（雖然內容相

同），既然公平交易法第41條後段有特別規定，自應依該特別規定繼續限期命
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罰鍰，惟廣告主被命停

止不實廣告後又於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不同時段在電視上宣播，但在主管

機關作成第二次罰鍰之前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等所宣播的行為，依理不

屬同一行為而應屬另外不同之行為，理應作成三次罰鍰，但公平交易委員會在

實務上均將其作成罰鍰處分前的不同日的相同廣告內容一併認定為一行為來處

以罰鍰，類似情形例如在電視廣告外，同樣的商品與廣告內容亦有印成平面廣

告對外散發，應屬不同行為，但實務上也合併處一次罰鍰。顯然此類問題不但

無法依行政罰法第24條與第25條15
的規定得到一致性的推論，其與刑法行為論

14 參拙著，「公平交易法第35、36條刑事處罰與第41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我國實
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10卷2期，民國90年4月。

15 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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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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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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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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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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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尤其廢除連續犯的規定後）更有很大的差異性。而前任大法官廖義男

教授則認為：該規定似有用連續處罰鍰以達到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

正措施之目的，而與「怠金」性質相似，但其用語並非「連續處以罰鍰」，而

係「按次連續處以罰鍰」，且其前提係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規

定之事業，得為糾正處分，即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即課予不作為或作為之行政法上義務，而逾期仍不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連續處以罰鍰，其意旨係每逾期不遵從此糾正處分一次，即係一次

違反不作為或作為之行政法上義務，而對之「按次」連續處罰，故該「按次連

續處以罰鍰」之性質，仍屬行政罰之罰鍰性質
16
。

誠如行政罰法第2條的立法說明所述，行政罰由於其名稱種類有一百多種
之多，其立法目的與功能又多所不同，也各有其優缺點，且各國法治狀況不

同，亦不宜任意援引
17
。而公平交易法第1條後段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故應仍有具總則性質的行政罰法的適用，但各行政法

規的立法目的與所欲保護的秩序常因專業與規範的宗旨不同，因此採取的手段

就會出現差異性，因此在各別的行政法規有特別規定時，仍應優先適用該特別

法。

叁、公平交易法上的共同違法型態與責任

一、公平交易法對事業與事業或行為人的處罰

（一）事業與其他不同事業間的共同違法關係

1. 寡占視為獨占
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稱故意共同實施，一般認為其構成要件之一必須具

有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主觀犯意，其中包含(1)意思合致(2)彼
此知情(3)共同謀議(4)相互存在於各行為人間18

，因此行為人之間若沒有「共同

16 廖義男，行政罰法之制定與影響，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21。

17 洪家殷，「行政院版行政罰法草案有關處罰種類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 No.111，
2004年8月，頁32。

18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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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議」，就不合致該條之要件。在公平交易法第5條規定：「本法所稱獨占，
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力

者。二以上事業，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具有前項規

定之情形者，視為獨占。」公平交易法的學者將該條第2項簡稱為寡占視為獨
占。從該項條文文義看不出必須具備「共同謀議」的要件，倘若需具備「共同

謀議」的要件則應屬公平交易法第7條與第14條聯合行為的類型，因此在寡占
視為獨占的情形下，這些寡占的事業即便沒有共同謀議，只要實際上有「不為

價格之競爭」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而有公平交易

法第10條19
規定的情形，這些寡占的事業將有公平交易法第35條與第41條高額

罰鍰的適用。此時顯然無法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依據，主管機關仍需
分別依公平交易法來處罰這些不為價格競爭的寡占事業。

2. 聯合行為
聯合行為的定義依公平交易法的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

謂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決定商品

或服務之價格，或限制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等，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言。」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所稱其他方式之合

意，指契約、協議以外之意思聯絡，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

行為者。」

上述聯合行為乃二以上的事業間有共同的意思聯絡才能犯之，單一事業不

可能為之，亦即刑法上所稱的必要共犯。由於公平交易法第35條採先行政後刑
法的措施，故必須先以同法第41條處行政罰，此時即會出現適用行政罰法第
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問題，然實務上故意共同實施會出現的狀況，可能多所不
同。

(1)公平交易法第4條所規範的事業對象將不生產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同業
公會列入規範對象，主要在於我國現況中同業公會對於聯合行為有時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且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規定：「同業公會為本法第7條
第4項之聯合行為而申請許可時，應由同業公會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4-125。

19 公平交易法第10條：「獨占之事業，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以不公平之方法直接或
間接阻礙他事業參與競爭。二、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為不當之決定、維持或變
更。三、無正當理由使交易相對人給予特別優惠。四、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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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同業公會應提出申請而未提出，但會員事業已有數家依公會的決議而聯合

漲價，則同業公會與會員事業間是否有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

(2)由同業公會所主導的聯合行為即便是經會員大會通過要聯合漲價或降
價，但仍有可能存在不贊成的會員，此一反對該聯合行為的會員事業既然與同

業公會立於對立的立場，但回去後迫於市場狀況的無奈，只得跟著一起漲價或

一起降價，則該投反對票的會員事業是否也屬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或是在會

員大會中投反對票，但回去後也跟著漲價或降價，是否也算故意共同實施？

(3)其他類似情況，諸如同業公會未召開會員大會而僅由理事會多數決後即
發函會員聯合行為，而理事會的理事亦有反對的理事，但該位理事所代表的事

業的董事會卻不理會該名理事的反對意見，也跟著漲價或降價，是否也算故意

共同實施？共同實施的行為人所包含的範圍有多廣？其他還有諸如類似的問題

將因實際情況的不同而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
20
。

3. 結合行為
結合行為的定義依公平交易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結合，謂事

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與他事業合併者。二、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

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三、受讓或

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四、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

他事業委託經營者。五、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其中第2款的他事業與持有他事業股份或出資額的事業間亦有可能出現無故意
「共同」實施的問題，因此其未依規定申報結合而被處罰時，也不可能有行政

罰法第14條第1項的適用。
如上所述，在限制競爭的各種不同行為類型，日後在實務上運作適用行政

罰法時，是否應該執著在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所應具備主觀構成要件
的「故意」，而非故意的過失共同行為是否就不處罰？或僅無行政罰法第14條
第1項的適用但仍要分別處罰？若是後者，條文亦宜加以明定，尤其該條第1項
後段亦規定「依其行為輕重分別處罰之」，此與過失共同行為亦是依不同情節

分別處罰之，在裁罰上並無不同
21
。

20 有關其他不同狀況類型的行為人在訴訟上的相關權益請參 拙著，「行政訴訟法的共
同訴訟與參加訴訟——以公平交易法的聯合行為為例」，收錄於「行政訴訟制度相
關論文彙編第4輯」，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民國94年12月第1版，頁325-
374。

21 行政罰法第14條當初立法時主要是要處理是否要採單一行為人概念的問題，亦即不
區分共同正犯、教唆、幫助等行為類型，其主要目的在求簡化，俾利各級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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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與內部代表人或員工間的關係

由於公平交易法規範的事業對象包含了法人與自然人，若自然人（例如獨

資商號的負責人）與法人間是否可能成為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的故意共同實
施的行為人？抑或該獨資商號負責人的自然人與法人代表人的自然人間成為故

意共同實施的行為人？若依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的規定，則其間的「互相聯
絡而為共同行為之決意」究竟存在在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才有適用？還是自然

人與法人之間也可適用「故意共同實施」？

我國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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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行

政罰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其職
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私法

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如對該行政法上義務之違反，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未盡其防止義務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

之處罰。」從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

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的規定來看，以及採法人實在說的觀點，所謂故意共同實

施，則可存在在自然人與法人以及其董事或代表人之間，但不包括法人與其內

部的成員之間，亦即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不在共同負責之內（行政罰法第

14條立法說明二）。但公平交易法第35條規定：「違反第10條、第14條、第20
條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41條規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 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或停止

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處行為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同法第38條又規定：「法人犯前三條之罪者，除依
前三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此處所稱行為

