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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27 號 

被處分人：銘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6838344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保羅街 20-1 號 7 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合宸廣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460643 

址    設：桃園市桃園區大明街 56 巷 1之 7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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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銷售桃園市桃園區「銘大-臻品苑」建案，於網路

廣告對於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

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銘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180 萬元罰鍰。 

    處合宸廣告有限公司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銘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銘大公司)及合宸廣

告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銷售桃園市桃園區

「銘大-臻品苑」建案，104 年 9 月至 105 年 10 月期間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刊登案關建案廣告，並載有「規劃用途：

電梯大樓住宅」、「建案特色：捷運宅」、「棟戶規劃 2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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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戶住家」、「戶數少社區單純」、「車道與社區出入雙向設

計」等用語，惟查案關「銘大-臻品苑」建案基地之使用分

區為「乙種工業區」，疑將工業用地之建案規劃作為住宅使

用，而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銘大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系爭建案為被處分人銘大公司興建，坐落桃園市桃園

區，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建案申請之使用用

途為一般事務所，並自 102 年 7 月左右開工，於 104 年

6 月 3日領取使用執照。 

（二） 被處分人銘大公司委託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代銷案關「銘

大臻品苑」建案，雙方簽約日期係從 102 年 9 月 1 日開

始，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負責

廣告設計、製作，及接待中心現場人員之雇用、管理及

其他行銷費用。 

（三） 案關廣告之製作與行銷費用皆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負

責。案關建案廣告製作完成後，被處分人合宸公司將廣

告圖檔交被處分人銘大公司，經被處分人銘大公司審閱

無誤後，再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定稿使用，而案關廣告

資料之使用皆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負責，被處分人銘大

公司並不清楚該案關廣告資料之實際運用情形。 

（四） 案關建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用地，使用用途為一

般事務所，故該建案倘依前開廣告宣稱「規劃用途：電

梯大樓住宅」、「建案特色：捷運宅、文教學區」、「棟戶

規劃 2 棟．74 戶住家」、「戶數少社區單純」、「車道與社

區出入雙向設計」做規劃使用，將違反建築法規之相關

規定。 

三、 經函請被處分人合宸公司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與被處分人銘大公司簽約，代銷案關

「銘大-臻品苑」建案，簽約日期係從 102 年 9 月 1日開

始，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性質係包銷制，被處分人

合宸公司負責廣告設計、製作，及接待中心現場人員之

雇用、管理及其他行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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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雙方合約書約定，房屋銷售達合約底價時，被處分人

合宸公司領取之佣金收入(房地部分)為合約底價(不含

車位)之一定比例，車位部分亦為車位底價的一定比例。

但實際上因本案房屋的銷售金額未達合約底價，故實際

上係依被處分人銘大公司的意願給付銷售佣金。 

（三） 案關廣告係合宸公司將經銘大公司審閱之圖檔及文案等

相關資料，上傳至 591 房屋交易網站，自 104 年 9月 16

日開始刊登，至 105 年 10 月 3 日下架。 

（四） 591 房屋交易網站所刊廣告載有「戶數少社區單純」、「簽

約完成隨時可辦理交屋即可入住」、「車道與社區出入雙

向設計」係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之疏失，未發現文案中有

「社區」、「交屋即可入住」等用語，直至公平交易委員

會發函通知後才發現該等錯誤，並即刻下架 591 房屋交

易網站之案關廣告。 

（五） 案關建案接待中心銷售人員已向前來參觀之民眾說明表

示，案關「銘大-臻品苑」建案之土地分區為乙種工業區，

建物僅能做一般事務所使用，且於現場廣告、立牌，並

於案關廣告標示「乙種工業區（一般事務所）」。 

四、 經函請桃園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該建築物坐落乙種工業區，且各樓層使用類組為「G-2

一般事務所」，不得供住宅使用。 

（二） 查該案土地屬「桃園市都市計畫」內乙種工業區，經桃

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1 年 10 月 1 日准予設置一般商

業設施（一般事務所）使用，建物如供住宅使用將違反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依都市計畫

法第 79 條可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

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三）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案關建案得申請辦理變

更土地使用分區，惟查該建商並無提出相關變更申請。 

理   由 

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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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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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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項規定：「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包括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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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

之相關事項。」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

不符，其差異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有引起錯誤

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

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

知或決定之虞者。準此，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

知之方法，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者，即違反前開規定。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之

