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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26 號 

被處分人：○○○即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統一編號：○○○○○○○○○○ 26730397 

址    設：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 37 號 2樓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行為，未依本會105年 4月 13日公處字第105028

號處分書意旨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其違法

行為。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

法行為。 

事   實 

一、案據多位民眾反映，略以：被處分人印製及散發易使人

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用戶誤認該事業為大台北區瓦斯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台北區瓦斯公司），並假藉安全

檢查名義，推銷瓦斯安全器材。 

二、調查經過： 

(一)檢舉人甲君： 105 年 6 月 10 日左右，有名穿著制服

並出示識別證人員，表示其為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

在甲君位於臺北市信義區之住家登門表示曾在信箱

投遞瓦斯安全檢查通知單，要進行瓦斯安全檢查，惟

該員出示識別證的時間短暫，故無法得知其姓名。該

員進入住家後，便使用儀器於廚房進行瓦斯偵測，現

場儀器警示聲嗶嗶作響，該員表示家中瓦斯管線器材

有漏氣情形為安全起見要求更換瓦斯節流閥，要價新

臺幣（下同）1,900 元，由於懷疑該員是否為大台北

區瓦斯公司員工，故向渠表示是否安裝節流閥需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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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如果欲安裝將自行與該公司聯繫，該員留下 1

張瓦斯安全檢查通知單表示，日後如有需要可撥打通

知單上之電話。檢舉人甲君並表示如果知道該員非大

台北區瓦斯公司員工，則不會讓該員進入家中，並檢

送通知單圖檔請本會查處。 

(二)檢舉人乙君：105 年 7 月上旬，乙君位於臺北市信義

區家中信箱接獲被處分人紅色服務通知單，上面載明

「大臺北區瓦斯服務補檢」。嗣於同年7月14日晚間，

被處分人穿著藍色制服員工登門檢查天然氣管線及

開關，該員表明檢測器有聲響應有漏氣，當場向乙君

收取更換管線的費用及檢測費 2,900 元。由於與歷次

檢測管線服務收費方式不同（之前均透過下期瓦斯費

帳單收取），經乙君於網路查詢，被處分人曾違反公

平交易法，質疑被處分人可能為冒充，並非大台北區

瓦斯公司委託的檢測機關，遂檢附「大台北區天然瓦

斯設備申購單 產品銷售認購明細表」及通知單圖檔

請本會查察。 

(三)檢舉人丙君：被處分人於 105 年 10 月 3 日派員至丙

君位於臺北市信義區家中，聲稱為進行瓦斯設備安全

檢查，因僅有高齡且不識字母親在家，渠母當時向登

門人員表示未接獲通知，惟該員仍表示有投遞相關通

知單，並誆稱自己為大台北瓦斯業者，以使渠母同意

該員進入家中，隨後於檢查熱水器時，表示保險開關

已舊須更換，甚至把固定瓦斯管在牆壁上罩子撬開造

成損傷，渠母在不了解被處分人做何檢查且已更換保

險開關，只得付現，爰提供「大台北區天然瓦斯設備

申購單 產品銷售認購明細表」請本會查察。 

(四)檢舉人丁君：105年 8 月 25 日於信箱中發現被處分人

之瓦斯服務通知單，上網查詢得知被處分人曾於 105

年 4 月間經本會處分，除令被處分人停止違法行為外 

，並將被處分人之事業負責人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為

何其仍逍遙法外，隨意投遞傳單，而且傳單內利用話

語規避，混淆民眾，請本會持續追蹤，杜絕不良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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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提供相關資料，摘要如次： 

  1、本會於 105 年 8月 5日以公製字第 1051360517 號書

函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該調查函

已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並未依指定日期到會說

明。 

2、本會再次以 105 年 9 月 21 日公製字第 1051360624

號書函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商業登記地址，並另

於同年 9 月 23 日以公製字第 1051360639 號書函雙

掛號郵寄至負責人之戶籍地址，函文內容已明確告

知被處分人若不於期間內到會說明，本會將依現有

事證審議。前開本會調查函均已合法送達，被處分

人仍未到會說明。 

三、檢舉人提供被處分人散發之瓦斯服務通知單內容如

次： 

１、通知單正面之標題以偏大字體顯示「大台北區瓦斯

服務通知」字樣，另該通知單正面其他記載事項

為： 

「敬啟者：補檢  服務員編號：11 

近期內，由於開關管線老舊導致氣爆及一氧化碳中

毒事件頻傳，現為 貴府使用瓦斯安全起見。 

謹訂於○年○月○日上午 11:00～下午 18:30 派員 

趨府實施室內軟管線及開關安檢服務工作，希屆時

賜予合作。雨天順延 

※如 貴用戶於本日時間內無法配合，請於服務前

通知本公司另約時間至府上服務，謝謝！ 

※敬告客戶  本公司人員須帶有「員工識別證附相

片及編號」。 

請用戶開門前核對服務人員之工作證以避免無謂

損失。 

貴用戶(蓋上不易辦識之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篆體印鑑) 本公司服務員非導管供氣外包人員，現

場維修更換器具，一律現場收費辦理，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並祝閤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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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服務專線：(02)22801922(11：00～18：30) 

