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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帄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10037 號 

被處分人：邱○○即順陞企業社 

統一編號：○○○○○○○  38669538 

址    設：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 6 號 9 樓之 7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帄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藉舉辦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

品價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再強力推銷商品迫使民

眾自由意思受到壓抑而為交易決定，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帄行為，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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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多位民眾分別於 107 年 10 月至 109 年 9 月期間以

電子郵件向本會檢舉略以：順陞企業社(下稱被處分人)

於桃園市帄鎮區、臺中市太帄區、臺中市大安區、屏東

縣屏東市、屏東縣內埔鄉、宜蘭縣蘇澳鎮及高雄市大寮

區等地，派員到住戶家按電鈴發摸彩券，表示辦理防震

防災防火消防講座，會後有摸彩活動，吸引民眾參加說

明會，惟民眾聽完宣導後，被處分人業務員隨即跟隨民

眾返家，表示幫忙民眾檢查瓦斯設備是否安全，並佯稱

免費安裝瓦斯防震器或強硬安裝瓦斯防震器，並高額索

費 1 組 2 個瓦斯防震器(或表示買一送一)達新臺幣(下

同)7,990 元至 8,000 元不等，惟上網查詢產品售價方

知僅 1,000 元左右，嗣後民眾欲辦理退貨，但在聯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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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被處分人卻一再拖延，涉有利用防災消防講習隱匿

被處分人強迫推銷瓦斯防震器情事，爰向本會提出檢舉。

另臺南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

局亦移來 3 位民眾反映被處分人利用防災消防講習強

迫推銷瓦斯防震器等相同事由。 

二、又本會函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供受理涉及被處分

人之消費爭議資料，該處提供 8 位民眾申訴資料。 

三、調查經過： 

（一）依甲君等 18 位民眾檢舉內容，及本會另實地或電話

訪查該等民眾所得，彙整被處分人涉案相關事實略

以： 

編號 事實 檢舉或申訴人 

1 被處分人於各地村里空

地、社區廣場或廟前廣
場以消防講座或防災防

震講座辦理說明會 

甲君、乙君、丙君、丁

君、戊君、己君、庚君、
辛君、壬君、癸君、子

君、丑君、寅君、卯君、

辰君、已君、午君、未
君 

2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未告

知其實為瓦斯安全器材

銷售業者，亦未於說明
會紅布條及摸彩券載明

其事業名稱 

甲君、乙君、丙君、丁

君、壬君、寅君 

3 民眾誤以為係政府機關
或公益團體辦理的宣導

活動 

甲君、己君、辛君、丑
君、未君 

4 被處分人表示參加說明

會即可憑摸彩券參加抽
奬，肇致民眾誤以為參

加有摸彩活動之防災講

習，以增加民眾參與機
會 

甲君、乙君、丙君、丁

君、戊君、己君、庚君、
辛君、壬君、寅君、巳

君、午君、未君 

5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中不 甲君、乙君、丙君、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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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強調地震火災可能

性，引發瓦斯外洩之疑

慮 

君、己君、辛君、壬君、

巳君 

6 被處分人在說明會中或

安裝時強調民眾可免費

獲得(更換、安裝)瓦斯
防震器 

甲君、乙君、丁君、已

君、子君、辰君、巳君、

午君、未君 

7 被處分人於說明會後隨

同民眾返回住家強行安

裝瓦斯防震器 

甲君、乙君、丙君、戊

君、己君、庚君、辛君、

壬君、癸君、丑君、巳

君、未君 

8 民眾在未事先知悉安裝

瓦斯防震器仍需付費情
形下，被處分人亦未事

先說明瓦斯防震器價

格，待裝設完畢後，被
處分人方告知安裝瓦斯

防震器係買一送一或需

要收費 

甲君、乙君、丙君、丁

君、戊君、己君、庚君、
辛君、壬君、癸君、子

君、丑君、辰君、巳君、

午君、未君 

9 民眾或因基於 1 人在家
心生恐懼、安裝人員不

願離開、已安裝不好意

思要求拆下、要求拆下
遭拒、拒絕購買恐遭不

利等情況下被迫購買瓦

斯防震器 

甲君、丙君、戊君、己
君、辛君、壬君、子君、

午君 

10 民眾向被處分人要求退

貨退費，但被處分人或

有置之不理，或有一再
藉故推延情事 

乙君、丙君、戊君、庚

君、辛君、子君、丑君、

寅君、辰君、巳君、午
君 

（二）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新興稽徵所提供被處分人營收

資料，及比對被處分人上游供應商所提供瓦斯防震器

交易資料，查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 月至 109 年 5 月期

間帄均月進貨量達百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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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109 年 7 月 1 日及 109 年

