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115 號

被處分人：上禾淨水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458245

址    設：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67號

代 表 人：○○○

地　　址：○○○○○○○○○○○○○○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不當銷售淨水器及相關產品，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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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民眾於 107 年 3月以電子郵件檢舉上禾淨水有限公

司(下稱被處分人)，並再電告本會服務中心，略以：

渠於店家用餐時參加被處分人舉辦之摸彩活動，嗣接

獲被處分人通知中獎淨水器，並告知須支付稅捐新臺

幣(下同)2,680元。惟被處分人到府安裝完畢後，始告

知該淨水器濾心之固定更換時間為半年以及每次更換

費用為2,900元；另有民眾於 107年 9月亦以電子郵件

檢舉相同情事，爰併案調查。

二、調查經過

（一）案經請被處分人說明並到會陳述，略以：

1、該公司 106 年 8 月至 12 月間，著重在門市銷售、

舊客戶產品維修服務等，並無舉辦摸彩活動；107
年 1 月至 2 月間逢春節前夕，爰舉辦摸彩活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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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淨水器。另 107 年 8 月間再辦理之摸彩活動，其

活動方式和內容與 107 年 1 月至 2 月間舉辦之活

動相同。

2、在門市銷售淨水器雖具有較多獲利，惟採取摸彩

活動促銷淨水器，較為主動、快速接觸顧客，交易

機會較大，若中獎者願意以淨水器市價之一成費

用安裝產品，日後亦可藉由後續耗材(濾心)之銷

售，而有穩定獲利，故縱使賠錢銷售淨水器，該

公司亦傾向辦活動銷售淨水器及濾心，以招徠消

費者，且為提升店家彩券派發數量，爰設有領取

或安裝案關商品達一定數目始抽送贈品獎項之限

制條件，該限制條件僅合作店家知悉，若將該限

制條件登載於摸彩券，消費者參加摸彩之意願將

不高。

3、系爭「元氣水資源」品牌之淨水器及濾心，均由○

○○○○○○○○○製造並供應。其中，淨水器之

進貨成本為○○○元、每半年定期更換之濾心組

（第 1道至第 3道)進貨成本則為○○○元，第 4
道至第 6道中任選 2道之進貨成本為○○○元，

店內淨水器定價為 26,800 元、濾心組之定價為○

○○元至○○○元不等(1 次購買 10組濾心組另有

○折優惠，即○○○○元)，單次測水質及更換濾

心價格為○○○元。

4、107 年 1 月至 8 月間辦理之摸彩活動與先前遭本會

處分之摸彩活動內容大致相同，僅淨水器支付價

格自 3,490 元降至 2,680 元，惟 107 年 1 月至 8 月

間辦理之摸彩活動效果不如預期，107 年 1 月至 2
月間辦理之活動共銷售○○台淨水器，及○組濾

心更換方案，總金額為○○○元。另 107 年 8 月間

辦理之活動共銷售○台淨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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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次活動僅收到○○張摸彩券，依該公司「淨水器

電聯送獎說法」，以電話通知第一重摸彩活動○位

中獎者時，會告知該中獎者提領或安裝淨水器，

須支付優惠價 2,680 元。倘中獎者未達○位領取或

安裝淨水器，該公司會再抽取○位加碼名額之中

獎者；該公司完成第一重摸彩活動中獎通知後，

會將○名淨水器中獎者摸彩券投入摸彩箱參加第

二重 3C 家電摸彩活動。

6、該公司原則上於師傅安裝淨水器完畢後，始為告

知後續濾心更換費用，但亦有因消費者主動洽詢

時予以告知濾心更換費用。

7、107 年 1 月至 8 月間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略以：

(1)○○○：雖未有○○位以上中獎者安裝或領取淨

水器，但應合作店家要求，送出全部 3C 家電獎

項。

(2)○○○○○○○○、○○○○○○：依淨水器中

獎者實際安裝或領取數量，僅送出○獎、○獎、○

獎、○獎及○獎。

(3)○○○○○：未完成淨水器之電聯送獎作業，但

因合作店家老闆態度和善，仍送出全部 3C 家電

獎項。

(4)○○○○○○：淨水器電聯送獎時遭人檢舉而取

消，但仍有○位中獎者安裝或領取淨水器。另 3C
家電除○獎○○外，均有送出。

(5)第二重 3C 家電抽獎活動之獎項皆由合作店家抽

出，該公司並派員在場見證。

8、提供開飲機○台、烘碗機○台、電子鍋○台、立扇

○台及吹風機○台等進貨憑證供參，另其餘獎項

因尚有庫存可供使用，未再額外購置。

（二）請系爭淨水器供應事業提出說明，獲復，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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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該公司與被處分人為經銷賣斷關係，簽有經銷合

