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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回顧公平交易法施行二十年來主管機關公平會與行政法院有關不實廣告執法方

向與較有爭議之判決作簡略介紹與評析。

同為大陸法系之德國、日本之立法，將「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分別立法，前

者有主管機關管轄併考量市場競爭政策，後者則有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係由普通法院管

轄。但我國公平交易法在立法之初，不但將「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合併立法並由

主管機關管轄，而後者仍有由普通法院管轄之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此外，在當時尚無

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

立法院在審議公平交易法法案時，又加入消費者利益的維護，成為在公平交易法第

一條的立法宗旨之一，作者從公平交易法（亦即「競爭法」）的本質切入，闡述公平交

易法包含了「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兩大部分，並區隔其本質差異之所在，並從

不實廣告的成立要件與相關責任以及高價位不動產廣告、履約保證廣告、薦證廣告、網

路廣告等部分個案分析去釐清與消費者利益保護的關係，以免混淆主管機關的權限與責

任。

壹、前言

我國公平交易法施行迄今正好滿20週年，在我國民法算是已成年，不論是主管機

關、業者，都不應以新法剛施行不了解法令內容為藉口而企求責任的減免。尤其主管機

關從籌備處階段即開始舉辦業者宣導說明會，成立後為訂定施行細則與相關處理原則

（guideline）更是舉辦學者專家與業者公聽會垂詢各界意見，以求執法的完整、明確、

嚴謹，其努力可謂不遺餘力。可是至今許多的消費者對於公平交易法的精神與內容仍存

在許多的誤解，有待大家繼續努力釐清與教育消費者。

本文從公平交易法（亦即「競爭法」）的本質切入，闡述公平交易法包含了「限制

競爭」與「不正競爭」兩大部分，並區隔其差異之所在，以及釐清與消費者利益保護之

關係，以免混淆主管機關的權限而混淆其責任。尤其不實廣告與市場的競爭秩序絕對有

關，市場的競爭秩序良好，沒有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消費者自然不會受誤導以致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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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商品，消費者的權益自然不會受到損害。

不實廣告的議題看似簡單，實則隱藏相當多的問題，本文除分析現行條文的法律要

件與事業的責任外，限於篇幅關係僅介紹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的部份案例，包含了高價

位的不動產廣告、履約保證廣告、薦證廣告、網路廣告等部分案例，也進一步闡述其爭

議之處與執法困難之所在，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希望能引起各界更多的建言，使主管機

關的執法能更嚴謹而圓滿。

貳、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在競爭法上的本質

一、限制競爭與不正競爭的差異

德國、日本的競爭法立法例乃將事業的違法競爭行為區分為「限制競爭」與「不正

競爭」，並分別立法，後者只有刑事與民事責任，並無行政責任也無行政主管機關，但

我國將二者合併立法而命名為「公平交易法」，於民國80年2月4 日制定公佈，並於一年

後施行，其主管機關則命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以致很多民眾誤以為只要是不公平

之事都歸公平會管轄。

不實廣告在本質上屬「不正競爭」的商業行為，具有倫理非難性，沒有公平交易法

第46條除外適用的餘地，也不適用「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不管大小廠商，不管

市場力（market power）大小，都可能做出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的行為而有公平交易法

的適用。至於不具市場力的小廠商，除參與聯合行為外，根本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去做

限制競爭的行為，例如阻礙他事業進入市場、併購他事業、掠奪性訂價、拒絕交易、搭

售、劃分地理市場或產品市場，但為了生存有可能做出不實或引人錯誤的廣告而影響市

場的競爭。

二、與消費者保護的關係

因為競爭法被確實實踐後，消費者自然會因此而受益，因此一般競爭法的學者通常

會認為消費者的利益在公平交易法中應屬於反射利益，並不是公平交易法所要直接保護

的法益，因此當時草案中並未將消費者的利益納入。但當時我國尚無消費者保護法的立

法，加上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內設有消費者保護局擔負消費者保護的任務，因

此立法委員提案在公平交易法第1條加入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宗旨。之後於民國83年制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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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消費者保護法後，公平交易委員會也成為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以致於公平

會在執行公平交易法時不只要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也需注意消費者利益的保護。實務上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257 號判決亦認為公平交易法第21條關於禁止『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立法本旨，除保障消費者權益外，尤重於維

護市場交易秩序之公平競爭，此觀同法第一條揭櫫之立法目的自明1。

三、帝王條款的補遺

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該條列在第三章「不公平競爭」內。其究竟僅是不正

競爭的概括性規定？抑或也是限制競爭的概括性規定？有關限制競爭的概括規定，在獨

占的濫用已有公平交易法第10條第4款的概括規定，而不公平競爭的概括規定則有公平交

易法第19條第6款，何以還需同法第24條作為整部法律的概括規定？這在當初立法時顯

然未被清楚定位，從文字的字面觀察，應是仿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的規定2，

但台灣與美國有關競爭法的立法背景與體例完全不同，此一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增訂，讓

主管機關彈性運用的淋漓盡致，甚至成為疑難雜症的遁入條款3。難怪會被稱為流刺網條

款，因為誰都不知道在何種情況下會被主管機關認定為「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因

此，即便檢舉人主張被檢舉人有不實廣告之情事，雖經主管機關認定不成立不實廣告，

仍有可能因情況特殊而認為有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適用4。但此一變更法條的適用，究竟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9年度訴字第1646號判決亦認為：「——是以公平交易法禁止不實廣告
之目的，其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同業不公平競爭，而兼具消費者不受誤導之消費者利益、競爭

公益、受不利益之競爭同業、受不利益之交易相對人。故原告以系爭廣告並未對同業不公平

競爭，主張免罰，尚非可取。」
2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2卷第3期，民國83年7月，頁

1-30。廖元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與其他反托拉斯法之關係——兼論我國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範圍」，公平交易季刊第8卷第4期，民國89年10月，頁1-30。 梁哲
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定位與要件之淺析」，公平交易季刊第9卷第3期，民國
90年7月，頁39-73。

3 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法律適用原則與規範功能之再檢討」，
政大法學評論第84期，民國94年4月，頁163-223。

4 案由：「就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隔間設計以增加戶數銷售之行為」。類別名稱：行業
導正年度：83。法條：公41。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函中華民國83年10月21日(83)公參字第
六五二一四號；主旨：有關建商就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隔間設計，以增加戶數銷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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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管機關應有的職責，還是當事人（檢舉人）有主張與舉證的責任？實難以釐清。因

涉及競爭秩序的維護（涉及公益）或消費者個人利益的主張（民事事件），其處理方式

就有所不同，為免被質疑濫權或不公正，恐惟有修法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四、與其他部會或相關機關協調分工

由於商品或服務種類繁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主管法規中亦有諸多規範不實廣

告的相關條文。公平會鑑於專業的尊重以及案件處理負荷過重的考量，因此，依公平交

易法第9條第2項規定：「本法規定事項，涉及他部會之職掌者，由公平會商同各該部會

辦理之。」而開始與相關單位協商分工，茲摘述如下：(一) 公平會與衛生署主管之食品

衛生管理法、藥物藥商管理法（已改為藥事法）及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有關標示、廣告

行為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乙案，業經本會八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五五次委員會議決議如

說明，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遵照。說　明：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事業不得於

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故事業如藉不實廣告引誘交易或影

響交易相對人權益，即違反上開法條規定。至事業刊登廣告後，因情事變更或事實需要，依

據法律規定所得行使之權利，在未損及交易相對人權益之前提下，並未因此即受剝奪。復

據建築法第三十九條：「起造人應依照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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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意即起造人

