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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行政法院近期對於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說明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

通路二大類篩選結果並評析執法實務面臨之問題。其次，參照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

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進一步就不實廣告舉證責任分配議題進

行評析並提出具體建議。同時針對公平會未來面對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提出二

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

性及裁罰基準。

期望能針對不實廣告之重要案例所衍生之競爭法執法疑義議題進行研究與分析，

同時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及二階段快篩原則、罰鍰基準之模型建立，作

為公平會日後處理個案與執法之參考。

關鍵詞關鍵詞：不實廣告、不公平競爭、無實證廣告、二階段快篩、罰鍰預測系統

一、前言

社會經濟活動中，透過廣告作為推介商品或服務之行銷方式已經成為商業活動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由於廣告內容所揭露之交易資訊對消費行為締結具有相當程度的影

響力，我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或
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本條規定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裁處不實廣告所
涉及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主要法律依據。

公平會並為第21條案件之適用訂有處理原則及各產業可能涉及不實廣告之處理原
則，而凡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之行為，如無法依公平法其他條文規定加以規範者，尚

可檢視有無公平法第25條之帝王條款適用。
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不實廣告構成要件該當之成立要件，

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舉證責任分配，行為數與裁罰權

時效如何計算，及罰鍰裁量基準之類型化與合理性等問題，皆有討論必要。

本團隊執行之委託研究計畫係針對行政法院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探討行為主

體、構成要件及裁處權時效等議題，概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通路類之不實廣告案

例進一步分析實務案例。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

構成要件之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執法疑義

議題，參酌國外執法趨勢、實際執法案例進行研究與分析。同時針對公平會未來面對

審理科技巨擘的廣告案件時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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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罰基準。期望能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公平會日

後執法之參考。

惟，受限於研討會論文篇幅，本文擬僅簡要說明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並

予評析，前述法律面議題僅就舉證責任分配議題進行討論。按消費者保護法第22條規
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廣告主應就廣告內容真實性負舉證責

任，然公平法並無此規定，有關不實廣告行為之舉證責任分配問題，應由公平會負擔

舉證責任，抑或由業者負真實表示之義務，是否可類推適用消保法之舉證責任分配，

不無討論空間；本文進一步，就科技高度發展趨勢後，科技巨擘獨占力不容忽視，倘

有不實廣告行為時之處理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並透過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

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之妥適性及裁罰基準。

二、國內公平交易法不實廣告重要案例之評析

（一）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一）不實廣告重要案例篩選結果

本研究係以我國行政法院近10年時間區間為基礎，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公開不實廣告判決進行關鍵字檢索，在篩選重要案件時，尤其側重廢棄或駁回公平會

處分案意見案例進行蒐集並擇要針對不實廣告行為主體、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

適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法規競合進行分析
1
。

本研究篩選出之重要案件表列如下：

表一　近10年不實廣告重要案件表列

案件 案號 參考議題

不
動
產
銷
售

「竹城京都」建案銷售

案

• 公處字第097088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訴字
第2139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
1257號判決。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認定

台糖「都會金龍楠梓三

期」建案不實廣告案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度
訴字第38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90年度裁字第
252號。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1 篩選關鍵詞：不實廣告，公平交易法，廢棄原判決（或發回），原則上區間
2011/4-2021/4（十年），行為數，廣告主，真實性，舉證責任，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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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堡懷石」建案預售

屋廣告不實案

• 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判字第
223號判決。

• 公處字第097015號處分書。
• 公處字第100021號處分書。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裁處權時效認定

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

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

案
2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
訴字第644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598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
第616號判決。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121號裁定。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
訴更一字第121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
第427號判決。

• 行為數認定
• 裁處權時效之認
定

• 法規範競合

虛
擬
通
路
不
實
廣
告
案
件

全球華人藝術網案 • 公處字第108024號處分書。
• 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
第180號判決。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簡
上字第79號判決。

• 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更
一字第11號判決。

• 引人錯誤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

案

• 公處字第107012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訴
字第544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判字第
303號判決。

• 虛偽不實或引人
錯誤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東森電視購物台案 • 公處字第107092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判
字第1675號判決。

• 廣告行為應適用
公平法

• 廣告行為主體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2 同期，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資訊案，
尚有瓏山林藝術館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615號行政判決）及瓏山林
博物館建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598號行政判決）因案情及判決雷同，
本研究爰僅擇本案為例進行介紹評析，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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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

案

• 公處字第097001號處分書。
• 院臺訴字第0970084654號訴
願決定。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訴字
第1653號判決。

•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判字第
348號判決。

• 廣告行為主體認
定

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

案

• 公處字第095116號處分書。
• 公處字第095118號處分書。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訴字
第 1658 號判決。

• 行為數之認定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 裁罰額度認定
舒適睡眠電動床墊關鍵

字廣告案

• 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
第194號判決。

• 廣告實證性舉證
責任分配

• （關鍵字廣告）
虛偽不實引人錯

誤之認定

台灣之星「獨家【台灣

大哥大】月租費限時半

價」案

•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
第359 號判決。

• 購買關鍵字廣告
是否構成顯失公

平之認定（公平

法第25條）
遠百愛買大買家關鍵字

廣告案

• 公平會公處字第105025 號
處分書。

• 106年度判字第299號判決。

• （比較廣告）引
人錯誤之認定

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

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

字廣告案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1年度
訴字第376號判決。

• 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

為認定（公平法

第25條）
• 裁罰額度認定

（二）重要案例綜合評析（二）重要案例綜合評析

1. 廣告媒體之商業行為應受競爭法管制
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原告提出憲法層級的言論自由保障為由，企圖以此作為廣

告媒體豁免適用公平法規範的保護傘。對此主張，行政法院基本上不否認商業言論自

由亦屬憲法言論自由保障的一環，但就廣告言論自由與競爭法管制間劃出一條界線，

認為只有在廣告言論提供真實、無誤導性訊息之前提下，始受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

因此肯定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定符合憲法第23條揭櫫的比例原則。另從公平法規範
面來看，同法第46條賦予產業法有關競爭行為優先適用之法源依據；惟當前通訊傳播
法規，尚無優先公平法適用之特別規定，事實上公平會與通訊傳播委員會就其主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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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處於分工合作關係
3
。是以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26規定，介入查處危害市場競爭秩序

（公共利益）之不實廣告案件，符合比例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的合憲性要求。

再從商業媒體產業的角度觀察，商業媒體涵蓋節目內容多元化的「言論市場」

（Ideal Marketplace）4
、商品或服務競爭的「經濟市場」（Economic Marketplace）等

二市場層面
5
。在商業媒體經濟市場層面，存在著媒體與收閱聽消費者（廣播電視收

閱聽戶、報刊雜誌讀者）間、媒體與廣告廠商間之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特
性，媒體收閱聽率與刊播廣告數量及費用成正比關係，二市場相互影響經濟來源；尤

其是，在當今通訊傳播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趨勢下，媒體廣告行銷商品手
法呈現多樣化創意現象，其中難免表示內容涉及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疑義，更

顯得維護廣告商品市場競爭秩序之重要性
6
。

2. 廣告行為主體之認定
實務認定廣告行為主體，並不限於廣告製作人（委託製作廣告之事業），凡對於

涉案不實廣告具備：（1）參與廣告設計、製作、刊播等工作，並（2）在廣告商品交
易流程提供商品，且（3）因銷售廣告商品直接獲利等要件者，皆屬之。學說見解大
致相通。學者認為，在廣告行為過程涉及諸多行為人中，合理的適當劃定「廣告主」

範圍，應同時符合如次判斷標準
7
：（1）「決定廣告所含有之不實或誤導資訊之內容

並使其散布傳播」及（2）「廣告主之廣告行為須構成營業交易之競爭行為」。
從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東森電視購物台案來看，行政法院判決顯示下列二

點意義：

3 依據「公平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結論」（108年5月27日公服字第
1081260341號函），分別就廣電相關事業結合申報、頻道上下架爭議、廣播電視
節目不實廣告等案件，協調二機關分工事宜。其中不實廣告案件之分工:通傳會依
據廣電各法相關規定，就廣播、電視事業播送廣告之內容進行規範；公平會依據
公平法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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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依據廣播電視法第32條至34-2條等規定，廣播或電視媒體播放廣告之內容，涉及
妨害兒少身心健康或公序良俗、廣告節目化、政治選舉候選人廣告、置入性行銷
廣告等，由通傳會審查管制。

5 顏廷棟，「媒體併購案在公平法結合管制上引起的迴盪」，公平會電子報，第11
期，1-5（2014），https://1030917-1.pdf （ftc.gov.tw），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6 依據「公平會對於數位匯流相關事業跨業經營之規範說明」第10點所示:數位匯流
相關事業除受本規範說明規範外，針對不實廣告、比較廣告⋯⋯等其他不公平競
爭行為，並應注意「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會對於
比較廣告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定。

