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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112號 

被處分人：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771579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基湖路 32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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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登載全國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廣告，宣稱「月付

$999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

飽？！」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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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處新臺幣 6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情概述： 

（一） 本會於106年1月17日上網檢視全國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

廣告，係以「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為

標題，並於頁末為相同內容之字體較大及顏色清晰之貼

心叮嚀。再經檢視同網頁之影音廣告，口白陳述「打電

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網外都適用

」、「保證吃很飽」，並同步播放「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

飽？！」、「通通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外』『網內』

」、「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全部吃到飽？！」之畫面。整體觀之為打電話(不分市話

、行動、網外、網內)及上網均為吃到飽方案，惟再予檢

視廣告同一畫面下角白色字體標示「打電話仍有每月通

話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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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優惠數量有限，額滿為止。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

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詳

洽本公司官網查詢」之限制條件，而有引起相關交易相

對人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爰主動立案調查。 

（二） 次有民眾106年1月20日以電子郵件檢舉，被處分人廣告

強調語音(打電話)吃到飽，惟實際去門市詢問，最多為

2,300分鐘，與一般大眾認知吃到飽之概念不符，涉有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三） 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106年9月13日函移受理陳情案

件登記移案表，略以：被處分人推出「月付$999打電話+

上網全部吃到飽」資費方案，案關廣告表示市話、行動

、網內/外都適用，惟於使用後始得知打電話限制在1,900

分鐘免費，爰認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二、 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一） 月付999打電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方案係被處分人「全國

壹大網」資費促銷方案(下稱999吃到飽方案)，案關資費

方案促銷期間為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31日止，嗣延

長至6月30日，該方案於門市仍有銷售，案關999吃到飽

方案相關廣告(下稱案關廣告)對外刊播情形，分述如下

： 

1、電視超級篇廣告：自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19日於

各大電視媒體刊播，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

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2、數位網路媒體：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2月於聯合新聞

網、自由時報及東森新聞雲等數位網路媒體刊載，廣

告宣稱「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月

付$999全部吃到飽？！」。 

3、台灣大車隊：106年1月至2月於車內螢幕包框及橫插卡

刊載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

！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105年12月19日至106

年1月1日及106年1月20日至2月9日，分別車內刊播影

音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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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話‧行動‧網內‧網外」。 

4、三創大樓：106年1月20日至同年月27日，於三創大樓

上方媒體塔刊載廣告，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

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 

5、門市輔銷物：促銷方案期間於全國各門市放置106年2

月份期刊，於106年2月1日至2月28日張貼海報及橫布

旗，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

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二） 案關999吃到飽方案係被處分人「全國壹大網」資費的促

銷方案，原有之「全國壹大網」資費方案內容計有優惠

月租費、上網優惠、語音優惠(網內/網外/市話)及簡訊

優惠，前揭資費方案之語音不分對象每通前X分鐘免費，

以「$999」方案為例，前10分鐘免費，撥打行動門號及

市話當月通話對象以300個不同電話號碼(含)為上限，以

及每月撥打網外(含市話)1,500分鐘免費的限制；上網傳

輸量每月3.5G；簡訊則區分網內及網外的費用，網內1則

新臺幣(下同)1元，網外1則2元。 

（三） 被處分人經統整分析已申辦前揭「全國壹大網」資費之

用戶105年12月至106年2月4G全體用戶撥打電話每月使

用情況，用戶每月發話平均低於35分鐘，99.99％的用戶

每月發話總分鐘數低於1,900分鐘門檻，以及99.98％發

話對象低於300組，被處分人期能為消費者爭取更優惠的

電信服務，突破由各大電信業者長久以來慣用的費率門

檻，提升業界良性競爭，故提供案關999吃到飽方案，上

網優惠部分提供上網無限制的傳輸量；語音優惠方面，

則取消每通前10分鐘免費之限制，惟為避免商業上濫用

之考量，不分市話及行動(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電話

號碼限制，及網外與市話每月總量由1,500分鐘提高至

1,900分鐘，網內互打電話則無限制，是案關999吃到飽

方案幾乎等同於沒有限制。 

（四） 案關廣告宣稱「吃到飽」係傳達產品意念及情境，廣告

不僅於「吃到飽」處加入「？!」作為提醒，並於相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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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保護文字均明確備註說明「電話仍有每月通話數量

及網外(含市話)總分鐘數上限的限制，詳洽本公司官網

查詢」等字樣，同時亦以清楚明確之文字刊載刊載於各

式廣宣品備註說明，業已充分揭示產品相關訊息，消費

者前往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門市人員亦會詳細解說

，務必使消費者充分了解後才辦理，且方案同意書更以

粗框、明顯標記方式呈現，請消費者簽名確認，應不致

使消費者難以認知限制條件內容，或有產生錯誤認知或

決定之虞。 

（五） 又其他電信業者推出「網內互打免費」之優惠，亦有網

內通話對象不得超過300個不同門號之限制，否則即視為

當商業使用，而不再享有免費吃到飽之優惠。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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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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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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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客體：本案係針對案關 999 吃到飽方案資費廣告所為