於申領建造執照後，在法規許可範圍內，必要時得因事實上需要依法變更設計。故建築業者

依核定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所為之廣告行為，倘未刻意以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欺騙買

受人，尚難逕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二、惟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所謂

「交易秩序」應包括事業間之交易秩序及事業與消費者間之交易秩序，故一事業從事商業活

動時，如於交易過程中為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手段，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即違反上開法條

之規定。是以，建築業者未知會原買受人，即逕自變更原廣告上所載之設計，使原買受人無

從選擇而不得不接受，顯有憑恃其已收價金等優勢地位，為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按建築業者為變更設計固非無據，然原買受人亦非就此毫無利益損害，既建築業者因一己對

市場供需評估之失，而需就建物未售出部分變更原廣告所載隔間設計以增加銷售戶數尋求轉

機，自應通知原買受人，並給予表示同意、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其他和解措施之選擇，方

為對等。故為維護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對建築業者未通知原買受人，並給予表示同

意、解除契約、減少價金或其他和解措施之選擇，即逕自就建物未售出部分變更原廣告所載

之隔間等設計以增加銷售戶數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應論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三、復查建商就預售屋未售出部分逕自變更隔間設計，以增加戶數銷售之行為屬建築業共通

問題，本會秉於行政指導立場為行業導正，相關受理個案暫不予處分，八十四年元月一日起

倘發現業者再為相同或類似之行為，本會將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一條逕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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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由衛生署掌管。(二) 公平會與行政院衛生署關於瘦身美容案件協調。(三) 公平會與

經濟部就一般商品之標示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原則上由經濟部主管之；而服務業

之標示是否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由公平會主管。(四) 公平會與農委會之協調，有關銷

售種苗、農藥、肥料、乳品、飼料、牧場業務及產品、動物用藥品、農產品、獸醫師對

其業務登載散布虛偽之廣告由農委會主管。(五) 公平會與勞委會職訓局就職業訓練廣告

案件之協商，關於業者所刊登職業訓練廣告涉有不實之相關案件，區分為經許可及未經

許可或已撤銷許可之事業予以分工等。(六) 公平會與財政部、經濟部就「酒類標示」之

協商，菸酒管理法於民國91年1月1日實施後廣告媒體業刊登酒類商品違規廣告情形，如

在菸酒管理法第37條規定之範圍內，由財政部國庫署處理。如內外包裝標示一致時，依

外包裝標示製作而在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廣告之範圍，依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處理。(七) 公平會與內政部處理不實移民業務廣告案件之協調：1. 移民業務不實廣

告案件，無論是否曾經依法審閱確認，由內政部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法令處理。2. 涉

及移民業務不實廣告之檢舉案件，先由內政部依法處理，如有非屬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

法令規範者，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八) 公平會與內政部處理不動產經紀業不實

廣告案件之協調：1.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不實廣告案件，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處理；不屬於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範之範疇者，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2. 

不動產經紀業所為之廣告內容，倘係涉及事業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行銷策略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其他足以嚴重影響市場交易秩序及公共利益之情形者，

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3. 不動產經紀業係加盟經營，而未於廣告、市招及名片等

明顯處，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者，由內政部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處理。4. 建

商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從事銷售行為之不實廣告案件，依其個案具體情形，倘得認建商

與不動產經紀業者俱為廣告主時，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九) 公平會與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金融業涉及不當行銷結構型金融商品案件之協調自民國97年8月

5日起受理有關結構型金融商品之檢舉案件：有關金融機構銷售結構型金融商品行為涉

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之案件，先由金管會依據相關金融法規（如信託業法、銀

行法、證券交易法及保險法等）處理後，如尚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情事，由公平會依

法辦理。(十) 公平會與教育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處理補習班涉及不實廣告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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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十一) 公平會與衛生署關於不實廣告案件協調，行政院衛生署主管之醫療法、人

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法、健康食品管理法有關標示、廣告之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原則，由行政院衛生署掌管。公平會就該三法未涵蓋部分而屬公平交易法規範者予以處

理。(十二) 公平會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協調：1. 證券商倘有不實或引人錯誤

廣告，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依證券交易法處理，但如有證券交易法

規範所不及者，則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2. 依法取得會計師資格而刊登廣告使人

誤認有會計師資格之案件，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處理。(十三) 公平

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協調，廣播電視節目不實廣告案件：1. 公平會與新聞局（相

關職掌已改隸通傳會）民國81年9月4日、民國84年3月27日之協調結論停止適用。2. 有關

廣播、電視廣告內容：(1) 通傳會依據廣電三法相關規定，就廣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之

內容進行規範。(2) 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規定，對於非屬他機關職掌且無特別法規範之

廣告，就廣告主是否違法進行查處。3. 公平會可將廣播、電視媒體刊播不實廣告之處分

書，副知通傳會，由通傳會依法辦理。

在我國行政罰法公佈前，公平會原採取「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亦即公平交易

法所管轄的是一般性商品或服務的不實廣告，因此是普通法，其他有主管機關管轄的法

律是特別法，依據上述相關協調結論分工處理。

我國在行政罰法（民國94年2月5日公佈，公佈後一年實施）正式實施前，通說認為

一行為同時違反不同之行政法規定時，因各該法規規定的宗旨、目的不同，因此各該主

管機關可同時處以罰鍰，沒有一行為二罰的問題。嗣後，行政罰法第24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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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採取併罰之見解，亦即採取所謂

「重法優於輕法」的原則而擇重法處分之，加上公平交易法修法提高罰鍰金額到新台幣

2,500萬元罰鍰，再連續違法時最高可處新台幣5,000萬元罰鍰，因此有主管機關希望依此

一原則，將案件移請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處理，但基於專業（尤其化妝品、衛生食品相

關法規）考量，目前仍以「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依前述協調結論分工。拙見以為

可稱之為「專業法優於普通法」原則，仍由各該專業主管機關處理，以免處理案件過程

中還要送請主管機關鑑定或表示專業意見，反而造成處理程序上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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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如此多項之執掌區分，非一般民眾所能了解，實有必要進一步宣導並請民眾上

網站查詢5。

叁、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的成立要件與責任  

一、成立要件

(一) 行為主體

對於廣告，學者樊志育教授作如下的定義「所謂廣告，乃以廣告主的名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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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為了培植特定觀念、信用等，所做的

有費傳播6。」其雖未對廣告主下定義，從其重視顧客的理解滿意與得利來看，交易相對

人對誰是廣告主的認知就格外重要。有關廣告主的定義，公平交易法第21條並未明定，

該條第1項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而施行細則中亦無補充說明。學說中有採行為人說、利益歸屬說、付費者

說、行為主導者說等，由於各學說仍有所偏，未能明確界定出廣告主體，公平會實務上

並未明確指出採何一學說，只是在個案中才去認定誰是廣告主。

公平會在瑞鏵公司不實廣告案中認為：「……從系爭廣告整體予人之印象觀察，並

配合廣告主要宣傳之目的判斷，得以主導、執行並實現該廣告內容之主體應為被處分

人，而瑞士商VICTORINOXSWITZERLAND 公司雖自承其為廣告費用之支付者，然無

證據證明其有能力於事前明瞭系爭廣告之中文內容且不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故瑞士商 