7 其中「廣告主之廣告行為營業交易」涵蓋廣告主為提供或需求商品或勞務之事
業，以同時維護供方及需方市場之公平競爭。參照吳秀明，「大型通路商的不實
廣告責任」，收錄於氏著，競爭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73-28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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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場慣例常見的供需契約形式有「寄售契約」、「代銷契約」、「委託販

售契約」……等，其中有可能實質關係是經銷契約，但購物平台、量販店等大型通路

商為規避法律責任
8
，卻要求供貨商與其訂定形式的代銷契約；供貨商受制於對大型通

路商的交易依賴關係、締約地位不對等因素，通常別無選擇只能聽從
9
。至於在該等購

物平台案，考量何者為商品交易流程主體、開立發票名義人、獲取售價差額利潤、消

費者信賴及認知之交易對象等因素，顯示購物平台業者與供貨商應屬經銷關係性質，

可見行政法院對於涉案供需契約採實質關係認定原則。

其二，公平法第21條規定於同法第三章「不公平競爭」之規範體系內，同條立
法目的在於禁止事業以不實廣告訊息干擾、誤導消費者選擇交易對象之決定，其保護

的法益為事業間爭取顧客交易機會之競爭手段公平性。是以公開散播虛構或謠傳之訊

息，即使因此侵害社會公共秩序，倘未涉及商品交易之市場競爭秩序者，即應歸由其

他法律規範
10
，要無適用本條規定之餘地。因此，行政法院認定該等購物平台業者參

與系爭廣告製播工作且為廣告商品末端零售之出賣人，用意即在建立起其為自己商品

提供者與在該商品市場競爭關係之連結要素；否則，該等平台業者以廣告代理商或廣

告媒體業、商品代銷商身分，若僅單純收取廣告製播費用或代銷商品傭金，實質上非

屬在廣告所宣傳商品之市場從事爭取顧客營業活動之競爭單位，即欠缺在該市場接受

8 採代銷等契約形式者，代銷商非出賣人，毋庸承擔民法買賣契約瑕疵擔保責任（民
法第355條至第366條）；另有關公平法法律責任，依據公研釋102解釋，真正代銷
契約（商品所有權未移轉、銷售風險及經營成本由供貨商負擔、為供貨商計算、以
供貨商名義作成交易及有佣金給付），無適用公平法第18條、第19條第6款（現行
法第19條、第20條第5款）問題。不過，通常供貨商不至於對具有相對交易優勢地
位之大型通路商，實施限制轉售價格或事業活動條件；是以大型通路商要求訂立代
銷契約（實質為經銷契約）之目的，主要在於規避不實廣告之法律責任。

9 以當前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合稱：GAFA）等資訊業巨擘營運數
位平台（Digital Platform）的實際狀來看，數位平台之低邊際成本、規模經濟性等
特性，促使特定平台趨於市場集中化效果，甚至出現獨占或寡占現象。再者，經
由長期繼續的使用關係，數位平台累積使用者大量且多樣的數據資訊，配合網路
效果相乘作用，對於數位平台之供貨商等使用者產生鎖入（Lock-in）效果，增加
使用者選擇其他平台服務之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因此產生投資關係之箝
制問題（Hold-up Problem）或交易關係之人質（Hostage）效應，導致平台事業容
易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現象，成為競爭政策重視的課題。參照顏廷棟，「數位
平臺事業濫用交易相對優勢地位之規範－以日本獨占禁止法之觀點考察」，銘傳
大學法學論叢，第34期，37-70（2021）。

10 例如，對於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規定，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又如，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63條規定，對於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安寧者，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
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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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競爭行為規範之主體適格
11
。

3. 廣告用語多重意義的解釋
在「竹城京都」建案銷售案，系爭廣告使用「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

觀」用語，最高行政法院引用不實廣告案件處理原則第七點（六）、第八點之考量因

素，從廣告主使用系爭廣告時之客觀狀況觀察，認定其表示客觀上雖有多重合理之解

釋，然系爭建案確有一面向房屋（K棟）緊鄰大坑溪水岸「第一排」作客觀描述，可
解釋其中一義為真，即無不實；又系爭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實地參觀建案施以普

通注意力即可認知其它棟非緊鄰大坑溪之實況，不致有誤認而影響作成交易之決定。

最高行政法院否認系爭廣告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惟值得進一步

探討的是，系爭廣告是否尚有公平法第25條介入管制的「剩餘之不法內涵」？所謂
「水岸第一排，享受大尺度之視野景觀」用語，客觀有多重合理之解釋，既曰「其中

一義為真」（對K棟房屋景觀），意味著對其它棟房屋景觀之解釋「其義為假」。誠
然，系爭廣告建案為成屋銷售，購屋者可在參觀建案現場察知房屋面向景觀之實況；

不過，單從系爭廣告用語可能給人整體建案房屋皆位於「水岸第一排」之印象，有意

購屋者受此廣告誘引前來建案現場參觀，或因K棟房屋皆已售罄，或因其它棟房屋價
格較低廉（非緊鄰水岸因素）等因素，以致作出購買其它棟房屋之交易決定。如此

而言，系爭廣告的招徠顧客效果，仍可能造成對競爭建案剝奪交易機會之顯失公平行

為。

建議公平會應進一步查證的是，不動產業宣傳景觀屋有無使用類似廣告用語（交

易習慣及產業特性、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一般大眾（含系爭建案購屋

者）對於系爭廣告之整體印象、系爭建案K棟以外購屋者之購買動機（例如與K棟房
價差異）、建案現場銷售人員解說內容（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同期間系

爭建案周圍有無類似交易條件之建案（是否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等事由（公平

法第25條案件處理原則第5點，判斷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考慮事項），據以判斷系爭
11 吳秀明教授從比較法觀點，介紹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5條規定「引人錯誤之廣
告」，指出該國學說及判例承認所謂「第三人之廣告」，對於非不實廣告系爭商
品或服務之提供者，倘具備「在本身營業活動之範疇所為」或「系爭商品或服務
真正提供者之『利益維護者』」條件，第三人所為之不實廣告亦受同條規範。吳
教授並認為，如此「第三人之廣告」仍在我國公平法第21規定適用範疇內，並無
「剩餘之不法內涵」，爰無庸動用同法第25條概括條款論處。參照氏著，前揭註
8，285。不過，本研究認為，從文義解釋、合規範體系解釋等觀點，公平法第21
條規範之廣告行為主體，應限縮於自己商品提供者，其適用範圍不宜涵蓋「第三
人之廣告」；否則，過度擴張本條規範廣告行為主體範圍之結果，恐有引起廣告
業寒蟬效應之負面效果。況且，如此「第三人之廣告」果真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剩餘之不法內涵」，尚可以同法第25條介入補充管制，實在不宜勉強適用第
2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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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是否足以影響不動產業交易秩序，俾決定本案有無適用公平法第25條概括條款之
必要。

4. 有無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
依公平法第21條處理原則第5、6點有關不實廣告之表示，必須有引起一般或相關

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始足當；否則，若係非反覆性、非持續性的針對特定

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尚無危害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之虞，爰無發動公平會行

政調查權之必要
12
。至於成立不實廣告須達如何程度有誤導大眾之虞的判斷，先前同

處理原則揭示有「『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認定標準，學者亦有參考外國法

制建議採「原則以百分之十至十五消費者為相當數量；例外涉及人身健康或安全者，

可以更低之百分比認定相當數量」
13
。不過，所謂「相當數量」仍為裁量概念，個案

每有爭議
14
，是以現行同處理原則業已刪除此認定標準。

事實上，在各行各業且型態各異之商品或服務之廣告間，訂出一明確「量」的誤

導大眾之虞判斷標準，並非切合實際的理想作法。可行方案，應由公平會參酌廣告商

品或服務之行業特性、廣告型態、廣告期間或瀏覽點閱紀錄、刊登廣告媒體種類、廣

告前後商品或服務銷售金額的變化等因素，作出合規範目的適當裁量。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截至民國109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不實廣告案件
合計有2,241件，其中前三位產業件數分別為15

：批發零售業908件；不動產業643件；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142件。如此案件統計，顯示各該產業不實廣
告誤導大眾之虞的特性為：批發零售業，廣告商品多為日常生活消費用品，商品同質

