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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臺，因而
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大影響力。網紅會
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
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
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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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新議題。

本報告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
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我國借鏡。此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
要說明報告，或者重要的執法指引。
本研究主要使用比較法研究、文獻蒐集整理與案例研究。本研究主要比較美國、
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之相關法規文件，並整理處
理案例，瞭解各國之作法。進而分析回顧臺灣相關法規與案例，對臺灣法規或執法方
式提出建議。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於網路影響者行銷，均要求需於貼文中清楚且明顯地揭
露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對於何種利益關係該揭露、何種揭露方式才屬
於清楚且明顯，均有明確規定，或制訂明確的案例指引。日本目前也正思考是否要將
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納入規範。
美國、加拿大、英國，對網紅未揭露利益關係，以及素人收受利益對產品為負面
評價留言卻未揭露利益關係，均已有裁罰案例。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未揭露利益關係相關條文，
可參考外國法規進行修正。對該揭露的利益關係清楚定義，對揭露的方式也應以文字
明訂，並對該規範說明之案例，進行調整與修正。
另外，可參考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執法機關所訂定的「網路影響者行銷指
引」，訂定臺灣版之「網路影響者行銷指引」，讓臺灣廣告代理商與網紅均有所依
循。
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1條與第25條之關係，仍有待審慎思考是否應調整。不論欲將
影響者行銷未揭露利益關係，歸於第21條或第25條處理，均應思考是否應修法調整，
如何直接處罰廣告代理業者與薦證者。
關鍵詞：新興薦證廣告、網紅、負面薦證廣告、社群媒體、揭露利益關係、非一般大
眾可合理預期、不實廣告、欺罔

一、前言
網路社會之基本價值，透過網路分享生活經驗，已為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也因此
買東西、選餐廳及找服務等，常有先上網查看他人分享之消費經驗及評價。因為消費
者樂意參考網路上他人分享的消費經驗，作為購買商品的重要依據。
現今社會人們上網時間越來越長，並且會上各種社群媒體、影音分享平臺，因而
興起了所謂的網紅。這些網紅有大量的追蹤粉絲，對粉絲行為有很大影響力。網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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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廠商利益，推薦廠商產品或服務。另外，廠商也可能付費給一般網民，在產品留
言板留言給予商品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網紅的推薦文，以及網民的留言評價，成為
新興的薦證廣告形式。但對於這兩種新興薦證廣告形式，如何規定其應有的規範，成
為一個新議題。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乃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
國、日本對於此種新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提供我國借鏡。此
外，對於各國重要法規文件，包括官方重要說明報告，或者重要的執法指引，本研究
均詳細整理。
本研究也分析「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下稱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之內容與範例，並說明其中若干問題。最後，對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就
不實廣告的執法案例與相關爭議，也進行詳細探討。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
只在三星寫手門案，處理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的
具體案例。
最後，本研究綜合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例的詳細
分析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

二、新興薦證廣告之現況與發展
（一）新興薦證廣告形式
以下先介紹說明，網路時代下產生的特殊新興薦證廣告形式。
1.網紅的分享文
許多人會在社群網站放自己使用商品或者到哪家餐廳的經驗分享文。若在個人的
臉書、Line等作此等資訊分享並無可厚非。但不乏許多名人（尤其是藝人）會刻意經
營自己的臉書粉絲社團、Youtube頻道等，除了分享自己的生活、時事感想等，也穿插
所謂的業配開箱文來介紹商品，通常會宣稱自己使用的效果相當好而做推薦。
在薦證廣告的3種主要類型（名人薦證廣告、專家薦證廣告與素人薦證廣告）
1

裡，名人薦證廣告顯然是最受廣告主歡迎的一種 。網路時代興起的各種網路紅人，利
用網路世界的特性而使廣告更加生活化與無形化。網紅可以每天透過網路直播，宣稱
體驗過各式各類的產品或服務，但實際上卻是與業者進行業配。
2.線上直播主
線上直播主除了透過直播方式來宣傳自己獲得打賞的類型外，不乏是透過直播來
宣傳販賣商品，相當類似電視購物台的現場直播節目。直播主亦是可能透過自己或請
來賓來說明使用商品之經驗。但要注意的是，直播主或許並非如購物台的購物專家只
1

王明禮，「網路時代之薦證廣告與其管制」，東吳法律學報，第28卷第4期，139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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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持節目，而是自己即是販售商品的業者，若為如此，直播主應該當廣告主。
3.製造口碑模式
製造口碑的方式，除了透過上述的網紅、名人的開箱文來製造口碑之外，例如公
平會處分的三星寫手門案一般，廣告主透過行銷公司聘請素人寫手到相關產品的討論
平臺網路做分享的手法，不但以自身體驗的方式來誇示商品的優點，甚至還攻擊具有
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或者，自行建立討論社團，再用類似手法請人寫不實的使用
經驗等方式。
(1)素人薦證廣告
素人薦證廣告，就是以許多一般民眾的推文，進行口碑行銷（Buzz
2

Marketing） 。王明禮指出，素人薦證者的大量湧現，其中許多無需賴此為生，使廠
商得以極低微之代價來換取網路推文。目前常見之小誘因包括低價贈品、試用品、商
展貴賓券或入場券、新產品發表會參與機會或其他優先接觸尚未上市產品之機會、抽
3

獎等等，不一而足 。素人薦證廣告通常必須以量取勝。既然網路上素人薦證者招募容
易且代價低廉，某些廣告主或廣告商甚至與某些網友進行長期合作，在熱門消費者論
壇類之場所擔任其品牌之常業護衛軍，也就是所謂的「寫手部隊」。近年來甚至出現
4

專業機構，專門負責組織「圍事」性質的寫手部隊 。
(2)負面薦證廣告
所謂負面薦證廣告，指的是以薦證廣告之手法（例如陳述自己的使用經驗），對
競爭對手的產品進行反推薦。基本手法又可分為2種，一種是由薦證者指陳對手產品
之缺點或貶抑對手之公司形象，另一種則是由具明顯負面形象之人來推薦對手產品，
5

藉以讓後者與薦證者的負面形象發生連結 。
（二）新興薦證廣告之市場發展
根據臺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簡
6

稱DMA）於2020年6月的調查報告顯示 ，2019年臺灣數位廣告總產值達新臺幣458.41
億元，相較於2018年的新臺幣389.66億元，整體投資金額成長幅度達17.6%。其廣告
類型占整體廣告產值比率由高至低，依序為展示型廣告（Display Ads.）占35.78%、
7

關鍵字廣告（Search Ads）占24.62%、影音廣告（Video Ads）占24.24%、口碑 /內容
2
3
4
5
6

7

王明禮，同上註，138。
王明禮，同上註，138-139。
王明禮，同上註，139。
王明禮，同上註，139。
Taiwan Digital Media and Marketing Association (2020/6/9)，Taiwan Digital Advertising
Statistics Report 201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jYA-uSfQeksrWBWIjq_
MGRTwXbOJ67_/view。
口碑係指人際間針對某一品牌、產品或服務，在非正式及無商業利益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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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Buzz/Content Marketing）占15.04%，以及其他廣告類型占0.21％。儘管口碑/
內容行銷僅排第四，但其中網紅業配（即網紅薦證廣告）的金額，就佔了整體金額的
48.2%，將近5成，達33.23億新臺幣。企業投資薦證廣告金額，較去年（2018年）成長
12.5%。
拜資訊科技進步所賜，消費者已能透過電腦或各種行動裝置，收看網紅薦證廣
8

9

告 ，作為消費決策之參考依據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網紅是影響消費者決策的
重要關鍵

10,11,12

。故近年來，國內外許多的電商或直播平臺（如淘寶、Youtube Live、

臉書、17直播、Instagram、Twitch或鬥魚[DouYu]…等）紛紛透過網紅行銷產品。
13

在社群媒體使用方面，根據創市際於2017年的調查顯示 ，目前臺灣社群媒體
使用者使用社群媒體比例，以觀看Facebook臉書直播所占比例最高，達83.4%，其次
依序為Youtube的62.2%、Instagram的17.4%、17直播的14.0%，其餘直播平臺收視均
不超過10%。前三名以社群和影音網站為主，收看族群以女性居多，男性則使用直
播平臺比率較高。然而，在收看直播的內容中，競爭白熱化的商品銷售直播收看率
有25.7%，且收視族群男女差異不大，此與販賣商品路線廣泛有關。對此，創市際市
14