人當然指自然人而言，但並不侷限於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尚包括去執行

之適用。相關正、反見解請參 洪家殷，「行政秩序罰在各種行政制裁中所扮演之角
色」，收錄於《中國法制比較比較研究論文集》，程家瑞、楊楨主編， 東吳大學法
學院 出版發行，2001年10月初版一刷。蔡震榮，「行政罰法草案評析」，月旦法學
雜誌No.111，2004年8月，頁9-20。蔡震榮、鄭善印，行政罰法逐條釋義，新學林出
版公司，2006年1月，一版一刷，頁124-145、頁232-22。陳愛娥，「行政院版行政
罰法草案關於處罰對象之規定方式的檢討」，月旦法學雜誌 No.111，2004年8月，
頁34-43。蔡志方，行政罰法釋義與運用解說，三民書局，2006年11月，初版一刷，
頁20-31、頁67-70。江嘉琪，「論行政法上共同違反義務行為之處罰」，收錄於
《2007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黃舒芃主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專書
(6)，民國97年11月，頁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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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違法行為的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此若出現聯合行為時，事業自然人

與事業法人及其董事或代表人或職員、受僱人、從業人員都可能成為行政罰法

第14條第1項所稱之故意共同實施之人（行政罰法第15條立法說明第3點最後一
段指出「又該私法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除個別法律定有處罰規定

外，並非當然依第2項規定處罰，俾免株連過廣，併此敘明。」）。
又公平交易法第40條規定：「事業違反第11條第1項、第3項規定而為

結合，或……。」同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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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法第35條至第38條均規定：「違反第10
條……。」並未侷限在事業，而係著重在「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因此應屬個

別法律定有處罰之規定。倘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為
一併處罰非事業的薦證者的依據可以成立，則連事業法人的董事或代表人或職

員、受僱人、從業人員都有可能成為共同實施之人而需一併分別處罰。

在公平交易法改採先行政後司法制度之前，該法第35～40條僅規定『行為
人』有三年以下刑責，因此像聯合行為這種『必要共犯』的犯罪型態，當然有

刑總『共犯』概念的適用。修法改採先行政後司法之後，從修法意旨觀察，並

無改變此一見解之意，故也應有共犯概念的適用，倘修法後若行政罰無共犯概

念的適用時，則事業違法被命停止後再為相同或類似
22
違法行為而適用『後刑

法』須負刑責時，又如何會出現『行為人』刑事共犯之情形？如此將出現先行

政罰時是單獨犯而後刑罰時卻又突然出現『共同正犯』的不一致情況，顯然在

處以行政罰時仍應有共犯概念的適用。至於行為人是否知情或故意以及是否有

『犯意聯絡』則是證明的問題。

肆、廣告主、薦證者、廣告媒體業在公平法上應負的法律責任

公平交易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事業如左：一、公司。二、獨資或合
夥之工商行號。三、同業公會。四、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

體。」而薦證者是否為公平交易法所規範的對象？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薦證廣告

之規範說明訂定之初，對薦證者的法律責任規定：「薦證者本身符合本法第2
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定義，雖非廣告主，但其薦證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22 有關如何判斷前後的行為是否相同或類似及的疑義，請參 註14 拙著，「公平交易
法第35、36條刑事處罰與第41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我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
平交易季刊10卷2期，民國9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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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涉及違反本法第24條之規範。」此外，公平交易委員
會又在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宣導會綜合座談Ｑ＆Ａ第伍點的違反公平交易

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問一、薦證者從事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

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答：薦證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

告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惟薦證者從事廣告

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須依具體個

案認定，而本會目前尚無具體個案。問二、薦證者不符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4款
所稱之事業，惟其薦證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

是否須受罰？答：非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對象，惟仍可能涉有民事或刑事責

任
23
。

由於薦證者若非以從事薦證為業，則無法對該薦證者加以規範，加上是否

以從事薦證為業，其認定不易。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96年修正對於薦證廣告
之規範說明後，其第5點第2項第1款明定：「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
反本法之規定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
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而其法律依據

即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分別處罰的規定。 
倘偌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可以作為處罰不是事業的薦證者之依據，則薦

證者將會有下述民事或行政上的法律責任。

若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可以成立，則薦證者仍不能

排除有適用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適用的可能而需負連帶賠償責任。
與此對照觀察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的責任，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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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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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針對廣告媒體業適用範圍之疑義，公平交易委員會在81年4月15日第26
次委員會議討論後作成公研釋○○二號，其結論如次：（一）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4項規定課以廣告媒體業負連帶民事責任，係以明知或可得知情況下始有
適用。其目的在使廣告媒體業能對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作相當程度之篩選，

因此該條所謂之媒體業限於對廣告主或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能力之

可能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規定時，廣告

23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upload/eaa1f643-d82b-4bb7-915a-
ab1cc1ec4acb.pdf  查閱日期9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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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業僅負民事連帶責任，並無刑事及行政責任，而民事連帶責任乃普通法院

審理之權責，故廣告媒體業之適用範圍仍由法院認定
24
。

從公平交易委員會81年作成的公研釋○○二號的第（二）點說明可知，廣
告媒體業並無行政責任。但若以行政罰法在民國95年2月5日施行後，公平交易
委員會引據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對薦證者加以處罰，那
81年作成的公研釋○○二號是否也該重新考慮是否廢除。
蓋公研釋○○二號的第（一）點說明，該條所謂之媒體業限於對廣告主或

廣告代理業所提出之廣告有支配能力之可能足以篩選時始有適用。既然廣告媒

體業對於該廣告係明知不實且有支配能力又拿報酬，只要公平交易委員會能證

明廣告媒體業明知廣告不實，是否也應合致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的要件
而也該處罰廣告媒體業。蓋於電視上宣播不實廣告也需廣告媒體業將該廣告置

放於宣播系統上的積極行為，俟播出後消費者才可能因此接收到不實廣告的訊

息，顯然廣告媒體業的積極行為也是散播該不實廣告所不可欠缺的共同行為之

一。更何況大法官會議釋字275號25
認為過失也需負行政責任，既然廣告媒體在

可得知廣告不實的情況下仍加以宣播，當然也需負行政責任
26
。

至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對於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的民事連帶責
任規定，是否能解釋為行政罰法第1條後段所稱「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而排除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適用？在解釋上若從公平交易法立法
當初即考量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主的責任程度不同，故只處罰廣告

主。而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若明知其所設計或製作之廣告，有引人錯誤之

虞，致他人受損害而仍不負責任，顯失公平，乃於第21條第4項將廣告代理業

2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
aspx?uid=223&docid=412查閱日期98年9月13日。

25 釋字275：「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
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
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
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判字第三○號判
例謂：「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及同年度判字第三五○號判例謂：
「行政犯行為之成立，不以故意為要件，其所以導致偽報貨物品質價值之等級原因
為何，應可不問」，其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牴觸，應
不再援用。」

26 黃茂榮教授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所作公研釋○○二號解釋，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
業以參與製作、設計、傳播或刊載的方法，涉入不實廣告者，不負行政責任。該見
解是否允當，值得檢討。黃茂榮，公平交易法專題研究，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
1998年7月初版，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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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告媒體業納入規範，有助於制止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廣告出現，減少交

易相對人之損害，故課其負民事連帶賠償責任
27
。但從條文的文義解釋卻難得

出有明定民事連帶賠償責任就必然可排除行政責任的結論。倘從論理解釋，行

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所稱故意共同實施的構成要件是否應比照刑法較嚴格的要
件而忽略了行政法規範的宗旨，將使行政法規的功能大打折扣。

伍、「全竹炭塑身衣」廣告薦證者溫君被處分案之評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電視頻道宣播「全竹炭塑身衣」廣告一案，除對三個廣

告主各處新台幣400萬之外，並對知名藝人薦證者處以罰鍰新台幣8萬元，但該
知名藝人不服，提起訴願，而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提出一些質疑後撤銷公