8 月 3 日多次以雙掛號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

另於 110 年 3 月 18 日以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之戶

籍地址，上開調查書函均已合法送達，惟被處分人均

未到會說明。 

理    由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

一律注意。」第 39 條規定：「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

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

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第 102 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

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

39 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

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

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03 條規定：「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

會︰……五、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

確認者。……」 

二、本會為踐行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及第 39 條規定，於 108

年 12 月 17 日、109 年 7 月 1 日及 109 年 8 月 3 日多次

以雙掛號函請被處分人到會陳述意見，另於 110 年 3 月

18 日以雙掛號郵寄至被處分人之戶籍地址，並於函中

告知拒不到會說明及提供案情相關資料之法律效果，上

開調查書函均合法送達，被處分人卻拒不到會說明。故

本會得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及第 103 條規定，依現有

事證逕予認定。 

三、公帄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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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之

行為。」所謂「交易秩序」係指符合善良風俗之社會倫

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判斷「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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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數量及程度、是

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

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帄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

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惟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

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所謂「欺罔」，係對

於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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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失公帄」，

意指以強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方式，使交易相對人於決

定是否交易之自由意思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之行

為。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 42 條規定：「主管機關

對於違反第 21 條、第 23 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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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復按「公帄交易委員會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

理原則」第 4 點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從事推廣銷

售瓦斯安全器材，不得有下列之行為：1、藉防災宣導、

公益團體或政府補助等名義或機會，以欺瞞或隱匿其為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4、

以欺瞞或隱匿瓦斯安全器材商品價格、數量……等重要

交易資訊，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5、藉贈品、抽

獎、折扣或瓦斯安全檢查為誘因，以強迫或煩擾消費者

自由交易決定之顯失公帄行為。」同處理原則第 5 點復

規定：「……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違反第 4 點，且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帄交易法第 25 條之違反。」被

處分人以銷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由於社會大眾普遍對

瓦斯安全常識欠缺以及對地震、火災、瓦斯氣爆等災害

恐懼，倘其藉舉辦防災防震宣導說明會名義，宣傳防震、

火災、瓦斯氣爆等知識進而推銷商品，復藉抽獎贈品為

誘因，隱匿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之實，並於銷售過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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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或煩擾之方式，使民眾於自由交易之決定受到壓抑

情形下完成交易，自得論其為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

失公帄行為。 

五、本案被處分人於 107 年 10 月至 109 年 9 月整體銷售瓦

斯安全器材行為，涉及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研析如下： 

（一）被處分人藉消防講座或防災防震等名義或機會，以隱

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1、經查被處分人於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彰化縣、

雲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各地村

里空地、社區廣場或廟前廣場以消防講座或防災防

震講座等名義，邀請民眾參加說明會，藉以銷售其

瓦斯防震器，此有甲君、乙君、丙君、丁君、戊君、

己君、庚君、辛君、壬君、癸君、子君、丑君、寅

君、卯君、辰君、巳君、午君、未君等證詞可稽。

又被處分人未事先告知實為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業

者，亦未於說明會現場表明其事業名稱，肇致民眾

於參加說明會時不知被處分人事業名稱及實為瓦

斯安全器材銷售業者，此有甲君、乙君、丙君、丁

君、壬君、寅君等證詞可稽。如乙君表示「……工

作人員挨家挨戶發送摸奬券到我家，要我們去參加

說明會。……工作人員並沒有自我介紹或介紹公司

的名稱。……只是含糊的邀請我參加說明會。……

並沒有事先告訴我在說明會上推銷瓦斯防震器。說

明會後才開始介紹安全器材，我雖然有想要問……

是否為政府機關，但該公司人員沒有給明確答案，

只說他們都是有證照的技術人員……。」 

2、又被處分人在民眾不知其事業名稱及實為瓦斯安

全器材銷售業者情形下，肇致民眾誤認係政府機關

宣導防震、火災、瓦斯氣爆資訊，此有甲君、己君、

辛君、丑君、未君等證詞可稽。如未君表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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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讓人以為是政府機關舉辦的活動，有人員來敲

門告知有防震防火災演講並有抽獎活動……。」 

3、被處分人顯係藉防災宣導等名義或機會以招徠民

眾，又邀請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前，未表明該事業

實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業者，肇致民眾誤以為是政

府機關辦理之宣導說明會而參加說明會，故其藉防

災宣導或機會使民眾誤認，並進而達到銷售瓦斯防

震器之目的，核其行為顯係以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

材業者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二）被處分人於說明會現場隱匿瓦斯防震器之價格、數量

等重要交易資訊，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1、經查被處分人於辦理說明會時宣稱或嗣後安裝瓦

斯防震器表示，參加民眾可免費獲得(更換、安裝)