場研究顧問的調查進一步指出 ，收看商品銷售直播的消費者有52.3% 是透過社群媒
體；其中，77.1% 的消費者是透過臉書收看，其他則有12.5% 的消費者是透過購物網
站收看。綜上所述，顯示臺灣使用者主要是透過手機或平板的社群媒體（尤其是臉

8

9

10

11

12

13

14

進行口頭上的溝通過程（Arndt, 1967）。
薦證廣告係指廣告薦證者（如網紅、知名公眾人物、專業人士、機構及一般消費
者）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信賴、發
現或親身體驗結果，製播而成之廣告或對外發表之表示，https://www.ftc.gov.tw/
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65&docid=13021。
Zhou, J., Zhou, J., Ding, Y., and Wang, H., “The Magic of Danmaku: 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f Gift Sending on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34 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8-15(2019).
Zhang, X., Xiang, Y., and Hao, L., “Virtual Gifting on China’s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Hijack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 12(3)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6(2019).
Wohn, D. Y., and Freeman, G., “Live Streaming, Playing, and Money Spending
Behaviors in eSports,” 15 (1) Games and Culture, 1-16 (2019).
Wan, J., Lu, Y., Wang, B., and Zhao, L., “How Attachment Influences Users’ Willingness
to Donate to Content Creators in Social Media: A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erspective,”
54(7)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 837-850 (2017).
創市際（2017年7月6日），「創市際2017合作專題一：臺灣直播市場『臺灣網友
直播看什麼？』調查」，https://www.ixresearch.com/news/news_07_06_17。
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8年12月）2018臺灣網路報告，https://www.twnic.
net.tw/doc/twrp/201812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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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收看網紅薦證廣告。
再者，根據We Are Social公司和Hootsuite社群媒體平臺於2020年7月發布的全球
15

網路使用行為調查報告 顯示，臺灣的活躍社群媒體用戶占全國總人口數88%，與韓
國同為全球第二，僅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99%，且臺灣人平均每天花102分鐘瀏
覽社群媒體。根據數位時代雜誌與AI網紅數據平臺「KOL Radar」於2020年的「2020
百大影響力網紅數據洞察報告書」顯示，Facebook、YouTube、Instagram是臺灣網
友主要使用的三大社群平臺；其中，Facebook以文字為主、Instagram為圖文整合、
YouTube以影片為強項。對此，本研究利用Google Trend進一步了解近一年臺灣網友搜
尋「Facebook」、「Youtube」、「Instragram」之趨勢。整體而言，在三大社群媒體
的搜尋趨勢中，以「Facebook」為最多（平均為93%），其次為「Youtube」（平均為
33%），而「Instragram」排第三（平均為43%）。
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的調查所示，2019年臺灣的網紅業配金額已
占業者口碑與內容行銷預算（68.93億元）中的48.2%，超過33億元新臺幣。2020年在
COVID-19的疫情肆虐下，已有不少業者開始進行網紅行銷，光是第一季，就邀請多
達3,303位網紅進行導購貼文，創造出近1.4萬篇內容。

三、各國重要法規文件與案例
本文鎖定歐盟、美國、日本競爭法主管機關，對薦證廣告所發佈的法規文件或相
關案例，進行深入研究。以下本章將依照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等順序，
詳細介紹該國之重要法規文件與執法案例。
（一）美國
1.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
美國聯邦政府對於廣告管制的主要主管機關為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16

17

Commission，簡稱FTC） 。FTC肩負保護消費者與促進競爭之雙重使命 。對於商業
廣告之規範管制為聯邦交易委員消費者保護之一環，其主要法律基礎為聯邦交易委員
18

會法第5條對於「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之禁止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1)規定：「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
15

16

17
18

Kemp, S. (2020/7/21), Digital 2020: July Global Statshot Report，2020年10月21日，取
自：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july-global-statshot。
Carol Anne Been & Kate Hart, Native Advertising: What You Need to Know, 72
INTA Bulletin, December 1, 2017. https://www.inta.org/INTABulletin/Pages/Native_
Advertising_7220.aspx。
https://www.ftc.gov/about-ftc/what-we-do.
William C. Holmes, “FTC Regulation of Unfair 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Current Status
of the Law”, 30 DePaul L. Rev. 555, 556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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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構成違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 and 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19

affecting commerce, are hereby declared unlawful.） 。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a)(1)前段的「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包括了違反Sherman法和Clayton法的主要行為；而後段的「影響商
業之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手段」（unfair or deceptive acts or practices in or affecting
commerce），又可區分為「不公平行為」和「欺罔行為」。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所處罰的對象，並不限於參與
競爭的事業。根據第5條(a)(2)規定：「委員會被授權避免，任何人、合夥、公司，除
本法第57a(f)(3)所規定的銀行、儲存和貸款機構，第57a(f)(4)所規定之聯邦信用聯盟、
貿易相關法律所規範之大眾運輸，美國法典第49本第VII章A節所規範航空載運和國外
航空載運，以及受1921年Packers and Stockyards Act 法（經修正放於7 U.S.C. 181條以
下）所規範之個人、合夥和公司，除該法第406條(b)（7 U.S.C. 227(b)）之例外，不可
使用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競爭方法，或者商業上或影響商業之不公平或欺罔行
為或手段。」
2. 2009年FTC薦證廣告指引
2009年FTC發布「有關於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Gui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本指引說明FTC在審酌薦證廣告之
合法性（特別是FTC法第5條之規定）所採取之一般原則，並提供這些原則之應用範
20

例 。所謂薦證指消費者可能相信為反映廣告主以外之人之意見、信仰、發現或經驗
21

的任何廣告訊息。任何提供前述訊息之個人、團體或機構均為薦證者（endorser） 。
FTC將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視為同義詞。在本指引以推薦
22

（endorsement）一詞涵蓋推薦（endorsement）與證言（testimonials） 。因此，就美
國法而言，可將endorsement翻譯為薦證。
16 CFR § 255.1規定了薦證廣告的一般考量因素，其包括下述重點：
23

(1)薦證必須反映薦證者之誠實意見、發現、經驗 。
(2)薦證訊息無須與薦證者之措辭完全相同，但不得以抽離情境脈絡之方式利用薦證，
19

20
21
22
23

15 U.S.C. § 45. 關於該條文的解釋操作，可參見廖元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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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000）。
16 CFR § 225.0(a).
16 CFR § 225.0(b).
16 CFR § 225.0(c).
16 CFR § 25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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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之以扭曲之方式改寫 。
25

(3)若廣告呈現薦證者使用該產品，薦證者應為真正使用者 。
(4)廣告主須為薦證中之不實或無事實根據之陳述負責。廣告主亦有責任揭露自身與薦
26

證者間之實質關係。薦證者亦須為其於薦證中之陳述負責 。
進一步，在16 CFR § 255.5中，明確規定薦證者應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其規
定，當薦證者與廣告產品的銷售者間，具有某種關聯，會重要地（materially）影響該
薦證可信度（例如，該關聯無法被一般消費者可合理預期），此種關聯必須被充分揭
露。例如，當一個電視廣告中出現的薦證者，既沒有被呈現為是專家，也不為一般消
費大眾中相當一部分人所認識，那麼，該廣告主就必須清楚且明顯地揭露，在交換該
推薦前是否有給予報酬或承諾後謝，或者薦證者知道或有理由知道或相信，在對該廣
告產品薦證後，某些利益（例如出現在電視上）將會擴及回薦證者身上。下述案例可
27

作為額外的指引，包括透過其他媒體所為薦證的指引 。
3.2013年「.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
針對如何在線上廣告中作成合乎FTC主管法規規範之「明確且顯著之線上揭
露」，FTC於2013年3月發布「.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com
28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
其特別針對如何就線上廣告，對消費者做出明確且顯著的揭露，說明其為廣告。
傳統上，FTC要求揭露必須以「清楚且明顯」（clear and conspicuous）之方式呈現。
此一標準須依照理性消費者的觀點來判斷。其關鍵在於對該廣告之「整體淨印象」
29

（overall net impression）--亦即，廣告是否真實且具備佐證 。揭露是否合於清楚且明
顯之標準無法一概而論，需視該揭露之資訊及廣告之性質而定。FTC發展出7項評價特
定揭露是否為清楚且明顯時的考量：
• 揭露在廣告中的位置及其與所要限定的宣稱之距離（鄰近性）；
• 該揭露之顯著性；
• 該揭露是否為不可避免的；
24
25
26
27
28