平交易委員會對該知名藝人的行政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理。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是在民國98年7月2日作成新處分，命被處分人溫
OO君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該新處分雖未對溫
君處以任何罰鍰，但仍認定溫君還是違反公平交易法。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第一次行政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為本案被處分人溫君在廣告中宣稱「連睡覺都能瘦，像

我大概連續穿了1個多月，不知不覺瘦了2公斤，而且腰圍也細了1吋多。」惟
其使用系爭商品期間並無任何紀錄佐證有使用之事實，且使用前後亦無相關檢

驗報告等資料足證其瘦身之效果，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是否確實係其親身體驗並

忠實反映之結果，非無疑義，復據溫君表示其於使用系爭商品期間，同時配合

飲食、運動等瘦身計畫，惟系爭商品廣告稱「連睡覺都能瘦，像我大概連續穿

了1個多月，不知不覺瘦了2公斤，而且腰圍也細了1吋多」，其傳達與消費者

27 「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印，民國81年6月
編印，頁18、19。民國75年之原始草案並未將廣告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納入而課以
民事連帶責任，直到民國80年1月10日立法第一屆第86會期第46次會議陳委員水扁
提議參西德不正競爭防止法第13條第2項內容，增定第4項，將廣告代理業、媒體業
納入規範，參法律案專輯第132輯，公平交易法案，立法院秘書處編印，民國81年
6月初版，頁512、514。惟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只有民事與刑事責任之相關規定，
並無行政責任與行政主管機關的規定，而廣告媒體業亦只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負刑
事責任，參德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編，民國86年6
月，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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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訊息係縱使於睡眠中，單純藉由系爭商品之功效亦可達到瘦身之效果，溫君

雖復於廣告末段稱「尤其是你正在進行任何減重計畫，穿著這一件全竹炭塑身

衣，絕對是事半功倍。」卻未充分揭示其實際達到廣告所稱效果所配合之其他

相關條件，難謂符合薦證廣告真實原則之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認定薦證者與

廣告主經由天下多媒體公司之連繫，達成共同刊播廣告之共識，且彼此對於其

薦證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有所認識，並於客觀上共同參與促使不實

廣告行為之實現，符合行政罰法第14條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之要件，均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28

。

二、行政院訴願會決議

行政院訴願會決議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訂定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3點規定，廣告內容需忠實反映薦證者之親身體
驗結果，且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外，廣告中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

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獲得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

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等語。惟上開規定廣告主對於薦證者身分或其薦證

有關資訊應依真實原則處理，係以廣告主為規範主體，縱因薦證廣告係以薦證

者陳述親身經歷、體驗之方式為廣告，而認薦證者有應證明其確曾親身經驗之

真實陳述義務及揭示達成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之客觀義務，但因薦證

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應提出證明之程度宜有不同，究應如何要求其真

實陳述或揭示義務？且上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

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廣告中應明示之某些條件究何所指，有無客觀明
確標準？漏未揭示之條件是否須客觀上確足以影響廣告所稱效果之達成？此資

訊揭露義務之範圍為何，尚欠具體明確。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

又以訴願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

條件，遽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

尚難認為充足，據以處訴願人罰鍰8萬元，即有重行審酌之必要。爰將原處分
關於溫○○君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

評　釋

行政院訴願會決議撤銷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溫君的行政處分，其所持理由

28 詳參民國97年6月19日公處字第097078號處分書。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17

實有點強人所難。理由分述如下：

1. 在本案竹炭塑身衣這一類的廣告中，廣告主因有義務在廣告中揭示達成
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而未揭示以致被認定不實廣告時，薦證

者本人雖非廣告主但既身為廣告的共同行為人又是使用過該廣告商品的薦證

者，其曾親身體驗使用，比起廣告主（廣告主是法人，其代表人又是男性）更

能體會該商品在何種情況與條件下會具有塑身的功效，因此更有義務去揭示達

成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此與高科技機械等的艱深原理薦證者難

以理解，不能相比擬。

2. 現實立法中，法律條文文義固然應明確，但卻仍難以避免「不確定法律
概念」的用語。尤其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條文「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其本
身即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其所欲規範的行業別與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豈

止千萬種，又如何能逐一針對不同商品種類與不同性質的商品分別訂出客觀而

明確標準的條件？倘若行政院訴願會的決議是認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該處分的

理由論述不夠嚴謹，尚可令人接受。但其質疑該規範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
定的某些條件何所指與有無客觀標準？這將使擬訂條文者不知該如何著手。誠

如行政院訴願會所述，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那公平交易委員會又該如何

在規範說明中分別針對不同商品與性質去訂定所謂「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

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而這些條件必須因應商品的不同與性質的

差異來逐一分別訂定？否則只要某一新上市商品作薦證廣告，主管機關尚來不

及針對該新商品的性質去訂定這些條件的標準，是否就無法規範該新上市商品

的薦證廣告？

3. 薦證廣告的規範說明只是為因應「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這一大的不確
定法律概念所作的進一步闡述，以便業者與消費者可進一步了解可能在個案中

會被認定成立不實或引人錯誤，其本就可能因商品種類、性質的不同而作不同

的判斷。公平交易委員會亦在該規範說明的最後一點（第7點）明定：「本規
範說明，僅係說明本會對於薦證廣告之一般違法考量因素，並例示若干薦證廣

告常見之可能牴觸本法之行為態樣，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務上具體事實

個別認定之。」

4. 倘若該規範說明無法做到如行政院訴願會所要求要具體明確訂出該某些
條件的客觀明確標準，是否可以直接就廢除該薦證廣告的規範說明？而在個案

中去個別認定即可，以免日後所作成的行政處分皆因此而被撤銷。更何況主管

機關本無訂定規範說明的義務，而法律亦無如此的要求，主管機關何必自惹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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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5. 假設有業者販售一個瓷杯二千元，其在廣告中宣稱將一般自來水倒入該
瓷杯中置放一小時後將變成能量水，若每天起床後飲用一杯，三個月後將使身

體變得更健康而不會生病。今有知名藝人薦證在廣告中宣稱，他以前每個月至

少看醫生兩次，自從喝了該瓷杯能量水三個月後，這三個月都沒看過醫生，該

薦證的知名藝人主觀上認知該瓷杯確實有神奇功效，又實際上這三個月確實都

沒有看診紀錄。此一廣告若被檢舉廣告不實，而主管機關認為以目前的科技或

醫學都無法證實該廣告的真實性，因此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一項認定薦證者
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而分別罰鍰。若依上述理論，主管機關又該如

何舉證證明二者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固然該薦證者可能有因

果關係的誤認，但該薦證者主觀上的認知確信瓷杯確實有功效，吾人又如何能

說薦證者有不實之認知又決意去作廣告而屬於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

6. 本案訴願決定書認為：「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又以訴願
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遽

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尚難認為

充足，……。」此段說明似在質疑薦證人與廣告主究否有故意共同實施，原處

分機關並未釐清。此處有下列兩點值得探究：(1)本案的薦證人確實是該薦證廣
告的主角，薦證人當然確知要與廣告主合作拍攝廣告影片並且也確實去拍攝完

成廣告，更進一步在電視上宣播該廣告，這都符合行為人「知」與「欲」的要

件，當屬故意實施之行為。訴願決定的質疑似指本案的薦證人是否確知該廣告

會被認定為不實的廣告而遭處分，從而才會質疑薦證人與廣告主是否有達成共

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但在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處分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規定而處分的案件中，有許多廣告主自己主觀的認知中認為並不違法，但公

平交易委員會卻認為足以「引人錯誤」而加以處分，而公平交易委員會也從來

沒有去區分廣告主所作的「引人錯誤」廣告行為是故意還是過失的行為。我國

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該條係參考刑法第16條規定而來，然而所稱「不知法
規」是否應作與刑法相同的解釋？蓋刑法乃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過失犯的處

