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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44 號 

被處分人：康青龍餐飲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4959430 

址  設：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 16 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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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

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

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

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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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康青龍餐飲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於洽談「康青龍」品

牌加盟過程，疑有未以書面提供購買商品、原物料相關費

用等加盟重要資訊，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說明及到會陳述，略以： 

1、被處分人於 104 年 4 月登記設立後，以公司名義正式從

事「康青龍」品牌加盟招募行為，據被處分人提供「康

青龍」品牌加盟門市一覽表，截至 105 年 8 月，已招募

○家門市，扣除台中學士店及三重三和店 2家門市已歇

業後，尚有○家加盟店，並無直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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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處分人招募加盟管道主要設有 0800 電話專線及參加

加盟展等 2種管道，被處分人於洽談加盟過程，以康青

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 向有意加盟者

說明，並於洽談後，提供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

予有意加盟者，而貨品清單，因涉及價格及配方，僅於

有意加盟者洽談時提供現場審閱。待有意加盟者瞭解被

處分人加盟體系後，雙方才會簽訂加盟合約。 

3、另於加盟展期間，被處分人提供優惠促銷專案，讓有意

加盟者自行選擇是否預付訂金新臺幣(下同)○元，及簽

訂加盟主首次預付訂金表，以保留展場優惠方案。倘有

意加盟者在預付訂金後，因個人因素或設點有阻礙，表

示無法加盟後，被處分人將會退還訂金，至其餘加盟流

程與一般期間招募加盟並無不同。 

4、有關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之資訊情形： 

(1)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被處分人表示未

規定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之品項、數量或金額，僅

因加盟店首次通常無法瞭解需要訂購多少商品、原物

料之品項與數量，被處分人會依加盟店所在商圈及 2

星期產品使用之數量，給予相關建議，而加盟店可自

行決定是否要按照建議數量訂購，倘加盟店認為首次

訂購商品、原物料數量過多，亦可主動向被處分人反

映，被處分人尚提供退貨程序。另據被處分人提供各

加盟店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之明細表，訂購金額約

為○萬○千餘元至○萬○千餘元之間。 

(2)至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被處分人表

示加盟總部資訊揭露第 3.3 點，已揭載「原物料費用：

預估金額為商品售價之 5成為限，例：商品售價為 50

元，原物料費用最高為 25 元(不含耗損)，促銷商品及

特殊商品不在此限。」之資訊；而貨品清單亦載明加

盟店須向被處分人購買商品、原物料之項目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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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被處分人亦表示貨品清單雖能見相關商品、原物料

細項之單價資訊，但無法提供有意加盟者對於成本控

管的概念，而加盟總部資訊揭露文件揭載原物料費用

預估金額之方式，較能供有意加盟者作為成本控管與

執行之參考。 

(二)為瞭解被處分人是否有提供購買原物料費用之資訊及提

供方式等情事，依被處分人 105 年 6 月 22 日提供之各加

盟店基本資料表，以被處分人簽訂合約之加盟店作為問

卷對象，並扣除已歇業門市、加盟店經營者為同一人等

外，總計寄發 11 份問卷，回收問卷計 6份，結果如下︰ 

1、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即簽訂加盟合約)前，被處分人是否

有提供購買原物料費用之資訊，回覆問卷 6 家中，4 家

表示沒有以書面提供相關資訊；2 家表示有提供貨品清

單說明。 

2、加盟店開始營運前，購買原物料(即首次訂貨)之情形，

回覆問卷 6 家中，4 家表示已規定首次訂購之品項及數

量，且在簽訂加盟合約前，未告知首次訂貨的金額；2

家表示可決定首次訂購原物料之品項及數量。 

(三)又為進一步瞭解問卷調查回復內容之具體情形，本會自

回覆問卷者中，訪談願意受訪之加盟店，相關訪談結果

如下： 

1、A加盟店表示，略以： 

(1)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於門市開幕

前，渠曾詢問被處分人如何準備開幕使用原物料之數

量，被處分人告知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之數量，加

盟店可能無法掌握，所以已經配好首次訂購之原物料

項目，而首次訂購原物料費用約○萬元至○萬元，被

處分人並未告知首次訂購原物料可以退貨之資訊。 

(2)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洽談加盟

過程，被處分人有提出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

向渠解說，而渠曾向被處分人詢問加盟營運期間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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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費用，被處分人告知原物料費用金額為營業機

