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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平會已處分了 79 件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個案，雖然主管機關祭出高額罰鍰

之重罰手段，但巨大的營業利益，使業者甘冒法律風險，依然製播不實的電視購物

廣告，以增加交易機會。有關電視購物的商品資訊，業者瞭若指掌，而與業者時空

阻隔的消費者對於商品資訊卻一無所知，只能依賴電視購物的廣告，雙方處於資訊

不對稱的狀態。業者製播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可能形成市場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的

現象，導致市場陷入了有利於業者而不利於消費者的偏頗與缺失，因此，必須以法

律規範與管制電視購物的不實廣告。 
電視購物業者於廣告的邊際成本等於其邊際收益下，追求並達成最大利潤的目

標；以法律經濟分析之觀點而言，若法律上對於不實廣告進行管制，將增加其邊際

成本，減少不實廣告的投入量。實際上，廠商以「不實廣告預估的收益高於預計的

成本」的原則，作為製播電視購物廣告的決策依據。 
為兼顧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採取謙抑的處分模

式，僅處以「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的處分，嚇阻效果有限；應

可考慮「刊登更正廣告」或研議不實廣告計點管制的新措施。面對不實廣告的問

題，電視購物業者需要認知與覺醒，發揮自律的力量，始能降低違法不實電視購物

廣告的負面衝擊，而有利於個別電視購物業者與整體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法律經濟分析、資訊不對稱、成本效益分析

                                                      
投稿日期：99 年 8 月 30 日 審查通過日期：100 年 3 月 28 日 
∗ 陳丰津為真理大學工商管理學系助理教授、陳明杰為科管碩士及真理大學餐飲管理學系兼任講

師、通訊作者陳文生為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講師。作者感謝審稿人細心與求真之精神，不吝

指正並給予寶貴之修正建議。 



82 公 平 交 易 季 刊 

一、前言 

隨著國內有線電視的發展、普及而深入一般家庭，使得依賴有線電視頻道而興

起的電視購物業者，已逐漸發展、茁壯而成為年營業額超過新臺幣 500 億元以上的

新興產業1，提供消費者一個全年無休、無店舖、直接行銷、宅配到府、方便消費的

購物環境。 

此種依附於數量相當有限的電視頻道資源而形成的電視購物市場，自電視購物

節目開播以來，消費者只能隔空收視相關的商品廣告，無法具體接觸實際商品，必

須先消費購物、等待商品配送、收到實際商品、檢視實體商品之後，始能對於商品

進行實際的使用、操作與測試等必要的檢驗。唯有經歷這些程序之後，消費者才有

可能發現所擁有的實際商品，與電視廣告所言有關價格、數量、品質、內容、用

途、產地、使用方法、有效期限等各方面有無不符，若實際商品的條件遠不如廣告

所宣稱者而產生了差異，將會因此而衍生電視購物的消費糾紛；不但影響消費者的

權益，業者2也可能因為不實廣告而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之虞。長

期而言，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可能負面衝擊這個新興的購物模式，而妨礙電視購物

產業的長遠發展。 

事實上，與電視購物如影隨形的不實廣告，就像難以馴服的精靈，隨著電視購

物產業之發展而不斷上演各種不實廣告的戲法，產生許多不實廣告的糾葛。因此，

本文擬以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處分案為研究對象，以法律經濟分析之觀

點，討論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事件之法律問題及其對於電視購物產業發展之影響；並

針對既有不實廣告的案例加以分析，進一步嘗試提出法規上與實務上的一些具體建

議，期望對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及其不實廣告之規制有所助益。 

                                                      
1 參照國內現有得意購、富邦momo、Viva與U-Life等 4 家專業電視購物台，合計年營業額超過

新臺幣 500 億元。經濟日報，A19 產業商業版（2010/5/21）。 
2 本文所稱之「業者」或「廠商」，兩者文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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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與市場特性 