罰必須法律有明文規定，而且刑法的法條中看不到有像「引人錯誤」這樣的立

法，況且所謂引人錯誤，到底必須多少的交易相對人被誤導才會構成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21條？這也常因國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定標準。又該如何去引用行
政罰法第14條的規定去認定薦證者與廣告主是否是「故意共同實施」，更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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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2)由於刑法上的共同正犯必須有犯
意聯絡才會成立，而民法上的共同侵權行為則不以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共同侵

權行為人都必須連帶負責。行政罰法第14條只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者」，對於「過失共同實施」的情況並未明定，例如二人共同扛

抬廢棄物欲至合法廢棄物清理場傾倒，途中行至橋上時因兩人不小心(無犯意
聯絡)以致廢棄物掉入河中造成污染，兩人因害怕倉皇落跑，導致河水受嚴重
汙染。若依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則不能認定該二人故意共同實施，因
此在適用上只能分別論斷，分別裁罰

29
。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在98年度訴字第

169號判決在詮縈公司、廣通公司於「WEAR ME竹炭雕塑內衣」不實廣告案判
決理由四中稱：「按事業就其銷售商品之廣告，本應查証廣告內容是否真實，

以善盡廣告主之權責，系爭廣告縱非原告所製作，其商品及資訊、檢驗報告，

亦非原告所提供，但原告出資託播，竟未就系爭廣告內容之真實性善盡查證義

務，其縱無故意，亦有過失。」顯然本案中製作廣告的廣告主與出資託播者即

便是過失亦均無法免除行政責任
30
。

三、公平交易委員會重作之行政處分

公平交易委員會重作之行政處分仍認定被處分人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就薦證

內容為不實陳述，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公平交易委員會補充論述：本案被處分人（薦證人）雖非系爭廣告行為主

體，惟倘其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法公平交易法規定之行為，而符合行政罰

29 如果只是過失之行為分擔，則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4條規定，因此在違反秩序罰法
上，沒有過失之共犯存在，當然也有可能存在所謂同時犯（又可稱併行共同違反義
務人）之情況，亦即過失之違反義務人，彼此間並無違法認識與有意使其發生之共
同行為，結果卻實施違反秩序之違法構成要件。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
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
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
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8。

30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275號：「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
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
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
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度
判字第三○號判例謂：「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責任條件」，及同年度判字第三
五○號判例謂：「行政犯行為之成立，不以故意為要件，其所以導致偽報貨物品質
價值之等級原因為何，應可不問」，其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與憲法保障人民權利
之本旨牴觸，應不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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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4 條第 1 項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要件時，依行政罰
法及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 5 點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
體情形，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此時被處分人即有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第3 點規定之適用。又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 3 點規
定，廣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且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

實證效果外，廣告中亦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之情況下，消費者所可能達到之使

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雖因

薦證商品或服務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提出證明之程度及其他條件之揭示義

務有所不同，惟凡除薦證者於使用薦證商品外，依一般客觀情形，所為足以影

響其達成廣告所稱效果之行為或其他因素者，即為前揭規範說明所稱之「某些

條件」，均屬薦證廣告所應揭露資訊之範圍，然實際情形仍須視具體個案情形

而定。……。本案被處分人（薦證人）與廣告主經由天下多媒體公司之連繫，

達成共同刊播廣告之共識，且彼此對於其薦證內容足使消費者產生錯誤等情均

有所認識，並於客觀上共同參與促使不實廣告行為之實現，符合行政罰法第14
條所稱「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之要件，核已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評　釋

在上述重新處分中，公平交易委員會經補充說明論述後，仍認為薦證者溫

君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而違反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的規定，在處分書理由中

稱「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並未對其處罰鍰，僅命「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

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此一作法與論述理由，仍有幾點值得

深思：

（一）行政院訴願會質疑：「原處分機關既以訴願人非廣告主，卻又以訴

願人未提出體檢資料，亦未揭示達成系爭商品廣告宣稱效果之其他相關條件，

遽即認訴願人與廣告主有達成共同實施不實薦證廣告之故意，其論理似尚難認

為充足。」但公平交易委員會重新作成之處分仍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1項認定
薦證人溫君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不實廣告。究竟行政罰法第14條1項的構成
要件有哪些？學者陳春生教授認為構成要件如下：1.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行為之主觀犯意，細言之即(1)意思合致(2)彼此知情(3)共同謀議(4)相互存
在於各行為人間。2.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之內容，細言之即(1)特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2)各行為人須對特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全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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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具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僅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事實之一部分具有共同

意思，仍不能成立共同違法
31
。(3)部分行為人僅具未必故意亦得成立共同違法

行為。3.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之型態其(1)表示方式不限於明示
方法，只要具有暗默之認識即已足(2)表示時期不限於事前協議若僅於行為當時
有共同犯意聯絡亦屬之(3)責任能力方面如係無責任能力人，仍無由成立共同違
法之行為

32
。本案薦證者溫君與廣告主之間的共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意思

之內容究竟是否各行為人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不實廣告上義務行為之全部
事實具有意思聯絡？抑或僅對違反不實廣告上義務行為事實之一部分具有共同

意思？在處分書理由中似未見詳述，因此是否能說服行政院訴願會，尚不得而

知。

（二）我國行政罰法第2條其他種類行政罰的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的第一款
雖規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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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該條立法
說明第三點闡明「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本條各款所定『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利處

分』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

罰性不符，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

證人溫君的命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果真不屬於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而無行政

罰法之適用時，是否仍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作為論
述依據，恐有疑義。蓋行政罰法第1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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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政罰中的下命處分其主要目的在去除現實不法的狀態，以免危害

狀態的持續(例如命拆除違建)，其與刑法處罰的性質不同。因此當一個行為被
行政主關機關認定違反其主管的行政法規而被主關機關下命除去該違法行為或

狀態，卻又不加以改正，主管機關可以連續罰，至其改正為止
33
。因此，被課

31 陳春生，論行政罰法中之共同違法，收錄於行政罰法，廖義男主編：廖義男、李震
山、陳清秀、陳愛娥、陳春生、林明鏘、蔡茂寅、林明昕、陳慈陽、吳志光、葛克
昌、張永明、蔡震榮 等合著，2007年11月出版第1刷，元照出版公司，頁125。

32 同前註，頁124-126。
33 參大法官會議釋字60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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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除去或改正的行為人應該是有能力除去該行為或狀態之人，是以廣告媒體業

在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有不實情事，但因廣告主仍付費要其續作廣告，廣告媒

體業因有利可圖而仍繼續刊登或播放，主管機關應可命廣告媒體業停止甚至除

去不實廣告的刊登或播放，蓋其與廣告主一樣有能力去除違法狀態的廣告。但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卻只課以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之責任。基於
此一原理，身為廣告薦證者的名人並無除去違法廣告狀態的能力，因此只能命

其不得再有相同的行為，倘再違反，則對其處以罰鍰，在性質上應是屬於違反

下命處分而受罰，故對廣告薦證者的名人第一次不處罰鍰尚勉強可被接受。但

對於已被下命停止的不實廣告若因廣告主有利可圖而繼續宣播時，代言的名人

根本不具去除廣告宣播的能力，若要其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停止判決確定後才可

強制執行，實在緩不濟急。因此，對廣告薦證者的名人處分，可謂只存在嚇阻

的意義，要其他名人在未經查證確實之前不要任意代言而已
34
。

（四）只單純命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恐仍不符合購買該商品而覺得受騙之

消費者的感情。雖然在該事件中溫君的形象可能受影響，但溫君在該廣告所獲

益的酬勞應該也不少，既然是故意違法的行為而不是過失，就應處以罰鍰，且

其金額也應貼近廣告報酬的金額。然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何未對溫君處一定金額

的罰鍰，是否擔心處分書的理由論述可能會一再被行政院訴願會挑戰，故而僅

命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由於心證並未公開，吾人不得而知，或許公平交易委

員會認為在第一件處分薦證者的案例中，如此作法已足以警惕知名藝人應謹慎

小心，但是否就能產生嚇阻作用，拭目以待。

由於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新處分中仍認定本案的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