29

16 CFR § 255.1(b).
16 CFR § 255.1(c).
16 CFR § 255.1(d).
16 CFR § 255.5.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6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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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中的其他內容可能會移轉消費者對於該揭露注意力之程度；
• 為了有效傳達，該揭露是否必須被重複呈現；或者由於消費者進入該廣告之途
徑不同，而錯失該揭露；
• 以聲音訊息呈現之揭露，是否以適當之音量及韻律呈現；視覺揭露顯示之時間
是否夠長；
30

• 該揭露所要傳達之對象是否能了解其中之用語 。
FTC一方面使用這些傳統因素來評價線上廣告之揭露是否滿足明確且顯著之標
準，但另一方面也承認，線上廣告的特殊性—包括透過社群媒體平臺或行動裝置傳
31

達—可能會影響對於揭露之評價 。在文件的7-21頁，FTC討論了如何適用傳統標準於
線上廣告揭露之評價。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將揭露與其所要限定的宣稱或產品
資訊，顯現於同螢幕/同框（same screen），以及使用超連結（hyperlinking）揭露等問
題。
此外，該指引特別提到一種「空間有限廣告」（space-constrained ad），主要包
括tweet這種社群網站中的薦證廣告，由於空間有限，且會被他人分享，就必須在適當
的位置為清楚明顯地揭露。在該指引案例14到案例17，均屬於對tweet薦證廣告的實例
說明。其詳細舉例說明，在空間有限的推文中，要以何種方式為清楚且明顯的揭露重
要關連性。
4.對新興薦證廣告之裁罰案例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於2019年和2020年，在其網站上的案例資料庫中，陸續公布
4則與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2則案例是FTC自己行政裁罰，2則案例則是FTC
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這4則案例，剛好涉及4種形式的新興薦證廣告問題。
(1)2019年FTC v. Devumi案：販售虛假社群網站影響力指標
該案例中被告之行為，乃營運Devumi.com、TwitterBoost.co.、Buyview.co和
Buyplays.co等網站。透過這些網站，被告銷售假的社群媒體影響指標（fake indicators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包括假的追蹤人數（followers）、訂閱人數、觀看數、點
讚數，給不同社群媒體平臺的使用者，這些平臺包括LinkedIn、Twitter、YouTube、
32

Pinterest, Vine和SoundCloud 。
30

31

32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p.
7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FTC, .com Disclosure: How to Make Effective Disclosure in Digital Advertising, at
5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gov/tips-advice/business-center/guidance/comdisclosures-how-make-effective-disclosures-digital.
FTC v. Devumi, Case 9:19-cv-81419,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S.D. Florida, 1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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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年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案：員工撰寫假評論意見
該案乃涉及，化妝品公司指示員工上產品留言板，對自家商品進行留言評論，卻
33

未揭露其為該公司員工 。
(3)2019年UrthBox, Inc.案：贈送產品給消費者交換評論
34

2019年4月，FTC對於UrthBox提出了行政起訴草稿 ，認為其張貼在網站上正向
之消費者評論，並沒有揭露這些評論者與該公司之間具有重要關聯，並且同時也公布
35

了與UrthBox公司間的協議命令書草稿 。經過公告徵求意見後，FTC於2019年5月17
日公布了正式的行政起訴書，以及經過被告協議同意的行政處分書。
(4)2020年Teami, LLC案：網紅薦證減肥茶未揭露
2020年3月6日，FTC對於Teami, LLC公司，提出了起訴書，起訴於佛羅里達州中
區地區法院。該案涉及廠商請多名網紅薦證減肥茶的行為，在薦證貼文中網紅卻沒有
36

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係 。
（二）加拿大
加拿大法規中，關於薦證廣告的規定，除了規定於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中，另外也規定於廣告標準準則（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1.加拿大競爭法
加拿大競爭法第52條(1)規定：「虛假或誤導性表達（False or misleading
representations）。任何人不得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的，或為
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透過任何方式，明知或重大過失對公眾為表達，該
37

表達在重要面向上為虛假或誤導性。 」
33

34

35

36

37

FTC, In the Matter of Sunday Riley Modern Skincare, administrative compliant, at 1-2,
(10/21/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92_3008_sunday_
riley_complaint_0.pdf.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Complaint
(4/3/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2_3028_urthbox_
complaint_4-3-19_0.pdf.
FTC, In the Matter of URTHBOX, INC., a corporation, et al., draft Decision and Order
(4/3/2019),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cases/172_3028_urthbox_
decision_and_order_4-3-19.pdf.
FTC v. Teami, Case No. 8:20-cv-518-T-33TGW, Complaint for Permanent Injunction
and Other Equitable Relief , (M.D. Florida, 3/17/2020),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
documents/cases/teami_-_entered_stip_ord.pdf.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52(1)(“ No person shall,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knowingly or
recklessly make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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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競爭法第74.01條(1)規定：「對公眾為不當表達（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任何人參與一個可審查之行為，其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產品之提供或使用
之目的，或直接或間接為了促進企業利益之目的，透過任何方式，(a) 對公眾為一表
達，該表達在重要面向上是虛假或誤導性；(b)對產品之表現、效能、使用期限以陳
述、擔保、保證等方式公眾為表達 ，但並非根據適當且適合之檢測，該證據存放於為
表達之人處；或(c)向公眾唯一表達，其形式之意圖為(i)對產品之擔保或保證，或(ii)承
諾會替換、維護、維修一零件或任何部分，或者重複或持續一服務，直到達成一特定
結果，如果該意圖之擔保、保證之形式，乃實質上誤導性，或者不具合理期待其可以
38

被履行。 」
所謂的不實或誤導性的薦證廣告，包括，薦證者並不是真正使用了該產品，並沒
有揭露實質的關連性（例如：他們有收受報酬，是該公司的員工，或收到免費產品以
39

交換該見證） 。
上述一般性的誤導廣告條文，加拿大競爭法也有特別的條文，要求所謂產品表現
的宣稱（performance claims），必須在宣稱之前真的測試，亦即表現宣稱必須有「適
40

當且適合的測試」 。
對於薦證，有一條獨立的規定，是1999年修正時加入的第74.02條。其規定：「一
人參與可審查行為，為了直接或間接促銷供應或使用任何產品之目的，或為了直接
或間接促銷任何商業利益，對公眾表達（representation），任何人已經對該產品之表
現、效能、生命期作測試，或出版對該產品的見證（testimonial），除非對公眾表達
或出版該見證之人，可以證明：(a)該表達或見證是由該人自己測試或見證，或 (b)這
樣的表達或見證，在公開之前，由該表達或見證之人以書面方式同意或允許，且該表
38

39
40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1(1)(“ Misrepresentations to public 74.01 (1)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by any means whatever, (a)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in a material respect; (b)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the form of a statement,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that is not based on an adequate and proper test
thereof, the proof of which lies on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c)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in a form that purports to be (i) a warranty or guarantee of
a product, or (ii) a promise to replace, maintain or repair an article or any part thereof
or to repeat or continue a service until it has achieved a specified result, if the form of
purported warranty or guarantee or promise is materially misleading or if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spect that it will be carried out.”).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http://www.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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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達或見證符合了之前所做的、以出版、已同意的表達或見證。 」
2.競爭署官方政策說明
加拿大競爭法之主管機關為加拿大競爭署（Canadian Competition Bureau），其
針對虛假性和誤導性廣告行銷，做出了許多官方政策文件。其中，跟網路新興薦證較
有關者，為2015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1篇（Volume 1）的第3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
另外在2018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第4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
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
3.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與廣告標準準則
加拿大另有一個加拿大廣告標準準則（The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該準則是由加拿大的廣告產業，於1963年自己成立並推定制訂的一個準則，其乃是
加拿大廣告業自我管制的基本規定。其內容乃由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
所管理，持續更新，以符合消費者和社會的期待。目前其內含14個基本規定，建立了
42

廣告的可接受標準，包括必須是真實的、公平的、正確的廣告 。
該廣告標準準則第7條，乃對薦證廣告的獨立規定：「試用、背書或其他意見
或偏好的表達，必須反映出為該表達之個人、團體或組織的真正、合理、現在的意
見，且必須立基於對該特定產品或服務之使用經驗的適當資訊，且不能有其他詐欺情
43