VICTORIVICTORINOXSWITZERLAND 公司應屬單純之廣告付費者，系爭廣告主體應為

實際執行並實現瑞士刀在台「總代理」廣告效果之人……被處分人。今被處分人明知檢

舉人並非該公司之北區經銷商，卻仍將該不實經銷網路之服務訊息刊載於廣告之上，有

違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準用同條第一項之規定7。

5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36 查閱日
期：民國100年9月15日

6 樊志育，廣告學，民國75年10月革新一版，頁2。
7 公平交易委員會85年公處字第123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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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案東森得易購公司於銷售「塑身減脂按摩帶」商品廣告內容宣稱「減脂、排毒、

震碎身體殘留毒素、可達到塑身效果」等，於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並無依據，已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處分書中認為：「『塑身減脂按摩帶』商品固由來恩貿易有

限公司製造生產，惟東森電視購物頻道宣播之廣告內容，係由得易購電視購物公司為銷

售目的所製作播放，故其廣告主應為得易購電視購物公司，又其在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

並應由合併解散後存續之被處分人概括承受，是被處分人辯稱得易購電視購物公司係廣

告代理業，並非廣告主等云云，洵不足採。」8

此外，在網路廣告銷售商品不實廣告案中，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於網路

家庭線上購物網站銷售MPS雙B專用款二代晶片逆電流商品，宣稱『……省油可達10-

25%……、唯一經過ARTC車輛測試中心驗證測試……，品質及安全都有保障、全球唯一

針對雙B 級車款研發的超級晶片逆電、唯一通過各國安規環評標準測試及全台唯一敢說

雙B專用款的逆電流』等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處網路家庭資訊公司新臺幣

60萬元罰鍰。處崴海衛國際公司新臺幣30 萬元罰鍰」。9該案中公平會認為兩家公司同

為廣告主，理由如下：「……二、本案廣告行為主體：(一)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為本案廣

告主：1. 本案被處分人網路家庭依其與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所簽訂商品線上訂購合作契

約書第7條，接受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委託，於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刊載、散布被處

分人崴海衛公司所提供「MPS雙B專用款二代晶片逆電流」相關說明資料，已有製刊案

關廣告之行為外觀。然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參與商品交易並不僅製刊廣告，就整體商品交

易流程觀之，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僅顯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事業名稱，消費者於訂購

時所認知交易對象即為被處分人網路家庭，並於交易完成由其開具銷售發票予消費者，

是以由交易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實處於案關廣告商品最末端出賣者地位，且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所賺取利潤為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銷售價格與其進貨價格之價差，其

將因製刊廣告、銷售廣告商品而直接獲有利益，其居於廣告主地位並無疑義。2. 被處分

人網路家庭雖陳稱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係大型電子商務交易平台，刊載商品數量繁

多，實際上無從逐一審核，且崴海衛公司為系爭商品專業經銷商，對該商品知之甚詳，

8 公平交易委員會91年公處字第091180號處分書。
9 97年1月3日公處字第097001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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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處分人網路家庭事先並未針對其所提供及委託刊載內容逐一加以審核云云，然被處

分人網路家庭除接受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委託製刊廣告，且確實參與商品銷售而直接獲

有利益，上開無從逐一審核說法不僅無法卸其廣告主責任，反突顯其於製刊本件商品廣

告時並未善盡查證義務。(二) 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為本案廣告主：1. 就被處分人崴海衛

公司而言，須辨明其是否居於商品出賣人地位，抑或僅單純為案關商品供貨商，倘其於

交易過程中僅依網路家庭指示供應商品至消費端，其僅具供貨商身分，並不負有廣告主

責任。然依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參與廣告製作過程觀察，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除依商

品線上訂購合作契約書第7條應提供商品銷售相關資料外，其亦自承本案廣告資料確為

其所提供、製作、撰擬並自行傳輸，是以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就案關網頁廣告與網路家

庭公司實際有共同製刊行為，其已非單純僅提供商品供網路家庭銷售。2. 被處分人崴海

衛公司經由與被處分人網路家庭進行商品線上訂購合作，以增加案關商品銷售機會，就

案關網頁廣告與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實際有共同製刊行為，已非單純僅提供商品供被處分

人網路家庭銷售，且就銷售商品所得有利益共享關係，本案廣告行為實因渠等分工行為

共同實施，且依案關商品銷售共同享有直接利益，故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為本案廣告行

為主體，殆無疑義。」該案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國際資訊公司抗辯其僅為廣告媒體業而非

廣告主，於是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關於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之行為主體，應以實施廣告行為之整體行為綜合判斷，並不以直接表示或

表徵之行為人為限。易言之，公平交易法21條所稱廣告行為主體，並不以本身製作廣告

為限，而應就廣告內容之提供、製作至使公眾得知之過程中，各事業對於廣告行為之參

與程度而定，倘事業就製作、刊載廣告行為、廣告商品交易流程有所參與且因而獲有利

益，即難卸廣告主責任而應就廣告內容為真實表示。」最高行政法院採信公平會見解，

因而駁回被處分人之上訴10。

網路原本亦屬媒體之一，因此掌握媒體通路的業者若只是收取費用單純提供電子版

面供廠商刊載廣告，其與報紙、電視之媒體無異，只有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民事連帶

責任，不負不實廣告之行政責任。但本案的重點在於網路公司另外接受商品製造商崴海

1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653號、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0年度判字第3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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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公司委託製刊廣告，且確實參與商品銷售而直接賺取差價獲有利益，即便網路公司看

似與廣告代理業同，但外觀上卻已足令消費者認為該網路公司是廣告主，其與零售商雖

有賺差價且同樣開出發票但卻不需負不實廣告責任之情形不同。

然而，公平會認定「網路家庭公司與崴海衛公司所簽訂商品線上訂購合作契約書第7

條，接受崴海衛公司委託，於網路線上購物網站刊載、散布崴海衛公司所提供『MPS雙

B專用款二代晶片逆電流』相關說明資料，故上訴人已有製刊案關廣告之行為外觀。」

此一推論似不夠嚴謹，蓋「刊載、散布」未必等同「製刊」，蓋「製刊」應指「製作、

刊登」，但從被處分人網路家庭公司所述，其似乎沒有「製作」該廣告之情事。若果如

此，則網路家庭公司應僅是與零售商一樣的商品末端銷售者兼網路媒體業者的身分，是

否因此就可認定其為廣告主，還有再推敲的餘地。

(二) 廣告行為與內容

廣告的主要目的無非是要激起交易相對人的購買行動，因此具有創意而明確的廣告

才能激起消費者的共鳴，有些具創意的廣告甚至被視為藝術。例如吃泡麵辣的噴火，只

是在形容非常辣，雖不實但不會引人錯誤，不但具有創意，又能使消費者留下深刻印

象。反之，雖無不實，但整體觀察卻會引人錯誤，仍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規

定，但要達到多少人誤認會才構成？誠如德國不正競爭法專家Shricker 教授在公平交易法

剛施行，至公平會演講時所說，應以該社會一般所能接受的程度認定，例如德國人較嚴

謹，只要百分之十幾的人會誤認就成立，義大利可能要百分之三十，因其社會氛圍較能

接受對自己的商品的吹捧，該國的國民比較不會被誤導，至於貴國我就不清楚了。

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對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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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有業者質疑公平交易法有關第21條之不實廣

告項目是列舉規定，主要是引自最高行政法院89年度判字第3374號判決，該文認為：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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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行為

時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所規定。依其文義，所禁止者，係事業在商品自身及相關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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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至於商品本身以外之事項，則非本條項規範之