(一) 國內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 

1. 中小型電視購物業者、無專屬電視購物頻道時期 

創立於 1985 年的美國家庭購物頻道（Home shopping Network）為全世界第一

家電視購物公司，業者利用專屬電視購物頻道3，全天播放電視購物節目，24 小時

向消費者行銷商品4，讓消費者不出門就可以輕鬆在家購物，從此宣告一個嶄新的電

視購物通路時代的來臨，提供全天 24 小時、無店舖、直接行銷、商品寄送到家的

購物模式。國內最早於 1992 年成立的無線快買5，為台灣第一家電視購物公司，開

啟了國內電視購物頻道的新潮流與電視購物的新發展。初期進入電視購物市場的門

檻不高，業者沒有專屬的電視購物頻道，大都洽購地區性有線電視系統的特定電視

頻道與播放時段，宣播電視購物節目而經營電視購物活動。因此，業者的規模不

大，幾乎皆屬於地區性、中小型的電視購物業者。由於這個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

障礙也比較少；若經營不善而必須退出市場，其退場代價也不高；因此，短短兩年

時間，就吸引了大量業者參進，整體電視購物市場於 1994 年即有高達 300 多家業

者的參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彼此競爭相當激烈。 

然而，眾多良莠不齊的業者，市場充斥了許多劣質的商品，業者播放之電視購

物廣告與實際商品之落差頗大，其廣告往往有誇大不實之嫌，不但違反市場公平競

爭原則，破壞市場競爭秩序，扭曲市場競爭效能；同時業者利用不實廣告提供錯誤

的商品資訊，也誤導消費者作不正確的選擇與消費而導致消費者權益受損，而衍生

許多消費糾紛。但是許多業者卻不願正面積極回應各種的消費糾紛與產品的疑慮，

也沒有採取負責任的態度來合理解決不實廣告所衍生的問題；因此重創整體電視購

                                                      
3 專屬電視購物頻道，係指整個電視節目全部都是電視購物的廣告；因此，廣告為電視購物之

核心。惟核心之本質如有不實，將衍生消費糾紛而衝擊整體電視購物之經營。 
4 本文所稱商品或產品，包括有形產品與無形服務。  
5 郭貞，「台灣地區電視購物節目內容分析與消費者反應之初探」，國立政治大學第 15 屆廣告

暨公共關係國際學術與實務研討會論文集，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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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者的企業形象，其負面效應的傷害不斷擴大，促使電視購物市場急速的萎縮而

迫使許多業者快速退場，暫時冷卻了電視購物一窩蜂的熱潮。 

事實上，此一階段的電視購物產業，並無固定的、專屬的電視購物頻道，市場

存在眾多小規模的業者，欠缺完善的售後服務與永續經營的理念，進入市場障礙少

而退出市場代價低，存在許多炒短線、打游擊的業者，而且留下許多因為不實廣告

所衍生的市場公平競爭問題與消費糾紛的困擾。 

2. 大型電視購物業者、有專屬電視購物頻道時期 

1999 年國內開始實施健康食品管理法，對於電視購物產業而言，確實給予在電

視購物頻道上行銷健康食品的業者帶來很大的衝擊；為了避免觸犯法律規定，電視

購物業者之經營轉趨保守，短期內電視購物產業出現業績滑落的現象。惟同年 8 月

11 日成立，而 12 月 21 日正式開播的東森購物台，首創全國性專屬電視購物頻道

Live直播電視購物廣告的型態6，正式將國內電視購物推向大型化企業經營的模式，

業者以專業的行銷企劃方案，輔以專業的商品廣告製作手法，為推介的商品增添美

好的形象，形塑優質的視覺感受，搭配電視購物專家、節目主持人、代言人或商品

達人等，生動活潑的商品介紹或使用經驗的分享，設計各種購物優惠方案、使出各

類誘人的行銷手法，努力營造一個極富吸引力的消費環境，創新了電視購物的經營

模式，廣泛吸引電視觀眾的目光，為電視購物的新發展奠定了深厚的基礎，也讓電

視購物在便利消費的「宅經濟7」佔有一席之地。到了 2001 年 9 月電視購物頻道的

收視戶就已經超過 425 萬戶，形成了一個營業額頗為可觀的產業。 

目前國內電視購物產業，已經形成大型化、企業化經營的型態，市場主要參與

者為擁有專屬購物頻道的得意購、富邦 momo、Viva 與 U-Life 等 4 家電視購物業

者，其主要投資者、使用頻道系統、收視戶數與營業額等相關統計資料，本文整理

如表 1。 

                                                      
6 擁有全國性專屬電視頻道之東森購物台定位為「全方位優質產品與服務的虛擬百貨公司」，

有別於早期地區性中小電視購物業者，產品線不夠齊全，僅以藥品、減肥、健康食品與運動器材
為主的經營型態，提高了國內電視購物之進入門檻，後續參進者（如富邦momo與Viva），皆類似
東森購物台，屬於全國性大型專業電視購物台。 

7 「宅經濟」泛指業者藉由各種直接行銷手法而服務到宅的經濟行為；讓消費者不必出門、在
家即可輕鬆方便的完成消費活動，享受業者提供的各種便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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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擁有專屬購物頻道的電視購物業者 