瓦斯防震器，或前幾名民眾可免費安裝或贈送瓦斯

防震器等，致民眾於參加說明會時或嗣後該事業安

裝瓦斯防震器之際，並無付費購買瓦斯防震器之預

期心理，嗣被處分人於安裝瓦斯防震器後，方告知

安裝瓦斯防震器係買一送一或需要收費，並高額索

費 1組 2個瓦斯防震器(或表示買一送一)達 7,900

元至 8,000 元不等，此有甲君、乙君、丙君、丁君、

戊君、己君、庚君、辛君、壬君、癸君、子君、丑

君、辰君、巳君、午君、未君等證詞可稽。 

2、被處分人顯係混淆或隱匿付費訊息，先宣稱前幾名

民眾免費安裝或贈送瓦斯防震器，誘使民眾讓被處

分人業務員隨同到住家安裝瓦斯防震器，待安裝完

成造成既成事實後，始告知需付費情事，致民眾對

於商品交易中甚為重要之價格、數量資訊有所誤認，

核其行為顯係隱匿瓦斯防震器之價格、數量等重要

交易資訊等使民眾誤認之欺罔行為。 

（三）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招徠民眾參加防災說明會，

於活動結束後由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家強力推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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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情況下，而為交易決定

之顯失公帄行為： 

1、查被處分人於說明會前挨家挨戶發送摸彩券，表示

參加防災說明會即可憑此券參加抽奬，肇致民眾誤

以為係參加有摸彩活動之防災講習，此有甲君、乙

君、丙君、丁君、戊君、己君、庚君、辛君、壬君、

寅君、巳君、午君、未君證詞可稽。 

2、復查被處分人業務員於說明會結束後，隨同民眾至

住家安裝瓦斯防震器，始告知售價，並要求當場給

付現金；民眾或基於 1 人在家心生恐懼、或安裝人

員不願離開、或已安裝不好意思要求拆下、或要求

拆下遭拒、或自覺拒絕購買恐遭不利等情況下，被

迫購買瓦斯防震器，此有甲君等人證詞可稽： 

(1)甲君表示「說明會結束後，有名男子就跟著我回

家，告訴我要安裝瓦斯防震器，我也沒有多想，

我還一直追問對方要不要付費，先裝好 1 個瓦斯

防震器後，對方回答：『現在買一送一，要先買

1 個，另 1 個是送的，1 個單價是 7,990 元。』……

我不得不付了 7,990 元給對方……」。 

(2)丙君表示「我離開說明會時，……人員一對一，

尾隨跟著我回家……回到家中問我廚房位置在

那裏，就自己進去裝設了……因為已經裝設完

成，……人員又坐在我身旁，我說身上沒有那麼

多錢，他叫我向鄰居借……。因為我只有一人在

家，我有不付款他好像不願離開的感覺（當

時……業務人員態度不是很好）……」。 

(3)辛君表示「以為瓦斯防震器是試用的，後來裝設

完畢才知道要錢……因為已裝上了不好意思拆

下」。 

(4)壬君表示「我媽離開說明會時……被迫偕同陪伴

回家……在未經我媽同意安裝，就自己主動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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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既定事實……太突然了，無任何拒絕機會，

害怕拒絕後恐遭不利，在無奈下才付錢……」。 

3、被處分人藉摸彩、贈獎活動先招徠民眾參加說明會，

並使民眾誤認為瓦斯防震器是免費安裝或贈送之

情形下，讓業務員進入家中安裝瓦斯防震器後，始

被告知頇付費購買，被處分人上開手法之目的，莫

不是希望民眾囿於業務員已進入家中，且在短暫之

時間內完成安裝之氛圍下，迫使民眾因畏懼瓦斯外

洩疑慮、或因被處分人業務員已進入家中安裝後不

願離開而擔心自身安危，及無經驗之心理，從而衝

動或無奈購買，為顯失公帄行為。 

（四）被處分人不當銷售瓦斯防震器行為，符合「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要件： 

1、按公帄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係指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帄行為於過去、現在及未

來對於整體交易秩序之影響，並不以產生實害為前

提，只要行為實施後，客觀上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帄

為已足，此有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543 號

判決可供參照。 

2、據向本會檢舉、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訴之

消費爭議、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函請本會查

處等民眾所在多有，涉案地點包括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

縣及宜蘭縣等縣市，又被處分人每場說明會參與人

數可達 10 人以上，復依被處分人瓦斯防震器上游

供應商提供相關意見及資料，被處分人瓦斯防震器

累計進貨數量、月進貨數量，據以推估其實際銷售

量，影響可觀，是被處分人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 

（五）綜上，被處分人為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藉舉辦防災宣

導及摸彩活動，隱匿實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及商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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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數量等重要交易資訊，再以業務員隨同民眾至住

家，強力推銷商品，迫使民眾在自由意思受到壓抑之

情況下，而為交易決定，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帄行為，違反公帄交易

法第 25 條規定。 

六、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整體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核已

違反公帄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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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

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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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