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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12號 

被處分人：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69567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 2段 239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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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登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

測三連霸 No.1」等圖文及新聞稿載有「成功挑戰各大跨年

晚會地點 4G測速三連霸」、「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

勝同業 10倍」、「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

持 67.6Mbps」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4

項準用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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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處新臺幣 6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檢舉人檢舉，略以：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刊登跨年網

速實測廣告（下稱案關廣告）載有「賀！台灣之星跨年網

速實測三連霸No.1」等圖文，並於106年1月1日發布新聞稿

（下稱案關新聞稿）載有「在2017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

再度締造電信界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4G

測速三連霸，完美展示台灣之星用戶享有全台個人頻?最大

的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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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根據2016/12/31跨年夜全台9個跨年晚會地點在尖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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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22:00-00:30的實測結果，……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

加亮眼，均速維持67.6Mbps」等語，廣告整體予人被處分

人網速最快、遠勝同業10倍之印象，惟上開宣稱係以其自

行測速之結果為廣告製作之基礎，且使用最高級用語連結

客觀陳述，並無第三方公正單位之客觀數據可佐證；另案

關廣告及新聞稿宣稱跨年網速實測3連霸，予人被處分人

103年至105年跨年期間行動上網速率均優於其他同業之印

象，惟被處分人103年跨年新聞稿（發布日期為104年1月5

日）內容僅載有被處分人之傳輸速度，未見其他同業之測

速資料，足見被處分人跨年網速實測3連霸之宣稱並無實

據，涉有廣告不實之情事。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被處分人103年至105年連續3年於12月31日晚間，於全

臺各主要跨年活動場地進行行動寬頻服務網路速度實

機測試，案關廣告內容係以上開實測所得數據為基礎製

成，相關測試結果並有照片佐證，惟103年部分實測照

片因電腦檔案毀損未能提供。另案關廣告下方貼心提醒

處載有「上述係指台灣之星於2014年至2016年連續三年

12月31日於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各主要跨年活

動場地實際測速之比較結果皆為第一。（以上統計尖峰

時間為12月31日22:00~1月1日00:30）」等語。 

(二) 被處分人行動上網速率實測標準及方式如下（下稱案關

條件）： 

1、 特定時間：103年至105年之每年12月31日晚間22時至

翌年1月1日零時30分。 

2、 特定地點：臺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等全臺主要跨

年活動場地。 

3、 測速軟體：SPEEDTEST測速軟體。 

4、 測速硬體設備：同時間同區域採用相同規格之手機。 

(三) 上開SPEEDTEST測速軟體之方法如下： 

1、 下載速率之測試係於指定時間由用戶端要求測速伺服

器端傳送初始資料，並視實際網路資源調整傳送的資



 3 

料量，再由用戶端即時計算下載傳輸速度。 

2、 測試項目之速率數據，系統先排除最高的2個測試值

後，再排除最低25%之測試值，將剩餘數值平均後得到

最後結果。 

(四) 被處分人與上開SPEEDTEST測速軟體之開發廠商OOKLA 

INTERNATIONAL公司（下稱OOKLA公司）簽訂授權合約，

購買104年及105年SPEEDTEST軟體測試數據資料庫，並

就跨年活動場地中心點之經緯度半徑500公尺內之範

圍，篩選SPEEDTEST數據資料庫內與案關條件相同之測

試數據進行分析。上開SPEEDTEST資料分析結果，各主

要電信業者 105年平均下載速率，被處分人為

20.22Mbps、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

為7.68Mbps、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

大）為8.54Mbps、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

信）為6.51Mbps；104年被處分人則為22.72Mbps、中華

電信為7.55Mbps、台灣大哥大為6.58Mbps、遠傳電信為

6.19Mbps。又被處分人未購買103年度之數據資料庫係

因被處分人自103年8月25日起始提供4G行動上網服

務，而SPEEDTEST資料庫需以年度計算合約費用，被處

分人基於成本考量下並未購買103年SPEEDTEST資料

庫。另被處分人與OOKLA公司間之授權契約規定，不得

就SPPEDTEST數據資料庫之資料用於行銷用途及不得對

外公開，但被處分人實際測試結果仍與該資料庫數據資

料一致。 

(五) 被處分人案關廣告及新聞稿之內容係基於被處分人實

際測試之結果，並與SPEEDTEST數據資料核對確認後，

就實測之結果製作案關廣告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刊登

期間為106年1月1日至106年2月24日。上開網頁瀏覽量

於106年1月至2月間占被處分人網站整體之0.5%，故一

般消費者對此網頁內容之關注有限。案關廣告另製成紙

本宣傳品「T報」刊物置於各營業地點供消費者閱覽，

惟並未透過電視或其他媒體進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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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OOKLA公司網路速度測速數據資料係提供全球各電信業