對象。」

上該判決看似將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解讀為列舉規定，但自其文敘述「所禁止

者，係事業在商品自身及相關之內容」細思，何謂「商品自身及相關之內容」？相關一

詞本即不確定概念，又豈可將該判決解讀為列舉規定？

又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1823號判決稱「……。核原判決所適用之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1項所規定不實廣告表示或表徵之事項，究為例示規定，抑或屬列舉規定，迄

無定論，原判決認係列舉規定，僅係法律上見解之歧異，尚難認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原判決以：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所規定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之標的，僅限於『對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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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件原處分係認定再審被告於廣告上就『燃氣法令規定』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並未認定『燃氣法令規定』即符合於上開『對商品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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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目之規定，則原處分以再審被告於廣告上就燃氣法

令規定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據以引用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及同法第41條前

段規定予以處分，其構成要件是否該當符合，難謂無商榷之餘地。」

上述判決只是說明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究為例示規定，抑或屬列舉規定，迄無定

論，至於該案廣告上就燃氣法令規定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是否符合該條構成

要件該當難謂無商榷之餘地，提出質疑，並未明確指出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屬列舉規

定。

自民國81年施行公平交易法起，主管機關向採例示規定之見解處理有關公平交易法

有關第21條案件，例如與消費者權益攸關受害者眾多之廣告案件：贈獎活動之優惠內

容、附有條件、負擔、期間或其他限制、產品專利權範圍等案件，參公平交易法第21條

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7點附表二「表示或表徵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案件類型例示」，

此實務見解也經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221號判決肯認在案，足證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1項應屬例示而非列舉規定。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565號判決「按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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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1條第1項所規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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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例示之規定，若就「產品所須具備之科

技」、「產品已經銷售之市場」、「廣告主之資力、信譽、規模」等所為之表示，既足

以影響消費者購買與否之決定，均難謂非「就產品之自身及相關內容」所為之表示。」

雖條文內容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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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業者與少

數判決將其解讀為列舉規定，但公平會與絕大多數的判決採例示的見解，應以後說為

妥。蓋即便是「行為主體」（例如非製造者的經銷商）的誤認，仍會影響交易相對人的

判斷及交易的意願，蓋主體的形象與聲譽常與產品品質有正相關，從而造成消費者的錯

誤判斷，倘若主體的聲譽不高但因商品品質極好，除非消費者追求的是名牌，否則交易

相對人也不會在乎其對主體的誤認，既然廣告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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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體的誤認也

會造成不公平競爭，當然也在公平交易法規範的範圍內。

二、責任

(一) 刑事責任

我國公平交易法在立法草案階段有關不實廣告的法律責任原本規定在第35條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11，而第41條的處罰只針對違反24條規

定，是有配套設計，而非如現行第41條規定的對於只要違反本法(公平交易法)都有該條

的適用。當時立法委員林健治先生認為公平交易法是新創的立法，一開始實施即處三年

以下徒刑，恐將妨礙工商業發展，主張將處罰修正為三個程序，(一) 違反者先給一個月

期限令其改善，(二) 若不改善則罰十萬元以下罰金，(三) 再不改正方處以有期徒刑、拘

役，俾工商業有時間適應12。而立法委員陳水扁先生則認為關於不實廣告相關法令如醫療

法等皆以行政處罰，主張改為行政處罰，後經政黨協商改為行政罰；另參西德不正競爭

11 有關公平交易法第3 5條條文的討論請參：公平交易法案，立法院公報法律案專輯第
一百三十二輯，立法院秘書處編印，頁233~234。

12 同前註，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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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法內容，增定第四項將廣告代理業、媒體業納入規範13，嗣後經協調納入與廣告主負

連帶損害賠償責任14。

(二) 行政責任

1. 罰鍰

誠如前所述，不實廣告的責任從刑事責任改為行政責任，依三讀通過之條文，首

次違反，依第41條前段規定，得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其行為，逾期不停止或改正其行

為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或改正，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100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或

改正為止15。而德、日的不正競爭法因無主管機關故無行政罰，而是直接處以刑責並負

民事賠償責任。

現行第41條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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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民國88年1月15日立法院修法三

讀通過。條文稱「……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在文義解釋上似可能出現不同解讀，例如主管機關限期命其停止、改正的同

時，是否一定要同時併處以五萬元以上罰鍰，或是可以只命其停止、改正而不處以罰

鍰16？公平會在早期採前說，嗣後改採後說，從溫翠蘋薦證的「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

告重新處分案中17可證。

由於我國行政罰法於民國94年2月5日公佈，一年後施行。公平會在溫翠蘋薦證的

「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中，即援引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之規定，除處罰廣告主

13 同前註，頁514~515。
14 同前註，頁541。
15 同前註，頁567。
16 參拙著，「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五條、三十六條刑事處罰與第四十一條行政處分的比較——以我
國實務運作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第9卷第2期，民國90年4月，頁13-35。

17 公平會民國97年公處字第097078號；公平會民國98年公處字第09809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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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公司、銘智公司及長鶴公司高額罰鍰外，並處溫翠蘋5萬元罰鍰，經訴願撤銷原處

分18，公平會改採「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行為」，仍認薦證

廣告者需負共同行為人的行政責任19。此一見解實有待商榷，蓋我國行政罰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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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更正廣告

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8條，得命刊登「更正廣告」，更正廣告方法、次數及

期間，由中央主管機關審酌原廣告之影響程度定之。該條並未清楚說明更正廣告的內

容應如何為之，因此實務上常有業者遊走法律邊緣，所登載更正內容嗣後公平會不予

認同，而要求重新再更改內容。

例如美加美國際公司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廣告更正一案21，81年公處字第○○五

號原處分主文為：被處分人民國81年4月28日於聯合報、同年4月29日於中國時報所為

「美國綠谷投資移民專案」之廣告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應立即停止，並應於同年6月15日前於聯合報及中國時報第

一版刊頭下方位置大小為14行×25字之版面，針對「九十天內取得綠卡，立即定居美

國」、「僅十二個家庭配額」、「領袖級信譽」之廣告內容，暨「可哈拉公司總裁與

李總統握手之巨幅相片」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事項刊登更正啟事。被處分人雖於

民國81年6月8日、9日分別在中國時報、聯合報刊登更正啟事，惟核其內容無非就其所

18 行政院(97)院臺訴字第0970094902號決定書。
19 公平會民國98年公處字第098094號處分書。
20 參拙著「薦證廣告與薦證者之責任」，公平交易委員會，第17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
研討會，頁19-20。

21 (81)年公處字第○○五號原處分，(82)公處字第○八二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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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不當廣告事項，再加以曲意之抗辯及否認，並未就該等事項有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情事，為適當之表示，不足以袪除因其初為之廣告已致生誤導消費者之效果。是