性高、商品差異化之識別度低，促銷廣告出現頻率高；不動產業，建商與消費者間具

有高度資訊不對稱性、預售屋廣告欠缺成屋現況參照，消費者多為缺乏經驗的初次購

屋者；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利用數位科技網路廣告不受地理區域、播放時間限制，

搭配搜尋關鍵字廣告、社群網路廣告、網頁連結廣告等方式，有效增加廣告觸及率。

以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為例，廣告主雖自稱涉案廣告瀏覽量僅占其全部官網之瀏

12 何謂「廣告」，公平法並無定義規定。依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廣告
的型式，是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
牌、牌坊、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或其他方法，可使「不特定
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據此規定，嚴格言之，非反覆性、非持續性的
針對特定少數人宣傳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即非公平法或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對象之
「廣告」。

13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元照出版公司，234（2003）。
14 例如，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刊登「CS100銀鯊舒壓槌」商品廣告案（95年5月19日，
公處字第095051號處分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度訴字第04472號判決）。案例
介紹，參照吳秀明，前揭註8，269-295。

1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4-9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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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量比率0.5%至0.6%，然公平會依該廣告實際瀏覽量高達51,870人次（105年12月）
及47,031人次（106年1月）之數據資料，認定係爭廣告不實表示誤導消費者之受害人
並非少數，進而認定系爭不實廣告對市場秩序之影響。

另參照歐盟競爭法見解，比較廣告原則上有助於消費者釐清其擬選購之商品或

服務，不會構成誤導，惟其必須符合不公平商業行為指令第14條之適法性指引要求。
就遠百愛買大買家關鍵字廣告案中，系爭廣告在未具體陳明依據及比較標準下，作成

「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之比較廣告，足以讓使用網路之消費者產生愛買線

上購物均比大買家划算之錯誤認知，而影響市場交易秩序，係在廣告上對於與商品相

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遠百公司既無法提供其所宣稱之

「比大買家划算」之資料來源，顯屬不實，亦未揭露所稱更划算之條件，而逕於關鍵

字廣告宣稱「愛買線上購物─比大買家划算」，形成消費者錯誤認知且影響交易秩

序，該當公平法第21條之裁處要件。
5.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

公平會認定涉案廣告是否合致「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係以廣告主使用廣告時

之客觀狀況予以判斷；即依處理原則第八點，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

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廣告相符，即得認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如此執法

立場，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獲得高等行政法院支持，認定涉案廣告是否不實應以廣告

主製作、散發「當時」可供驗證之事實為依據，而非「事後」查證之事實。

不實廣告成立之時點，牽涉到行政罰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依據行政罰法第

27條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第1項）。前項期間，自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第2項）……」。通常，廣告主使用廣告時，已有廣告商品或服務之客觀狀況，據
以認定其表示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並以此時點起算其裁處權時效，應無爭議。但

在預售屋建案廣告，建商刊播建案廣告時，已預知或可得知其日後給付之內容無法與

廣告相符（例如，建物使用土地與法定用途不符、建物座落地點與事實不符、不動產

面積與所有權狀登記面積不符或表示面積與法定用語不符、公共設施表示與實際狀況

不符……）
16
，如此不實廣告之裁罰權時效，應從建商停播廣告時或建案完工交屋時

起算，個案難免滋生爭議
17
。

16 參照「公平會對於不動產廣告案件之處理原」第3點、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或表徵類型。

17 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事業銷售「溪隄館」建案，被檢舉建案廣告不實，公平
會函覆系爭建案「3年時效應自預售屋廣告停止刊登時起算」，其裁罰權已罹於時
效；檢舉人不服此函覆內容，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對購買預售屋的消費者而言，
房屋連個影子都沒有就開始起3年裁罰權時效，甚不合理⋯⋯」，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100年訴字第 85 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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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廣告表示之建案內容，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後，購屋者比對建案實況

與廣告表示始得發現有不實情事（例如，建物共有設施、內部自有格局或停車位等配

置，與施（竣）工圖不符）。惟依公平會以建商使用廣告時認定其為「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行為結果發生時）之見解，則不論係以系爭建案廣告行為終了時（停止

刊播建案廣告時）或結果發生時（使用建案廣告時），皆有可能在建案完工交屋時，

公平會對系爭不實建案廣告之裁罰權已罹於時效（尤其是施工期間超過3年之大型建
案，可能性更高）

18
。如此裁罰權時效規定，應為公平法管制不實廣告規範之重要檢

討課題。

6. 行為數認定
最高行政法院在瓏山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預售屋未揭露共用部分應含車道之銷售

資訊案中闡明，有關行為數之認定，必須要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觀察，而採「分別處

罰原則」。申言之，不論數行為係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或不同行政法上義務規定，

均予以分別處罰。又所謂一行為包括「自然一行為」與「法律上一行為」；所謂「數

行為」則係指同一行為人多次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或違反數個不同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其行為不構成「自然一行為」或「法律上一行為」者而言。至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須就個案具體事實予以綜合判斷，亦即針就個案具

體情節，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期待可能、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社會通念或

專業倫理等綜合決定之。

復在捷元電腦銷售不實廣告案中，原告捷元電腦主張公平會是否就被告之同類商

品廣告，以相同處罰方法分別予以科罰，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乙節，按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是否為一行為，係個案判斷之問題，亦即必須就個案具體予以判斷，而不

是僅就某法規或就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且於具體判斷時，宜就個案具體情節，

斟酌法條文義、立法意旨、制裁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決定之。而本案

中最高行政法院透過真正廣告行為數量之決意，再加上「商品審議會」、商品上檔行

銷與2家電視購物頻道業者就系爭廣告內容進行磋商與確認。復以，依據原告於不同
之刊播時間、頻道、廣告商品、廣告內容、合作製播頻道業者等因素，乃基於2次以
上的行為決意，而實施2次廣告行為屬「數行為」，應分別評價，分別處罰之。透過
行政罰上一行為之認定標準，適用在個案中具體情節考量其廣告形成之決意過程，再

加上刊播行為之實施亦為不同階段，為二行為之認定，足茲參考。

18 學者有認為在建商完成建築前，該建商之廣告均屬合法，必須等待預售屋建造完
成後始得比對以判斷是否不實，此時違反行政法義務之結果始發生，裁處權也開
始起算。參照謝宗憲，「不實廣告法律責任之研究-以預售屋廣告為中心」，公平
交易季刊，第23卷第1期，66（2015）。惟本文認為如此見解，顯然混淆違反建築
法規與公平法禁止不實廣告之行政法義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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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21條與第25條之法規範競合
事業於網站刊載商品或服務資訊，吸引消費者瀏覽，進而招徠交易，已為現今事

業爭取交易機會之重要方式；而網路使用者於尋找特定事業或其商品或服務資訊時，

藉由搜尋引擎網站鍵入關鍵字以尋找目標網站，已為常見之資訊取得方式，事業藉由

購買關鍵字增加商品或服務曝光率，亦為習見之行銷方式。

倘事業所購買之關鍵字，係他事業之名稱或品牌等用語，與其自身或與所欲提

供之商品或服務並無任何關連，致消費鍵入該特定關鍵字，經由搜尋引擎網站搜尋結

果，其事業之網頁廣告內容及連結網址卻出現於搜尋結果頁面，並輔以爭議之用語導

引消費者點選進入其網站，藉以吸引消費者瀏覽，以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其攀附他

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

力成果，具有商業倫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價為公平法第25
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

在大買家「網路量販店家樂福天天搶便宜」關鍵字廣告案中，有關第21條與第25
條之法規範競合問題，關鍵在於透過廣告（關鍵字廣告）攀附他事業努力成果爭取交

易機會之行為，即係榨取他事業營業信譽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具有商業倫

理之非難性，並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秩序，自應評價為公平法第25條所定之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顯失公平行為。原告購買「家樂福」關鍵字之行為，除對家福公司營業信譽背

後所蘊含之經濟利益及努力成果造成損害外，亦對其他透過自身效能競爭努力爭取交

易機會之競爭同業造成不公平競爭，減少競爭同業追求效能競爭之意願，進而影響市

場公平競爭秩序，當可評價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應無疑義。

三、獨占事業不實廣告以反托拉斯法相繩之研析

以下擬就產業管制面觀察新興網路科技發展下，科技市場創新獨占若涉不實廣告

之反托拉斯法適用可行性研析。

（一）獨占事業不實廣告爭議問題之檢討（一）獨占事業不實廣告爭議問題之檢討

我國競爭法制類似美加等普通法制(common law)，係由公平會同時監管限制競爭
(獨占)與不公平競爭(欺騙)行為，從而衍生出應否將獨占者欺騙行為視為壟斷或意圖壟
斷行為，以罰則較嚴之反托拉斯條款規範？特別是近年來科技創新衍生出數位網路等

許多有異於傳統產業的新經濟領域，益發凸顯該議題的重要性。以下首先就市場競爭

觀點，臚列出科技產業不同於傳統產業之處：

1. 競爭型態由相同廠商在「市場內競爭(competition in market)」的長期靜態轉變成
「獲得市場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market)」，因而經常呈現獨占，但獨占者偶有更
迭的短期動態；