調查，案關廣告計有本會主動調查之電視影音廣告，廣告

期間 105年 12月 12日至 106年 1月 19日；次有被處分人

提供之刊載於數位網路媒體之廣告，廣告期間 105年 12月

12 日至 106 年 2 月；台灣大車隊車內之螢幕包框、橫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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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廣告期間 106 年 1 月至 2 月；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

廣告，廣告期間 105年 12月 19日至 106年 1月 1日及 106

年 1月 20日至 2月 9日；三創大樓上方媒體塔廣告，廣告

期間 106 年 1 月 20 日至 106 年 1 月 27 日以及於各門市所

掛之布旗、期刊封面及海報廣告，廣告期間 106 年 2 月 1

日至 106年 2月 28日，前揭廣告均屬本案調查之廣告範圍

。 

三、 有關案關 999 吃到飽資費方案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規定： 

（一） 電視影音廣告及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廣告為引人錯誤之

表示： 

1、查被處分人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1月19日於各大電

視媒體刊播超級篇廣告，內容以口白陳述「打電話加

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網外都適用」

及「保證吃很飽」，並同步播放「打電話+上網全部吃

到飽？！」、「通通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外』『網

內』」、「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

適用全部吃到飽？！」之畫面，同時下方以較小字體

揭示限制條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對象數量及網外(

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次查被處分人自

106年1月至2月於台灣大車隊之車內刊播影音廣告，內

容以口白陳述，月付999打電話加上網，並同步播放「

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

內‧網外」之畫面，同時下方以較小字體揭示限制條

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

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前揭案關影音廣告整體觀之

，予人印象為打電話不分市話、行動、網外、網內及

上網均無任何限制而完全吃到飽。據被處分人表示，

案關999吃到飽方案，提供上網無限制之傳輸量，惟打

電話部分則為避免商業濫用之考量，就市話及行動(

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電話號碼之限制，以及網外

與市話每月總量1,900分鐘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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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影音廣告以口語宣播並搭配影像畫面同時呈現，觀

者可同時自視聽二方面理解廣告訊息，而案關影音廣

告雖於下方同時揭示限制條件「打電話仍有每月通話

對象數量及網外(含市話)總免費分鐘數上限的限制」

，惟案關影音廣告除以畫面播放，並以口語方式積極

表示「打電話加上網全部吃到飽」及「月付999打電話

加上網」之優惠內容，而卻以與廣告畫面優惠宣稱使

用文字顯不相當比例之微小字體揭露限制條件，其未

達顯著之程度，已使一般大眾無法得知限制內容。 

3、綜上，案關電視影音廣告及台灣大車隊車內影音廣告

，就案關999吃到飽資費方案廣告宣稱，核屬引人錯誤

之表示。 

（二） 其他媒體等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被處分

人自105年12月12日至106年2月分別於聯合新聞網、自由

時報及東森新聞雲等數位網路媒體刊載廣告，廣告宣稱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月付$999全

部吃到飽？！」；次自106年1月至2月於台灣大車隊之車

內螢幕包框及橫插卡廣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

全部吃到飽？！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復自106

年1月20日至同年月27日於三創大樓上方媒體塔刊載廣

告，宣稱「月付$999打電話+上網全部吃到飽？！市話‧

行動‧網內/外 都適用」；又於106年2月間於全國門市綁

掛橫布旗、期刊封面及海報廣告，表示「月付$999打電

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飽？！」，

前揭廣告未見相關限制之說明，整體觀之予人印象為打

電話不分市話、行動、網外、網內及上網均無任何限制

而完全吃到飽，惟如前所述，其上網雖確實無限制，但

打電話部分，就市話及行動(網內及網外)採300個不同電

話號碼之限制，以及網外與市話每月總量1,900分鐘數之

限制，是上揭其他媒體之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

誤之表示。 

（三） 至被處分人表示，消費者前往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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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人員必會詳細解說使消費者充分瞭解，並於方案同

意書簽名確認，應不致使消費者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
惟廣告係事業於交易前對不特定人之招徠手段，消費者

受到廣告吸引而前去門市申辦案關資費方案，該廣告即

已發揮功能，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前往交易
致權益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會，廣

告就商品或服務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且廣

告是否涉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情事應就整體廣告內容
為觀察，倘須待消費者親赴門市申辦方得澄清廣告內容

，已屬消費者抵達門市後獲得之訊息，其就消費者為個

別補充說明，並不影響不實廣告之認定。至於契約僅係
事業於特定人為交易決定後，用以載明買賣雙方之權利

義務範圍，與廣告有所不同，爰契約之另為補充、補正

說明亦不影響不實廣告責任之認定。 
四、 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案關 999 吃到飽方案廣告，宣稱「月

付$999 打電話+上網市話‧行動‧網內/外都適用全部吃到

飽？！」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內容為虛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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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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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年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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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