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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4號 

被處分人：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165560 

址    設：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 2段 306號地下 2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實促

銷，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 

二、 處新臺幣 3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 107年 2月 23日媒體披露衛生紙業者擬於 3月中旬漲

價，漲幅 1 至 3 成，導致市場上搶購乙事，本會旋即主動

立案調查業者擬調漲衛生紙價格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規定，倘有業者以揭露不完整訊息，而趁機促銷或試圖拉

抬民眾搶購心理之違法事證，併同查辦。 

二、 調查經過： 

（一） 函請被處分人提證案關資料並到會說明，略以：  

１、2月 23日自由時報 12時許、蘋果日報 13時許所披露

之被處分人發言內容確實由被處分人提供原始資訊，

且由被處分人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書面「衛生紙確定大

漲 30% 賣場業績急飆 5 倍」，line 群組摘錄前半段新

聞稿資料於當日 11 時發送予記者。當日發出新聞稿

後，嗣後未再向媒體發送任何書面新聞資訊，亦未張

貼任何公告，引發如此效應始料未及。 

２、被處分人新聞內容載明「調漲時間點最快落在 3 月中

旬，最慢 4 月前必漲」等語，為採購人員所估算提供

之時點，係以供應商促銷檔期結束時點計算，惟此並

非上游衛生紙業者今(107)年初陸續與被處分人討論

 



 2 

擬調漲之時點，尤其雙方均未展開協商，協商談判後

仍有可能遞延、不同意、或上游衛生紙業者撤回。所

稱 3月中旬並不精確。 

３、被處分人新聞內容復載明「漲幅高達 10%至 30%」係參

酌上游衛生紙製造商所提供之調價表後，對照被處分

人去年各衛生紙品項的平均採購成本推估所得，亦有

被處分人自行推估其一製造商可能調漲 30%。上述調價

資訊雙方均未展開研議協商。 

４、被處分人稱新聞內容並未向媒體揭露擬調價之業者名

稱，僅泛稱「叫得出名字」的品牌衛生紙，對於前揭

發送新聞之本意係為促銷被處分人即日(2 月 23 日)至

2 月 27 日檔期「金得意強韌抽取式衛生紙」、「大潤發

FP 抽取式衛生紙」之產品及促銷價格。被處分人無預

期民眾需求大增，故未有大量備貨而有缺貨情形，截

至 2月 27日還有負庫存(已被預購而未交貨)。被處分

人提證漲價訊息發布後，衛生紙銷售成長數倍。 

（二） 函請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消費品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等三大衛生紙製造業者到會，針對 2月 23日

被處分人發布新聞之說明，重點擇要如次： 

１、對於被處分人 2月 23日所稱之報導毫無所悉，故後續

引發生產排程、物流運送等應接不暇，所有產線幾乎

全開因應，員工疲憊不堪，絕非上游業者所樂見。 

２、3 家業者均表示被處分人發布新聞之時，對於調價之

金額、漲幅及時程均未確定，報導所稱「3 月中旬、3

成漲幅」均與事實不符，並未有如此高之漲幅，無從

說明被處分人何以向媒體透露此類訊息。 

（三） 函請主要量販業者到會，針對 2月 23日被處分人發布

新聞之說明，重點擇要如次： 

１、對於被處分人所發布衛生紙製造商相關調價訊息，原

並不知悉，迄至媒體求證後才知情，且不清楚被處分

人所計算之調價漲幅及時間。 

２、依業界經驗，被處分人常以發布新聞稿之方式作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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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策略，其他量販通路頻率並不高，且過去未曾以上

游製造商擬調價之新聞訊息作為促銷手法，且往例年

後為衛生紙銷售淡季，本次被處分人發布之訊息可能

為其促銷目的，造成輿論發酵造成衛生紙搶購之原因

可能係被處分人所發布之調價訊息所致。 

３、部分業者過往未提供預購服務，惟為因應此波衛生紙

搶購風潮，推出衛生紙預購措施，消費者得先結帳日

後再憑提貨券取貨，且每日仍接獲極大之客訴量，客

服人員必須查證追蹤衛生紙貨源，衍生出額外交易成

本。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1 條揭示本法立法目的旨在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

繁榮。故公平交易法所保護之法益有多重性質，包括藉由

建立市場競爭機制與維護交易秩序，進而實現自由經濟體

制之消費者福祉。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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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消費者權益之保護固為公平

交易法第 1 條所明定之立法目的，惟為區別兩者之保護法

益重點，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

入，應以規範合致「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涉及公

共利益之行為為限。另，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

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包括生產、銷售等產銷階段

及商品或服務競爭機制之正常運作，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

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

爭精神之交易秩序。至於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行為

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市場力量大小、交易習慣與產

業特性等不一而足，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

者為限。 

二、 再按本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3項第 2款規定，「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為欺

罔行為類型之一。依前揭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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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交易法第 25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

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

行為。所稱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

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

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

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而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