業  者 
（開播） 

得意購 
（1999.12.21）

富邦 momo 
（2005.01.01） 

Viva 
（2005.08.11） 

U-Life 
（2010.01.01） 

主要投資者 新加坡匯亞基金
富邦集團 

富邦媒體科技 
日本三井集團 
中購媒體科技 

東森國際 
（森森百貨） 

使用頻道數 5 台 3 台 1 台 5 台 

有線電視 
播放系統 

所有有線 
電視系統 

所有有線 
電視系統 

所有有線 
電視系統 

所有有線 
電視系統 

收視戶數 約 190 萬戶 約 510 萬戶 約 510 萬戶 約 320 萬戶 

2009 年營業額 約 300 億元 約 150 億元 約 60 億元 （2010 年成
立） 

資料來源：依據 2010.5.21 經濟日報之報導，本研究自行整理。有關東森得意購與森森百貨
的部分，由於兩家業者曾經發生有線電視播放系統暨頻道使用之爭議，目前這 5
個購物頻道（ch.35、47、48、60、80）仍然播出電視購物節目；惟按照兩家業者
與全國各地有線電視播放系統之簽約合作情形，分別只有播放東森得意購或森森
百貨的電視購物節目。換言之，這 5 個電視購物頻道（ch.35、47、48、60、
80），於國內的有線電視播放系統僅能收視其中一家（東森得意購或是森森百貨
U-Life）的電視購物節目，故其收視戶數之計算除了參照兩家公司之官方網站資
料之外，尚以電話直接詢問而分別估算之。其官方網站分別為：（得意購
www.ehsn.com.tw/channel_tv.asp ） ， （ U-Life 森 森 百 貨 www.u-mall.com.tw/u-
life/page_cl.html）。 

 

由表 1 的資料，顯示目前國內的 4 家全國性專業電視購物業者，使用了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所規劃而釋出的全部 9 個專屬電視購物頻道，整體電視購物產業之年

營業額已從 2004 年的 280 億元，大幅成長至 2009 年的 500 億元，短期間營業規模

即呈現倍數成長。惟隨著業者營收與獲利迭創新高之際，電視購物的消費糾紛與申

訴案件亦隨之不斷的增加；尤其是實際商品條件比不上電視廣告所宣稱者，因此而

衍生廣告不實的爭議，此種困擾著電視購物產業的不實廣告問題，又成了眾所屬目

的焦點，亦是競爭法主管機關所重視的課題。 

雖然電視購物業者努力經營品牌，不斷塑造正派經營的企業形象，於 2004 年

天下雜誌進行標竿企業聲望調查時，成立五年的東森購物台一舉躍升為「百貨批發

零售業」第三名；同年 5 月香港亞太顧客服務協會舉辦「亞太顧客關係服務獎」，

東森購物台榮獲「傑出顧客服務組長」、「最佳客服熱線中心」、「最佳人力發展

計畫」、「最佳客服中心技術運用」與「傑出總經理」等五項大獎；然而，這些難

得的殊榮，並非電視購物品質之保證，截至 2010 年 10 月，公平交易委員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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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公平會）歷年來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處分案累計共有 79 件，其中與東森

購物台有關者 30 件（詳見附錄的附表 1 與附表 2），占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高達

38%，可見電視購物廣告誇大不實的問題，並未隨著已經邁向大型化的專業電視購

物台之經營模式而有所改觀，依然存在不實廣告所衍生之市場公平競爭與消費糾紛

等問題，對於整體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仍然是揮之不去的陰影！ 

(二) 國內電視購物產業之市場特性 

基本上，電視購物係屬於虛擬的銷售通路，消費者只能隔空收視相關商品的廣

告，無法具體接觸實際商品，消費大眾依賴電話或網路下單訂購之後，商品則以宅

配方式送達消費者手中。因此，電視購物產業具有以下之市場特性。 

1. 電視購物必需依附有限的電視頻道而形成進入障礙 

就電視購物之經營活動而言，乃是先透過電視頻道播出電視購物廣告，而後才

有電視購物之商品交易行為。因此，電視購物必須依附於電視頻道，始能經營電視

購物業務；換言之，電視頻道資源實為參進電視購物市場的關鍵要素，無專屬購物

頻道之電視購物經營者需要買進購物頻道的廣告時段8，始能參進電視購物市場。 

國內電視頻道屬於有限的電訊資源，頻道數量有限，目前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核定的專業電視購物頻道僅有 9 台，有 4 家業者單獨或共同使用專屬購物頻道而