施不實廣告，但薦證者並未提起訴願，因此仍不得而知行政院訴願會對此類案

件的態度為荷。

陸、結論

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作為廣告代言的薦證廣告可發揮相當大的廣告

效果，當無庸置疑。在我國諸多薦證廣告中，「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的廣

告主與薦證者是第一件被公平交易委會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

34 亦有學者認為，過度追究非事業者行政責任，似乎並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本質。劉
姿汝，「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規範之再檢討」，興大法學第5期，2009年5月，頁
153。



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 23

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對三個廣告主分別被處400萬元罰鍰與薦證者
處8萬元罰鍰的案件。
由於該案三個廣告主被處罰鍰後早已不知去向，只有薦證者提起訴願，行

政院訴願會對原處分提出質疑，例如「因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別，薦證者應

提出證明之程度宜有不同，究應如何要求其真實陳述或揭示義務？且上開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廣告中應
明示之某些條件究何所指，有無客觀明確標準？漏未揭示之條件是否須客觀

上確足以影響廣告所稱效果之達成？此資訊揭露義務之範圍為何，尚欠具體

明確。」於是在主文中撤銷原處分並在理由中載明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

理。

行政院訴院會所述該理由，實強人所難，蓋現實立法中，法律條文文義固

然應明確，但卻仍難以避免「不確定法律概念」。尤其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條
文「不實廣告與引人錯誤」，其本身即屬「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其所欲規範

的行業別與所提供的商品、服務豈止千萬種，又如何能逐一針對不同商品種類

與不同性質的商品分別訂出客觀而明確標準的條件？又其質疑該薦證廣告規範

說明第3點第4款第2目規定的某些條件何所指與有無客觀標準？這將使擬訂條
文者不知該如何著手。誠如行政院訴願會自己所述，薦證產品種類及性質各

別，那公平交易委員會又該如何在規範說明中分別針對不同商品與性質去訂定

所謂「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而這些條

件必須因應商品的不同與性質的差異來逐一分別訂定？否則只要某一新上市

商品作薦證廣告，主管機關尚來不及針對該新商品的性質去訂定這些條件的標

準，是否就無法規範該新上市商品的薦證廣告？

公平交易委會原處分被撤銷後，經重新調查研析仍舊援引公平交易法第21
條與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對薦證者作成處分，但並未處罰鍰，只命其自處分
書送達之日起「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此一作法若依行政罰法第2條立法說
明第三點所闡明「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本條各款所定『裁罰

性之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利處

分』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

罰性不符，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若公平交易委員會對薦

證人的命應立即停止違法行為果真不屬於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而無行政罰法之適

用時，是否仍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的規定作為論述
依據，恐有疑義。又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早已停止的廣告，只作成命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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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的處分，在意義上可謂只有警告知名薦證者日後小心被開罰。公平交

易委會員引用民國95年2月開始施行的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作為依據以及其論
述之理由，仍有很多值得吾人深思之處。

在公平交易法其他違法行為態樣中，例如寡占視為獨占的行為；聯合行為

中同業公會經過會員大會或理事會的多數決通過而聯合漲價，其中有投贊成票

但回去後並未跟著漲價，或投反對票但回去後去漲價，未參加開會但也跟著漲

價，…，等等各種不同情形；持有他人股票的結合；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業

若明知廣告不實仍為其製作、宣播；以及公平交易法第35條至第38條所稱行為
人，是否包括董事代表人與職員受僱人間等，是否都有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
故意共同實施的適用，都有待日後案例累積後釐清。

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立意原本在採取單一行為人概念，不再區分
共同正犯、教唆、幫助等行為類型，以求簡化，俾利各行政機關的適用，只要

對違反義務之構成要件的實現有助益者皆予處罰而依各參與人之情結作不同裁

罰。

但該條規定的故意共同實施卻被公平交易委會員引用作為處罰薦證者的依

據，由於該條並無過失共同實施的明定，加上大法官會議釋字275號並未排除
行政上的過失犯，以致於公平交易法上各種違法行為類型是否也有過失共同實

施的適用並不明確。尤其當廣告主與薦證者主觀上都篤定認為廣告沒有不實，

但主管機關卻認為會引人誤認，此時若仍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
實施作為處罰依據，恐難以令人接受。

我國最高行政法院在95年判字第893號判決亦認為：「行政處罰上之共同
違法，係指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所謂『共同實施』，乃

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構成要件之行為，係由二以上行為人故意共同完成者而

言，至於行為人中，部分為故意，部分為過失者，或全部為過失者，均不構成

共同違法，而應單獨依法認定其是否符合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分別決定

是否處罰。」其論述可值贊同。

由於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的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其
所應具備的要件，法律並未進一步明確訂定，在我國行政罰法運作尚未成熟之

際，學說必然百家爭鳴，難以取得共識。因此妥善之計，必要時仍宜在各別行

政法規中依其立法目的與宗旨來修法，明確訂定其規範對象的範圍與該具備的

要件，人民才得以預見其行為是否具備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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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al Advertis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dorser

Chi-sen Hsieh*

Abstract

Companies employ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which invites general 
consumers, celebrit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recommend its products not only 
to impress the public but to encourage consuming. However, a false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might result in unfair competition, harms to consumers’ rights, 
consumers’ inconfidence of the product, and bad feelings of the advertising celebrity.

Among many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s in Taiwan, the owner and endorser of a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 for “full bamboo charcoal adjusting underwear,” violating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altogether, were fined for the first time under Article 
14, Paragraph 1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nd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by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ince the endorser appealed, the 
Petitions and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revoked the fine decision on 
behalf of the endorser and remanded the case to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or reconsideration.

The ROC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ited Article 21 of the Fair Trade Law 
and Paragraph 1 of Article 14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against the endorser 
without a fine and asked the endorser to stop illegal activities immediately as soon as 
the decision was servered.

To better the procedures of similar cases, wh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decisions are appropriate and what are the purposes of the FTC and the Petitions and 
Appeals Committee of the Executive Yuan decisions deserve further consideration.

Keywords: Fair Trade Law、Unfair Competition、False Advertising、
Endorser、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Administrative Sanction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deliberate to offend against the law togethe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Alethe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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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 
94.9.15.第723次委員會議通過
94.9.23.公參字第0940008071號令發布
96.4.25第807次委員會議修正第5點
96.5.11公參字第0960004007號令發布 
一、背景說明

邇來薦證廣告之風盛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事業為提高其商品或服務之銷售

量、知名度或認知度，聘請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或以消費者經驗

分享之方式為其商品或服務代言，原無可厚非；惟倘該代言廣告之內容涉有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形，則民眾因信賴代言人之薦證而購買該廣告商品或服

務者，不惟其消費權益難以確保，市場上其他正當經營之業者亦將遭受競爭上

之不利益。因此，對於此種不實之代言廣告內容，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規範。

薦證廣告又有稱為名人代言廣告、推薦廣告或證言廣告等，名稱不一而足。就

此類廣告之表現形式以觀，殆係為突顯代言人之形象、專業或經驗，使其與廣

告商品或服務作連結，或使其以消費代言之方式增強廣告之說服力，俾有效取

信消費者。故所謂之代言，究其實質，乃為對廣告商品或服務之「薦證」。且

一般廣告中之薦證者，並不以知名公眾人物為限，實務上如以專業人士（機

構）所為之薦證，或以一般消費者於廣告中進行消費經驗分享之表現方式，亦

屢見不鮮。因之，與其將此種廣告稱為代言廣告，毋寧將其統稱為「薦證廣

告」，較為完整、妥適，爰本規範說明第二點即秉此原則定義之。

鑑於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之立法目的，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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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爰在現行法令架構下，整編

薦證廣告可能涉及違反本法之行為態樣，並參酌美國、日本等相關規範與案

例，訂定本規範說明，俾使廣告主、薦證者、廣告代理業與廣告媒體業得所依

循，同時作為本會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

二、名詞定義

本規範說明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薦證廣告：指任何以廣告主以外之他人，於廣告中以言詞或其他方式反
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

告。

（二） 薦證者：指前項所稱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
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其可為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

