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1045號

被處分人：聖揚開發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9112623

址    設：臺中市南屯區永春路20號

代 表 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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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揚樂晴空」建案廣告，刊載設置夾層樣品屋

並放置床鋪圖片，宣稱「3米6創思空間」、「多點巧思～加

倍複層收納、多元使用機能，相同坪數，給您更多自由。」

並於銷售現場搭建具夾層設計之樣品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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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於591房屋交易網站（下稱591網站)及公司

網站刊登臺中市南屯區「聖揚樂晴空」建案廣告，刊載設置

夾層樣品屋並放置床鋪圖片，公司網站搭配文字宣稱「3米

6創思空間」、「多點巧思～加倍複層收納、多元使用機能，

相同坪數，給您更多自由。」等語，且現場銷售人員帶看該

夾層樣品屋。惟依其建造執照及核定之工程圖說，地上2層

至11層高度為3.6公尺，並未設置夾層，是被處分人涉有

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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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函請臺中市政府提供專業意見，略以：案關建案建造執

照係於 110 年 8月 10 日核准第 1次變更設計，為地上 12

層地下 2 層集合住宅新建案，其中地上 2層至 11 層高度

為3.6公尺，並未設置夾層，倘主要構造與核定之工程圖

說不符，則該府依建築法第58條第6款規定：「建築物在

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

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

得強制拆除：……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

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辦理。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案關「聖揚樂晴空」建案係1幢 1棟地上12層、地下2層，

總計 72 戶(66 戶住家、6戶店面)，為被處分人自建自

售，並刊載文案於 591 網站及該公司網站，該建案 110

年 3月 14日取得建造執照，並於同年7月開始動工，目

前尚在興建中未取得使用執照，預計於 113年下半年完

工並於 114年 6月交屋，故以預售屋進行公開銷售部分

戶數。

２、案關文案係免費刊登於 591 網站，為單純委任刊載關

係，並未涉利益分配，故非屬廣告，刊載流程需線上填

寫「新建案表資料刊登表」，並經該網站審核後始得對外

刊登，本案係於 110 年 4月請 591網站初步刊登建案簡

易資訊，尚無詳細資訊及圖片，後於 110 年 7月送交表

格請 591網站協助刊登完整內容，迄本會調查後撤除相

關爭議圖片，故刊載期間約為 110 年 7月至 111 年 1月

28日。另被處分人網站之內容為介紹實績資訊，由該公

司人員製作，並委託廠商協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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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案關建案各層樓高 3.6公尺，略高於其他建案，提供消

費者購買相同坪數更多垂直空間利用，一般系統櫃高度

約 2.4公尺，故該建案可規劃高櫃增加儲物量，或於天

花板裝修收納層板，放置無使用之棉被、床墊、枕頭及矮

凳等雜物，該建案接待中心現場樣品屋裝潢之收納層板

高度僅 1.1公尺，成人及孩童皆無法站立，並無法施作

夾層及做為臥室使用，另消費者可於天花板安裝全熱交

換器，亦可規劃水晶燈、吊燈等多元使用。

４、被處分人知悉該建案並未申請夾層空間，依建管法規不

得施作夾層，惟被處分人並無施作夾層之意，亦未預計

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夾層空間，該建案樣品屋並非施作夾

層，係利用樓高扣除上下層板後仍有 3.4公尺高度，樣

品屋衛浴高度約為2.3公尺、上方空間高度為1.1公尺，

並增建「儲物層板」係欲表達該上方1.1公尺空間可以裝

設系統櫃及樓梯，供消費者增加收納空間及方便上下樓

搬運，且樣品屋為使消費者清楚觀看並呈現立體感未施

作實牆，該等空間並非夾層，實際交屋時浴室並無施作

層板，仍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施作內容，現場銷售人員為

被處分人聘僱員工，並未向消費者建議將「儲物層板」做

為居臥室使用，僅告知可用於設置系統櫃收納雜物，樣

品屋放置床鋪係表達亦可收納閒置之床鋪、枕頭等大型

物品，並無引人誤認可做為房間(居室)使用之意。

５、案關廣告於591網站環景720賞屋將衛浴上方及夾層放置

床舖空間載為臥室之緣由，係 591網站使用名詞具一致

性，無論原規劃為書房或起居室或孝親房等，該網站均

以臥室取名，且該上方空間為層板並非夾層，係供消費

者施作系統櫃收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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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案關建案樣品屋係 2房物件，本案爭點圖片為書房，並

非臥室，僅施作 1間樣品屋，自 109年 12 月裝潢至 110

年 6月完工，使用至 110 年 12 月 26 日。案關廣告期間

110 年 7月至 111 年 1月 28 日，銷售期間 110 年 4月至

110年 12月 26日止。

　(三)經函請 591房屋交易網站經營者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數字公司)提出書面陳述，略以：