經營電視購物的業務，同時也掌握了進入此一市場的樞紐。由於電視頻道資源相當

有限，短期內很難再大幅釋出頻道，提供給電視購物業者做為專業電視購物頻道；

這個頻道數量形成參進市場的瓶頸，實質上已構成潛在參進者某種程度的進入障

礙，其他的電視購物業者必須與這 4 家業者合作或是洽購電視購物廣告的播放時

段，始能經營電視購物。 

2. 廣告與商品並存的市場 

附麗於電視頻道的電視購物市場，是以出售商品為主要營業活動，為了促進商

                                                      
8 電視廣告為廣告費用高昂的廣告媒體，通常是以廣告播出秒數而計算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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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交易，必先進行電視購物的廣告活動。因此，專業電視購物頻道一天 24 小時

的電視購物節目，其本身即屬於電視廣告的性質，而形成一個以電視播放時段為產

品的電視廣告市場。其次，由電視購物廣告而帶來的是電視購物商品市場，其整體

交易金額於 2009 年已大幅成長至 500 億元的規模。對於擁有專業電視購物頻道資

源的電視購物業者而言，其實是同時經營電視購物之「廣告」與「商品」兩個性質

不同的市場。 

電視購物的廣告市場方面，一天 24 小時電視頻道的播放時間，事實上已經變

成了另外一種商品（可全天 24 小時、任選時段、提供電視廣告的宣播服務）；擁

有專業購物頻道資源的電視購物業者，對於電視頻道資源可能有 3 種使用與經營的

模式： 

(1) 宣播自己經營的電視購物廣告； 

(2) 宣播與他人合作經營電視購物之廣告； 

(3) 直接出售廣告時段給獨立經營電視購物而需要廣告的業者，並宣播其電視購

物廣告。 

電視購物的商品市場方面，可歸屬為商品零售業務的一環，惟其屬於虛擬、無

實體通路之商品販售方式，主要是藉著電視購物廣告將商品資訊傳達給消費大眾，

消費者依賴電話或網路下單訂貨，商品之配送服務則大多以宅配到府的方式送交消

費者手中，此為電視購物之商品銷售活動。 

3. 交易之前，屬於無實體商品的虛擬市場 

一般而言，商品買賣時，買賣雙方大都可以直接面對面以瞭解商品的特性，可

以具體觀察、實際操作、使用測試或檢驗買賣之標的物。然而，電視購物只能透過

電視頻道播放商品廣告、隔空傳遞商品資訊，於購買之前，並無實體商品可供消費

者進行操作、測試與檢驗等，潛在的消費大眾僅能依賴電視購物廣告所提供的商品

資訊而為購買與否之決定。關於消費者面臨電視購物無法事前接觸實體商品的虛擬

情境而言，電視購物之廣告，顯然已成為這個虛擬的購物市場中買賣雙方溝通與決

策的重要憑藉。因此，電視購物廣告實際上扮演了一個串聯買賣雙方的關鍵角色，

自不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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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可避免的電視購物廣告行為 

對於電視購物以外的一般商品交易活動而言，電視廣告可有可無，並非必要的

行銷活動；然而，電視購物是以電視頻道為媒介，將購物的訊息以電視廣告的方式

傳遞給潛在的消費大眾，順序上必先有電視購物的廣告行為，而後始有可能促成電

視購物的商品交易活動。因此，電視購物廣告行為就成了此一行業必要而且無可迴

避的重要活動，也是業者經營電視購物必備的行銷手法。凡經營電視購物的業者，

都免不了必須製播電視購物的商品廣告，於電視頻道上播放購物廣告，傳遞產品資

訊，意圖刺激潛在的電視購物消費者之購買慾望，爭取或提高商品交易的機會。因

此，電視購物廣告為電視購物之開端，其廣告內容有無不實，與商品之交易至關緊

要，實為消費者所關注之焦點，而不實電視購物廣告則可能成為電視購物消費糾紛

的起源。 

(三)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問題 

電視購物頻道自開播以來，由於電視購物僅能憑著電視購物廣告的資訊而隔空

消費的特性，基本上消費者唯有於購買並收到商品之後，始能實際接觸到商品的實

體，而此時消費者也才有可能發現實際商品與電視購物廣告所言是否相符；若兩者

有所不符，則將會因此而衍生了消費的糾紛，不但影響消費者權益，業者也因不實

廣告而有違反公平法之虞，並可能因而妨礙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 

事實上，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一直伴隨著國內電視購物的發展而有增加的傾向，

大約最近 11 年（2000 年至 2010 年），國內電視購物涉及不實廣告而受公平會處分

的案件，累計已達 79 件之多（詳見附表 1 與附表 2），其處分的型態除了命令不實廣

告的違法業者立即停止該不實廣告行為之外，同時也處以新臺幣若干元之罰鍰9。然

而，公平法上除了對於受處分個案有明確的處置之外，整體電視購物產業仍然不斷

出現不實廣告的案件，此種現象值得重視，因此本文嘗試由法律經濟分析的角度，

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並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 