本會再以(81)公參字第○七六三一號函請其重行刊登更正啟事，並處被處分人新台幣

十萬元罰鍰。

嗣後公平會於是在民國90年4月24日發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命為刊登更

正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六點為刊登內容之指定：「更正廣告之刊登，應指

定具體、明確之說明文字，並得以更正廣告為標題，命被處分人刊登。前項說明文字

之指定，應視個案需要揭露違法行為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事項，及其他足以排除錯

誤認知之相關資訊，並載明業經本會處分之意旨。更正廣告之刊登，應同時要求被處

分人不得於更正廣告上為其他相反於前項文字之表示。」

(三) 民事責任

有關公平交易法的民事責任規定在第五章損害賠償，包含除去侵害請求權及防止侵

害請求權、損害賠償責任、三倍賠償額之酌定、消滅時效、判決書之登載新聞紙。其規

定除最高三倍賠償外，餘似與民法184條以下的侵權行為規定相類似，但卻又不如民法之

詳盡，例如民法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的規定；185條共同侵

權行為人的規定；第191之1條第4項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等，是否

也可透過民法第1條的解釋加以適用？都有待釐清。但因民事責任不歸公平會管轄，公平

會難以累積案例與經驗，欲要求其提出修正草案恐有困難。

公平交易法民事責任的主體如下：

1. 廣告主

被公平會認定為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的廣告主即為公平交易法第30條以下應負民

事責任的事業，在前述網路廣告銷售商品不實廣告案中的被處分人崴海衛公司經由與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進行商品線上訂購合作，有共同製刊行為，已非單純僅提供商品供

被處分人網路家庭銷售，且就銷售商品所得有利益共享關係，本案廣告行為實因渠等

分工行為共同實施22，因此該二家公司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必須負民事連帶責任。惟若

22 前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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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競爭法觀點，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人應是受害之競爭對手事業，但競爭對手恐難以證

明其間之因果關係而難以求償，而消費者又僅是反射利益，若有損害只能依循民法契

約關係或侵權行為相關規定求償；若從兼有保護消費者利益之觀點，消費者則可依公

平交易法第31條及第32條規定請求最高3倍之賠償額。

2. 媒體業、廣告代理業

至於媒體業及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則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問題在於一個廣告被公平會認定有「引人錯誤」之情形，若係媒體業及廣告代理

業明知會有引人錯誤情事仍予刊登，當應負連帶責任，但如何證明其在可得知情形下

刊登？除非同樣的引人錯誤廣告曾被公平會處分過，而媒體業及廣告代理業應進一步

查證卻未查證，則可能被認為可得知情形下刊登，亦即類似過失的概念。否則媒體業

及廣告代理業如何能預測該廣告是否會被公平會認定有「引人錯誤」情事。

此外，雖有學者主張以公平交易法第41條規定的條文「違反本法處……罰鍰」，

所謂本法即泛指公平交易法全部條文，當然包含同法第21條第4項的媒體業、廣告代理

業，因與廣告主成為共同行為人，亦可據此罰100萬元以下罰鍰23。惟公平會於民國81

年4月21日公研釋○○二號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廣告媒體業」適用範圍之疑義，

經該會民國81年4月15日第26次委員會議討論後，獲致結論如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4項規定時，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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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公平會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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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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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公平會能證明廣告媒體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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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2009年，頁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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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廣告不實，是否也應認為屬於合致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共同行為人的要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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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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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薦證廣告者

民國99年6月9日公平交易法第21條修正第4項後段，增訂「廣告薦證者明知或可

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而仍為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增訂第五項「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指廣告主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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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機構25。」其責任與媒體業、廣告代理

業同，須負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增訂條文僅課以薦證者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並未明訂是否課以行政責

任。因此，公平會是否可以再援引民國97年公處字第097078號及民國98年公處字第

098094號對於溫翠蘋薦證的「全竹炭塑身衣」不實廣告案般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

24 司法院釋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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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修法理由：目前我國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僅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
說明」，其中對於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薦證廣告中的薦證者雖訂有罰則，但由於是項規範係屬

行政命令，且所謂名人代言責任的相關規範內容並不明確，須由行政院公平會個案認定才可

裁處罰款，導致名人代言不實廣告的爭議，層出不窮。現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雖

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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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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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予刊

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但對於明知或可得而知之不實廣告薦證者須負

連帶賠償責任之規範則付闕如。爰提案增修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增訂不實廣告薦證者亦

須負民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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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

之。」之規定，一併對非事業之薦證者處以罰鍰？

從上述該案發生在民國97、98年，而修法增訂薦證者的民事連帶責任是在民國99

年6月9日，立法者應已知主管機關的見解，但修法卻又不明定薦證者亦須負行政責

任，似乎有意僅將薦證者的責任比照媒體業及廣告代理業負民事連帶責任。如此一

來，公平會應不能對不是事業的薦證者一併課以共同行為人行政責任。否則，同樣規

定在同條同項的媒體業與廣告代理業若明知廣告不實而仍予刊登或製作，也應一併負

共同行為人的行政責任，一併處罰鍰。

肆、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的相關處理原則與案例解析

一、相關處理原則

公平會對於與不實廣告有關的各種處理原則與行政解釋自公平交易法實施後，陸續

公佈例如：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命為刊登更正廣告案件之處理

原則、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對於電器商品廣告之處理原則、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

之處理原則、對於銀行業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瘦身美容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比

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促銷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商品附加地名之標示與公平交

易法第21條適用關係考量因素；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4項「廣告媒體業」適用範圍、真品

平行輸入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電話簿中刊登家電類用戶名條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事

業於廣告上載明表示或表徵「僅供參考」是否得據以免責、名片上學經歷記載不實是否

違反公平交易法、非新竹地區之米粉業者使用「新竹米粉」標示其產品有無違反公平交

易法。這些相關處理原則不但闡述主管機關的見解與態度，有些並舉例加以說明，俾使

業者與民眾得以更清楚了解廣告應遵守的界限。

對於公平會所作成執法之釋示與相關處理原則，大法官會議於民國91年7月21日釋字

第548號解釋，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

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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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解析

(一) 公平會第一件處分案的「92’超級汽機車大展」不實廣告案

民國81年2月4日公平交易法正式施行，正當公平會成立之初，接獲三位民眾檢舉

「"92超級汽、機車暨摩登用品展」之廣告涉有不實，乃公平會成立後的第一件檢舉案。

經實地調查，現場只有少數幾部汽、機車展示，約占展場三分之一，摩登用品區

五十個展示攤位中，與汽、機車相關之用品約十個，不相關者有日常用品與食品約有

四十個攤位。並對參觀過的民眾作問卷，大多數民眾表示展覽內容與廣告不一致，且門

票100元太貴，根本不值得。因而公平會認定廣告會使一般消費者誤認，該公司以展覽

超級汽機車為名，實際係以銷售日常用品為主，且展售之物品種類亦未適當記載於廣告

（海報）中為由而作成處分，成為公平會首響的(81)公處字第○○一號處分案。

回顧本案，雖是一件誇大的引人錯誤廣告，但本質上應該屬於消費者保護事件，而

不是涉及「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案件。但在民國八十一年初消費者保護法尚

未立法，而立法委員又將消費者保護列入公平交易法第一條的立法宗旨之一，公平會處

分本案確實順理成章。

本案展售地點乃在台北松山機場外貿協會展覽館，展覽的商品除少數幾輛的汽機車

雖特殊卻也不夠摩登，四、五十個賣攤均是日常用品或食品，其競爭商品遍及全台，從

地理市場、商品市場觀察，實不具任何競爭力，因地理位置的關係，台北市民權東路以

北敦化北路底，哪一區塊幾乎沒有任何店家，實不知受危害的相競爭對手事業何在？也

看不出因為此一引人誤認的廣告可以為哪一事業帶來競爭優勢進而造成其他業者的競爭

受損害。因此，權益受損的實在只有買票進入觀賞的一般民眾，花費一百元的門票甚為

不值，倘若在當年花一百元看電影，大家都說大爛片一場，民眾也會大呼冤枉，端看該

電影廣告是否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

(二) 以不實廣告補遺仿冒的金園排骨案

本案檢舉人「金園」食品公司檢舉「正宗堂金園」實業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

仿冒之規定。公平會最後認定被檢舉人因刊登不實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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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26。