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

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而事業是否有欺罔之情

形，本會當依所取得之證據，並衡酌市場交易秩序受侵害

之客觀事實，綜合判斷是否構成該當公平交易法第 25條違

法構成要件。另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主管機

關對於違反第 21條、第 23條至第 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

幣 5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 

三、 經查，被處分人陳稱主動於 2月 23日上午以公關手機發送

「衛生紙確定大漲 30%  賣場業績急飆 5 倍」乙則訊息，

邀請媒體報導衛生紙漲價訊息，且透過電子郵件系統發送

新聞稿，相關文稿內容亦為被處分人所撰擬，後雖經自由

時報、蘋果日報登載，及其他媒體或有出入之不斷轉載，

惟被處分人對於當日率先提供衛生紙確定調漲 3 成訊息，

及提供其上所刊載之照片等行為均不爭執，被處分人為 2

月 23日發布衛生紙漲價訊息之行為主體無誤。 

四、 依量販店營收及總店數等面向觀之，被處分人顯為國內量

販店之主力業者無疑。尤其據同業證稱過年後為業界淡

季，被處分人 2月 23日為促銷而發布之新聞資訊，本係同

日至 27日為賣場促銷所為，亦係針對促銷「金得意強韌抽

取式衛生紙」100抽 24包、「大潤發 FP抽取式衛生紙」130

抽 36包等 2款衛生紙之促銷檔期，故當日所發之訊息係為

促銷而帶入衛生紙價格市場資訊，此亦由被處分人筆錄陳

明。而被處分人所為之促銷手段對同業有仿效之作用，對

交易相對人更存有交易衍生之信賴感，爰其所為之訊息揭

露當具有舉足輕重之市場效果，故被處分人發布誤導消費

者之不實訊息而為促銷行為，當為公平交易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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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次，先就被處分人 2月 23 日撰擬之系爭新聞整體觀之，

標題即為「衛生紙確定大漲 30%」，內容提及市面上多家衛

生紙，確定將調漲，影響遍及各大小通路，進一步提及漲

幅可能時點及幅度等，其後帶出被處分人促銷方案，並宣

稱被處分人將努力苦撐，繼續維持衛生紙低價策略。前後

對照，被處分人先行以上游大廠衛生紙確定漲價之未經證

實訊息，再說明促銷方案，試圖以衛生紙確定漲價之訊息

趁機拉抬消費者青睞促銷方案之意圖甚明。 

六、 承上，前段該等訊息所稱「叫得出名字」的品牌衛生紙、「漲

幅還不是 1%、3%而已，而是高達 10%至 30%間」、「調漲時

間點最快落在 3 月中旬，最慢 4 月前必漲」等語，經查，

衛生紙屬民生必需品，多年來社會大眾對於相關品牌有相

當之熟悉度，該等字眼狹義上由個人主觀認知可能不盡相

同，倘集合個人不同之認知，則對消費者心理而言，該等

字眼實已涵蓋所有市場知名品牌均漲價之投射。再者，上

游衛生紙製造商均未與被處分人完成價格協商，且未作成

最終調價決定，遑論有確定之價格漲幅，相關文案內所稱

之確定調漲時點、調漲幅度區間均未有所憑，被處分人自

始無法提供確定漲幅 3 成之佐證資料以實其說，尤其進一

步比對被處分人與上游衛生紙廠供應業者所提之事證，以

及後續媒體向各業者訪查所得亦未得證，被處分人亦自陳

此揭自行推估研判，有其筆錄可稽，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

者之不實訊息進行促銷行為可臻明確。 

七、 復衡諸過去媒體報導民生物資價格漲幅 1 至 2 成已足引消

費者之注意，被處分人文稿標題及報導內容所稱衛生紙漲

幅達 3 成等字句，相對於其他民生物資所稱漲幅，給予社

會大眾或消費者之漲價觀感甚鉅，同業及上游亦證稱此宣

稱之嚴重性。按價格促銷常作為經濟上誘因以刺激消費者

購買意願，藉此增加銷售數量，達到行銷推廣商品之目的，

係屬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而同業亦證稱市

場調查顯示衛生紙為消費者最希望能促銷之產品，衛生紙

作為個人頻繁接觸之日常用品，對於價格變化之感受度較

為強烈，價格實為消費者購買衛生紙之重要交易資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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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作為量販店業之主力業者，藉由媒體發布衛生紙 3

成漲幅之不實訊息，誤導消費者以遂行其促銷之目的，此

從被處分人於 2 月 24 日單日衛生紙銷售金額增加數倍有

餘，則藉由不實促銷行為所獲利益甚明。 

八、 此外，依據業界交易習慣，過年後為衛生紙銷售淡季，本

次造成衛生紙搶購風潮實有別以往，尤其量販店業者縱使

發布促銷訊息，未見以發布不實之上游製造商確定漲價之

未經證實訊息作為促銷手段，顯見被處分人系爭行為有悖

於產業行銷慣例，破壞正常競爭機制，導致通路業者為因

應衛生紙搶購潮平息消費者不滿，亦緊急僅就衛生紙採用

預購措施，並接獲大量客訴，客服人員疲於應付，均為交

易成本之增加；加以不實訊息所引發後續市場需求暴增數

倍結果，使衛生紙製造及銷售業者備貨周轉未能及時，上

游衛生紙製造商為滿足通路業者銷售需求，所有產線幾乎

全開因應，亦造成生產成本增加，故被處分人此舉所衍生

之其他交易成本，實為同業及上游業者所負擔。 

九、 被處分人辯稱發布新聞訊息實為推銷其於 2月 23日至 2月

27日之衛生紙促銷檔期，無可預見後續所引起之社會搶購

衛生紙風潮等語，查被處分人固基於營業自由規劃進行促

銷活動，惟其發布足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不實訊

息，實屬誘引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以遂其行銷意圖之舉；

影響所及，除上游業者對於衛生紙產品配送時有未及而使

賣場備貨亦有不及；復加深消費者預期心理需求，導致足

以影響衛生紙市場交易秩序之結果，此有媒體廣為報導及

本會自其新聞發布日起數日內訪查市場之紀錄可稽。故其

發布不實訊息有使消費者正常消費行為受到干擾，亦耗費

時間、交通費用等成本；亦足改變其既有之消費行為模式，

如因恐缺貨而迅即購買非習慣性產品、抑或提前購買未促

銷品等，實為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行為。 

十、 綜上，被處分人以誤導消費者之衛生紙漲價訊息，進行不

實促銷，導致衛生紙市場突發性供需失調之異常現象，為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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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利益，

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違法

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