                                                      
9 除了公處字第 092142 號金東霖案僅處以「立即停止」之處分，其餘案件皆另有「罰鍰」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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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案分析 

(一)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案例彙整 

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

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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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等，為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公平會本此立法意旨，以檢視電視購物可能涉

及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10（為行文方便，簡稱不實廣告）之案件，本

文將分析公平會最近十年的相關處分案件，自 2000 年起累計至 2010 年 10 月，已

有 79 件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處分案，詳如本文附錄的附表 1 與附表 2 所示。  

(二)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態樣 

為進一步瞭解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處分情形，本文擬將電視購物不

實廣告及其廣告之產品進行類型化分析，玆討論如下： 

1. 公平會處分書上不實廣告之類型 

雖然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列舉有關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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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工地等 14 項不實廣告的態樣，但是由附表 1 與附表 2 的資料，發現有關電視購

物不實廣告處分個案，公平會於處分書上載明的不實廣告態樣，大都集中於品質、

內容、製造者、製造地、數量與價格等。於 79 件處分個案中，僅有 5 件不實廣告

之態樣涉及「製造者、製造地、數量與價格」之不實，其餘 74 件不實廣告之態樣

則集中於「品質、內容」二項。最特殊者為神駿公司 2005 年「美麗再現EFG 美胸

                                                      
10 有關公平法第 21 條之「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劉孔中認為「虛偽不

實」或「引人錯誤」應為可交互替代之同義詞，並沒有區分之必要，而應以公平法第 24 條之「欺
罔」為其共同之上位概念，通常稱之為「不實廣告」。劉孔中，「論欺罔與虛偽不實、引人錯誤
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易季刊，第 8 卷第 2 期，1-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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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案11，其廣告內容包含「品質、內容、製造者、製造地」等 4 項之表示都與

事實不符，違法情節較為嚴重。有關歷年來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類型，其統計資料

詳如表 2 所示。 

分析 79 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個案，其涉及「內容不實」者有 63 件（約占

80%）；屬「品質不實」者有 47 件（約占 59%）；而同時存在「內容」與「品質」

兩者皆為不實者有 35 件（約占 44%）；可見歷年來最普遍之不實廣告事項，應屬

「內容不實」與「品質不實」最為顯著；推論其可能原因，應與電視購物之本質以

及廣告之特性有關，蓋電視購物必須倚賴購物廣告之播放，傳達商品資訊給潛在顧

客以吸引其購買慾望，惟時空之阻隔，消費者僅能參酌電視購物廣告內容，無法事

先檢視實際商品；又廣告之製作，往往強調創意，可能忽略商品實質內涵而對產品

有誇大之表示，消費者於購買並取得商品之後，始發現廣告宣稱之產品內容或品質

與事實有相當落差12。 

雖然電視購物廣告「內容不實」與「品質不實」已成了違法個案最普遍的現

象，但是觀之處分書所敘述的事實與理由，有關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違法類型，實

際上可能已超出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所列舉的 14 種類型的規範13，例如睡眠增高 

表 2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類型分析 

時間 
類型 

2000-2005 
（件數） 

2006-2010 
（件數） 

合計 
（件數） 

品質  6 41 47 
內容 33 30 63 
品質與內容  6 29 35 
品質、內容、製造者、製造地  1  0  1 
數量、品質  0  1  1 
用途、品質  0  1  1 
價格  0  3  3 
用途  0  1  1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11 參見公平會公處字第 094076 號處分書。 
12 參酌羅明宏，不實廣告案例解讀：理論基礎與實務案例探討，台北，月旦出版社，38-42 

(1995)。 
13 產品之「功能」、「作用」或「效果」等，並非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列舉之規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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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神奇瘦身椅以及睡眠減肥儀等產品，事實上並不具備廣告上所宣稱的「功

能」、「作用」或「效果」等，而處分書上則大部分都歸類為法條上所列舉的「品

質」與「內容」之不實廣告。實務個案將不實廣告做這樣的分類，或許並不影響不

實廣告的行政處分；惟進行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類型化分析時，卻發現 79 個違法案

件約有 80% 都屬於「內容不實」或「品質不實」的廣告，似乎稍嫌粗略、籠統，

而無助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類型化分析。或許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的規定所列