「金園排骨」為檢舉人於四十年前創立，依法向台北市政府以「金園」名義申請餐

飲執照在案，並持有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第二六○○七號服務標章註冊證，營業種類依商

標法第二十八條第七類用於餐宿及旅行，先後延展達三十年之久。而被處分人使用「正

宗堂金園」〈或「金園正宗堂」〉排骨名稱，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仿冒之規定，故

而提出檢舉。

業務單位第三處承辦人接獲該案時，先對處內同仁作粗略調查詢問，有哪些人聽過

「金園排骨」？絕大部分基層同仁稱「沒聽過」27，承辦人於是以不符合第20條「相關

大眾所共知」（修法前）之要件，於擬辦單稱被檢舉人不違反公平交易法提請委員會審

議。孰知審查委員不但知曉「金園排骨」，且認為當時在台北小有名氣。經討論後請檢

舉人提供「相關大眾所共知」之問卷資料佐證是否相關大眾所共知，嗣後檢舉人提供之

問卷經承辦人抽查電詢受訪者，且問卷製作地點僅位於中華路南站店址附近，調查時間

亦僅有一小時，受訪者有答稱係鄰居、員工或親戚，委員會議以該份問卷不具證據力而

不採信，以檢舉人所提供資料不足採信為由而認定被檢舉人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0條。

但因被處分人將「金園排骨」四字加大印於系爭文宣中，「正宗堂」三字則以較小文字

置於「金園排骨」四字之上，將使一般大眾於無特別注意情況下，與檢舉人之「金園」

排骨產生混淆，委員會議最後決議認為：(一) 被處分人於廣告文宣中，刊登「四十餘年

餐飲經營及連鎖加盟成功經驗」及「連鎖業、餐飲業唯一獲菁英獎」等內容，依其用語

「四十餘年餐飲經營及連鎖加盟成功經驗」，應係指「正宗堂金園」事業之加盟經驗，

並非其員工幹部之資歷累計，縱被處分人幹部累積綜合經驗高於四十年，亦難謂「正宗

堂金園」事業經營已達四十年，是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二) 被處分人

使用「正宗堂金園」（或「金園正宗堂」）排骨名稱，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或

26 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87年8月5日，(87)公處字第一六六號處分書。
27 筆者當時擔任科長一職。民國六、七十年代筆者唸大學時與同學至西門町看電影，因只有一
家金園排骨，而且物美價廉故常去吃金園排骨，當時很多人知曉金園排骨，因此有些委員知

道金園排骨，嗣後因市場競爭激烈，出現新的競爭者如東一排骨、君悅排骨等，所以年輕一

輩的基層承辦人即不太知曉金園排骨，而認為不符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相關大眾所共知」

（修法前）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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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徵，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應立即停止該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

(三) 工業住宅不實廣告

由於不動產交易單價較高，很多消費者終其一生只交易一次，因此公平會在處理不

動產廣告時通常從嚴認定。尤其工業住宅之廣告，一般民眾實難以理解箇中玄機。

「工業住宅」一詞係業者所創之名詞，並非法律正式用語。在公平會的處分案中，

公平會認為業者雖在海報上已註明使用分區／工業區（用地）字樣，並無意欺瞞消費

者，然其在室內裝潢傢具配置參考圖廣告中載有臥室、餐廳、客廳、廚房、浴室等 一般

住宅室內規劃設計平面圖及客餐廳、臥室、廚房、浴室等室內設備建材說明文字，並以

客廳、臥室等照片為圖示，並未明確表示該建物之用途為供工業使用之廠房，且合併觀

察其廣告整體效果亦使消費者誤認該建築物為供一般居住之住宅，其在廣告上對於商品

之內容、用途等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28

由於工業住宅會讓消費者誤以為其隔間裝潢與一般住宅相同，殊不知會被認定為違

建而遭拆除，且其得向銀行貸款之成數亦與一般住宅不同，更無優惠房貸利率的適用，

對消費者權益影響甚大。在「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三點明定；「不動產廣告不得為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形之表示或表徵：(一) 工業

住宅：1. 廣告未對建築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之表示。2. 廣告

雖已載明基地使用限制為「工業區」或「丁種建築用地」，但標註較廣告中其他說明顯

然有所不足。3. 廣告未對建築物係供與工業有關之使用明確加以表示。4. 廣告使用一般

住宅配備為圖示，或文字說明暗示其建築物適合供住宅使用。5. 廣告中有關「建築物用

途」之宣傳，與建造或使用執照不同29。

(四) 預售屋履約保證廣告

預售屋與工業住宅及成屋的買賣，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的消費者交付部份價金時仍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82年1月14日(82)公處字第○○四號處分書；行政法院83年度判字第994號判
決。

29 公平交易委員會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258查閱
日期10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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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任何房屋的蹤影，這對消費者的壓力非常大。在交易過程中所透露出來的資訊能讓

消費者完全信賴的實在非常有限。為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公平會於是在民國91年10月17

日第571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

並於同年11月6日公壹字第0910010858號令發布，迄今修正過三次。該規範說明一背景說

明稱：「緣目前房屋預售制度之交易特性，消費者於簽訂買賣契約書時，就所購房屋事

先可取得之資訊相當有限，消費者完全依憑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以認識所購建物之環境、

外觀、隔局、配置及建材設備等，並據為是否交易之參考，復以預售屋較其他消費性商

品，有『價值較高』、『不易流通』等特性，致消費者與建築開發業者間，常因雙方就

給付內容之認知與期待不同而產生爭執，而其所衍生之交易糾紛，將影響買賣雙方權益

至鉅，故若能於合理範圍內促進房屋買賣交易資訊之透明化，當可有效減少此類糾紛。

鑒於公平交易法的立法目的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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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冀期建築開發業者均能瞭解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本會爰訂定本規

範說明，俾使相關業者知所行止，同時作為本會今後處理相關案件之參考。」並祭出公

平交易法第24條的帝王條款來規範，顯見對於預售屋銷售的資訊透明化非常關切與重

視。

至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於「預售屋」買賣預付款保障制度的措施（民國99

年6月11日新聞稿：第176次委員會議通過，由內政部公告後8個月後實施。）30

為健全國內預售屋買賣交易機制，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行政院消保會）

邀集相關機關、專家學者、業界及消保團體共同審議內政部「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

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該會第176次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將由內政

部公告後8個月後實施。

本次修訂的「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包括：

強制履約保證機制。預售屋屬於預付型商品，在消費者未取得所有權前，業者須依

規定辦理履約保證，履約保證依下列方式擇一處理：

30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標題：「預售屋強制履約保證機制有譜了！」 http://www.
cpc.gov.tw/detail.asp？id=1527 查閱日期：民國10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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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

(二) 其他經雙方同意之任一替代方式，包括：

1. 價金返還之保證

本預售屋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價金返還保證。價金返還之保證費用由賣

方負擔。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保證契約影本予買方。

2. 價金信託

本預售屋將價金交付信託，由　　（金融機構）負責承作，設立專款專用帳戶，

並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

金控管事宜。前項信託之受益人為賣方（即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

託為賣方而非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無法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

方。賣方應提供第一項之信託契約影本予買方。

3. 同業連帶擔保

本預售屋已與○○公司（同業同級之公司，市占率由內政部另定之）等相互連帶

擔保，持本買賣契約可向上列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屋。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

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連帶擔保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4. 公會連帶保證