提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定及監督能力者、廣告

之出資者等，並依締結交易名義人、銷售及廣告活動實

際實施者及實施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因廣

告銷售所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 

（二） 查案關「銘大-臻品苑」建案係被處分人銘大公司於桃園

市桃園區投資興建，並本於銷售自己商品之意思，委託

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代理銷售案關建案，且依被處分人銘

大公司與被處分人合宸公司雙方簽訂之承攬房屋銷售契

約書，被處分人銘大公司對案關廣告具有審閱決定之權

責，故被處分人銘大公司核為本案廣告主。 

（三） 次查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所製作、刊登與使

用，並由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自行負擔廣告費及企畫執行

費；再按「銘大-臻品苑」建案銷售利益之分配，係依雙

方承攬房屋銷售契約書第 4 條約定，以該建案銷售底價

一定比例計算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之服務費，並參與建案

溢價之利益分配，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依案關建案之銷售

而獲得利益，故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亦為案關廣告之廣告

主。 

（四） 另查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 591 房屋交易網站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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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網站係作為提供業者刊登銷售建案資料，以及提

供一般民眾購屋前相關資料查詢之平台，並未涉入房屋

買賣交易，且無權涉入廣告內容之設計製作與審閱修

改，亦未收取任何費用，故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非

本案之廣告主。 

三、 被處分人等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刊登案關「銘大-臻品苑」

建案廣告，將乙種工業用地之建案規劃作為住宅使用之表

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按房屋銷售廣告中刊載之文字說明與示意參考圖等內

容，對消費者是否購買該房屋之決定影響甚鉅，而土地

使用分區及建物用途之相關禁止法令規定，更與消費者

於購買房屋後能以何種用途合法使用密切相關，自屬影

響消費者購買房屋決定的關鍵因素之一。 

（二） 本案被處分人銘大公司與被處分人合宸公司銷售桃園市

桃園區「銘大-臻品苑」建案，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刊登

銷售廣告，並使用「捷運宅」、「電梯大樓住宅」、「74 戶

住家」、「戶數少社區單純」、「簽約完成隨時可辦理交屋

即可入住」、「車道與社區出入雙向設計」等用語，據其

廣告內容以觀之，予一般消費大眾之印象為案關建案為

捷運宅、電梯住宅等型態之社區，消費者並可於購買後

將其規劃作為「住宅」使用。惟據桃園市政府表示，案

關建案土地屬「桃園市都市計畫」內乙種工業區，經桃

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1年10月1日准予設置一般商業

設施（一般事務所）使用，因該建築物坐落乙種工業區

且各樓層使用類組為「G-2 一般事務所」不得供住宅使

用，建物如供住宅使用，將違反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第 18 條規定，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可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

用或恢復原狀。 

（三） 綜上，本案就案關廣告整體內容綜觀之，予一般消費者

印象為購買案關建案之房屋，得如同案關廣告，合法供

家人居住，並以「住宅」方式使用。倘一般消費者獲悉

案關建案若供住宅使用，恐有與土地使用分區及核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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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用途相違背，致有遭罰鍰、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

用或恢復原狀等風險，自會影響消費者是否購買該建案

房屋之決定。是以，案關廣告之表示或表徵核與事實不

符，且已足令一般消費者對案關建案內容與用途產生錯

誤認知或決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失去其原有

之機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屬虛偽不實及引

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四） 至被處分人合宸公司辯稱於銷售時已告知消費者有關案

關建案為乙種工業區之用途云云，惟查案關廣告使用一

般住宅用語業已產生招徠或提高潛在交易機會的效果，

縱消費者被告知案關建案為乙種工業區，亦難知悉倘將

案關建案作為住宅使用將違反都市計畫法規定及其效

果，且綜觀整體廣告表示及該建案房屋暨土地買賣書載

有「全體住戶」、「全部無法居住」等用語，實難知悉案

關建案不得作為住宅使用。另被處分人銘大公司辯稱案

關廣告於 591 房屋交易網站刊登前，被處分人合宸公司

並未交付被處分人銘大公司審查云云，查被處分人銘大

公司與被處分人合宸公司簽訂之承攬房屋銷售契約書第

5條：「乙方（即被處分人合宸公司）促銷房地產所為之

廣告企劃所製作之廣告節目及活動，包括各種圖片、招

牌、海報、報紙等設計，以及動態之促銷活動，包括現

場銷售業務由乙方負責執行，應於定案後交甲方（即被

處分人銘大公司）過目，經甲方同意後始得對外公

佈……。」其約定尚與被處分人銘大公司辯稱有間，是

上述被處分人等辯辭，洵無可採。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銘大公司與被處分人合宸公司銷售桃

園市桃園區「銘大-臻品苑」建案，於 591 房屋交易網刊登

廣告並使用「規劃用途：電梯大樓住宅」、「建案特色：捷

運宅」、「棟戶規劃 2 棟．74 戶住家」、「戶數少社區單純」、

「車道與社區出入雙向設計」等用語，對於使用分區為乙

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之用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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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被處分人合宸公司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違法行為危

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事業之規

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

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與

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4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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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