舉的 14 種不實廣告類型尚不能完整含括所有不實廣告的態樣，法條文字無法窮盡

列舉所有可能違法的類型，因此，解釋上應該將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視為訓示規

定，於實務上處理違法不實廣告個案時，如能進一步做更細密的分類，或許有益於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類型化的探討，也有助於提出防止或降低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措

施。 

2.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產品之類型 

以電視購物販售商品層面而言，79 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件所涉及的產品，大

致上可歸納為 4 大類型，詳如表 3。 

(1) 塑身美體產品：如美胸能量按摩胸罩、豐胸纖體貼片、活氧褲、竹碳塑身衣

褲、減脂減肥按摩帶、按摩椅以及瘦身椅等，合計有 46 件。 

(2) 健身器材：如運動機、拉筋機、健美車與增高器等，共有 8 件。 

表 3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產品類型 

時間 
類型        

2000-2005 
（件數） 

2006-2010 
（件數） 

合計 
（件數） 

塑身美體產品 26 20 46 

健身器材  6  2  8 

電腦、節能產品  0 15 15 

清潔用品  0  4  4 

其他  1  5  6 

合計（件數） 33 46 79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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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腦與節能產品：如奈米製程 CPU 筆電、省電高手、省油晶片等，共有 15

件。 

(4) 清潔用品：如去漬霸、洗潔粉與洗衣乳等清潔用品，共有 4 件。 

(5) 其他：如鍋具、鹽燈、茶葉、杏仁粉、衛生紙手提包與鈦能量產品等，共有 6

件。 

按照產品別而將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類型化之後，顯示歷年來電視購物廣告中，

電腦與資訊產品的不實廣告僅出現在 2006 與 2007 年，其前後年度都不曾見到此類

不實廣告。蓋電腦與資訊產品不斷快速的推陳出新，而且具有高度透明化的產品規

格與市場價格等資訊，其電視購物廣告若有不實，消費者極容易查知相關商品資訊

而與電視購物廣告進行相互比較，稍有差錯便容易衍生消費糾紛，甚至讓重視產品

售後服務的消費者不願意透過電視購物購買電腦與資訊產品；再者，電腦與資訊產

品市場競爭相當激烈，而電視購物通路的廣告費用十分昂貴，廠商很難獲得超額利

潤。因此電腦與資訊產品已經較少出現於電視購物商品中，也比較不容易再出現此

一類型的不實廣告。至於清潔用品或其他產品的不實廣告，屬於少數、零星的不實

廣告個案，雖然帶給消費者對於電視購物的負面觀感，然而是否將嚴重影響電視購

物的整體發展，仍然有待較長期的觀察與更深入的分析，始能論定！ 

電視購物中，最常播出虛偽不實廣告者，乃是塑身與健美的相關產品（共有 54

個案件約占 79 個不實廣告案件的 68%），為最近十年來不曾間斷的電視購物不實

廣告類型。此類產品包括塑身豐胸能量衣褲、抽脂纖體貼布、減肥儀、按摩器、健

美車、健康床、塑身機與有氧運動機等等，種類繁多，效能不一。這些相類似而彼

此又具有差異性的產品，通常欠缺功能上或規格上的客觀標準，消費者很難找到完

全相同的產品加以比較，因此，形成一個產品競爭相對較少、而業者獲利相對較大

的獨特市場。 

塑身與健美的相關產品是一個潛在獲利豐厚的市場，不斷吸引業者競相投入，

縱然其產品的廣告訴求大都被證實欠缺醫學上或物理上客觀的學理基礎，但是強調

產品具有獨特的減肥瘦身、纖體健康與塑身美儀等功能或效果的廣告訴求，容易契

合消費者追求健康與美麗的心願；尤其運用某些看似相關而實際上卻無關的產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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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證明14，或是利用明星與名人等為產品做見證推介等似是而非的行銷手法，更能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為了爭取或提高產品的交易機會、追求獲利，廠商無不極盡吹

噓誇大之能事，這恰好足以說明為何總是年年不斷的出現與健康、塑身健美等相關

產品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3. 評析 

彙整 79 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的個案，發現高達 80% 的案件大致上被歸類

為「內容」或「品質」的不實廣告，這樣簡略的分類方式，讓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好

像有集中於這兩個類型的趨勢；然而，假如本於訓示規定的觀點而不拘泥於公平法

第 21 條第 1 項的列舉事項，實際上這些不實廣告個案的違法類型將有更合適的歸

類，而能做更多類型化的分析，使主管機關或消費大眾更加瞭解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的態樣及其演變，而有助於導正或防免不實廣告的氾濫。 