本預售屋已加入由全國或各縣市建築開發商同業公會辦理之連帶保證協定，持本

買賣契約可向加入本協定之○○公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本協定之○○

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加入前項同業聯合連

帶保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31。

在上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所擬預售屋買賣契約中所謂的「強制履約保證機

制」包含了數種不同制度。在強制履約保證機制有關第4種方式由「公會連帶保證」的作

31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聞稿：有關「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事項」中關於履
約保證機制之內容，本會再予補充說明。該新聞稿補充說明上述範本第6條之1及「應記載事
項」第7點之1中「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是為原則性規定，「其他可替代方式」則屬
補充性規定。在選擇上，建商應先採選原則性規定，替代方式僅為補充性質。建商如欲以預

售屋方式銷售時，須就上項二種方式擇一，提供「履約保證機制」。http://www.cpc.gov.tw/
detail.asp？id=1528  查閱日期：10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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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但會讓消費者誤認公會的連帶保證乃會為倒閉之建商蓋好房子給消費者，其可行性

實在值得商榷。蓋所謂連帶保證係指由當債務人無法履行契約內容時，由連帶保證人負

履行債務責任，但公會只是由建商組成之民間團體的法人，公會法人本身並無建屋之能

力，況且建屋也非公會之業務，充其量僅可能由公會出面尋找其他建商來建屋，但又如

何要求其他建商答應？尤其前手建商蓋到一半的建築物是否有偷工減料或設計不良時，

其責任是否也該由接手的建商負責？其法律責任恐難以釐清。從而公會可能再度陷入債

務不履行的窘境而須負金錢的損害賠償責任。如此一來，還有誰敢擔任公會的理事、理

事長？因此，徹底解決之道仍在於訂定「不動產交易法」。由於建商的資金來源可分為

建商自有資金、向金融業融資、購屋消費者的已付分期價款等三大部分，既然金融業有

抵押權可優先受償，已簽約消費者所已付出之金額亦應有優先受償權，其順位應與抵押

權同，如此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權益。

伍、結論

從網路家庭線上購物與崴海衛公司被處分一案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進步與變遷，

許多有關不實廣告的主體與行為的定義，確實難以文字逐一作明確而嚴謹的定義，因此

不實廣告的廣告主沒有在條文中明確指出其範圍與型態而委由案例的詳述與認定，似乎

比較合乎現代社會的需求。

公平會成立至今年8月份，不實廣告的處分案件總計1,584件32，占全部處分案的二

分之一弱，其中不乏單純消費者保護事件。公平交易法的本質主要是規範市場的競爭秩

序，公平會成立後處理的第一件(81)公處字第○○一號「92’超級汽機車大展」引人錯誤

廣告案，從其展場位於台北松山機場外貿協會展覽館與銷售商品品向與內容來觀察其地

理市場與產品市場，實在看不出有哪一個相競爭者之權益受到損害，只不過是當時在全

國民眾矚目下所做成保護消費者的階段性任務。自此，即便消費者保護法於二年後施行

並成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並設有消保官，但公平會依然沒有卸下保護消費者的重責大

任，甚至常進一步引用公平交易法第24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的不確定法律概念來保護

32 處分案件統計參http://www.ftc.gov.tw/upload/fad467aa-14bf-45f4-9377-c61c5306653b.pdf 查閱日
期民國10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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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從籌備階段開始，主管機關經過二十年的不斷努力宣導、案例的彙整、舉辦公平交

易法研習班與訓練營、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的公聽會，使得大家都知道有公平交易法的

存在。但年輕一輩的許多新新人類，尤其沒有修過公平交易法課程的行銷或廣告科系的

同學，在設計廣告時恐仍不知在何種情況下會觸犯公平交易法，以致現在仍有許多不實

或引人錯誤的廣告出現。主管機關公平會已經二十歲成年，但仍需繼續努力，尤其對公

平交易法都沒有一點概念的消費者，要其正確判斷廣告的真實性已經不易，加上產品的

專業性、多樣性與日新月異，廣告創意又不斷翻新與勁爆，因此對於消費者的教育，尤

其在學生階段，使公平交易法成為各科系必修或必選的科目，將更有助於減少不實廣告

案件的發生，而創造一個真正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

本文回顧多於展望，蓋回顧可透過檢討加以改進，展望常因社會的變化、科技的突

破而不易實現，但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則是永遠不變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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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orcing the False Advertisement of Fair 
Trade Law 20th Anniversary-Review and 

Prospects

Hsieh Chi-sen*

Abstract

Twenty years ago the first punishment case “1992 Exhibition of Super Automobiles, 

Motorcycles and Modern Supplies” was made by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The Commission ordered that Shang Meng Advertising Co. should correct its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92.5% of the interviewed felt that the objects being exhibited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the exhibition. If you wanted to enter the Exhibition Hall (adjacent to 

Sung Shan Domestic Airport) you needed to pay NT$100 ticket. The general consumers would 

be misled as to the objects being exhibited after reading the advertisement. This case involved 

consumer protect but was unconcerned with restrict competition and unfair competition.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is promulgated on Jan.11, 1994 in Taiwan. The main mission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 (CPC) is to protect consumer interests and combining the 

resources of CPC with those of private sectors to push ahead the work of consumer protection.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is not proper to intervene in consumer protection.

Keywords: Fair Trade Law、Consumer Protection Law、Consumer Interests、Unfair 

Competition、Restrict Competition、Advertisement、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Fair Trade Commission

＊ Hsieh Chi-s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Alethe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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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林易典副教授＊

陳副院長昨天特別提到是否將消保會的職權併進公平會，意味著，過去公平交易法

執法的成功，特別是在對消費者保護的這一環、對不正競爭的防制上非常成功，也讓副

院長對公平會的職能刮目相看，所以更要繼續強化公平會的職能，當然也需要更多的資

源跟預算來支持，有關不公平競爭回頭來看過去的統計資料，光是謝教授今天報告的公

平交易法第21條的案例到去年11月的資料，大概就占了百分之四十幾強，再來公平交易

法第24條，同樣是不公平競爭，在所有公平交易法的案件中，即使公平交易法第20條的

仿冒，相形之下數字都差了一大截，所以這議題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依謝教授案例解析的PowerPoint來看，首先「92’超級汽機車大展」這個案子，謝教

授整個論文很重要的一個論點是，公平會不應當做消費者保護的工作，公平會不應當保

護消費者，而應該純粹處理限制競爭及不正競爭之事情，我們先看比較法，德國的不正

競爭防制法第一條就說，本法它保護競爭者、消費者，以及其他的市場參與者，他們可

以避免不正的交易行為，這其實也是不公平競爭一個很重要的理念，為何要防制不公平

競爭，因為它以不正之手段方式來贏得交易機會，一方面對其他競爭者是不公平的，不

是以效能競爭的方式來贏得市場占有率，但是因為我們要求以效能方式競爭，所以同時

也會保護到消費者，所以除非我們的競爭法不保護公平競爭行為，否則它不可能不會保

護到消費者，個人覺得有兩個觀念可以稍微釐清一下，就是消費者保護跟保護消費者其

實可以是一樣也可以是不一樣，如同謝教授最後提到關於往生後契約的例子，其實就是

我們傳統保護消費者純粹契約成立後履行的問題，其實公平交易法、民法、跟消費者保

護其實界線有些模糊，例如民法總則中關於錯誤、詐欺所做行為可以撤銷之規定，某種

程度上也在反映公平交易法第20條、第21條的規定，你以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方式來做