密，洽談階段無法明確告知，僅以口頭說明原物料費

用不會超過商品售價 5 成之資訊，惟渠認為此項說明

對於沒有經營經驗者，難以評估原物料費用之高低。

至須購買商品、原物料之品項及金額，係渠於簽訂加

盟合約後，透過後台系統才明確知道該項資訊，洽談

加盟過程，被處分人未提供如貨品清單載明原物料金

額資訊之書面文件。 

2、B加盟店表示，略以： 

(1)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渠於洽談加

盟過程，曾向被處分人詢問首次訂購原物料費用，被

處分人僅告知因開幕有相關活動，已配好首次訂購原

物料之項目，金額約為○萬餘元。而該首次訂購原物

料之項目與金額，係原物料配送到店時，渠透過明細

點貨得知。 

(2)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被處分人

於簽訂加盟合約前，並無提供貨品清單，僅在簽訂合

約後提供盤點表，該盤點表上僅有原物料項目，卻無

價格資訊，該價格資訊係由渠至後台系統查詢得知。

至有關加盟總部資訊揭露第 3.3 點揭載原物料預估費

用方式，渠簽約時並未注意是項資訊，然該資訊僅係

扣除單純原物料成本且不含耗損之情形，故該資訊不

足以使渠評估原物料費用，及其占營收多少比例。 

三、調查結果 

(一)本案被處分人應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有意加盟

者各項加盟重要資訊： 

被處分人係透過加盟電話專線及加盟展等管道進行招募

「康青龍」品牌加盟，僅於加盟展現場為保留有意加盟

者於展場洽談之優惠方案，有意加盟者可自行決定是否

預付訂金 ○ 元，倘事後有意加盟者表示無法加盟，被

處分人亦會退還訂金，並提出退還訂金之事證。本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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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加盟者簽訂加盟主首次預付訂金表，及支付訂金後，

並未因未履行加盟契約之簽訂，而蒙受預約金遭沒收或

須負損害賠償責任等相關不利益，未產生限制有意加盟

者轉換加盟業主之效果，故本案即就被處分人與有意加

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是否以書面提供相關購買

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進行檢視，合先敘明。 

(二)本案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

提供康青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加盟

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等 4項書面文件： 

據被處分人表示洽談加盟過程，會提供康青龍品牌優勢

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

合約予有意加盟者；而貨品清單，因涉及價格及配方，

僅於有意加盟者洽談時提供現場審閱等語。然據本會問

卷調查結果，回覆問卷 6家之加盟店中，4家加盟店表示

沒有以書面提供貨品清單。而前開 4 家加盟店中，復有

加盟店進一步表示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有

以簡報說明並提供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書等書

面資料，惟未提供貨品清單等語，故被處分人陳稱有提

供貨品清單予有意加盟者審閱之陳述，難謂可採。基此，

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難認有提供貨品清單

予有意加盟者審閱。是本案被處分人與有意加盟者於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提供康青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

訪談卷及相關 DM、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等 4 項

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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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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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交易秩序」，則指包含水平競爭秩

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

之交易秩序。蓋招募加盟過程中，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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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意加盟者)間存有高度訊息不對稱性，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交易相對人對於加盟重要資訊難以全然獲悉，

故加盟業主倘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

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露有關開始營

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購買商品、原物料等支

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

加盟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人締結加盟契約，乃屬利用

資訊不對稱之行為爭取交易，對交易相對人顯失公平。又

因加盟招募屬繼續性之交易模式，倘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以及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

之效果等因素，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即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第 25 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

露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須向被處分人購買商品、原

物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資訊，構成顯失公平行為： 

(一)有關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1、案據調查，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係提供康

青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加盟總部資

訊揭露及加盟合約等書面文件予有意加盟者審閱。經查

加盟總部資訊揭露第2.1點雖揭載開始營運前之總費用

預估為新臺幣○萬元，包含加盟金、教育訓練費、裝潢

工程、店面招牌及資本設備等費用，惟未揭載購買商品、

原物料費用之金額或預估金額，且康青龍品牌優勢簡報、

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及加盟合約等書面文件亦無開始

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2、被處分人雖表示其未規定加盟店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

原物料之品項、數量及金額，僅依加盟店所在商圈位置

及 2星期產品使用之數量，提供相關建議，且加盟店認

為所建議之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數量過多，經反映後，

則會提供退貨程序等語。然據本會問卷調查結果，回覆

問卷 6 家之加盟店中，4 家加盟店表示已規定首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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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項及數量，且簽訂加盟合約前未告知首次訂貨的金