者、網際網路提供者、政府單位等機關作為分析並改善

網際網路服務之參考，其SPEEDTEST軟體資料庫之數據

已達98億筆，平均每日約有900多萬人次使用。臺灣主

要電信業者分別於SPEEDTEST註冊其所屬伺服器，俾利

其用戶透過該軟體進行網路速度測試。 

三、 經函請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下稱電信技術中心）提供

相關專業意見，略以： 

(一) 影響行動上網速率之因素包括：基地臺與手機載波聚合

功能、基地臺建設密度、基地臺訊號涵蓋範圍、用戶使

用手機環境、手機本身功能、用戶共享頻率資源、無線

電波隨機傳遞特性、網路傳輸頻寬、應用服務類型、電

信資費方案等。 

(二) 電信技術中心進行定點量測資料蒐集係歷時5個月，於

全國7,851個量測點量測5家4G業者行動上網速率資料

後，分析相關數據統計，被處分人亦為受測業者之一。

考量影響定點量測行動上網速率之因素眾多，該中心因

未能詳實瞭解被處分人測試當下情境與設定，故難判別

被處分人之測試結果。 

(三) 電信技術中心行動上網速率定點量測係使用自行開發

之量測軟體安裝於5支4G智慧型手機，並於靜止狀態

下，依序進行檔案下載及上傳速率測試，每1量測點連

續測量5次後取其平均值為該點量測數據。 

(四) 本案建議由公正第三方基於相同基礎下進行量測後分

析。 

四、 經本會檢視被處分人實測證明照片，查悉被處分人105年使

用於臺北市政府廣場、臺北美麗華、桃園藝文特區、高雄

夢時代及高雄義大世界等實測手機之型號，似與上開證明

照片註釋之型號不符；另被處分人於桃園藝文特區及臺中

洲際棒球場等地點不同時段實測使用之手機型號亦未一

致。被處分人爰函復更正上開證明照手機型號，並表示被

處分人105年12月31日於桃園藝文特區原使用HTC One A9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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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手機，惟其中1支手機於該日24時前故障，故更換為

Huawei Media Pad X2，惟該手機並未支援FDD 2600MHz頻

段，以此設備進行網路實測對被處分人較為不利。同日於

臺中洲際棒球場原使用之智慧型手機為Samsung Galaxy 

S5，惟現場進行測試時查悉其中1支手機故障，故更換為HTC 

One A9，因該手機支援頻段與其他3支手機相同，對實測結

果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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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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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規定：「前 3 項規定，於事業

之服務準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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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就商品或服務之品質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

者，即違反前開規定。又按事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與

他事業商品或服務之比較項目，所引為比較之資料來源，

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引用資料，為不妥

適之簡述或詮釋，亦違反前開規定。次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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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案關網頁廣告刊登「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實測三連霸

No.1」之圖文佐以其他各電信業者行動上網速率，並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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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新聞稿刊載「在 2017年開春之際，台灣之星再度締造電

信界亮眼成績，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 測速三連

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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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

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

規定： 

(一) 被處分人刊登網路廣告載有智慧型手機搭配 SPEEDTEST

網路測速軟體之圖片，並分別標示測試年度及測試數

據於上開圖片之下方及右側，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於

103 年至 105 年連續 3 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之行動上網

速率均優於其他電信業者。惟查被處分人提供之 103年

至 105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行動上網速率實測之佐證照

片及相關資料，其 103年於若干時間及地點之實測照片

因電腦儲存設備問題遺失，被處分人 105年於行動上網

測速不同時段所使用之智慧型手機型號亦未能完全相

同。 

(二) 次查被處分人 103年至 105年自行測試結果，其行動上

網速率分別為 18.72Mbps、22.50Mbps及 67.60Mbps，均

高於各年度其他電信業者中之最高值（ 103 年為

13.56Mps、104年為 7.34Mbps及 105年為 6.73Mbps）。

被處分人雖稱其數據皆經與 OOKLA公司之 SPEEDTEST資

料庫核對，且依案關條件篩選後之 104 年及 105 年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分析結果，其於上開資料範圍內

之行動上網速率確高於其他電信業者，然被處分人 103

年自行施測之結果並未與相同限制及條件之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核對，亦未提供其他可資證明其為 103年跨

年行動上網速率高於其他電信業者之佐證資料，爰難

認被處分人跨年行動上網速率 3連霸之宣稱係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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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復查被處分人所提供之 SPEEDTEST資料庫分析數據，被

處分人於 105年跨年晚會活動期間之平均行動上網速率

為 20.22Mbps，餘 3 家電信業者之平均行動上網速率最

高者為 8.54Mbps，最低者為 6.51Mbps，是被處分人之

行動上網速率約為其他電信業者之 2.4至 3.1倍，此與

新聞稿宣稱之｢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

倍」及「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等語，實屬有間，爰難認被處分人於上開廣

告及新聞稿刊登前，業與第三方 OOKLA公司之 SPEEDTEST

資料庫相關數據比對確認，而有該第三方機構之數據予

以佐證。 

(四) 綜上，被處人案關廣告及案關新聞稿係引用自行測試資

料為據，且 103年之測試數據並未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

構之數據資料佐證，難認其 3連霸之宣稱係屬有據；又

被處分人 105 自行測試之跨年平均行動上網速率

67.6Mbps，與 SPEEDTEST 資料庫數據之上網速率

20.22Mbps，兩者差距達 47.38Mbps，其差距顯逾越一

般或相關大眾能接受程度，復以 SPEEDTEST數據為比較

基礎，被處分人之上網速率約僅為其他電信業者之 2.4

至 3.1 倍，亦難認案關宣稱均速 67.6Mbps 及遠勝同業

10 倍等語與事實相符，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

示。 

三、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賀！台灣之星跨年網速

實測三連霸 No.1」、「成功挑戰各大跨年晚會地點 4G測速三

連霸」、「台灣之星均速達 67.6Mbps，遠勝同業 10倍」、

「下載網速台灣之星表現更加亮眼，均速維持 67.6Mbps」

等語未能有公正客觀第三方機構提供之數據佐證，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 1項規定。經審酌被

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益；違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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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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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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