事。 」
41

42
43

Canada, Competition Act, Section 74.02(“ Representation as to reasonable test and
publication of testimonials74.02 A person engages in reviewable conduct who,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upply or use of any product, or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y business interest, makes a represent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a test has been made as to the performance, efficacy or length of life of
a product by any person, or publishes a testimonial with respect to a product, unless the
person making the representation or publishing the testimonial can establish that
(a)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previously made or published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or
(b) such a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was, before being made or published, approved
and permission to make or publish it was given in writing by the person by whom
the test was made or the testimonial was give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accord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r testimonial previously made, published or
approved.”).
https://adstandards.ca/code/（最後瀏覽日：2020/8/5）.
Canadian Code of Advertising Standards, provision 7 (“ 7. Testimonials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or other representations of opinion or preference, must
reflect the genuine, reasonably current opinion of the individual(s), group or organization
making such representations, and must be based upon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or

499

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此外，廣告標準協會（Ad Standards）針對該廣告標準準則，詳細制訂了解釋
性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指定了第5號解釋性指引（Interpretation Guideline #5 –
Testimonials, Endorsements, Reviews），明訂了具體的揭露要求。其要求必須揭露，在
背書者、評估者、影響者，或者做出該宣稱者，以及製造該產品提供給背書者的實體
之間，任何的實質關連；且該實質關連揭露必須是清楚和立即的，且該揭露必須與對
44

該產品或服務之宣稱有緊密連結 。
4.影響力行銷之揭露指引
在廣告標準協會下，協調廣告業者組成了影響力行銷掌舵委員會（Influencer
Marketing Steering Committee），並在2019年1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該份指引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
方式替廣告主貼文薦證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做了詳細的原
則性說明。
基本上，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FTC2013年的「.com揭露」指引。其要求必須揭
露的重要關連性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
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45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 。
在說明完原則之後，該揭露指引對於具體的社群媒體平臺，包括Youtube之影
片、Instagram之照片與貼文、Snapchat之貼文、Twitter之貼文、部落格之貼文等，針
對每一種平臺以及內容的揭露方式，以案例說明，具體建議適當的揭露方式，以及不
足的揭露方式。
（三）歐盟與英國
1.歐盟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2005）與附件行為清單
歐盟對於競爭法的架構，區分為競爭法與不公平行為法兩大塊。競爭法乃直接規
定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聯合行為）及102條（濫用獨占地位），歐盟執委會並因
而發佈許多具體的指引，該部分由歐盟執委會自行執法。另一塊為不公平行為，主要
法規為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 Directive 2005/29/
46

EC) 。
44
45

46

experience with the identified product or service and must not otherwise be deceptive.”).
https://adstandards.ca/interpretation-guidelines/（最後瀏覽日：2020/8/5）.
James Hale, Canadian Government Officially Warns 100 Brands And Ad Agencies To
Comply With Influencer Marketing Laws, On February 10, 2020, https://www.tubefilter.
com/2020/02/10/canada-competition-bureau-influencer-marketing-laws-in-canada-adstandards/（最後瀏覽日：2020/8/5）.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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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跟廣告最有關係的是該指令的第6條，為誤導性行為（misleading

actions），以及第7條的誤導性刪除（misleading omissions）。所有網路廣告，可能違
反不公平商業行為者，可能都跟這兩個基本條文有關。
但是，什麼樣的情境，會被認為屬於誤導性行為或誤導性刪除，該指令另外提
供2個附件，第1個附件是「在所有情況下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商業行為」（ANNX 1
Commercial Practices which are in all Circumstances Considered Unfair），一共列出了31
種具體的情境。其中，跟薦證廣告特別有關者有2種，第11種情況規定：「在媒體上
使用編輯內容促銷一產品，在內容中沒有清楚標示此乃促銷內容，或者沒有用影像或
47

聲音清楚讓消費者可識別其乃促銷內容（報導式廣告）」 。另外，在第22種情況規
定：「不實的宣稱或創造一印象，該交易者並非為了自己的交易、事業、技藝或專業
48

而行為，或者不實地表達自己是一消費者。 」
2.英國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交易法
英國對新興薦證廣告管制之主要法規範基礎為 2008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
交易法（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CPRs) ）(SI
2008/1277)）（以下簡稱「不公平交易法」）。本法為履行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
為指令（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之國內立法。
不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包括：
（1）構成第3條所規定之不公平商業行為（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者；
（2）構成第5條所規定之誤導性行為（misleading actions）者；
（3）構成第6條所規定之誤導性遺漏（misleading omissions）者；
（4）構成第7條所規定之侵略性（aggressive）商業手法者；或
（5）構成附件一（Schedule 1）所列舉之31項行為之一者。
第3及第5至7條，規定被禁止的不公平行為，對於這些規定的違反，事業除了從
事該行為外，該行為必須對平均消費者的行為產生影響或有影響之虞。平均消費者大

47

48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11(“ Using editorial content in
the media to promote a product where a trader has paid for the promotion without making
that clear in the content or by images or sounds clearly identifiable by the consumer
(advertorial).”).
Unfair Commercial Practices Directive, ANNX 1, point 22(“ Falsely claiming or creating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trader is not acting for purposes relating to his trade, business,
craft or profession, or falsely representing oneself as a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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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被假定為合理地被告知，合理地遵守細心及謹慎。平均並不是指統計上的平均消
費者。若某一商業行為以某一特定團體為目標，或者可以合理地預見，某一團體的消
費者對於該行為，將會特別脆弱，那麼，所謂的平均消費者，指的是該團體的平均成
員。第3條及第5到7條所禁止之不公平行為，並不限於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商品或服
務的決定，還包括諸如消費者是否瀏覽某一產品，聯絡事業或者造訪商店，以及做成
不購買某產品之決定。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一列舉31項，被認為當然不公平，從而必
須禁止的行為。

表 1構成不公平交易法不公平性之要件
條文

行為

效果

第3條

違反專業盡責(professional
diligence)規定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
者作知情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之能力 並產生此結
果

第5條

為誤導或詐欺有關條文所列
重要因素之行為

和

第6條

遺漏(或不明確/未及時提供)
重大消息

和

第7條

騷擾、脅迫或不當影響等侵
略性商業手法

(可能)實質上損害一般消費
者的選擇自由與行為
並產生此結果

附件1

條列31項禁止行為

造成(或可能造
成)一般消費者
作出不同之(交
易性)決定

不適用(無損害或交易性決定檢測)

資料來源：Guidance o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Unfair Trading Regulations 2008, p. 18.

3.英國競爭及市場委員會
英國2013年企業及管制改革法（the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廢除
了本有的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Committee）及公平交易辦公室（the Office of Fair
Trading）並創設「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 ，簡稱
49

CMA）為其業務承繼者。CMA之任務在於為消費者之利益，促進英國內外之競爭 。
CMA是英國主管競爭及消費者事務的主要機關。
(1)2015年CMA「線上評論及推薦」研究報告
CMA認為線上評論及推薦對於消費者資訊供給之貢獻良多，但也憂慮某些作
49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Act 2013, ss. 25-6. CMA組織及運作之細節規定於
本法之附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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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能於法不合。為深入了解線上評論及推薦，CMA於2015年2月26日開始徵集
相關資訊，並於2015年6月19日發布關於「線上評論及推薦」（Online reviews and
50

endorsements）研究報告 。
(2)CMA/CAP影響者廣告指引
在英國，關於廣告之管理者，除了競爭及市場委員會之外，還有廣告業自律
組織，主要為「廣告實務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簡稱
CAP）。
CMA與CAP於2018年9月28日聯合發布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51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CMA與CAP於2020年2月6日更新該指引。該指引所
52

稱影響者（influencer）泛指部落客、影音部落客、名人及其他社群媒體人物 。
(3)處罰新興薦證廣告之案例
53

2014年4月至今，CMA處理與本研究相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30件 。其中
與線上評論有關者3件，與薦證有關者27件。與薦證有關之27件中，有20件為2019月1
月網路影響者向CMA提出正式承諾之案件。

50

51

52

53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nsultations/online-reviews-andendorsements.
CMA/CAP, ‘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 (28 September 2018),
https://www.asa.org.uk/resource/influencers-guide.html.
CMA: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being transparent with your followers’(23 January
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social-media-endorsements-guidefor-influencers/social-media-endorsements-being-transparent-with-your-followers.
CM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nsumer-enforcement-outcomes/
consumer-outcomes-secured-by-the-cma-since-apri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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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英國CMA案例
Name

1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等3案)

Business
sector

Online
reviews

Effective date

outcome

4 March
2016

The search engine optimisation and
online marketing company Total SEO
& Marketing Ltd (Total SEO), and
its directors, have undertaken to the
CMA that they:
(1)have ceased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fake reviews for their clients; and
(2)will take steps to remove the fake
reviews already posted online.
In addition, the CMA has written to
Total SEO´s clients to warn them
that third parties writing fake reviews
on their behalf might lead to them
breaking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themselves.