成一個交易行為，這對交易相對人來說不就是一個詐欺行為，而且還陷交易相對人於錯

＊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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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既可以依民法總則關於詐欺、錯誤行為之規定來撤銷，公平交易法只需要排除純粹

傳統物之瑕疵擔保，也就是真正履約階段的問題，甚至可以這樣說，公平交易法一旦涉

及民法，例如對於仿冒的規範、虛偽不實引人錯誤的規範，也就是在處理我們傳統締約

前契約過失的階段，陷交易相對人於錯誤而贏得了交易機會，而這個贏得交易相對人的

機會，在公平交易法中是比較著重在違背效能競爭而侵害到競爭者，競爭者可能因為這

種不正競爭而被逐出市場，而我們為了保護競爭者不被不正競爭而逐出市場，也順帶的

保護消費者，所以說除非競爭法中不要不正競爭法，否則保護消費者永遠會是我們公平

會無法不去履行或重視的責任。只是在第21條、第24條，傳統實務比較多是說，如何去

劃分哪些是純契約、消費者保護的事項，哪些是涉及不正競爭的事項，其實公平會在相

關的規範中都有規定，希望政府機關的行政資源不要無限度的被浪費在處理契約履行階

段的事情。

再來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其實我對「92’超級汽機車大展」這個案子，回頭來看，

它其實並沒有像我們想的有那麼多的疑慮，我們就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地理市場可

以劃全國也沒有問題，就比如台北有一個漫畫大展，南部或屏東的漫畫迷也會上來。服

務這種東西，對於有特別嗜好的人，對於這種展覽，並不是如我們傳統如麵店、小吃攤

等，會有運送成本的考量，至於產品市場劃分，也可以單獨就機車產品或一個大型的展

覽劃一個市場，在這個案子中，在附近的確是沒有競爭者受到損害，但是同樣也是辦機

車大展的，有可能因為之前有人把展覽用這種欺騙的方式辦的不好，可能使消費者因此

灰心了，導致後面即使有舉辦第二次展覽，消費者也不去看，那對真正正派經營舉辦機

車展的人就不會爭取到交易機會，而因此會被逐出市場，所以說這一個案例是一個純粹

不正競爭的案例也沒有問題，這也看得出來公平會在一開始第一個案例就已經掌握了不

正競爭行為的本質而處理，我在此很支持謝教授在第一個案例走的是正確的路，謝謝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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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黃美瑛院長＊

公平交易法是對企業行為的規範，我期待這部法律應該是經濟與法律的對話，既然

是對於企業經濟行為的一個規範，針對「不實廣告」這個部分，也涉及相關的經濟議

題。其實從經濟領域來想不實廣告這件事情，世界上各先進國家也都將不實廣告納入競

爭法、競爭政策裡面，所以它不單純只是消費者保護，也涉及對事業間競爭的影響。我

們去探討不實廣告對競爭是否有不利影響的時候，在公平會裡相關的文獻其實都有記

載，譬如說銷售房屋的不實廣告，它為何會變成我們競爭法要去挑戰的一個目標？到底

競爭的不利影響何在？在購屋者方面，當其因為受到不實廣告的誤導，而做成購買決策

的錯誤時，則會造成消費者利益的減損；另一方面是，消費者受了這個不實廣告的誤

導，在他做成購買決策以後，其他的房屋銷售業者，因為消費者已經做了錯誤的決策而

無法銷售其建案，將使其因顧客流失而遭受損害，所以這是影響競爭的議題。

另外，該不實廣告究竟為廣告主帶來多少利益，這種因違法行為產生的不當利得，

是裁處罰鍰額度的依據。像當年東森溫泉之不實廣告案，祭出一千萬的罰鍰，因為該不

實廣告可以為廣告主帶來極大的利益。然而，這些不當利得的估算，或是受損的一方損

失有多大，都應以經濟分析為基礎。公平會在這方面是有相當卓著法成效的，執法20年

以來大家應該是駕輕就熟，但是，現在相關案例的經濟分析確實有比較少見，面對層出

不窮的不實廣告案件，期許未來公平會對這類案件能有深入的經濟分析探討，譬如公平

會有網路廣告案件的處理原則，對於新的影響交易的不實廣告案件，相信經濟分析有相

當的重要性。回應汽機車大展的案子，它當然不只是消費者保護，因為消費者去參加汽

機車大展，因不實廣告而做出購買決定，就影響了他人能購買其他產品之選擇。該案雖

然是個小的案例，但卻是公平會成立以來第一個案例，所以在學校教授反托拉斯經濟學

或是公平交易法時，都會提到這個案例，這是創時代的案例，但我個人認為該案不只是

＊ 臺北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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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而已。

謝教授只澄清跟消保法相關議題的討論，這篇論文其實包含三大部分，亦即競爭法

的本質、成立要件及責任、以及案例解析，都非常的有意義、重要，其分析亦極為精

闢。個人想針對競爭法的本質做個回應，第一，不實廣告究竟是限制競爭抑或是不正競

爭？當然這個答案是非常明確的，它當然是屬於不正競爭這個部分，謝教授認為其為不

正競爭的論理是，因為不實廣告具倫理非難性，其不管是大小廠商，或是市場力大小，

都可能做出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之行為。這個論點若以經濟觀點來陳述，一般認為如果

該行為態樣涉及跟市場結構的改善或惡化有關者，就是屬於所謂限制競爭行為，反之，

則為不正競爭行為，因此，不論是從法律或經濟的觀點來判斷，不實廣告本質上是屬於

不正競爭，這點是可以同意的。

另外提到公平交易法第24條部分，我個人的理解是，現階段如果是涉及自身廣告不

實，就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如果是對其他競爭者商品的廣告不實部分，就會涉及

其他的條款，可能是公平交易法第19條、第22條或第24條。關於這點，謝教授也提出

確實很有必要釐清。也就是說，既然都是廣告，為何要把比較廣告放在公平交易法第24

條？比較廣告是對競爭者(即他人的、非自身的)商品內容等做不實的比較，為何不把它

一併放在公平交易法第21條處理。另外，就是關於跟其他部會機關的協調分工部份，

我們看到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處理原則，列出「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重法優於輕

法」，謝教授也提到有一個建議是「專業法優於普通法」。基本上，這點我認為有待商

榷。因為宣稱「專業法優於普通法」時，如果把公平交易法當作普通法，好像公平交易

法不太專業，這點是有顧慮的，因為公平交易法其實是具有相當專業性的，所以，雖然

謝教授的立意非常好，但是否還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區分？再者，我認為「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重法優於輕法」，這兩者一個是行政罰法前，一個是行政罰法後，似乎有點

矛盾。因為其實現在的公平交易法雖然是被稱為普通法，它的罰鍰卻高於其他法規很

多，那不是屬於重法嗎？既要「重法優於輕法」、又宣稱「特別法優於普通法」，那適

不適合放在處理原則的第15點？

最後，關於最近新訂的薦證廣告規範說明。在民國99年7月8日通過的修訂案中規

定，依行政罰法，薦證者在不實的薦證廣告中，其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或明知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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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知所從事之薦證有不實及引人錯誤，將與廣告主併同罰之，或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實務上，行政罰法「故意共同實施」的認定，應有明確的要件且考量可行性

及合宜性。另外，不實廣告的薦證者已需依行政罰法課徵行政處分，但至目前為止，廣

告代理業者及廣告媒體業者尚不需擔負行政責任，這點未來仍值得討論，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