2. 競爭對手由「市場內的其他廠商」轉變為「潛在的創新成功者」；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71

3. 競爭方式由「價格競爭」以提高市場占有率的「重複賽局」，轉變為「創新競爭」
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局面。
上述改變對理論與實務形成相當挑戰。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限制競爭問題由「聯

合壟斷的多方行為」轉變為「獨占者阻礙創新者進入的單方行為」。過往反托拉斯多

基於長期靜態觀點，假設獨占者固定不變、產業結構穩定，使得執法者能以界定市場

範圍與計算市占率為主軸，篩選出擁有市場力量的獨占者，管制其經營行為(特別是聯
合行為)。然而科技市場競爭以創新為主軸，而創新速度極快，新進者只要創新成功，
即能取代既有者成為新獨占者，致使市場呈現高度獨占結構，由極少數甚至一家廠商

獨占市場。而winner-take-all更關乎事業存活，成敗利鈍遠較以往嚴酷，既有業者自然
容易鋌而走險，以獨占力阻礙創新事業進入市場。特別是不實廣告為一成本低廉，能

夠有效阻礙創新商品進入的獨占濫用工具，類似空氣軟體等不實陳述因而常見於科技

市場。由於該等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屬於絕對違法行為，從而衍生出宜否將獨占

者不實廣告視為反競爭行為，繩之以反托拉斯法(即適用公平法第9條)？亦或僅係一般
侵權行為，以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針對此疑問，美、加、澳等普通法國家非但沒有

一致看法或指標性案例，連各國內部的司法機關都有不同見解，頗值進一步研究。至

於分歧的理念大致可依照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影響大小的看法，歸納為兩類：主張自

由主義的「芝加哥學理」與傾向政府管制的「哈佛學理」。

1. 芝加哥學派看法：欺騙行為無影響競爭之虞
芝加哥學派基於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市場競爭唯一的認定標準就是：產業總產出

是否達到最大
19
。只要現有資源得到有效利用，使產業產出達到最大，經濟效率與效

能競爭即已確保。除非有獨占者濫用市場地位，導致總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方宜以

反托拉斯法規範。而不實廣告雖會導致競爭對手產出減少，但獨占者自身產出增加，

卻足以抵銷前者減少對總產出的影響，不致影響總產出或市場競爭。再加上競爭法

目的在於保護市場競爭，而非市場競爭者，因此，基於反托拉斯不干涉瑣事原則(de 
minimis rule)，不實廣告並非競爭機關所問。以我國為例，該等案件即應由公平法第
21條或其他侵權法規論處，不須過度擴張反托拉斯管制。

在司法實務上，受芝加哥學派影響，美國第二、六、七、九等巡迴法院乃傾向

主張不實廣告並無影響競爭疑慮，勿須動用反多拉斯管制。例如：第七巡迴法院在

Schachar案20
就指出：(1)反托拉斯僅及於可能導致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的反競爭行

為；(2)欺騙行為即使由獨占者所為，但也不至於導致產業產出減少21
。第二巡迴法院

19 Herbert Hovenkamp, Economics and Federal Antitrust Law, 36-38 West Pub. (1985).
20 Schachar v. 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97 870 F.2d 397 (7th Cir. 1989).
21 Bruce Colbath and Nadezhda Nikonova,“False Advertising and Antitrust Law: 

Sometimes the Twain Should Meet”, 7 Antitrust Chronicle 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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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erkley Photo不實廣告案22
更指出：「休曼法並非解決所有商業犯罪的萬靈丹。」

2. 哈佛學派觀點：不實廣告恐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
哈佛學派基於管制觀點認為：不實廣告如係獨占者所為，即有減損市場競爭之

虞。原因有3：(1)效能競爭的前提是市場資訊必須公開透明，但不實廣告顯然損及資
訊正確流通，使買方無法理性選擇商品；(2)不實廣告通常由低效率廠商發動，從而影
響高(低)效率廠商產出減少(增加)，導致產業產出減少與價格上漲23

；(3)獨占者多為品
牌形象長期深植人心的企業，其所散布的不實資訊導致相關單位認知錯誤的影響力，

遠高於新進或低知名度的競爭對手。執法機關審理該等案件時，實不應忽視欺騙者

的市場力量。至於Stucke則是將反托拉斯理念融入執法實務最具體的看法：「由於欺
騙是絕對違法行為，只要實施者具備獨占地位，就會對市場競爭形成相當影響

24
。因

此，執法機關不應以法不干涉瑣事原則，迴避對違法者應有之規範。具體作法應是設

計一套快篩的法律標準(“quick-look” legal standard)，只要實施者具備獨占地位，且其
欺騙行為有助於獨占地位的維持或取得，即應初步認定其違反休曼法第2條。」
3. 美國法執法趨勢

近年來，由於所得分配惡化與科技巨擘市場力量過大，美國法已逐漸加強管制獨

占者不實廣告行為。目前除了第七巡迴法院外，過往堅持以侵權法規審理該等行為的

第二、六、九巡迴法院執法立場均已鬆動，並傾向認為欺騙行為乃係無可辯解的犯罪

行為，如係獨占者為之，自應受休曼法第2條規範，重要案例亦有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25、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26等。

4. 其他國家司法體制
就司法體制言，全然落實哈佛學派主張，以反托拉斯論處獨占者不實廣告者為加

拿大。加國競爭法(Competition Act)第六章「違反競爭規範行為(Offences in Relation to 
Competition)」，明文將不實廣告(52條)列為獨占事業禁止行為之一27，並將不實廣告

與聯合行為(45條)、圍標(47條)等均列為限制競爭行為，由競爭局轄下的卡特爾與欺騙
22 Berkey Photo, 603 F.2d 263 (2d Cir. I979),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docketed, No. 79-427 

(U.S. Sept. I4, I979).
23 Kevin S. Marshall, “Product Disparagement under the Sherman Act, Its Nurturing and 

Injurious Effects to Competition,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Jurisprudential Economics 
and Microeconomics”,  46 Santa Clara Law Review 247 (2006).

24 Maurice E. Stucke, “How Do (and Should)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Treat a Dominant 
Firm's Deception”, 63 SMU Law Review 1113 (2010).

25 Int’l Travel Arrangers, Inc. v. W. Airlines, Inc., 623 F.2d 1255, 1257–58, 1278 (8th Cir. 
1980).

26 Nat’l Ass’n of Pharm. Mfrs. v. Ayerst Labs., 850 F.2d at 916-17 (2d Cir. 1988).
27 Competition Act, R.S.C. 1985, 74.01., 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C-34/page-17.

html#h-89169,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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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處負責管制(Cartels and Deceptive Marketing Practices Branch)28。至於無涉市場力

量的不實廣告案件則僅有民事責任，並另行規範在該法第74條，其違法要件與獨占廣
告不同之處在於：競爭機關不須證明違法廠商有獨占市場之意圖29。至於澳洲競爭與

消費者委員會(ACCC)雖同時為競爭與消保的主管機關，但與美加作法不同，該國案
例極少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最多只是在某些案件審理過程中，考慮廠商欺騙行

為對市場競爭的影響30。

5. 有限的執法資源難以全面檢視所有案件的相關市場力
理論上，公平會應同時以反托拉斯與取締侵權的角度審理廣告案件；但就執法

現實而言，由於資源有限，公平會不可能亦不宜檢視所有廣告案件所涉及的廠商市場

力。允執厥中之道應是設計一套篩選機制，按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篩選影響市場競

爭較大、涉有阻礙性濫用之虞的不實廣告，進行反托拉斯調查。至於其他輕微市場競

爭的案件仍宜以21或25條等侵權案件處理。原因如次：
首先，以侵權行為論處不實廣告案件僅需判斷廠商廣告是否有無虛偽不實或引

人錯誤之情事即可。但以反托拉斯條款審理欺騙案件涉及範圍極廣，除須判斷廣告是

否不實外，亦須認定其對市場競爭的影響，而後者又涉及市場範圍之界定、個別廠商

市占率之計算、替代品之多寡、廣告主獨占意圖之認定，必須耗費甚多執法資源。其

次，由於不實廣告案件極多，並多來自房地產、食品與餐飲等市場競爭激烈的產業，

僅係當事人間之侵權行為，對市場競爭影響輕微。就公平會成立迄今(2021年5月底)案
件收辦而言，業者違反公平法第21條受處分之不實廣告案件高達2,259件。但是，違反
第9條各款受處分的獨占案件卻僅有16件31。由於反托拉斯案件的審理須耗用大量執法

資源，再加上罰則較重、對產業發展影響深遠，以公平會有限的人力與執法資源，不

可能亦不宜調查所有廣告案件所牽涉之市場力。因此，本研究以奧國學說為基礎，嘗

試設計一套客觀的篩選機制，針對個案所涉及的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供公平會決定

是否以反托拉斯調查廣告案件之參考。

6. 折衷之道：奧國學派與內生性成長理論
芝加哥與哈佛學理皆以產出與價格做為市場競爭標的，因此，以反托拉斯規範不

28 Canada’s Competition Act. https://laws.justice.gc.ca/PDF/C-34.pdf, last visited on 
date:2021/04/15.

29 Steve Szentesi, Canadian Advertising/ Marketing Law  (2021), http://www.
canadianadvertisinglaw.com/misleading-advertising-faqs/ ,  last  visi ted on 
date:2021/03/31.

