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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5 號 

被處分人：禾楓建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036514 

址    設：新竹市竹光路 78巷 13弄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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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尊別墅」建案，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

房屋交易網站廣告刊載「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貴配

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原用途為停車空間、陽台

、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以室內空間之使用表

示，以及空地增設停車空間之使用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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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 4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本會 106 年 3 月主動查悉被處分人為銷售南投縣南投

市「儷尊別墅」建案(下稱案關建案)，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4月間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房屋交易網站(下稱 591房

屋網)刊登案關建案廣告，其「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

貴配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

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將空地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

用，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

水箱間、挑空等空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

內空間使用，涉有廣告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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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處分人於 104 年 7 月取得案關建案之 4 張建造執照規

劃興建 26 戶，並於 105 年 4 月中旬開始興建編號

A8~A12、W、B8~B12、K1等 12戶，預計 106年底完工。

另編號 A1~A3、A5~A7、K2、B1~B3、B5~B7、K3 等 14 戶

尚未開工，目前辦理展延開工。 

（二） 案關建案廣告之配置圖將陽台、屋突 1 層水箱間等規劃

為室內空間部分，係為考量加大室內空間使用，並善意

提供圖示為參考建議，且該配置圖亦有特別加註「本案

以核准建照圖面標示為憑」等字樣。該配置圖僅是草圖，

並未符合建管單位相關法令規定，其目的僅供被處分人

自行參考用，且興建中尚未完成之案關建案均會依建管

單位核發之建照圖興建，無需申請變更設計，並不會依

網站刊登之配置圖興建，故興建中之 12戶將會符合建管

單位之規定，況案關建案尚未興建完成，嗣後將依建照

圖施工完成，再據以修正銷售宣傳圖示，並未有做廣告

之宣傳意圖。 

（三） 案關建案迄今未曾與任何代銷廣告業者合作，被處分人

網站廣告是由被處分人提供廣告所需內容、未定案之平

面圖(手稿繪圖)及其他相關資料委由美工人員設計，經

被處分人審閱確認完成後，再行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

而 591 房屋網之廣告係被處分人之員工誤將未興建完成

之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 房屋網，被處分人直至收到本會

書函後方才知悉疑涉違法，實屬無心之過。 

（四） 案關建案廣告於被處分人網站刊登期間為 106 年 1 月刊

登，106年 4月 25日刪除相關圖片。於 591房屋網刊登

期間約為 106年 1月刊登，106年 4月 20日刪除相關圖

片，約於 106年 5月將廣告下架。 

（五） 591 房屋網乃免費廣告平台，與被處分人並無任何委任

或合作關係，故並未支付任何費用及簽訂任何契約。 

（六） 案關建案尚無實體接待中心，亦無聘請銷售人員，且無

印製銷售海報、預售屋買賣合約書或訂單，廣告期間無

任何銷售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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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函請南投縣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獲復，略以： 

（一） 按建築法第 70條規定：「建築工程完竣後，應由起造人

會同承造人及監造人申請使用執照。…。其主要構造、

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發給

使用執照。…」及同法第 39條規定：「起造人應依照核

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

計時，仍應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要構造或位

置，不增加高度或面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置

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面、立面圖，一次報驗。」 

（二） 案關建案各戶壹樓於建造執照為停車空間，倘部分停車

空間規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

用，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竣工圖之陽台、花

台及露臺、挑空等空間倘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

廁等室內空間使用，與原核定圖說不符，且增加其容積

樓地板面積，應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惟查本案建造執

照卷內建築圖說，法定容積率及建蔽率為 150%及 50%，

而設計之容積率為 149.63%、148.51%、149.84%、149.16%

及設計之建蔽率為 48.8%、49.2%、48.62%、46.55%等，

顯無法再增加其樓地板面積，即使辦理變更設計，亦無

法通過審核。 

（三） 該府查無被處分人申請變更設計之相關資料。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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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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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足以

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內容及用途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造成不公平競爭，即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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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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經查案關建案廣告係由被處分人

將廣告所需內容、未定案之平面圖(手稿繪圖)及其他相關

資料委由美工人員設計，並經被處分人審閱確認完成後，

再行刊登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 房屋網，是被處分人為廣

告出資者及廣告活動實際實施者，對廣告內容具有實質決

定及監督能力，為本案之廣告行為主體。 

三、 案關建案廣告之「禾楓尊榮配置圖」、「禾楓尊貴配置圖」

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浴廁使

用空間或增建停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

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

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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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狀，為影響交易相

對人承購與否之重要交易決定因素之一，若事業對其商

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

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

其原有效能，而足生不正競爭之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

害消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

法上之責任。 

（二） 被處分人銷售案關建案，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房屋網

刊登銷售廣告，其配置圖將編號 A1~A3、A5~A12 戶及

B1~B3、B5~B12 戶之壹樓平面圖將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

浴廁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肆樓、伍樓平面圖將陽

台、花台、露臺、水箱間等空間規劃為客廳、臥室、書

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編號 A1~A2戶、A5~A12 戶、

B1~B2戶、B5~B12戶及編號 K1~K3戶之壹樓平面圖將空

地增建停車空間使用；編號 K1~K3戶之貳樓平面圖將壹

樓夾層之挑空位置規劃為客廳、臥室、餐廳等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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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編號 K2~K3戶之參樓、肆樓平面圖將陽台空間

規劃為臥室等室內空間使用，其整體內容綜合觀之，予

人印象為購買案關建案後，得據以比照廣告所呈現之規

劃為室內空間配置並合法使用。據南投縣政府之專業意

見，被處分人未有申請變更設計之相關資料，倘依廣告

表示將前揭所述之空間規劃作為室內空間使用，與原核

定圖說不符；且增加其容積樓地板面積，應依建築法第

39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而案關建案之法定容積率已幾

乎已達上限顯無法再增加其樓地板面積，即使辦理變更

設計，亦無法通過審核。復據被處分人陳稱興建中之建

案將按圖施工，無需申請變更設計。綜上，案關建案廣

告將壹樓部分停車空間規劃為浴廁使用空間或增建停

車空間等室內空間使用，及貳樓、參樓、肆樓、屋突 1

層之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規劃為客

廳、臥室、書房、浴廁等室內空間使用，應無將該等空

間合法變更設計為室內空間之可能性，縱被處分人主張

事後並未依廣告之表示興建案關建案，而係依據建管單

位核發之建照圖興建，於興建完成交屋後，消費者雖無

違反建築法規而遭查報、拆除之風險，惟此亦將使買受

人未能於交屋時獲得或合法享有案關廣告所示之室內

空間使用，而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發生招徠

效果，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決定交易致權益

受損，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

使用不實廣告者自應負不實廣告行為之責，是以，案關

廣告配置圖所示內容，核與事實不符，已足以引起一般

或相關大眾對建案之內容及用途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之虞，並將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

足以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三） 至被處分人辯稱 591房屋網之廣告係公司員工誤將未興

建完成之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房屋網等語，惟依行政罰

法第 7條第 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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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

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

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本案雖是由被處分人之員工

誤將案關建案刊登於 591房屋網，然依前開規定被處分

人旗下員工所為之行為，仍應歸責於被處分人，尚不能

以被處分人員工所為而據以卸責。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銷售南投縣南投市「儷尊別墅」建案，

於被處分人網站及 591 房屋網廣告刊載「禾楓尊榮配置

圖」、「禾楓尊貴配置圖」及「禾楓尊爵配置圖」將原用途

為停車空間、陽台、花台、露臺、水箱間、挑空等空間以

室內空間之使用表示，以及空地增設停車空間之使用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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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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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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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