消費者。外國人從事上開薦證行為者，亦屬之。

範例一：

某餐廳於廣告中引述某知名電視美食節目主持人對該餐廳之評語，該廣告即屬

一種薦證廣告，因為消費者會將廣告內容視為該主持人之意見，而非餐廳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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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見。故如廣告引述之內容係將該主持人談話全文加以竄改或斷章取義，致

無法忠實反映該主持人之意見時，即可能涉及違法。

範例二：

某運動廠商邀請一知名奧運網球金牌得主拍攝新款網球鞋之電視廣告，並於

廣告中陳述該廠牌網球鞋之設計符合人體工學，不僅具舒適性，且可提升運

動表現及成績。在此廣告中，即便該運動員僅在分享個人的感受及心得，消費

者仍將認其係為運動廠商作薦證，原因在於消費者直覺認為奧運金牌得主所具

有的運動專業能力，足以判斷其所陳述的意見必為真實可信且經得起驗證的，

亦即，其於廣告中所言不僅代表廣告主的意見，同時也反映其個人之見解及觀

點，故此情形亦符合薦證廣告之定義。

範例三： 
某鍋具電視廣告播放一知名爆炸頭名廚使用該品牌快鍋等鍋具輕鬆料理一桌豐

盛年菜的畫面，縱使廣告中未出現該名廚之聲音（或口頭陳述、意見），該廣

告仍可視為其為該品牌鍋具所作之薦證廣告。

範例四： 
某濃縮洗衣精電視廣告播放兩年輕少婦陪同稚齡女兒阿珠、阿花於公園嬉戲之

畫面，阿珠及阿花穿著她們母親於去年大拍賣時購買之相同款式花色洋裝，阿

珠的洋裝嚴重褪色，阿花的洋裝則鮮豔如新，阿花的媽咪馬上告訴阿珠的媽

咪，她現在所使用的某品牌濃縮洗衣精，固色效果很神奇，可使衣服色彩常保

如新，而阿珠的媽咪立刻表示她也要買來試試看。類似此種取材自真實生活，

且明顯為虛構之廣告內容，非屬本規範說明所稱的薦證廣告。

範例五：

某通信業電視廣告中，出現一身著深色套裝、貌似專業秘書之不知名年輕女

子，於鏡頭前娓娓道出其能提供全年無休、全天24小時服務，可協助老闆過濾
電話、記錄留言……等工作，請消費者給她一個機會為大家服務云云。由於消

費者會認為該陌生女子係代表廣告主陳述該公司通信服務內容，而非表達她個

人之意見，故該廣告非屬薦證廣告。

三、廣告主對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廣告主對於與薦證者身分或其薦證有關之資訊，應依下列原則處理，否則即有

違反本法規定之虞：

（一） 廣告內容須忠實反映薦證者之真實意見、信賴、發現或其親身體驗結
果，不得有任何欺罔或引用無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之表現或表示。

（二） 以知名公眾人物或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者，薦證廣告商品或服務
之內容或品質變更時，廣告主須有正當理由足以確信該薦證者於廣告刊

播期間內，並未變更其於廣告中對所薦證商品或服務所表達之見解。

（三） 以專業人士（機構）從事薦證廣告，或於薦證廣告中之內容明示或暗示
薦證者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專家時，該薦證者須確實具有該方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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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或技術，且其薦證意見須與其他具有相同專業或技術之人所為

之驗證結果一致。

（四）以消費者之親身體驗結果作為薦證者，須符合以下要件：

該消費者於薦證當時即須係其所薦證商品或服務之真實使用者；以非真

實之使用者作為薦證時，在廣告中應明示該薦證者並非廣告商品或服務

之真實使用者。

除薦證內容有科學依據或實證效果外，廣告中應明示在廣告所設定之情

況下，消費者所可能獲得之使用結果，或在某些條件下，消費者始可能

達成該薦證廣告所揭示之效果。

範例一：

一當紅名模在電視廣告中陳述某廠牌除濕劑具有良好之除濕效果，非常有助其

保存名牌服飾、皮鞋、皮件等。在此情況下，該名模必須確實有使用該廠牌除

濕劑，始可作此種薦證廣告，日後倘該除濕劑成分有所變更時（如添加更有效

的防霉配方致氣味有所改變），廣告主必須先洽詢該名模，確認其有繼續使用

該除濕劑，且仍同意其之前於廣告中所為之薦證內容，廣告主始可繼續播出上

開廣告。

範例二：

某電視廣告播放一名水電師傅在整修房屋現場工作的畫面，並由主持人介紹說

「阿祿師是個有30多年水電裝修經驗的老師傅，現在我們就請他來試一試這7個
看不出廠牌名稱的電燈泡，然後告訴我們哪一個燈泡的照明效果最佳」，廣告

描述該水電師傅試裝後，挑出了廣告主所銷售的電燈泡，並隨即接受主持人訪

問說明其選擇的理由。此種情形，即符合本規範說明所稱的專家薦證。

範例三：

某連鎖瘦身機構之廣告中出現一位被描述為「營養師」之薦證人，明示或暗示

該薦證人受過專業訓練，並具相關經驗，足可幫助、指導他人有效地塑身、美

容。倘該薦證人真實之身分非為「營養師」，該廣告即可能涉有不實。

範例四： 
某開飲機廠商於廣告中宣稱其產品業經「工研院」測試通過並獲有證書，保證

消費者不會喝到生水云云。因多數消費者認為「工研院」係屬一公正獨立的測

試機構，必定具備專業知識以判斷開飲機的效能，且不致掣發證書予未經有效

科學方法測試之產品，此種情形即符合本規範說明所稱之機構薦證，故除非

「工研院」確曾以有效之科學方法，對廣告之開飲機進行測試，且測試結果可

以支持該薦證廣告所傳達的訊息，否則該廣告仍有違法之虞。

範例五：

某保健儀器廠商在廣告中宣稱其產品榮獲某醫療專業人員公會的推薦，該廣告

即可視為一種機構薦證廣告。因消費者極可能將該公會當成足以判斷保健儀器

好壞的專家，故該公會所為的薦證，必須獲得業經該公會認可之專家（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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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以上）進行評估分析所得結果之支持，或符合該公會先前為評鑑保健儀器所

訂定的標準，萬不可援用為替廣告廠商背書而量身設計之臨時的、特定的標

準。

範例六：

某洗髮精廣告播出於某大學女生宿舍，以「隱藏式攝影機」攝得之畫面，一位

業務員請在場女大學生陳述使用該公司新上市之雙效洗髮精之心得，並詢問渠

等問題。廣告雖未指明該等女大學生的真實身分，亦未出現類似「隱藏式攝影

機錄影中」之字眼，惟該廣告呈現的方式及傳達的訊息，均令消費者認為廣告

中出現的女學生係真實的消費者，而不是演員。在此情形下，如果廣告主係僱

用演員演出這段廣告，就應於廣告中揭露此一訊息。

四、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涉及違反本法之行為態樣

（一） 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者，涉
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無廣告所宣稱之品質或效果。 
廣告所宣稱之效果缺乏科學理論支持及實證，或與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

之結果不符。

無法於廣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

廣告內容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

處理原則」第三章所示情形之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誇大不實。

其他就自身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範例一：

某家國際專業美容公司廣告宣稱「科學瘦身第一」，並以護理學院院長、醫學

院保健營養系主任、市議員、名主播及作家等人口碑推薦，姑且不論渠等人士

之專業背景暨其學識專長，為此推薦是否妥適可靠，該公司在無法提出所稱

「第一」之具體事證情況下，純以創業目標及標榜業界首創之健康瘦身為「瘦

身第一」之廣告內容，足以引發一般消費大眾錯誤認知，進而產生錯誤決策，

該宣稱顯有不實。

範例二：

某國際美容公司廣告宣稱「女人胸懷三級跳，30A-32B-34C-36D」，且證據一至
四都是精心服務的效果真實呈現，經查該公司無法證實案內4位見證人係參加豐
胸課程而產生乳房由A到D罩杯之實質成長，且其中甲見證人原係穿B罩杯、乙
見證人原已穿C罩杯，均非以A罩杯之尺寸參加豐胸課程，此與廣告宣稱A到D罩
杯之字義，顯有相當差距。