2

Adam Rock
(等4案)

Online
endorsement

4 April
2016

MYJAR, Starcom Mediavest and
TA N M e d i a h a v e a l l p r o v i d e d
undertakings to the CMA that they
will ensure all advertising and other
marketing in articles and blogs is
clearly labelled or identified so that it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opinion of
a journalist or blogger.

3

Social Chain
Ltd (等3案)

Online
endorsements

11 August
2016

Social Chain has agreed undertakings
that will ensure all advertising it posts
or arranges will be clearly labelled or
identified.

23 January
2019

16 influencers have provided
undertakings to improve disclosures
in their social media posts to make
it clear when they have been paid or
otherwise incentivised to endorse a
product or service.

4

Alexa Chung
等20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社群媒體推薦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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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國廣告自律機制

(1)廣告實務委員會（CAP）
英國廣告管制之特色在於以自律制度作為法律管制的執行及補充機制。所謂自
54

律意指由廣告業自發性建立並支應的自我管制機制 。英國廣告自律制度產生於1961
年，當時廣告英國廣告業界（代理商、媒體及廣告主）組成廣告實務委員會（CAP）
並制定廣告實務守則。隔年CAP設立廣告標準機構（The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簡稱ASA）作為執行守則之獨立管制者。自律制度的創設是當時廣告業界
55

為避免國會引進美國直接立法管制模式所採取的對應措施 。時至時至今日，雖然廣
告法令已為數眾多，廣告自律制度仍為市場行銷訊息產生的紛爭，提供了替代性的，
甚或在某些情況下是唯一的解決途徑。某些對於消費者信心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項而
言，例如品味高低或高尚與否，難以由法律加以評斷。此時，可以透過自律機制，激
56

勵業界採行高標準 。
(2)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
英國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則（the UK Code of Non-Broadcast
Advertising and Direct & Promotional Marketing，以下簡稱CAP守則）是英國廣告業自
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所訂定之自律規範。CAP守則由另一獨立組織廣告標準機構
57

（ASA）負責執行 。
第2條要求廣告必須可被輕易地認識其為廣告
• 行銷訊息應可明顯被辨識（be obviously identifiable）為行銷訊息；（Rule
2.1）
• 行銷訊息不得宣稱或暗示行銷者為消費者或無行銷目的；（Rule 2.3）
• 行銷者應表明業配文為行銷訊息。（Rule 2.4）
第3條規定為避免誤導消費者廣告應遵循之規則
• 行銷訊息不得實質誤導或有誤導之虞（明顯誇大不構成誤導）；（Rules 3.2 &
3.2）
• 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重要資訊之方式誤導消費者；（Rule 3.3）
• 行銷訊息不得以省略行銷者身分之方式誤導；（Rule 3.5）
• 主觀之主張不得誤導消費者；行銷訊息不得暗示意見之表達為客觀陳述。
54

55

56
57

Lorraine Conway,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 by the ASA,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CPB 06130, 20 August 2020, at 4.
ASA/CAP, ‘Our History’, https://www.asa.org.uk/about-asa-and-cap/our-history.
html#1961%20onwards.
The CAP Code, at 106.
ASA, https://www.asa.org.uk/uploads/assets/uploaded/c981689d-505e-4edf848bf469eb6719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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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3.6）
(3)廣告標準機構（ASA）之執行
ASA之任務為確保自律系統之運作符合公共利益。ASA之活動包括調查、投訴
之裁決及進行研究。如果ASA裁定廣告違反守則，該廣告必須撤下或修正。對於不遵
守的事業，ASA有多種制裁方式。對於持續違反守則之事業，ASA可將之移送TSS或
58

CMA，依不公平交易法進一步訴追 。
在所研究ASA之處罰案例中，大部分針對網紅貼文未清楚明顯揭露利益關係者，
ASA都是認為違反CAP守則規則2.1、2.3、2.4等條文，亦即未明顯地標示該訊息為行
銷訊息。
（四）日本
1.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以「贈品表示法為中心」
日本的不實廣告規範與我國相同，散見於不同規範目的的各種法規之中。但其
中，乃以「贈品表示法」為主要規範。所謂贈品表示法，其正式名稱是「不当景品類
及び不当表示防止法」的簡稱（日文簡稱「景品表示法」），臺灣一般簡譯成「贈品
表示法」，亦有直接使用日文「景品表示法」，本研究採贈品表示法為譯詞。此乃是
一部規範不當「贈品」與不當「表示」的法規，但由於簡稱「贈品表示法」，而容易
被誤認為是一部是有關贈品的專法，實則一半討論贈品問題，另一半討論廣告議題。
為何使用「表示」一詞而非廣告，主要因為標示商品、服務資訊的方式相當多元，如
同我國公平法第21條亦使用了表示、表徵一詞。
贈品表示法本屬於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補充法，制定於昭和34年（昭和三十
七年法律第百三十四号），主管機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日本公平
會」），但於2009年主管機關移管至消費者廳，但由於該法的內容與大多數相關處理
原則皆規定於日本公平會所管時代，且廣告問題本來就同時牽涉競爭與消費者權益問
題。因為，從競爭法的角度，若使交易相對人因不實廣告做出錯誤的交易決定，將影
響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公平競爭；而從消費者保護之觀點，消費者因不實廣告而受到
錯誤認知而做出不當之交易決定，將損害消費者權益。因此，即使贈品表示法有這樣
的演變，無礙其成為我國公平交易法與公平會之參考。因應本研究的主題，僅討論贈
品表示法中關於不當表示的規範部分。
2.尚未規範未揭露利益關係之類型
贈品表示法中並未如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5項與第6項明確定
義出廣告薦證者的角色並規定相關責任，當然亦無如公平會訂有「薦證廣告規範說
明」。但贈品表示法對於與專家、機構等薦證廣告相關的問題，著重於判斷所薦證之
58

CMA, ‘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 Report on the CMA’s call for information’ (19
June 2015, CMA 41) a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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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性能之真偽，即是所謂「非實證廣告」規範。
另外，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以消
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銷（ス
59

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Stealth Marketing。亦有稱作秘密行銷） 」亦引起矚目與討
60

論 。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
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優良誤認」、「有利
誤認」的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僅是廣告主製造虛假口碑，或是薦證者收取廣告主
利益後進行薦證卻未為標示等行銷行為，本身是否已涉及不實廣告而違法，仍未見明
確判斷。目前消費者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內容的真
偽。但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美國已有違反FTC法第5條之可能性，日本學界與實務界
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
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規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
61

意見書）」，相當值得參考 。

四、綜合比較與討論
（一）我國相關規範與案例
1.相關規範
公平法對於廣告的規範主要在第21條，公平會並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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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條之要件解釋與適用提出明確說明與基
準。
另外，某些特殊廣告議題，無法明確適用公平法第21條之規定者，亦可適用公平
法第25條之「欺罔」，作為補充規定。
本條文雖無特別敘及「薦證廣告」，但於第5項與第6項則是分別明文規定廣告薦
證者之責任與定義，公平會並訂有「薦證廣告規範說明」，則是具體定義薦證廣告，
並舉例與說明廣告之模式、態樣，與可能違反之規定與罰則。
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3點解釋「薦證廣告真實原則」，並規定5種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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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虛偽
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五)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
59

60

61

陳皓芸、楊燕枝、汪志勇、杜怡靜、王震宇，「公平交易法對網路廣告之適用與
因應」，公平交易季刊，第28卷第3期，63(2020)，文中使用「秘密行銷」。
板倉陽一郎，「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法的問題」，消費者法ニュース，
No.109，138-139(2016)。
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opinion/year/2017/170216_2.html，(最後瀏覽
日期：20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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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關係者，應於廣告中充分揭露。」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4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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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規定：「薦證廣告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
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
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此時，稍微引人困惑的是，在第3條中，認為未揭露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
益關係，違反廣告真實性原則，但不並認為屬於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而認為屬於違反公平法第25條之「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
為」。
因此，本文所探討的新興薦證廣告，不論是網紅之推薦貼文未揭露利害關係，或
者素人之產品評論留言未揭露利害關係，究竟屬於公平法第21條處理之範疇，或者屬
公平法第25條處理之範疇，產生疑義。
2.相關案例
(1)多數案例乃適用第21條之不實廣告問題
以薦證廣告或薦證者為關鍵字，可以搜尋到以下案例，大部分以違反公平法第
21條被公平會處分，有一件是適用公平法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若將關鍵字改成
「推薦」則有高達40餘件，且近年來亦有不少案件。