１、591網站係由數字公司架設管理，僅為提供刊登廣告之平

台，並未負責廣告製作刊登，亦不瞭解廣告資料真實性

及有效性。

２、案關建案廣告由被處分人口頭委託數字公司 591網站編

輯專員進行刊登，其建案資料及圖片均由被處分人提

供，屬免費刊登並無廣告費及行銷費，故無合作契約書

及廣告內容企劃、審閱、決定、印製及使用等流程。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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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條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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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按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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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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廣告行為主體：「聖揚樂晴空」建案為被處分人自建自

售，並提供文案資料給數字公司刊載於 591網站，案關廣

告亦由被處分人製作，另有刊載於公司網站，且於現場銷

售中心搭建樣品屋，由被處分人聘僱之銷售人員向消費者

介紹，故被處分人為實際出賣人，消費者所認知之交易對

象為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本案廣告行為客體：

　(一)591網站廣告刊載設置夾層樣品屋並放置床鋪圖片，且於

720度環景圖標示「臥室」。

　(二)公司網站廣告刊載設置夾層樣品屋並放置床鋪圖片，並搭

配文字宣稱「3米6創思空間」、「多點巧思～加倍複層收

納、多元使用機能，相同坪數，給您更多自由。」等語。

　(三)現場銷售中心搭建夾層樣品屋，由銷售人員帶看並向消費

者介紹。

四、被處分人於591網站及公司網站刊登案關「聖揚樂晴空」建

案廣告，刊載設置夾層樣品屋並放置床鋪圖片，搭配文字

宣稱「3米6創思空間」、「多點巧思～加倍複層收納、多元

使用機能，相同坪數，給您更多自由。」並帶看施作夾層樣

品屋，予人該建案挑高 3.6公尺可供施作夾層並做為臥室

使用之印象。按合法申請使用之夾層屋係以不影響建築結

構之安全為前提，運用垂直空間提高居住使用效益，惟依

臺中市政府專業意見意旨，案關建案並未申請夾層空間，

倘主要構造與核定之工程圖說不符，必要時得依建築法規

定強制拆除，另依建築法第 9條及第28條規定：「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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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增建行為應依法申請建

造執照。故倘案關建案建造執照並未申請夾層空間，消費

者依廣告圖及樣品屋二次施工增建夾層，則有使用安全之

虞及日後有遭建管單位罰鍰、勒令拆除、停止使用或恢復原

狀等處分之風險。

五、案關建案於591及被處分人網站刊載樣品屋廣告圖，呈現

浴室上方及其延伸之垂直空間，放置床鋪設施，據被處分

人陳述，該等垂直空間高度 1.1公尺，並非用於居住，亦

非做為臥室使用，係供消費者參考可運用該建案 3.6公尺

高度優勢增設儲物空間，放置未使用之床鋪及雜物，其為

儲物層板並非夾層，且已明確告知消費者該等空間用於儲

物非為居室使用，實際交屋時浴室為實牆並無施作該層

板，仍由消費者自行決定施作內容，被處分人知悉該建案

並未申請夾層空間不得施作夾層，並無預計向臺中市政府

申請變更，於交屋時並不會設置該儲物層板云云。惟就樣

品屋廣告圖呈現樣貌，浴室上方空間及延伸層板放置床

鋪，且於720度環景圖標示「臥室」，有使人誤認該建案可

依樣品屋施作夾層空間，並做為臥室居住使用之虞，又經

本會派員赴該建案現場，銷售人員帶看設置夾層之樣品

屋，並口頭介紹可依樣品屋施作夾層，然實際該建案並未

申請夾層空間，廣告與現狀不符，消費者倘於案關建案領

得使用執照並交屋後，依廣告及樣品屋施作夾層，則有二

次施工遭查報拆除之虞，案關廣告內容及用途已引起消費

者錯誤認知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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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另被處分人辯稱591網站環景720賞屋將衛浴上方及延伸之

層板放置床舖空間標示為臥室，實際下方空間為書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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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方為儲物空間，其載為臥室之緣由係 591網站對於使

用名詞具一致性，無論原規劃為書房或起居室或孝親房

等，該網站均標示臥室等語。然被處分人為案關建案之實

際出賣人，提供廣告文案刊載於 591網站，廣告為消費者

取得建案資訊主要來源之一，消費者受到廣告吸引則該廣

告即已具招徠效果，為避免消費者受不實廣告之誤導決定

交易致權益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易之機會，

被處分人自應負廣告主之真實表示及注意義務，就建案資

訊所為之表示或表徵當與事實相符，並確保廣告刊載於網

路平台內容之正確性，尚難以 591網站之呈現方式而予以

卸責。

七、又，被處分人陳稱其係免費刊載於 591 網站並無利潤分

配，及被處分人網站所載之建案資訊均非屬廣告等。惟按

廣告之性質為廣告主以自身名義，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

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為，本案被處分

人將其銷售之建案資訊公開於 591網站及該公司經營之網

站，既可清楚辨識建案銷售主體為被處分人，被處分人所

稱核無可採。

八、綜上，被處分人於 591網站及公司網站刊登臺中市南屯區

「聖揚樂晴空」建案廣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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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及

預期之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持續期間、所得

利益，及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市場地位、以往違法情形、

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合調查等情狀後，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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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3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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