30 參見Rhodes and Wilson (2018);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19–2020 6 (2020).

31 公平會業務統計，https://www.ftc.gov.tw/upload/9b9166b2-d08d-4a87-86a3-
0a58b3e200d9.pdf，最後瀏覽日期: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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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廣告的前提都是：不實資訊顯著影響產業產出與價格。但就當前以“創新＂為主軸

的科技產業而言，無論是以價格或產出作為判定市場競爭標的，似皆有不足之處。例

如：芝加哥學派主張競爭執法須以客觀事實做為基礎，根據產業產出的數量變化，判

定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但就產業創新的動態觀點而言，許多市場(特別是科技
市場)競爭標的並不在於產品數量，而是在於產品創新所導致產品(甚至生產者)間之替
代。例如：傳統手機替代市話、智慧型手機替代傳統手機等競爭型態並不涉及總產出

之增減，而是不同功能產品的競技場式競爭，市場競爭因而不斷地呈現創新產品取代

舊有產品的新陳代謝。此時，過度強調產出數量(或價格競爭壓力)變化的芝加哥(哈佛)
學理即無法掌握以創新為主軸的動態競爭。

奧國學派因而認為：競爭的結果非但淘汰掉原本廠商，連舊有的生產技術與體系

都會被新進技術取代。唯一能夠制衡既存獨占的競爭力量來自潛在的創新成功者32。

以社群平台為例，1997年至今約20餘年的期間，最早係由SixDegrees.com拔得頭籌，
然而其因無法掌握智慧型手機與行動網路趨勢，而被Friendster取代；接著Friendster
因演算法過於複雜，造成用戶使用短訊與追蹤朋友不便，而被MySpace取代；其後
MySpace又被Facebook以較優的篩選演算法取代成為新獨占者。此外，搜尋市場也有
Yahoo!取代Lycos、Google取代Yahoo!；線上音樂市場有Spotify取代iTunes；博客工具
(blogging tools)市場有WordPress取代Blogger；視訊開會軟體市場有Zoom以彈性化介面
取代了Skype與WebEx。

該等學說的反托拉斯意義在於：科技品生產具規模報酬遞增特性，產業結構經常

處於獨占狀態，市場競爭必需仰賴不斷的創新，經由創造性破壞過程，由成功者取代

既有者，方能達成優勝劣敗的良性循環。因此，市場競爭僅發生於新進者創新成功得

以進入市場的階段，而孰勝孰負亦應取決於兩者產品消費效用與生產效率高低，或由

高效率的現有廠商繼續獨占、或由創新成功者成為新獨占者。但如若獨占者以不實廣

告混淆雙方創新效率差異，致使新創業者甫進入市場即因獨占者之不實廣告，而處於

競爭劣勢，恐將扼殺創新機會、妨礙產業升級33。此時，即使總產出不變，該等廣告

亦不利於市場競爭與創新活動。競爭機關如若仍以總產出做為判定市場競爭之標準，

即有悖於市場現實。

（二）兩階段篩選準則（二）兩階段篩選準則

本研究以奧國學理為基礎，建議公平會以產業的創新特性與不實廣告是否影響創

新，做為篩選標準，以決定是否以反托拉斯審理不實廣告案件。只要獨占者不實廣告

足以阻礙創新產品取代傳統產品的技術進步，即應視之為限制競爭行為，以反托拉斯

32 J.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33 Robert Prbntice, “Vaporware: Imaginary High-Tech Products and Real Antitrust Liability 

in a Post-Chicago World”, 57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218-1219 (1996).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75

條款取締。至於具體的篩選步驟則是依據產業特性與廠商行為，設計一套兩階段的快

篩原則，是否以反托拉斯規範不實廣告案件之標準。

1. 第一階段：
將廣告案件區分為傳統與創新產業兩大類。前者以公平法第21條等不公平競爭條

款取締其侵權行為，後者則進一步鑑定不實廣告是否涉及創新競爭。如該等行為確係

以創新成功的新進者為對象，以致影響創新商品進入市場，阻卻創造性毀滅過程，則

啟動第二階段作業。反之，如若不實廣告僅導致誠實者與欺騙者銷售的短期波動，不

涉及創新產品進入市場，則仍以第21條審理該等侵權行為。
2. 第二階段：

展開反托拉斯調查，以斷定涉案廠商之市場力量是否合致獨占要件。如是，則基

於不實廣告為絕對違法行為，不含任何效率因素，該等行為即符合阻礙性濫用要件，

該當公平法第9條限制競爭罪責；否則仍以侵權行為論處。
（三）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三）合致創新競爭的要件

第一階段針對傳統與創新產業之分類與涉案不實廣告是涉及創新競爭之判斷標

準，主要取決於該等行為是否阻礙科技創新。但由於新進產品未必能夠絕對取代既有

產品，因此，前者只要能相當程度地構成後者的潛在威脅，即合致創新競爭定義。以

下按此原則，並參考相關文獻34，提出創新競爭的5項要件：
1. 產品要件：產品功能的變化方向雖難以預測，但版本必須經常進化，使得現行版功
能與初版者相差極大。

2. 市場要件：廠商營運涉及雙邊市場、網路效果、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
3. 行為要件：必須具有技術進步意義的創新行為，並能使新經營模式出現，提升消費
效用或降低產品售價。

4. 時間要件：新廠必須具備在“未來＂取代舊廠獨占地位的潛力。即使目前無法確定
該等替代是否出現，執法者亦無法以機率量化該等威脅，但只要經由市場供需觀

察，相信該等可能性顯著存在，即合致本項要件。

5. 效果要件：市場競爭型態呈現“competiton for the market＂，而非“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因此，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新廠進入對舊廠的威脅不在於市占率的
流失，而是整個市場或獨占地位的失去。

（四）小結與建議（四）小結與建議

芝加哥(或哈佛)學說以總產出變化(或價格競爭壓力)，衡量不實廣告對市場競爭

34 C. Scott Hemphill and Tim Wu, “Nascent Competitors”, Columbia Law School 
Scholarship Archive 1886 (2020); Susan A Creighton, D. Bruce Hoffman, Thomas G. 
Krattenmaker and Ernest A. Nagata, “Cheap Exclusion”, 72 Antitrust Law Journal 97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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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或許能適用於技術成熟、產出穩定的傳統產業；但就技術變遷快速的科技產業

而言，廠商競爭標的並不在於產出或價格，而是技術創新。因此，建議公平會依據產

業特性分別考慮不實廣告的規範方式。

四、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之舉證責任問題

依據公平會統計資料
35
，截至民國109年底止，違反公平法第21條之不實廣告案件

合計有2,241件，約占全部違法行為處分案件4,831件之46%，如此數據顯示查處此類案
件耗費不貲的行政資源。其中，涉案廣告宣稱自身或比較他廠牌商品有顯著效果、功

能，或使用「第一」、「唯一」等最高級用語，相關表示有無客觀公正之實證資料依

據，厥為執法實務判斷是否構成不實廣告之核心。

在全球華人藝術網案
36
，廣告主於系爭網站宣稱其是「臺灣Yahoo、Google兩大搜

尋引擎，榮獲網路搜尋『藝術』第一名」；但未提出客觀公正依據資料。

在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
37
，涉案廣告宣稱「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

霸No.1」、「……跨年尖峰時段22:00-00:30進行4G實測，台灣之星均速達67.6Mbps，
遠勝同業10倍，再度蟬聯第一名。」等圖文用語，經公平會函請電信技術中心表示意
見，未能確認涉案廣告之測速表示具備客觀公正性依據之比較資料。

在東森電視台購物案
38
，涉案廣告以比較實驗方式呈現系爭商品「越洗越白」、

衣物混著洗「不染色」，他牌洗衣粉「越洗越暗沉」、衣物混著洗「易染色」等畫

面；惟查，如此實驗當事人自承是以不同之基準為比較。

在網路家庭線上購物網站案
39
，涉案廣告宣稱「省油可達10-25﹪」、「唯一經

過ARTC車輛測試中心驗證測試」、「全球唯一針對雙B級車款研發的超級晶片逆電
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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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廣告主始終未提出廣告表示之依據資料。