表 3 我國公平會薦證廣告案例
編號

處分書字號

適用法條
公平法

1

公處字第
103046 號

第21條

舒酸定牙膏案

薦證廣告

2

公處字第
102040 號

第21條

高露潔牙膏案

薦證廣告

3

公處字第
101089號

第21條

深層震動美體按摩機案

薦證廣告

4

公處字第
098138 號

第21條

全方位活力健身機案

薦證廣告

5

公處字第
098115 號

第21條

護髮療程案

薦證廣告

6

公處字第
098094 號

第21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

薦證廣告

案例

搜尋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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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處字第
098054 號

第21條

PHS案

薦證廣告

8

公處字第
097133 號

第21條

健康大師專利有氧塑身運動機

薦證廣告

9

公處字第
097078 號

第21條

全竹炭塑身衣案（與前第6案
同事件） 本件業經行政院院
臺訴字第0970094902號訴願決
定確定部分撤銷）

薦證廣告

10

公處字第
096177 號

第21條

「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案

11

公處字第
096130 號

第21條

「5133 窈嬌帶」（與案2為同
事業）

12

公處字第
094126 號

第21條

紅酒酵母商品案

13

公處字第
100175號

第24條
(現行法第25條)

求職服務之比較廣告

薦證者
薦證廣告
薦證者
薦證廣告

資料來源：表格由本研究案自行整理。

以薦證為關鍵字搜查之案件，幾乎都認定違反公平法第21條而處分之，僅1件為
公平法第25條。上述以「薦證」為關鍵字所搜尋到的案例，多僅認定廣告主違反公平
法第21條，而且無較近年之案例。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公平會過去的裁罰案例
中，最在意的問題點還是廣告內容的真實性。
薦證廣告案件適用第25條之案件，僅有修法前適用第24條之「求職服務之比較廣
62

告案」 。本案中因為yes123求職網中登了一則「yes123 有七成以上企業不在104找
人」的全版廣告。其中，列出一位薦證人（求職者）畢業於台科大化學系求職成功為
品保工程師，由於該校並無應用化學系涉及內容造假。本案公平會的處分書中指出，
廣告中「目前在 yes123 求才企業中，有 85%不在104找人……」及「yes123有70%企
業的工作機會在104找不到」等內容，顯係就他事業之服務內容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
釋，致整體印象上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比較結果，並使被比較之事業因而喪失交易機會
之虞，而違反商業正當交易秩序及市場效能競爭，構成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平之行為，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現為第25條）。但公平會認為此等廣告詞給
予人的印象僅在表達104與 yes123 兩家人力銀行網站徵才企業家數不重複之比例，不
致讓一般或相關大眾誤認104人力銀行網及yes123求職網之徵才企業家數及工作機會相
當之情事，故難認此廣告內容涉有違反公平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而薦
62

公平會100年公處字第100175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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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學歷的部分，雖然台科大雖無「應用化學系」，但薦證人提出畢業於台科大某系
所之碩士學位證書，其選讀該系所之應用及理論化學組，故填寫履歷表時，略稱台科
大應用化學系。公平會據此認為薦證人確實具有應用化學領域之專業背景，並擁有高
於廣告宣稱之學歷，廣告之文字內容雖與事實有間，惟不致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
認知或決定之虞，並不違反公平法第21條第3項。
但由於修法後之第21條第2項對於足以影響交易之事項可包括的範圍相當廣泛，
只要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服務的廣告亦同（第3項），所以本件
或許有適用現行公平法第21條之可能性。
(2)三星寫手門案
63

本研究案中多次提及之三星寫手門案 ，三星公司是本案網路行銷服務之出資者
及商品出賣人，與行銷顧問公司簽訂病毒行銷服務契約，本於銷售三星公司各類別產
品之意思，再委託另一公司聘用工讀生於Mobile 01等討論平臺為隱匿事業身分進行議
題操作，散布自身或競爭對手商品之資訊與意見，並依約支付服務報酬費用，除就三
星產品進行推廣外，尚包括對三星產品負評之消毒，以及與競爭品進行比較，並帶出
自身產品較優或指稱競爭品缺點較大等行為。
公平會在本件就直接指出：「事業與寫手間之利益關係，其存在與否影響觀者對
相關意見之信賴度，依一般交易習慣，難謂非屬重要交易資訊，是以倘寫手未揭露其
與事業間之利益關係，容有構成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欺罔行為。故事業聘請寫手倘積
極欺瞞或消極隱匿事業身分行銷自身商品，及對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商品為負面比較或
評論，致交易相對人無從判斷或合理預期該等資訊係因事業推動為之，而信賴為一般
第三人之意見，據納為交易決定之參考，而有增益交易相對人與該事業交易，或降低
與其競爭者交易可能者，屬違反公平法第24條規定（現行法第25條）」。公平會認為
廣告主及受委託之另外2家行銷公司，未揭露與寫手間之利益關係，屬隱匿重要交易
資訊，該當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之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本案出現所謂收受報酬在網站上寫對商品感想意見的寫手，其內容包括薦證廣
告主商品，以及用比較的方式下對競爭者商品做出負評。公平會認為這是一種口碑行
銷，「倘係以匿名發言之外觀呈現及行銷手法，對消費者而言，會降低對事業行銷的
認知，並無法知悉係事業所為，而提升該等寫手目的性發言內容之可信度；而對競爭
同業而言，隱藏身分發言之工讀生所發言內容，使競爭同業亦無法知悉究是競爭對手
所為，抑或是消費者之言論，……而無法同普通商業競爭手段爭議般，採取行政或司
法救濟。是以，被處分人以人為製造之討論熱度及一人分飾多角、多人輪替共用帳號
等方式，佯裝一般人發文博取網友信任之行銷手法，乃屬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實受
63

公平會102年公處字第102184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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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促進為言之重要交易資訊。」因為是廣告主透過顧問公司的口碑行銷手法，找工
讀生共用帳號、一人分飾多角，不是找第三人提供利益來做薦證，所以本案完全沒有
使用薦證廣告與薦證人之關鍵字詞。雖然處分理由中提及廣告主未揭露與寫手之利益
關係，違反公平法第24條（現行法第25條），卻未提及此行為符合薦證廣告說明規範
第5點。
（二）討論與建議
1.5種利益關係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2條名詞定義中規定「(三)利益關係：指薦證者與廣
告主間具有僱用、贈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等關係。」其使用了「利益關係」。
相對於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2009），使用了重要關連性（material
64

connection）此一用語 ，而此一用語也被加拿大所接受，明文寫於其廣告標準協會
65

2019年1月出版的「揭露指引」 。
何謂重要關連性？美國原本的薦證廣告指引，並沒有明確整理包括哪些類型，
只提到會重要地影響該薦證可信度的關連性。在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之揭露指引
（2019）中，明確指出有5種關係：(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
費產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美國
FTC在2019年11月出版的「設群媒體影響者揭露101」中，簡化地說明所謂的重要關連
性包括：「個人的、家庭的、工作上的關係，或者財務上的關係，例如品牌商付費給
你，或者提供你免費或折扣的產品或服務。」
經比較後，現行公平會對於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的利益關係，所涵蓋的僱用、贈
與、受有報酬或其他有償關係，基本上涵蓋了加拿大5種重要關連性關係的第1、2、4
種，但「折扣」是否包含於「贈與」或「其他有償關係」，並不明確。另外，也未包
含第5種「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關係，或者美國所謂的「個人的、家庭的」關係。
因此，建議對「利益關係」之定義，明文增列「折扣」，以及「存在其他私人、
家族之關係」。
2.應非僅限於社群網站貼文
現行「薦證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規定：「五、(利益關係之揭露義務）薦證廣告
以社群網站推文方式為之，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
64
65

美國明文規定於16 CFR § 255.5.
該指引主要參考了美國FTC2013年的「.com揭露」指引。其要求必須揭露的重要
關連性資訊，包括五大類：1.影響者獲得金錢報酬或佣金，2.影響者收到免費產
品或服務，3.影響者收到折扣，4.收到免費旅程或活動票券（free trips or tickets to
events），5.和廣告主間有家族或社會關連性（family or social connection）。