※本公司為提升安全品質、已全面推廣自動開關瓦

斯爐前及熱水器下方開關  當瓦斯橡皮管脫落

或著火時、燒毀即自動切斷瓦斯(超流量自動遮

斷器)及抗氧 化 PVC 鋼絲管。 

貴用戶 如需換裝時，可直接要求工作人員換裝或

請來電向本公司申請換裝以保安全。(瓦斯本無害，

不慎變成災)。」 

２、背面記載事項： 

「          注   意   事   項 

一、本公司為加強軟管線維護，確保  貴用戶使用

安全，定於封面所列時間內派員趨府實施瓦斯

設備定期服務，謹先函達，尚請賜予合作為

荷！ 

二、敬請注意確認服務人員身份，以防受騙。 

三、貴府瓦斯爐、熱水器所使用之橡皮管易變質老

化，為避免漏氣事故，本公司工作人員將為貴

府換裝服務。 

四、為加強使用安全，可加裝超流量自動遮斷器，

設備開關確保使用安全，本公司一律採現場收

費方式辦理，並開立保證書及收據，貴府可直

接要求現場服務員換裝。 

五、本公司非天然氣導管單位，純為推廣瓦斯器具

及安全設備，同時協助住戶瓦斯使用安全之維

護。 

 

        此致 

貴用戶                   統一編號：26730397 

大台北區樂樂瓦斯企業社」 

理   由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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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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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同法第 42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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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

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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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經本會限期令其停止其行為，倘事業屆期未遵行時，本

會得繼續令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並按次連續處以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

更正措施為止。 

二、查被處分人曾因印製及散發極易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

使民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

並假藉安全檢查名義行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其整體

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規定乙案，業經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

字第 105028 號處分書予以處分，處分書於 105 年 4 月

20 日送達在案。 

三、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39 條規定，於 105

年 8 月 5日、同年 9月 21 日及 9月 23 日 3次以雙掛號

方式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並於函中告知拒不到會說

明及提供案情相關資料之法律效果，惟被處分人仍拒不

到會說明。為落實公權力之執行，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

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依現有事證逕予認定本案被

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又被處分人拒不到會

說明本會逕依現有事證審議已有前例可循，合先敘明。 

四、經檢視被處分人所製發之服務通知單，其「大台北區瓦

斯」之文字均以放大字體方式呈現，在視覺作用上極易

與大台北區瓦斯公司產生聯想。而一般用戶在初步判斷

為當地導管瓦斯公司後，對何時到府實施安檢或會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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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他部分則多數不再詳查。爰此，該服務通知單

文字之列印、編排及遮蔽性手法，顯藉瓦斯安全通知單，

冒充或攀附具有信賴力之轄區瓦斯公司，以欺瞞或隱匿

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 

五、按一般民眾普遍對導管瓦斯公司具有較高之專業信任基

此，倘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在銷售其產品時，利用民眾對

導管瓦斯公司之信賴感，假藉其名義，僅告稱瓦斯安全

檢查，未表示目的係推銷瓦斯安全器材且非屬導管瓦斯

公司之重要交易資訊，民眾在不疑有他之情況下使之入

內檢查瓦斯管線，隨後更進而表示現有設備不安全，而

推銷產品，就其整個行銷過程，使他人陷於錯誤而與之

交易，影響民眾自由決定之權利，自得論其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查本案檢舉人甲、乙、丙君均居

住於臺北市信義區，係屬當地供應天然氣之導管瓦斯公

司-大台北區瓦斯公司之營業區域。而被處分人以販售

瓦斯安全器材為業，與大台北區瓦斯公司分屬不同業務

種類之事業，然被處分人為便於在大台北區瓦斯公司之

營業區域內從事銷售，刻意於安檢服務通知單選用「大

台北區瓦斯」為其事業表徵，顯有利用大台北區瓦斯公

司之名，達到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意圖。復彙整

本案多位檢舉民眾表示，倘知被處分人非當地導管瓦斯

公司，而是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即不會使其進入屋

內換裝瓦斯安全器材；又被處分人誆稱自己為大台北瓦

斯業者以進入民眾家中檢查，並佯稱瓦斯開關漏氣或老

舊，強制安裝瓦斯安全器材，使部分檢舉人於受迫情況

下交付金錢等情，顯示該事業確實對消費者隱匿足以影

響其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核屬使消費者誤認之欺

罔行為。 

六、綜上，本案被處分人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卻故

意使用與大台北區瓦斯公司相類似之名稱，印製及發送

極易使人誤認之服務通知單，使民眾誤認被處分人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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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並假藉瓦斯安全

檢查之名行銷售之實，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欺罔行為，前經本會 105 年 4 月 13 日公處字第

105028 號處分書處分在案；本會處分後，嗣於 105 年 6

月 15 日、同年 7 月 15 日、8 月 25 日及 10 月 5 日陸續

接獲民眾向本會提出檢舉，指稱被處分人銷售瓦斯安全

器材之方式與先前經本會處分之方式類似，經本會依現

有事證顯示，被處分人確實仍持續以散發使人誤認之服

務通知單，使民眾誤認其與所屬轄區導管瓦斯公司為同

一經營主體，並假藉安全檢查行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

其整體行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足見

被處分人顯然仍未停止違法行為。 

七、另因本案有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項本文規定：「一行為

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

法律處罰之。」適用，將俟司法機關對被處分人詐欺之

行為若予以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

裁判確定者，本會得再另處罰鍰，爰依同法第 42 條後

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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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