額。而前開 4家加盟店中，復有加盟店進一步表示於洽

談加盟過程，曾詢問被處分人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費

用資訊，惟被處分人僅告知其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數

量，加盟店可能無法掌握，已配好首次訂購商品、原物

料之品項及數量等語，故尚難認被處分人僅係「建議」

加盟店開始營運前，首次訂購商品、原物料品項及數

量。 

3、參諸前述情狀，開始營運前之費用實分為 2部分，其一

為加盟金、教育訓練、裝潢工程、店面招牌及資本設備

費用等○萬元之費用，另為被處分人「建議」之首次訂

購商品、原物料費用，依各加盟店雖有不同，但在○萬

○千餘元至○萬○千餘元之間，而首次訂購商品、原物

料費用，並不在康青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

關 DM、加盟總部資訊揭露、加盟合約之中。再據本會問

卷調查及訪談加盟店之結果，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

營關係前，提供如貨品清單載明商品、原物料品項及金

額之相關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之書面文件，有意加盟

者並無相關資訊，可供其自行評估開始營運前購買商品、

原物料費用，僅能片面接受被處分人之意見，是被處分

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且完整揭露開

始營運前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堪可認定。 

(二)有關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1、經查康青龍品牌優勢簡報、創業訪談卷及相關 DM、加盟

總部資訊揭露及加盟合約等書面文件，僅加盟總部資訊

揭露第 3.3 點揭載：「原物料費用︰預估金額為商品售

價之 5 成為限，例︰商品售價為 50 元，原物料費用最

高為25元(不含耗損)。促銷商品及特殊商品不在此限。」

然該揭露內容僅為商品成本之敘述，而有意加盟者因尚

無加盟經營「康青龍」品牌門市之經驗，對日後實際經

營將販售商品品項難以全面獲悉，且未能評估加盟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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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各項商品販售之情形，而實難僅就商品售價之預估

成本比率，計算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且上開敘述方式亦難見須向被處分人購買商品、原物料

之實際品項及金額之全貌，有意加盟者據此內容，實無

法充分獲悉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之金額，亦無法充分

評估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之多寡。 

2、被處分人雖表示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揭

載於加盟總部資訊揭露第 3.3 點及貨品清單等文件，其

中貨品清單雖能見相關商品原物料細項之單價，但無法

提供有意加盟者對於成本控管之概念，而加盟總部資訊

揭露第3.3點之揭載方式係對加盟店在瞭解經營及成本

之有效資訊，較能供加盟店作為成本控管與執行之參考

等語。然據本會問卷調查及訪談加盟店之結果，貨品清

單難認係被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提供予有意

加盟者審閱之書面資料，且復有加盟店進一步表示實難

就該項揭露方式以評估所須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及

購買商品、原物料品項及金額資訊等語。準此，難認被

處分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已以書面充分完整揭露

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資訊。 

(三)綜上，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充分

且完整提供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

料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有意加盟

者難據以充分評估投入加盟資金多寡、加盟營運期間須

支出費用等情形。又前開資訊均為有意加盟者基於事業

經營所關切事項，並賴以評估是否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

選擇加盟業主之加盟重要資訊，故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

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程，利用交易相對人之資訊不

對等，未充分揭露其所掌握之重要資訊，即與交易相對

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乃屬利用資訊不對稱之行為爭取

交易，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顯失公平行為。 

三、被處分人前開資訊未揭露情事，業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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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自 104 年 4 月開始招募「康青龍」品牌加盟，迄

至105年8月共計招募○家加盟店，至今仍持續招募加盟，

以其掌握資訊相對優勢地位持續與不特定交易相對人進行

締約之行為，屬重複性之交易模式，其行為已影響與其締

結加盟經營關係之多數交易相對人。且被處分人向有意加

盟者收取約○萬元至○萬元不等加盟金，有意加盟者亦須

依照被處分人整體企業形象，負擔裝潢門市費用，投入相

當資金，而該筆投資費用無法轉換為他用，又加盟經營關

係之締結具有排他性，有意加盟者一旦與被處分人締約，

其他提供同類商品或服務之競爭同業即喪失與其締約之機

會。準此，被處分人基於資訊優勢之一方，於招募加盟過

程，未以書面完整揭露前開交易資訊，將妨礙交易相對人

作成正確之交易判斷，致其權益受損，並易使競爭同業喪

失締約機會，產生不公平競爭之效果，且該等行為如不予

以遏止，日後將持續影響其他潛在交易相對人，對交易秩

序構成更大之損害，核屬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所稱之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 

四、綜上論述，被處分人於招募「康青龍」品牌加盟過程，未

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以書面向交易相對人充分且完整

揭露開始營運前及加盟營運期間購買商品、原物料費用，

其金額或預估金額等加盟重要資訊，為足以影響加盟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依據

公平交易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經審酌未完整揭露重要

交易資訊持續期間(104 年 4 月迄今)、104 年及 105 年營業

額、加盟金、已加盟簽約店數、配合調查態度良好、係屬

初犯等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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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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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