公平交易法對新興薦證廣告之適用與因應

511

關係，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五條
規定。（第1項）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第2
項）」
從上述條文架構與案例，可發現一個先決問題，第3條所講的薦證廣告之真實原
則，包含了所有媒體上的薦證廣告，並非只限於網路上的薦證廣告；而第5條所講的
薦證廣告之揭露義務，所約束對象只限於「社群網站之推文」。但是第3條所附的利
益關係揭露的案例，卻是「部落格」，屬於第5條第2項所謂「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
網路部落客推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亦即部落格貼文也屬於社群網站貼文。
倘若「薦證廣告規範說明」所要求的揭露利益關係之薦證廣告，涵蓋所有媒體上
的薦證廣告，而非只限於網路上的薦證廣告，則第3條、第5條必須更加以釐清。若再
詳細對照，第3條範例6，以及第5條之範例，均是參考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
條下之案例而來，第3條範例6為第255.5條下之案例7，第5條之範例為第255.5條下之
案例8。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在第255.5條講述重要關連性揭露時，並非只針對網際
網路之薦證廣告，仍包含一般的電視廣告與電視節目中的置入性行銷。但我國「薦證
廣告規範說明」第5條，卻只針對「社群網站推文」，未提及其他媒體的薦證廣告揭
露，似乎不夠周延。
3.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
66

參考美國FTC薦證廣告指引（2009）第255.5條的說明 ，有的時候，薦證者和廣
告主的關係是「可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以下先以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條所
附9個案例，思考哪種廣告形式下的利益關係，是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者，而需要
揭露。
從FTC薦證廣告指引第255.5條所附9個案例大約可歸納以下重點：
(1)典型的名人代言，且讓人很清楚該訊息是廣告，不需要揭露利益關係，因為該利益
關係為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2）
(2)若是名人在專訪中提到自己使用的產品或服務，則需要揭露，因為該利益關係非一
般大眾可合理預期。（案例3）
(3)若是專家薦證，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該專家有收取廣告代言費，此點不需要揭露。
但專家對產品或服務之銷售可抽取利潤，或者他擁有該公司部分股票，則需要揭
露。（案例4）
(4)電視購物節目上，看似素人的體驗薦證，實際上有收取利益，應該要揭露（案例
6）。
(5)網紅收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而在網路上貼文薦證，應該要揭露（案例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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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家公司員工在在論壇或用線上評論工具推薦自家產品或對手產品，應該要揭露
（案例8）。
(7)素人獲取免費產品、折扣或報酬，在網路上薦證產品，應該要揭露（案例9）。
4.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
關於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美國、加拿大、英國，大致上均要求應該以「清
楚且明顯」的方式，揭露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害關係。但具體而言，網際網路
上的薦證，必須考量到各種網際網路的媒體型式不同，如何滿足「清楚且明顯」之方
式，可能有不同的揭露方式。例如，薦證訊息若是影片，則揭露應該出現在影片中，
而非出現在影片的描述文字中。另外，如果影片是直播影片，由於消費者可能不是從
影片一開始就觀看該直播，故要每隔一段期間就重複該利益關係之揭露。由此例子可
知，不同的媒體型式，會影響揭露的方式。
本研究所蒐集整理的對象中，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均有提出具體的揭露方式指
引。美國和加拿大的具體指引，主要包括美國FTC的「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
有效的揭露」（2013），以及「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101」（2019.11），和加拿
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這3份文件各自以具體案例和截圖，教導薦證者
在不同的媒體型式，說明不同的揭露方式。
其中，「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由於年代較早，其
只針對部落格貼文，以及所謂的「空間有限廣告」，亦即twitter的短貼文，如何清楚
明顯地揭露，提出說明案例。而「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101」（2019.11），則化
繁為簡，僅提出清楚與明顯揭露的最基本原則，而不逐一以範例說明。加拿大廣告標
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年代較新，且逐一針對Youtube影片的揭露方式、Instagram照
片的揭露方式、Snapchat的揭露方式、Twitter貼文的揭露方式、部落格接文的揭露方
式等，逐一以截圖方式舉例並說明。
因而，倘若公平會欲制訂某種指引，教導薦證者在網路上為薦證時，可以遵循的
揭露方式，以下提出2種建議：
第一種方式，倘若不針對每一種不同的社群網站提供案例，說明各自的揭露方
式，而只提出最重要的揭露基本原則，則可參考美國FTC「對社群媒體影響者的揭露
101」（2019.11）。
第二種方式，倘若欲針對每一種社群媒體與貼文的特性，教導薦證者具體的揭
露方式，可綜合擷取美國「線上揭露：在數位廣告中如何有效的揭露」（2013）中對
Twitter的案例，以及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揭露指引（2019）的其他社群媒體案例，綜
合整理出一個完整的版本，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
引。
5.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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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薦證者是否應該成為處分對象負行政責任，提出以下看法：
參與不實廣告之角色，以公平法第21條而言，有廣告主、廣告媒體業、廣告代理
業與薦證者。依第21條的規定下，只有廣告主需要負行政責任受到公平會之處分，而
其他人僅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已。因為從競爭法的角度出發，不實廣告乃是破壞
廣告主與競爭者間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主要影響並主導的是廣告主。但要確認所謂的
薦證者是否該當廣告主的要件，否則應負廣告主責任。(1)以目前公平法第21條之規
定，薦證人是以民事責任為主。(2)薦證廣告規範說明中對於薦證者之責任不夠明確，
可以看出廣告主是主要規範對象，但難以確認薦證者應該負擔之義務。(3)薦證者未揭
露利益關係，屬於公平法第25條之規定，但公平法第25條之事業的範圍，是否可認定
較為廣泛？或者可引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1項為據，認定薦證者是故意與廣告主共同
施行不實薦證廣告，容有爭論空間。(4)現在社群網站中有許多薦證商品的網紅可能自
己亦同時販售商品，或許可以直接以廣告主之行為處理。
經過本研究所比較的主要國家中，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可能認為屬於消費者保
護法規，故處罰對象並不限於「競爭事業」。本文研究之美國、英國法規，對於薦廣
告之處罰對象，不限於事業，包括任何人，亦可包括網紅等薦證者。其次，對於處罰
時的具體裁罰考量因素，美國主要乃以剝奪不法利得為準，但若配合執法通常只執行
罰款的十分之一；日本則有具體公式。這2種方式均可供公平會參考。