約。被處分人 106 年 7 月起計向該公司進貨○○組

淨水器及○○○組濾心組。

2、該公司售予被處分人淨水器、濾心組之價格分別為

○○○元、○○○元。

3、該公司只銷售商品並提供技術服務予被處分人，

不知悉被處分人辦理之摸彩活動，亦不曾贊助系

爭活動相關獎項。

（三）復函請及電詢 107 年與被處分人合作之店家說明系

爭摸彩活動之辦理情形，獲復，綜整略以：

1、被處分人向店家洽詢摸彩活動舉辦事宜，合作店

家並未提供任何金額贊助該活動，亦無參與利潤

分配。

2、系爭摸彩活動結束後，由合作店家將摸彩券銷毀

處理。

3、活動過程未獲投訴反映。

（四）針對被處分人提供 107 年 1 月至 8 月間辦理摸彩

活動後安裝系爭淨水器之消費者進行電話訪查，

獲悉：

1、多數表示認知摸彩獎項除淨水器外，尚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

2、少數表示安裝系爭商品前，被處分人有告知濾心

更換費用，惟多數表示係於安裝後始告知濾心更

換費用，另或有對購買濾心無需求者，被處分人

亦未曾主動告知。

3、多數表示倘無中獎，不會購買系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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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之行為。」次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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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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交易秩序」泛

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判斷「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

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

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

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

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

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

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

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所謂「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

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

式，從事交易之行為；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

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

二、再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

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

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

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

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

訊不對等之地位。查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 月至 8 月間辦

理○次摸彩活動。次查系爭摸彩活動摸彩券載明摸彩活

動「第一重：廠商贊助獎【高級養生活水生飲機】」、「第

二重 3C 家電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

取」等語，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系爭摸彩活動之獎項產

生獲獎期待並有射倖心理，此有本會調查所得，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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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知摸彩獎項除淨水器外，尚有其他 3C 家電獎品

可證。復查被處分人就案關摸彩活動均與合作店家簽訂

「贊助專案企劃書」，對系爭摸彩活動 3C 家電各項獎

品訂定贈送之限制條件，然查上開約定並未揭露於摸

彩券，亦未使參加活動之民眾知悉，此亦經被處分人

自承該重要交易資訊倘告知參與摸彩活動之民眾，將

影響民眾參與意願及活動效果等語可證。故被處分人未

揭露案關摸彩活動獎項設有限制條件之資訊，逕以淨

水器中獎者領取安裝意願及支付費用，單方面決定相

關 3C 家電獎品開獎與否之行為，已剝奪民眾對於系爭

摸彩活動各項獎品中獎之機會。

三、又按淨水器須經常定期更換濾心始能達成淨水目的，

且各品牌型號有其專用之濾心，民眾於選購淨水器

時，非僅考量淨水器之購買成本，濾心更換之鎖入成

本亦為民眾選購淨水器考量之因素。查被處分人於電話

通知淨水器之中獎人時，雖主動告知淨水器價值

26,800 元，中獎且同意領取者，須支付體驗價 (優惠
價)2,680 元，惟查被處分人 107 年 1 月至 8 月間並無淨

水器之進貨事實，復查被處分人 106 年間淨水器之進

貨發票，系爭淨水器之進貨成本為○○○元或○○○

元，被處分人向獲獎者宣稱系爭淨水器售價 26,800
元，不無令民眾對淨水器品質產生錯誤期待並有射倖

心理。另多數民眾表示被處分人於安裝淨水器後始告知

濾心更換之費用，並推銷濾心更換方案，然查被處分

人系爭濾心進價每組僅約○○○元不等，民眾無從比

較更換濾心之價格，立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而與之交

易，致衍生糾紛，此有本會電訪調查所得，多數中獎

民眾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採購被處分人之淨

水器及其濾心可證，且被處分人亦自承該公司獲利來

源為淨水器安裝後售後服務、維修及更換耗材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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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故被處分人以摸彩贈送 3C 家電獎品為釣餌，利

用消費者射倖心理，隱匿商品銷售之目的，實則銷售

淨水器及濾心之情事，應可認定。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其主導之摸彩活動中，未載明系爭

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致民眾誤認系爭活動與其到店

消費行為有關之虞，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

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心

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且隱匿摸彩活動之

重要交易資訊，使活動實際舉辦情形與摸彩券上活動

說明未盡相符，並就淨水器價格為不當陳述，致民眾

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而為淨水器相關產品之交

易，核諸被處分人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

定。

五、綜上論述，被處分人之整體銷售淨水器及其濾心行

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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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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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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