公平會查處不實廣告案件，對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構成要件負有舉證責

任；只是，以公平會有限行政資源，面對各行業層出不窮的不實廣告案件，可能超過

其舉證能力負擔。雖然，如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案，公平會可將待證事項移請相關

主管機關調查或委託專業機構鑑定，以減輕其舉證責任負擔並彌補專業能力的不足；

但於此同時，卻也帶來程序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不實廣告違法狀態之負面效果。

35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統計年報，公平交易委員會，94-96（2021）。
36 公處字第108024號處分書。
37 公處字第107012號處分書。
38 公處字第107092號處分書。
39 公處字第097001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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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一）日本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

1. 立法沿革
日本對於不實廣告之主要規範為「不當贈品類及不當表示防止法」(下稱贈品表

示法)，同法在1962年制定目的是作為獨占禁止法有關不公平交易方法「欺瞞的引誘顧
客」、「不當利益的引誘顧客」規範之特別法。當時同法定位為競爭法規範體系，第

1條揭示立法目的為禁止私的獨占及確保公平法律之特別條例，以確保公平競爭、保
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為目的。

嗣後基於「消費者行政一元化」政策原則，2009年5月新修贈品表示法，修法後
第1條之立法目的為防止商品及服務交易關聯之不當贈品類及表示以引誘顧客，禁止
及限制有阻礙一般消費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行為，以保護一般消費者之利益為目

的；同時將同法主管機關從公正取引委員會(下稱日本公平會)移轉消費者廳40
。

2. 消費者保護與市場競爭秩序關係
從贈品表示法立法目的之修法文義觀點，有學者認為同法已經喪失獨占禁止法特

別條例性質，因此應重新定位贈品表示法純粹歸屬消費者保護法體系
41
。不過，多數

說主張新修立法目的規定，僅係從供給者方「公平競爭」觀點轉換成消費者方「自主

性合理選擇」之文義形式變更，二者為表裡一體關係，修法前後之規範範圍、實質適

用要件並無不同
42
。

另一方面，獨占禁止法第1條亦揭示有確保「一般消費者利益」立法目的，如此
藉由促進公平且自由的市場競爭，實現消費者「選擇的權利」，對於不實廣告、不當

利誘等行銷手法，即產生消費者法與競爭法跨法律領域規範問題
43
。

3. 禁止不當表示規定之適用要件
贈品表示法第5條規定，事業人對於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品質、規格或其他內

容，不得較實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表示(第1款：優良誤認表示)；或對於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為顯著有利之表示(第2款：有利誤認表示)，致有阻礙一般消費
者自主性合理選擇之虞。

本條規範主體為「自己供給商品或服務」之事業人，對於形式上非廣告商品所有

40 
35 1-20 2014

41 4
42 

40 17 2019
1 NBL 1059

35 2015
43 

40 8-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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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服務提供者之其他事業人，實質上若有參與廣告製播，得否認定其有接受規範之

主體適格？學界通說認為，得以適用本條規定之供給主體，不以當事人存在形式契約

關係為必要；凡從進口商或製造商到末端消費者之市場流通過程中，實質有供給商品

或服務之事業人均足當之
44
。至於實務立場，東京高等法院判決揭示本條規範主體之

基本原則
45
：(1)自己或與他事業人共同積極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2)依據他事業人

相關說明，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3)委託他事業人決定表示內容之事業人。
4. 無實證廣告規範

贈品表示法第7條第2項規定，判斷事業人之表示是否合致第5條第1款規定，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事業人提出為該表示內附合理依據之資料；逾期未提出

者，視為成立該款規定之優良誤認表示。

基於規範明確化原則，日本公平會在2003年10月28日公告如下「不當贈品類及不
當表示防止法第7條第2項之運用指針」46

，該指針目前仍為消費者廳繼續沿用。

(1) 適用原則
A. 無需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例如原料、成分、容量、原產
地、等級、住宅對外交通及周圍環境等事項，通常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

本身等資訊，即可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

B. 需要實證之表示事項：有關商品或服務內容之表示，若是涉及瘦身效果、空氣清淨
機能等效果、性能事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

判斷其與廣告表示是否相符。若委由專業機構調查、鑑定以證明其效果、性能是否

符合廣告表示，即使得以認定該廣告構成贈品表示法第5條第1款之誤認顯著優良表
示，因此作出排除該不當表示之行政處分必須耗費相當時間，在此期間該商品或服

務持續銷售，有擴大被害消費者之虞。

(2) 「合理依據」之判斷標準
提出作為表示合理依據之資料，應符合下列要件： 

A. 提出資料為客觀實證之內容
提出作為表示依據資料，係依實驗、調查所得之結果，必須為表示商品或服務效

果、性能相關之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家承認實施之實驗、調查方法。

倘若不存在學術界、產業界普遍承認，或多數專家承認實施之實驗、調查方法，應依

44 3
127(2015)

45 20 5 23
55 842

46 ─
─ https://100121premiums_34.pdf (caa.go.jp)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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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社會通念及經驗法則之方法實施實驗、調查。如何具體判斷是否符合社會通念及

經驗法則之方法，應綜合考量表示之內容、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相關領域之專家意見

等要素。

實施實驗、調查之機構，與對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表示之事業人為無關係之第

三人(例如公立實驗研究機構、中立立場的民間調查研究機構等)，通常得認為客觀之
實驗、調查。部分商品或服務效果、性能之表示，若以消費者使用心得或抽樣調查意

見作為表示依據，應提出收集實例之調查結果資料，且以為非人為的隨機抽樣法選出

相當數量樣本，以充分確保統計的客觀性。

B. 表示之效果、性能得依提出資料之實證內容予以適當對應
事業人提出客觀實證內容之資料，倘該資料未能適當對應其表示之效果、性能，

即無法認定該表示有合理依據。例如，提出公家機關實驗家庭用害蟲驅除器效果報告

之依據，惟該實驗結果，僅係該器具在實驗用壓克力箱內發出電磁波讓害蟲竄逃作

用，並非對人類通常居住環境有實用性驅除害蟲效果之實證。又如，提出化學纖維材

質有99%遮斷紫外線效果之學術文獻，惟涉案廣告商品材質僅有55%之紫外線遮斷效
果，並非99%遮斷效果之實證。
(3) 命提出資料程序

消費者廳命提出作為表示合理依據資料之期限，原則為該文書送達之日起算15日
內。收受命令之事業人若有正當理由，得以書面提出延長期限之申請；但主張有新增

或追加實驗或調查必要等理由，非屬正當事由。

5. 案例
(1) 大日堂護眼健康食品案47

大日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報紙刊登該公司銷售之「蝦紅素護眼健
康食品」廣告，內容呈現一名戴眼鏡閱讀之中高年男性圖像，圖旁附加「給享受看

報、讀書樂趣的人士感受頓時看清真相的效力!!爽快的清晰感」等字句。被處分人未
能依消費者廳命令，提出該表示附有合理依據之資料，消費者廳爰依贈品表示法第7
條第2項規定，視該廣告為第5條第1款之不當表示。

本案商品表示之改善視力「朦朧混濁感」、達到「清晰爽快」等狀態事項，非僅

係主觀性、抽象性內容，而係在強調其有改善眼疾症狀效果，此為一般消費者選購本

件商品之重要決定因素，是以消費者廳認定被處分人有提出合理依據實證資料之必要

性。再者，本案商品實驗對象之平均年齡(平均年齡24.6歲10名、32.6歲20名)、攝取量
等實驗條件，難以適當對應該商品表示中高年層人士使用狀態之實證內容，難謂該實

驗結果屬於合理實證依據之資料。

47 2 9 3 9 2 8 4 ， h t t p s : / / f a i r _
labeling_170309_0001.pdf (caa.go.jp)，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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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田園萬能茶案48

村田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在其生產以植物葉、穀物為原料之萬能茶
包裝容器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魚腥草、柿葉、玉米……」等字句；惟該等原

料實際產地，除大麥、魚腥草等部分外，其餘大部分皆為國外產地。消費者廳認定被

處分人為上開記載，宛如表示本件商品使用原料皆為日本國產，致使一般消費者較實

際內容為顯著優良之誤認，爰認定被處分人違反贈品表示法第5條第1款規定。
本案消費者廳委託調查公司，對一般消費者實施問卷調查結果，就緊接「村田園

萬能茶」商品名位置記載「阿蘇的大地恩惠」之表示，「對該商品之印象為何？」之

提問，84%壓倒性多數者回答「該商品使用阿蘇產(日本產)茶葉」選項。據此調查結
果，即使其商品包裝未為原料之記載，仍有給予一般消費者該商品使用阿蘇地方生產

(日本產)之茶葉、穀物等原料印象，致有產生顯著優良誤認之效果。
（二）小結與建議（二）小結與建議

在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件，必須承擔證明其合致公平

法第21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任能力之負擔，同時造成程序
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違法狀態。另一方面，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4條規定，賦
予主管機關得命企業經營者提出廣告真實性證明之權限，惟如此行政權限未設有明確