五、結論
本文進行各國比較研究，主要研究美國、加拿大、歐盟、英國、日本對於此種新
興薦證廣告的相關法規範，以及執法經驗，以供我國借鏡。
美國部分，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認為，薦證廣告未揭露與廣告主之利益
關係，也會構成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5條之「欺罔行為」。FTC在2009年發布了
「有關廣告中使用薦證之指引」，其中對於薦證廣告必須揭露與廣告主一般大眾無法
合理預期之利益關係，並舉出具體範例說明何種情境下為一般大眾無法合理預期之利
益關係。此外，FTC在2013年出版「.com揭露：如何在數位廣告中有效揭露」，其中
所舉案例中，特別針對Twitter等空間有限媒體的網紅薦證廣告，如何清楚且明顯地揭
露受廣告主的利益，輔以截圖以具體案例說明。在FTC執法活動上，一方面FTC曾經
多次教育與警告網紅業者的貼文問題，二方面FTC在2019年至2020年，陸續公布4則與
新興薦證廣告有關的處理案例，2則案例是FTC自己行政裁罰，2則案例則是FTC向聯
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上述這些指引與具體案例，均值得我國參考。
加拿大部分，加拿大競爭法第52條、第74.01條、第74.02條，乃規範不實廣告與
薦證廣告等條文。另外，在官方說明與指引中，加拿大競爭署於2015年出版「加拿大
欺罔性行銷運作摘要」（The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Digest）第1篇（Volu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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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3部分，為「線上評論」（online review）；另外在2018年出版的「加拿大欺罔性
行銷運作摘要」第4篇（Volume 4），對於影響力行銷（Influencer marketing）。其中
最重要的說明在於，加拿大受到美國影響，認為未揭露影響者與廣告主間之重要關連
性資訊，也一種欺罔。此外，加拿大尚有加拿大廣告標準協會此一自律組織，在廣告
標準協會的廣告標準準則中，也明確提到，影響者必須揭露其與廣告主之間的關連性
資訊。該協會並在2019年1月，出版了揭露指引（Disclosure Guidelines）。該份指引
中，對於各種新型態的社群網站上，影響者在以各種利益交換方式替廣告主貼文薦證
時，是否應該揭露、如何揭露重要關連性資訊，透過截圖與案例情節，做了詳細的原
則性說明，對我國有高度參考價值。在競爭署執法上，2015年曾經有一則案例處與虛
假網路評論，2019年底則對品牌商與廣告代理業者寄出警告信。
歐盟與英國部分，歐盟對於業者之廣告行為或不公平商業行為，主要為2005年之
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以及附件之行為清單。英國部分的2008年保障消費者免於不公平
交易法，轉化歐盟2005年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之國內立法，故其內容與歐盟指令內容
幾乎相同。尤其在該不公平交易法的附件行為清單中，第22點與前述歐盟行為清單禁
止的行為一樣。英國競爭法執法機關為競爭及市場委員會（CMA），在2015年出版
「線上評論及推薦」（Online reviews and endorsements）研究報告，在2018年則與廣
告自律組織「廣告實務委員會」（CAP）共同出版影響者廣告指引（Influencer’s guide
to making clear that ads are ads）。2014年以後，競爭及市場委員處理之與本研究相
關之線上評論與薦證案件共30件，其中與線上評論有關者3件，與薦證有關者27件。
此外，上述英國廣告產業的自律組織CAP，訂有「非廣播廣告暨直效與推廣行銷守
則」，對行銷訊息有具體規範要求，並交由廣告標準機構（ASA）負責執法。
日本方面，主要的不實廣告規範為「贈品表示法」（不当景品類及び不当表示
防止法）。其主管機關在2009年時，從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移轉至消費者廳，故屬於
消費者保護法規。關於透過社群網站等媒體，由事業自己或利用收受利益之第三者，
以消費者未能察覺的方式製造看似中立客觀口碑新式宣傳方式，日本稱為「隱性行
銷」。以目前贈品表示法與相關處理原則之規定與說明，僅在該行銷宣傳方式涉及虛
偽不實、引人錯誤時，有違反該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之「優良誤認」、「有利
誤認」的問題。目前消費者廳的態度偏向僅此等行為尚未至違法階段，重要的是薦證
內容的真偽。但此等宣傳行銷手法在日本學界與實務界也開始討論贈品表示法等法規
可以介入規範的可能性與做法。尤其是由日本律師聯合會所提出之「有關隱性行銷規
範之意見書（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の規制に関する意見書）」。
經本研究整理，目前為止公平會只在三星寫手門案，處理了負面薦證廣告問題，
但尚無其他處理新興網紅行銷貼文的具體案例。
最後，經過各國法制與執法經驗比較，以及對我國規範與執法案例的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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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幾個具體問題提出綜合討論與建議。包括何謂「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利益
關係」，本文提出更具體之修正建議。另外，本文也建議，公平會可參考歐美等國之
揭露指引，訂定具體利益揭露之可行方式或指引，公布於公平會網站上，作為網紅與
網路薦證者的參考指引。
至於對此種新興薦證廣告，對廣告主及薦證者之具體裁罰考量因素。其中，必
須先說明，本研究所比較國家中，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確實可以直接處罰薦證
者；但在我國公平法處罰對象僅限於事業，不論依據公平法第21條或第25條，對於事
業之範圍能否包含薦證者，本報告有所討論。其次，對於處罰時的具體裁罰考量因
素，美國主要乃以剝奪不法利得為準，但若配合執法通常只執行罰款的十分之一；日
本則有具體公式。這2種方式均可供公平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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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people spend more and more time online, and there are various social
media and audio-visual sharing platforms, so so-called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emerged.
These Internet celebritie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fan behavior. Internet celebrities will accept the interests of adversors and recommend their
products or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 adversors may also pay ordinary netizens to leave a
message on the product message board to give positive or negative reviews of the product.
Recommendations from Internet celebrities and comments from netizens have become
a new form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ever, for these two emerging forms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ing, how to regulate their due standards has become a new topic.
This research mainly compare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legal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for this emerging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and sorts out and handles case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es
of various countries. It then analyzes and reviews relevant Taiwanese regulations and case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Taiwan's regulations or enforcement meth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or online influencer marketing,
it is required to clearly and conspicuously disclose the interests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cannot
reasonably expect in the postings. In those countries, there are clear regulations or clear
case guidelines on which interests should be disclosed, whether the disclosure be clear and
obvious, and which methods of disclosure. Japan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whether to include
this new type of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 into the norm.
In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cases about internet
celebrities who un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with advertisor, also some cases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have left messages with negative comments on products, but have not disclosed their
interests.
In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s Specification of Recommended Advertising",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undisclosed interests can be revised with reference to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the disclosure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the method
of disclosure should also be specified in words, and the cases described in the specific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nd revised.
In addition, Fair Trade Commission can refer to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Guidelines" issued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ormulate the Taiwan version of the "Internet Influencer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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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so that let Taiwanese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Internet celebrity could Follow.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21 and Article 25 of the Fair Trade Law,
it remains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ther it should be adjust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Fair Trade Commission want to attribute the undisclosed interests of influencer marketing
to Article 21 or Article 25,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law should be revised and how to
directly punish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testimonials.
Key Words：Emerging endorsement and testimonial advertisements, Internet celebrities,
negative recommendation advertisements, social media,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Non-general
public can reasonably expect, false advertisements, dece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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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
與談人：陳皓芸（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針對報告人所提的案例本人在此稍微延伸一下，分享我的看法。在薦證廣告的部
分，一般討論上會區分成涉及有一定影響力人物所做的薦證，或是一般人所做薦證。
關於前者，如同報告人所介紹，目前在各國主管機關都會提供較為具體的指引，也就
是說大家都有揭露的共識，而且知道要如何揭露，主管機關似可參考外國相關規範，
針對各個社群平臺究竟應如何揭露才是充分合適的形式做出規定，大多數國家使用負
面表列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說明，在明確性部分上可能較有幫助，但在參考外國規定
導入負面表列指引時，我認為也需要注意不同語言、社群平臺，因為它們視覺設計的
界面有所不同，並非所有其他國家所舉的案例標準可以理所當然的適用到我國中文的
文脈之下，可能需要作文字上或者更細緻的調整。
針對一般人在平臺上所做的薦證廣告來說，如未揭露利益關係，實務上是利用
公平法第25條處理，有一個問題在報告中比較沒有探討到的是，若提供評價或口碑者
其實是機器人、人頭帳號時，也就是假的評論，這目前實務上相當常見，像是Google
Map對於各個店家的評價，有些是可以用人頭帳號洗出來。在這狀況下，事業可能偽
裝成有一個消費者存在的樣子去提供評價，但實際上並沒有此人存在，此時形式上而
言似乎並不該當於薦證廣告的構成要件，因為並無定義上所謂真正自然人的薦證人存
在，但個案上倘事業以第三人名義的表示是否有「招徠效果」，進而對交易決定產
生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可能有公平法第21條所稱之不實廣告的問題。在美國
2019年的案例中，便處理過這樣的問題，為販售網路影響力指標的行銷公司，運用機
器人帳號洗評價，在該處分之中，雖然行銷公司並非直接做不實表示，係因為透過這
種方式來做出不實表示的工具或手段，等於是用較為間接的方式認定該公司協助虛偽
不實的行為，而這樣適用的界線在哪邊，在我國法下應如何處理，究竟是使用公平法
第21條或第25條，可能是未來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而對於廣告媒體業應否保留課予行政責任的空間，在我國實務上會區分廣告主與
廣告媒體業，基本上只有廣告主負有公平法第42條之行政責任，其他廣告媒體業或是
薦證者頂多負連帶民事責任。目前公平會實務上對於廣告主認定，會做行為人是否立
於出賣人地位銷售商品並直接獲得利潤之實質認定，但若反思不實廣告的規範目的，
不實廣告會影響消費者做出正確的決定，從這角度來看，則不限於廣告內容有不實，
與廣告相關連的各個面向（不侷限於廣告內容，如薦證者的追蹤人數即為一例）皆有
可能成為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關鍵因素，而不限於廣告主所投放的不實廣告內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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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必要思考是否因參與廣告之行為人身分差異，而異其法律責任？因此，立法
政策上，似不應機械式地以身分異其責任的區分，而應保留給主管機關對於廣告主
之外之廣告媒體業或薦證者，處以行政責任的裁量空間存在，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議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