由於多年來健美與塑身相關產品宣播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而受處分之個案最

多，而且持續不斷出現類似的案件，顯示主管機關「命停止行為」與「罰鍰」的具

體處分，並沒有給市場帶來預期的懲罰嚇阻效果。較特別的是「竹炭」內衣褲15的

個案，縱然對單一廠商處以高達 400 萬元的罰鍰（其中有 2 個案件分別對於個別廠

商處以 400 萬元的罰鍰，但有多家廠商同時涉案，故全案之罰鍰合計超過 1,000 萬

元16），後續仍有其他業者繼續以類似的產品為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可見業者對

於自身的利益衡量與法規遵守之間的判斷與抉擇，其所選擇的是偏重於利益的獲取

而輕忽法規的遵守！此一現象可供競爭法主管機關於執法政策上的參考，如何能更

有效的處置違法的個案而產生嚇阻作用與導正的效果！ 

                                                      
14 公平會於審理不實廣告案時，都會要求廠商舉證並詳加注意，因而常見的處分書都有詳載，

例如：遠紅外線對生理機能與生育功能作用既無相關驗證，被處分人復無法提供案關商品可達到
廣告宣稱效果之客觀實際科學驗證，亦無醫學臨床試驗可資證明，案關廣告表示核屬有虛偽不實
之情事。 

15 有關與「竹炭」內衣褲類似的不實廣告案件，陸續出現的共有 6 件，分別是 96 年 1 件、97
年 4 件與 99 年 1 件；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177 號、第 097068 號、第 097078 號、第 097127
號、第 097134 號與第 099007 號處分書。 

16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68 號與第 097078 號處分書，皆為多家廠商涉及的「竹炭塑身衣」
不實廣告案件，其罰鍰總額分別高達 1,600 萬元與 1,2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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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處分 

1. 受處分的主體 

目前於電視購物頻道上宣播電視購物廣告者，大致上有 3 種情況： 

(1) 擁有專業購物頻道資源的電視購物業者，宣播自己經營的電視購物廣告； 

(2) 擁有專業購物頻道資源的電視購物業者，宣播與他人合作經營電視購物之廣

告； 

(3) 獨立經營電視購物的業者直接購買電視購物頻道廣告時段，以宣播其電視購

物廣告。 

因此，當電視購物宣播不實廣告而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時，其應

受處分的對象則視該不實廣告為何者所宣播而決定，其中情況(1)與(3)不論有無擁有

專業的購物頻道，都是以實際經營電視購物的業者為受處分之對象；而情況(2)則視

擁有專業購物頻道資源的電視購物業者與合作對象之間所簽訂的「供應商合作契

約」或「商品寄售契約」，而決定該不實廣告應受處分之主體。 

具體而言，電視購物業者之間簽訂「供應商合作契約」的情形，如公平會公處

字第 099028 號處分書：「……查系爭廣告之製作與宣播，係由富邦媒體公司依據

與巧幫手公司簽訂之『供應商合作契約書』，選定標的商品，雙方就商品特性、廣

告內容、呈現方式等，於製播會議進行研擬，由富邦媒體公司製作、拍攝，並於富

邦媒體公司所屬之電視購物頻道播送，故富邦媒體公司就其對廣告之製作與宣播情

形，控有行銷媒體選擇權與行銷通路主導權。另系爭商品之價差即為富邦媒體公司

之利潤，富邦媒體公司於購物頻道銷售系爭商品，商品之訂貨、開立發票等事宜，

均由其統籌辦理，即就消費者觀點而言，其交易相對人為富邦媒體公司，爰得認定

富邦媒體公司為系爭廣告之廣告主。又巧幫手公司負責系爭商品供貨及提供相關宣

傳素材，再由富邦媒體公司製作人及巧幫手公司代表召開製播會議共同討論節目流

程及商品特性等內容，另廣告播出內容係由巧幫手公司代表與富邦媒體公司主持人

共同行銷，雙方彼此分工共同完成系爭廣告之刊播，而巧幫手公司藉由廣告之刊

播，賺取系爭商品之利潤，是可認定巧幫手公司亦為本案之廣告主。」 

至於業者之間的「商品寄售契約」則如公處字第 098180 號處分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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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雙方簽訂之『商品寄售契約書』規範，由被處分人千山公司提供廣告素材，並由