範例三：

某國際美容公司廣告刊登5位真人實證，惟未說明熱敷、按摩、促進血液循環能
達豐胸效果之依據，僅憑5位見證人之豐胸經驗，尚不足以證明其課程內容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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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產品具豐胸效果，且課程紀錄不能證明乳房尺寸在過程中之改變，顯有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

範例四：

某公司廣告宣稱甲律師及乙醫師見證，真人實證之女主角使用商品後，胸部於1
週內由A罩杯變D罩杯，惟該公司無法提供甲律師及乙醫師等資料，且真人實證
之女主角係由演員擔任演出，顯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範例五：

某美容公司廣告刊登豐胸前後模特兒相片及「親身體驗成功」、「強力推

薦」，復以顯示「現在只需12,200元/12堂（含產品）」，查消費者若僅參加系
爭廣告所刊12,000元之12堂課程，顯無法達到系爭廣告所稱之豐胸效果，嗣再大
量增加其他費用，導致消費者之消費額與當初認知或預期不符。

（二） 薦證廣告之內容以比較廣告方式為之者，如其對自身商品或服務並無不
實，而對他人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事者，依其具

體情形可能涉及違反本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

（三） 薦證廣告之內容如有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者，
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五、違反本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廣告主：

本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依據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限期命其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

元以下罰鍰。對於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

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除前述行政責任或其他刑事責任外，消費者並得

循本法第五章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二）薦證者：

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雖其本身不符合本法

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事業定義，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依

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

薦證者因上開情形而涉及其他法律之規範者，並可能與廣告主同負其他

刑事責任及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三）廣告代理業：

廣告代理業依其參與製作或設計薦證廣告之具體情形，得認其兼具廣告

主之性質者，依本法關於廣告主之規範罰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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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規定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四）廣告媒體業：

廣告代理業依其參與製作或設計薦證廣告之具體情形，得認其兼具廣告

主之性質者，依本法關於廣告主之規範罰之。

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規定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六、薦證廣告之規範競合與處理

本法與其他法令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均有規範者，依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原則，由該其他法令之主管機關依法查處；其他法令未涵蓋部分而屬本法

規範範疇者，由本會依本法相關規定處理。

七、 本規範說明，僅係說明本會對於薦證廣告之一般違法考量因素，並例示若干薦
證廣告常見之可能牴觸本法之行為態樣，至於個案之處理，仍須就實務上具體

事實個別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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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宣導會綜合座談Ｑ＆Ａ 
壹、背景說明 
一、本規範說明訂定之緣由？

答： 本會執法向來不以處罰為目的，而係希望建立公平、合理之競爭環境，以
維護消費者、守法業者之利益與整體交易秩序。在此原則下，本規範說明

即係揭示本會對於不實廣告相關條文之見解和立場，告知外界法律之界線

為何，使相關業者有所依循，以避免觸法。本會於事前以規範說明揭示何

種類型之薦證廣告有違法之虞，不但得使廣告主、薦證者、廣告媒體業者

與代理業者知所行止，並得互為監督、檢視以維自身權益，同時亦可間接

達成維護消費者利益與競爭秩序；至於業者倘有違反者，本會則以公平交

易法相關規定處罰之。其次，就本規範說明之內容而言，其規範要旨即如

學者所言，係秉於「真實性」、「客觀性」及「不能誤導」等原則而來，

與國外立法例尚無二致，且就各種型態之薦證廣告行為予以臚列，使其更

為具體化，俾外界更易於遵循。此外，其內容看似複雜，實則主要規範核

心僅第3點「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及第4點「違法行為態樣」，至於其
他規定除背景、定義與結語外，第5點罰責部分係揭示現行法之相關規定，
並非本規範說明所新訂之罰則；第6點說明現行法規競合之處理，是就整體
以觀，本規範內容仍屬清楚、必要且得理解，希望各界給予支持與指教。 

貳、名詞定義 
一、代辦貸款業務之業者，請名人代言推銷業務，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 名人反映自己對於該業者提供代辦服務之信賴或親身體驗，屬於薦證廣
告；惟倘該名人僅係表示欲辦理貸款業務請向該業者辦理等推薦詞句，而

非反映其對於該業者提供代辦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則非屬薦證廣告。 
二、 廣告內容僅刊登客戶本身經驗或成功案例，但無客戶本身之發言或意見，是否
屬於薦證廣告？ 
答： 廣告內容僅刊登客戶本身經驗或成功案例，而無客戶本身以言詞或其他方
式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非屬薦證廣

告，由廣告主負責廣告內容之真實性。 
三、 保養食品廣告，知名演員於居家場景中吃該食品後說：「口感很好。」另一位
知名演員回應說：「對呀！我最近皮膚越來越好了。」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名人反映主觀意見或親身體驗，屬於薦證廣告。

四、廣告主提供劇本或台詞由名人代言，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 名人依照廣告主所提供之劇本或台詞來推薦商品，倘由其廣告之呈現方
式，可得知該名人僅係單純之表演性質，而非反映其主觀對商品之意見、

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非屬薦證廣告；惟倘該名人係該商品之專

家，則有可能被認定為薦證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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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規範說明第2點範例2，倘以一般演員於廣告中陳述相關說明，是否屬於薦證
廣告？ 
答： 倘該演員於廣告中陳述其對於廣告商品之主觀意見，屬於薦證廣告；惟倘
該演員並非陳述其對於廣告商品之主觀意見者，則非薦證廣告。 

六、 本規範說明第2點範例3之廣告內容並無個人主觀意見之表達，為何屬於薦證廣
告？

答： 本規範說明所稱之薦證廣告係指任何以廣告主以外之他人，於廣告中以言
詞或其他方式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製播而成之廣告，故薦證意見並不以言詞表示為必要。是規範說明第2點範
例3之廣告內容雖無個人口頭陳述或意見表達，惟其係播放一知名爆炸頭名
廚使用快鍋料理之畫面，屬於專家薦證之廣告，符合以其他方式反映其對

商品之意見、信賴、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

七、網友在網路上發表其個人對於某項產品之意見，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屬於言論自由之範疇，非屬薦證廣告。

八、 廣告之代言者為廣告主本身或其受僱人、執行業務股東等，且為知名公眾人物
或專業人士，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 廣告主本身從事薦證行為，非屬薦證廣告，惟仍有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適
用。至倘以廣告主以外之受僱人、執行業務股東等從事薦證者，則仍屬薦

證廣告。

九、 平面廣告呈現一名人，並在照片下方標示：「短短一週真的變白了。」「我真
的變白了。」是否屬於薦證廣告？

答： 平面廣告所標示之文字係廣告主所附加，故須先確認該名人是否承認該文
字內容。倘其承認廣告內容，則屬於薦證廣告；反之，則非屬薦證廣告。 

十、名人代言是否須親身體驗？

答： 名人從事薦證不一定須親身體驗，惟若廣告內容係以名人表達親身體驗結
果之方式為之，則須有親身體驗之事實。

十一、 戲劇中之角色對於新產品表達其使用之意見（置入性行銷），是否屬於薦證
廣告？

答： 倘為純粹戲劇之演出，則非屬廣告之範圍，尚無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倘
係節目化之廣告，廣告中之角色反映其對於商品之主觀意見，屬於薦證

廣告，惟仍需依個案具體情形判斷之，而本會目前尚無具體個案。

十二、國外影片或外國人薦證廣告於我國播出，是否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 倘廣告於我國播出，即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而外國人從事薦證行為，
與本國人從事薦證行為，一樣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參、廣告主對薦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一、 名人與其小孩拍3至7歲兒童奶粉廣告，若小孩長大超過7歲後，該廣告是否可以
續播？若配方改變，但小孩已超過7歲，該廣告是否可以續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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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若小孩長大超過7歲後，該廣告仍可續播；惟若配方改變，且小孩已超過7
歲，則該廣告不可以續播。 