限制條件，可能有侵害當事人程序正義保障之嫌。

從比較法觀點，日本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規

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目的相通，是以該日本法制與執法應有相當參考價值。例

如，對於村田園萬能茶案等涉及商品成分表示之廣告，主管機關運用問卷調查方式，

證明涉案廣告有使消費者產生優良誤認效果。至於查處有如大日堂護眼健康食品案等

涉及商品表示一定效果或性能之廣告，依據該日本法制之無實證廣告規範，限制主管

機關於必要時得命廣告主提出表示具備合理依據之證明，有助於提升查證不實廣告

之執法效率，亦能符合保障當事人程序正義之要求，如此規範公平法應有引進之必要

性，爰提出建議事項如下：

1. 新增公平法第21條第1項後段規定：「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限期命事業提出為
商品表示或表徵有合理依據之證明；逾期未提出者，視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

2. 新增公平法第21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16點規定：「有關本法第二十一條案件，如附
表二例示之表示或表徵說明商品(服務)使用最高級用語、具備一定效果或性能等事
項，僅依照契約書相關交易文件或商品本身等資訊，難以客觀判斷其與表示或表徵

內容是否相符者，本會得限期命事業提出該表示或表徵內容有合理依據之證明。

48 28 3 10 289 https://160310.pdf (jftc.
go.jp)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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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稱有合理依據之證明，係指銷售數字、意見調查等客觀數據佐證或科學學

理、實驗依據者。

第一項命提出證明之期限，自命令送達之日起算，最長為15日；但有正當理由者，
事業得以書面申請延長提出期限。」

五、公平法罰鍰預測系統的建構－以不實廣告案例為例

公平會就不實廣告裁處罰鍰之認定基準與妥適性，在行政爭訟程序中常受質疑，

以下擬透過大數據分析及經濟分析模型建立，研析各類型不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並

提出罰鍰預測系統，強化裁罰基準之客觀性。

（一）研究資料（一）研究資料

本研究所收集資料為公平會民國100年到110年廣告不實裁罰案例共有783筆，整
體而言平均裁罰金額約31.77萬，標準差約58.22萬，敘述統計如下：

表二　歷年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

年度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整體 31.77 58.22 500 0

100 26.86 45.76 270 0

101 28.91 70.84 500 0

102 11.49 21.63 150 0

103 21.40 45.20 350 0

104 23.68 33.10 170 0

105 57.60 80.05 500 5

106 78.15 86.45 330 5

107 35.00 54.97 370 5

108 21.25 34.96 120 5

109 47.32 68.97 230 5

110 41.25 69.71 260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 28 屆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482

以下為各類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如下表三：

表三　各類裁罰金額之敘述統計

類別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不動產 67.99 74.70 370 0 

瘦身美容 21.53 42.48 240 0

電信 90.5 145.57 500 5

代辦貸款、債務協商 5.91 4.37 15 0

補習 7.50 3.54 10 5

流通業 13.5 19.26 60 0

3C商品 35.42 99.14 350 0

食品 21.38 18.64 60 0

油品 8.04 6.43 30 0

抗菌 6.11 5.46 15 0

保健 14.17 18.00 50 5

省（節）電 10.44 9.01 40 0

省油 47.34 87.92 450 0

家電 13.26 19.40 80 0

其他 15.46 33.96 50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三可知，平均罰鍰金額區間落在最低的代辦貸款、債務協商類5.91萬至最
高的電信類90.5萬之間，標準差則區間則落在補習類3.5萬至電信類145萬之間，最大
值區間則為10萬至500萬，最小值區間則為0至5萬。
（二）計量模型建構（二）計量模型建構

本研究主要比較兩種計量模型與兩種迴歸方法；依照處理時間變數的方法式我們

分為A與B兩個模型，A模型中，我們將時間變數年份與月份各自設虛擬變數，如年份
是否為2010年，是則2010年之虛擬變數為1否則為0，將月份是否為10月，是則10月之
虛擬變數為1否則為0，依上述方式我們將資料18個年份以2004年為基礎設置17個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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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變數，12個月份以1月為基礎設置11個虛擬變數；B模型中，我們設計一個時間變
數t，將資料起始月份2004年1月設為1下一個月t則為2依此類推，而資料之最後一個月
2021年6月之t則為210，並由t我們延伸出t平方、t立方與t的四次方總共4個時間相關變
數，以上述4個變數來捕捉時間對於裁罰金額之影響。

本研究亦利用兩種迴歸方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亦即普通最小平方法與拉索迴

歸。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是迴歸分析的一種，又可以稱作最小二乘法，為數學優化
建模方法的一種，通過將最小化誤差的平方和尋找數據的最佳函數匹配，而利用最小

平方法也可以簡便的求得未知的數據，並可以使得求得的數據與實際數據之間誤差的

平方和最小化。此方法最早使用可回推至1809年高斯使用的最小平方法的方法發表此
方法他的著作「天體運動論」一書，並在1929年高斯提供了最小平方法優於其他方法
的論述與證明。

拉索迴歸 (LASSO regression）是機器學習方法之一，目前在國內之應用並
不常見。拉索迴歸方法最早可以回溯到Horel & Kennard（1970）的嶺迴歸（ridge 
regression），嶺迴歸式主要目的在於解決簡單迴歸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multi-
collinearity），而此問題會隨者維度的增加而使結果產生問題， 因此拉索迴歸往往被
利用於處理高維度資料。而因拉索迴歸式採取的收斂條件比起嶺迴歸採取的收斂條件

可以更容易篩選掉不重要變數，所以在需要篩選變數時拉索迴歸比起嶺迴歸更具優

勢。總體來說，拉索迴歸除了能夠增進模型預測能力、降低誤差之外，也被廣泛運用

於高維度變數篩選上。在拉索迴歸當中，不同算法所產生的推定量也會有稍許不同，

而本研究則使用了double-selection estimators (DS) 、partialing-out estimator (PO)兩種，
其中PO算法的出現是為了改善在有限樣本下，隨機選擇或排除變數可能使估計量產生
偏誤的問題，至於DS則在PO的基礎上進一步精進加強。在Belloni et al.(2016)一文就指
出，DS的結果會比PO好一點。簡單來說，DS可以理解為有兩次選擇可能變數機會，
會使產生的結果更加穩健。

本研究將資料分成兩部分，分別為訓練期與預測期，訓練期為資料之前180個
月，預測期為第181個月至第210個月，並使用平均平方誤差（MSE）與判定係數(R平
方)兩種方式以此檢視是否拉索迴歸之預測表現會優於一般最小平方法。
（三）實證結果分析（三）實證結果分析

1. 普通最小平方法 (OLS)
由表四模型A的部分可知，同一家公司被罰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

金額增加0.423萬元。另外，當公司如果違反公平法第24條時，平均而言會比違反其他
法條時使罰鍰金額減少近40萬元。而在我們所觀察的15個行業中，觀察行業別是否對
於罰鍰金額具有顯著影響，發現優於90%信心水準的行業類別約有3個，是我們所觀察
行業別的20%，而這3個行業分別為不動產業、電信業及保健業：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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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時，罰鍰金額平均提高將近63萬元；當行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
高出約55.7萬元；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言會使罰鍰之金額下降近23萬
元。簡易作業之係數為-65.231，表示當處理方式為簡易作業會時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
65萬元。

由B模型的部分可知，之前被罰次數的係數為0.488，表示同一家公司之前被罰
次數每增加一次，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增加0.488萬元，且擁有超過99%的信心水
準；違反24條之係數為-33.342，此表示當公司如果違反公平法第24條時，平均而言會
比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鍰金額下降近40萬元，且信心水準超過90%；違反41條之係數
為-8.390，由此可知當公司違反公平法41條時，平均而言會比起違反其他法條時使罰
鍰金額減少將近8.4萬元，但此一係數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我們觀察行業別是否對
於罰鍰金額具有顯著影響時可發現，有超過90%信心水準的行業類別約有4個，大概是
本研究所觀察行業別的27%，4個行業分別為不動產業、電信業、抗菌及保健業，同樣
觀察此4個行業之係數，不動產之係數為65.46信心水準超過99%，因此當行業別為不
動產業時，會使罰鍰之金額平均而言提高約65.5萬元；電信業之係數為58.877信心水
準超過95%，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每當行業類別為電信業時，罰鍰金額平均而言會提高
約59萬元；抗菌業之係數為-16.782信心水準超過95%，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到當行業
別為抗菌相關時，平均上會使罰鍰金額下降16.8萬元；B模型行業別中最後一個係數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的行業別為保健業，保健之係數為-22.872且亦擁有超過99%的信
心水準，由此顯著之係數我們可以知道當行業類別為保健業相關時，平均而言會使罰