二、 名人穿醫師袍說明藥品具有醫療效果，且符合科學數據，該名人是否有違反薦
證者資訊之真實原則？ 
答： 廣告主違反真實原則，因為該名人非醫師，而廣告內容使消費者誤認其為
醫師。惟非藥品宣稱療效，或一般藥品廣告，均屬藥事法規範範疇，由行

政院衛生署主管。 
三、 提神飲料廣告，名人喝下後表示精神很好，可補充體力，是否違法？是否須提
出商品提神成分？ 
答： 名人主觀之意見表達，並無違法，亦無須提供相關數據或證明該商品具有
提神成分。 

四、如何證明藝人有使用所代言之產品？ 
答： 本會進行調查並請廣告主提供資料；而薦證者可提出說明，以釐清其責
任。 

肆、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態樣 
一、廣告用語使用「NO.1」是否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NO.1」為客觀資訊之表達，廣告主須提出具體事證。 

伍、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 
一、薦證者從事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 
答： 薦證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告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
交易法所稱之「事業」。惟薦證者從事廣告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

始符合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須依具體個案認定，而本會目前尚無

具體個案。 
二、 薦證者不符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4款所稱之事業，惟其薦證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者，是否須受罰？ 
答：非公平交易法所規範之對象，惟仍可能涉有民事或刑事責任。 

三、代言人可否以契約轉嫁其責任，由廣告主承擔？ 
答： 代言人與廣告主以契約轉嫁責任，係屬內部契約之約定事項，尚不影響代
言人責任之認定。

四、廣告媒體業如何證明受委託之薦證廣告為真實？ 
答： 廣告媒體業倘兼具廣告主之性質，則須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並應有具體
事證證明廣告內容為真實。 

陸、薦證廣告之規範競合與處理

一、 化粧品或食品廣告刊載實際產品銷售數字，非涉及醫療效果，是否為貴會管轄
範圍？ 
答：廣告刊載之實際產品銷售數字如有不實，由本會管轄。 

二、 名人親身體驗化粧品之薦證廣告，廣告主是否可以要求該名人於體驗期間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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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其他產品？ 
答：化粧品廣告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三、跆拳道奧運金牌選手代言健康食品，是否為薦證廣告？ 
答：健康食品廣告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四、廣告事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是否仍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 
答：廣告倘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實質審查通過，本會原則上將予以尊重。 

五、廣告播出前得否先讓本會審查？ 
答： 本會並無事前審查廣告之權限，惟廣告主或廣告公司於製播廣告前，得向
本會服務中心詢問不實廣告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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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吳副教授瑾瑜（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黃主持人、謝教授，還有與會的各位先進、前輩，大家好。請容許我從民

法跟消保法的觀點來談一些自己的想法，評論的話是不敢，如果有任何不正確

的地方，還請大家原諒跟海涵。

首先關於薦證責任如何處理跟建構薦證人的法律責任，我想這的確是當代

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課題，它的重要性，我個人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第

一方面，在消保法裡面對於廣告也有規範，但是消保法上對於廣告的規範在法

律上是非常的薄弱的，第22條其實是講到說廣告主對於消費者所負的民事責任
不得低於廣告，所以那邊處理的其實只是民事法上面的責任，那另外在消保法

第23條，是針對刊登或廣告媒體經營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廣告與事實不符者，
那企業經營者，就是刊登或報導廣告的媒體經營者要負連帶的損害賠償責任，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那民事的損害賠償責任大家都很清

楚，消費者基本上必須到法院去起訴，所以它緩不濟急，再加上民事判決既判

力的拘束力，所以它可以發揮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謝教授今天處理

這個問題，我們從消費者保護法的觀點也投以非常深切的期待，希望在公平法

這邊能夠有很強大的規範效力出來，以彌補消費者保護法的不足，這是從薦證

人責任這個議題來談。

第二個可以顯現這個研究議題重要性的地方是在於，不光是公平交易法跟

行政罰法有一些像謝教授在他的大作所提到的一些適用關係上面的疑義，其實

非常非常類似的問題現在也不斷的出現在消費者保護法的領域裡面，尤其是

在消費者保護法第33條，也就是第四章行政監督以下，可是那邊是另外一個面
向，那邊主要是縣市政府認為企業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之虞者，應進行調查，然後第36條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確
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應命其限期改

善、回收或銷毀，必要時並得命企業經營者立即停止該商品之生產。然後第六

章罰則以下，然後第58條，也就是當企業經營者違反了主管機關所為的命令，
比如說回收、銷毀或限期改善、或是停止生產，這個時候處以罰鍰，並得連續

處罰，這邊也是跟行政罰法第2條有適用上的疑慮，所以謝教授這篇大作對於
處理這個問題提出來的解決方案，不僅會解決公平交易法和行政罰法上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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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也會對於與消保法上的適用關係有很大的助益，這是關於題目的部分。

另外，我也同意謝教授提到的，就是當行政罰法在民國95年施行之後，公
平交易委員會引據行政罰法第14條來對薦證者加以處罰，那81年作成的公研釋
字第○○二號，從謝教授的論理來看，我也覺得應該要考慮廢除，因為的確是

有不一致的情況。另外我也非常同意謝教授，我也非常贊成訴願會決議的撤銷

理由非常強人所難。另外我也肯定謝教授，就是如果要以行政罰法課以薦證者

法律上之責任，應該是要處以罰鍰才會比較有實益，這是關於我肯定謝教授觀

點的部分。另外我要提一個小小的問題，這邊有提到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

者是不是事業，有回答一些問題，譬如說必須以從事薦證為業、經常從事廣告

薦證之行為，始有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但是薦證者從事廣告

薦證之收入須達到如何程度，須視具體個案認定，那這一段就讓我想到同樣在

消費者保護法上的發展，在消費者保護法上企業經營者的概念，其實跟公平交

易法這邊的事業是無分軒輊的，但不一樣的是在消費者保護法上，施行細則第

2條有明文規定，企業經營者不以營利為必要，然後接下來我要提一下德國法
的發展，因為施行細則的概念其實大家會發現，不只是對企業經營者的競爭很

有關係，對消費者也很有重要意義。德國民法從2002年債法修正後，它在民法
總則有增訂消費者及企業經營者的概念，在企業經營者的概念那邊，它有提到

營利與否的問題，但是德國的聯邦最高法院在2006的一個判決中提到，就是企
業經營者的概念不以營利為必要，當然各位在這邊或許會有疑慮，就是企業經

營者的概念在消費者保護法上或是民法上的發展，不見得可以移植到公平交易

法這邊，但是我在這邊要斗膽提出消費者保護在公平交易法底下雖然只是一個

反射利益，公平交易法它主要的目的還是保護市場競爭，但我們如果看到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規定，不可否認在公平交易法中它也有相當

程度保護消費者的精神，所以我很好奇是否可能有一天，公平交易法在認定薦

證者是不是事業的時候，是不是可能不再去詢問收入這個問題，尤其是我們會

有時候在電子媒體上也會觀察到，有一些影視明星他在面對鏡頭的時候，往往

會說我這是情義相挺來為某某人做廣告或代言，所以我是覺得從一個薦證者，

尤其是明星，他是一個意見領袖、引領風潮、動靜觀瞻，從他影響社會的程

度，是不是有必要再去一直關注他的收入到什麼樣的程度來做認定，我是非常

期待不曉得在公平交易法這邊會有怎樣如何的發展。

最後一點，我看謝教授這篇大作最後的感想就是，似乎謝教授認為用行政

罰法第2條來處罰薦證者在法律上的妥適性有點疑慮，再加上如果不處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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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實益，所以勢必薦證者的法律責任仍然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值得我們

再繼續耕耘，但是還是非常感謝謝教授所提出的非常精闢關於法理討論，讓我

收穫很多，謝謝，這是我的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