鍰之金額下降近23萬元。而觀察B模型中有關時間的4個變數可以發現從t的一次方到t
的四次方都具有超過99%的信心水準，由此係數可以讓我們了解，雖然罰鍰金額平均
而言會隨時間推進而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亦會隨者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降低。

比較兩模型的不同及模型解釋能力，首先是之前被罰次數及電信業的顯著性，

我們可以發現此兩個變數在B模型中分別擁有超過99%的信心水準及超過95%的信心
水準，此兩個變數之顯著性對比於A模型中的顯著性有相當的提升，第二，在B模型
中，行業係數具有統計的行業與A模型相比多了一個抗菌，而其具有統計顯著之係數
基本上在兩模型中並無太大出入，最後有關A模型與B模型的解釋能力部分，透過表
四可知，A模型判定數為0.331，而B模型之判定係數為0.293，由上述我們可以了解，
A模型可以解釋所有變異中的約33.1%，而B模型只可以解釋所有變異中的約29.3%，
因此以判定係數為依據我們認為A模型的解釋能力優於B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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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模型A與模型B最小平方法結果

變數 模型A 模型B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被罰次數 0.424 * 0.192 0.488 *** 0.152 
違反24條 -39.631 *** 8.868 -33.342 *** 9.312 
違反41條 -9.355 18.043 -8.390 13.509 
不動產 62.819 *** 10.307 65.460 *** 10.618 
瘦身美容 10.776 12.161 8.121 11.735 
電信 55.667 * 25.007 58.877 ** 23.853 
銀行 -2.492 9.243 -10.994 9.137 
代辦 -5.517 9.333 -13.575 11.051 
補習班 1.439 13.223 1.307 10.225 
流通業 14.765 18.464 10.567 17.667 
3C 2.656 14.221 8.362 11.274 
食品 -1.695 7.699 3.534 10.806 
油品 0.733 7.381 -2.058 6.109 
抗菌 -13.039 11.506 -16.782 ** 7.016 
保健 -22.821 *** 5.754 -22.872 *** 5.447 
省(節)電 3.339 5.057 -0.961 3.646 
省油 12.161 8.146 18.043 11.054 
家電 -5.159 6.334 -5.856 6.726 
未令停止 3.109 5.926 4.170 3.260 
全部撤銷 -9.538 17.505 5.140 8.738 
簡易作業 -65.231 *** 7.756 -62.737 *** 5.626 
年度

2005年 29.834 ** 10.614 
2006年 37.460 *** 8.636 
2007年 60.478 *** 16.401 
2008年 121.698 *** 25.602 
2009年 51.575 *** 10.766 
2010年 44.557 *** 9.872 
2011年 55.321 *** 8.675 
2012年 63.694 *** 9.995 
2013年 51.612 *** 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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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模型A 模型B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係數 顯著性 標準差

2014年 35.527 ** 12.086 
2015年 39.637 *** 11.288 
2016年 60.923 *** 13.288 
2017年 59.365 *** 8.619 
2018年 51.528 *** 9.458 
2019年 38.036 *** 10.574 
2020年 32.911 * 17.194 
2021年 7.120 14.094 
月份

2 20.417 *** 1.745 
3 13.197 *** 2.337 
4 24.305 *** 2.142 
5 4.410 ** 1.602 
6 10.906 *** 1.749 
7 12.341 *** 1.589 
8 14.724 *** 1.659 
9 9.821 *** 2.065 
10 4.909 *** 1.478 
11 1.246 2.140 
12 17.823 *** 1.546 
t四次方 0.000 *** 0.000 
t立方 0.001 *** 0.000 
t平方 -0.091 *** 0.017 
t 5.418 *** 0.858 
常數項 -0.131 5.353 -28.255 8.826 
R平方 0.331 0.293 
N 1,225 1,2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拉索迴歸（LASSO regression）
在使用拉索迴歸時會需要設定主要變數，因此本文將之前被罰次數、違反24條及

違反41條設定為主要變數，而篩選變數則就是透過拉索迴歸篩選所得，觀察行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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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變數，在A模型與B模型中均只有篩選出3個行業，約占全部15個行業的20%，3個
行業同為不動產、油品及省 (節) 電，而在A模型中時間相關被篩選出的變數為2004、
2010、2011、2013、2015及2019等5個年份虛擬變數，B模型中被篩選出的時間相關變
數則為t的一次方，進一步觀察變數之係數我們可知，不論是模型A或模型B亦或是PO
算法或是DS算法，就所估出的係數而言正負號皆相同，係數之數值基本上沒有太大之
差異，而在解釋這些變數之經濟意義時，方式如同一般之迴歸模型，如觀察不動產之

係數我們可知每當行業類別為不動產時，平均而言會使罰鍰金額提高約20萬元左右，
如觀察時間變數，在A模型中，當年份為2004年時平均來說則會使罰鍰金額降低約1.7
萬元，在B模型中，觀察時間變數t 係數我們可以知道每當時間往前推移一個月平均上
會使罰鍰金額下降約1.7萬元。而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跟使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出的係
數相比，優點在於拉索迴歸所得出的係數基本上而言解決了多重共線性的問題，換言

之我們就不需擔心變數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五　模型A與模型B拉索迴歸結果

變數 模型A 模型B
PO算法 DS算法 PO算法 DS算法

主要變數

被罰次數 0.400 0.371 0.652 0.681 
違反24條 -37.700 -35.129 -40.526 -41.816 
違反41條 -10.738 -13.933 -15.610 -17.800 
篩選變數

不動產 19.762 19.762 20.926 20.926 
油品 -0.491 -0.491 -1.126 -1.126 
省（節）電 -1.959 -1.959 -1.975 -1.975 
2004年 -1.726 -1.726 
2010年 -1.701 -1.701 
2011年 -1.543 -1.543 
2013年 -3.078 -3.078 
2015年 -3.031 -3.031 
2019年 -0.931 -0.931 
T -1.766 -1.766 
常數項 0.000 0.000 0.000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平交易法國內重要案例之評析—以不實廣告行為為例 491

六、結語

隨著網路發展與媒體傳播方式多元化改變，公平法第21條第一項不實廣告構成要
件該當之成立要件，在個案涵攝時受到挑戰，例如行為主體之認定困難，舉證責任風

險分配在誰身上，行為數與裁罰權時效如何計算，及罰鍰裁量基準之類型化與合理性

等問題，皆有討論必要。

本計畫除就當前各國競爭法對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及執法趨勢外，並針對行政法院

對於不實廣告之案例，概分為不動產銷售類與虛擬通路類之不實廣告案例進一步分析

實務案例。針對不實廣告之行為態樣，闡釋行為主體與行為數之認定、構成要件之適

用、舉證責任分配、裁處權時效之計算及相關法條適用關係等釐清執法實務面問題。

在法律方面，雖受限於研討會論文篇幅，只能簡要說明並評析篩選我國行政法院

就不實廣告重要案件見解，其次，就我國現行法制下，公平會調查各類型不實廣告案

件，必須承擔證明其合致公平法第21條違法構成要件之責任，如此顯然超過其舉證責
任能力之負擔，同時造成程序延宕以致未能即時遏止違法狀態。從比較法觀點，日本

贈品表示法兼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與保障消費者權益之規範功能，與我國公平法立法

目的相通，是以該日本法制與執法應有相當參考價值，本文並提出具體建議。

在經濟方面，本文提出二階段快篩原則，建議公平會依據產業特性分別考慮不實

廣告的規範方式，以因應未來可能面對審理科技巨擘的不實廣告案件時，交錯應用反

托拉斯規定與第21條之可行性，最後並透過大數據分析與經濟模型建立，就各類型不
實廣告行為罰鍰額度提出罰鍰基準參考表，供公平會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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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creening resul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for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recently b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real estate sales and virtual acces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legal practice.  Referring to Japan's legal practice of false 
advertising, purpose the specifi c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ssue of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on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In view of the future, Fair Trade Commission will face 
the trial of the technology giant's advertising cases put forward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further 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s model, to study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amount of fi nes for various types of false advertising and the basis for the punishm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on the issue of 
Competition Law legal practices, and suggestion on the issue of the allocation of burden of 
pro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and penalty benchmark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handling of cases and enforcement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Key words: false advertisement, unfair competition, no empirical advertising, two-stage fast 
screening principles, penalty predi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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