雙方參與製播會議，共同決定廣告內容，嗣由被處分人東森公司製作，並於被處分

人東森公司所屬之電視購物頻道刊播。雙方就銷售利益共同分配，且系爭商品於銷

售流程中，接受消費者訂貨、收款及開立發票等相關事宜，均由被處分人東森公司

統籌辦理，就消費者觀點，其交易相對人為被處分人東森公司。次查被處分人千山

公司除提供系爭商品及相關廣告宣傳素材外，並參與系爭廣告製播會議，決定系爭

廣告內容，而被處分人千山公司藉由系爭廣告刊播，賺取系爭商品之利潤，爰認定

被處分人千山公司為本案之廣告主。綜上，被處分人東森公司及被處分人千山公司

均為本案廣告行為主體。」 

以本文所討論的 79 件不實廣告個案而言，就有 39 件（約占 49%）屬於這一類

簽訂合作或寄售契約的個案，公平會於處理此類個案時，都分別檢視業者之間的契

約關係及其彼此對於完成共同製播不實廣告的分工情形，以決定並處分其不實廣告

行為之主體。目前公平會已處分的 39 件個案，都將兩者都列為不實廣告的處分對

象。 

2. 處分的手段 

觀察公平會對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所採取的處分手段，

除了依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命令被處分人「立即停止該違法不實廣告行為」之外，

通常另視不實廣告違法情節之輕重而對違法案件分別處以 5 萬元至 400 萬元不等之

「罰鍰」；唯一例外的是 92 年金東霖有限公司的「桂宏塑腹靈」案17，公平會僅命

令立即停止不實廣告行為，並未另外處以罰鍰。對於金東霖的不實廣告案，何以毋

須處以罰鍰，其原因不明？公平會僅於處分書表示：「……被處分人雖稱已停止宣

播系爭廣告，並另更改系爭廣告內容，或稱現已結束營業云云，惟並無礙其違法之

事實，系爭廣告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洵堪認定。」惟並未具體說明不處

以罰鍰的理由。參照其他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件的處分，其理安在，令人費解！ 

以處分的手段而言，主管機關「命停止行為」之處分，可防止電視購物不實廣

告行為對市場機能造成之損害持續存在，而「罰鍰」的處分則除了可將事業因電視

                                                      
17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2142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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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不實廣告行為所獲之不法利得復歸社會之外，亦帶有懲罰嚇阻之效果。附表 1

與附表 2 所列的 79 個不實廣告的具體個案，都由主管機關命令業者立即停止不實

廣告行為，而有 78 件並處以若干金額的罰鍰，其中有 22 件（約占 28%）屬於單一

被處分人罰鍰金額高達 100 萬元以上的個案，突顯電視購物不實廣告違法情節之嚴

重性，使主管機關公平會必需祭出高額罰鍰之處分，以遏阻業者採取不實廣告的不

公平競爭手段，妨礙電視購物市場競爭的公平性。 

3. 罰鍰處分的金額 

關於受處分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個案，主管機關通常考慮案件的情節對於市場

競爭影響的輕重，而決定其罰鍰金額的多寡。將最近這 11 年受處分之違法案件的

罰鍰金額，依照案件產品類型分析其平均罰鍰之金額，詳如表 4。 

檢視 2000 年至 2005 年平均罰鍰金額之情形，塑身美體產品的平均罰鍰約

40.38 萬元、健身器材的平均罰鍰約 43.33 萬元；相對的，2006 年至 2010 年塑身美

體產品的平均罰鍰大幅成長為約 234.35 萬元、健身器材的平均罰鍰也成長達到約

108.5 萬元。由此觀之，隨著電視購物的蓬勃發展，不但不實廣告的案件增加，而

且主管機關視案件情節之輕重而處以罰鍰的金額，亦隨之大幅提高，短短幾年之

間，平均罰鍰金額間，平均罰鍰金額至少高達 143% 以上的大幅度成長，可見提高

罰鍰的處分，對於抑制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效果不佳，難以嚇阻業者的投機行為。

或許業者對於罰鍰與獲利之間，自有一番利益衡量，寧可受罰，也要以不實的電視 

表 4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罰鍰金額分析    

單位：萬元 

時間

類型        
2000-2005 

平均罰鍰金額 
2006-2010 

平均罰鍰金額 
平均罰鍰金額 

成長率 

塑身美體產品 40.38 234.35 480.36% 

健身器材 43.33 108.50 150.40% 

電腦、節能產品 0 177.80 --- 

清潔用品 0  67.25 --- 

其他 20  48.60 143.00%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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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來賺取最大利益，真是殺頭生意有人做！業者的行銷道德（Marketing Ethics）

似有日漸低落的趨勢，主管機關除了罰鍰的處分之外，有無考慮其他更強而有力的

制裁手段，可以降低業者宣播不實廣告的行為，還給消費者一個比較可以信賴的電

視購物環境。 

4. 評析 

由於電視購物產業的特性，使業者完全掌握產品的資訊並且設計商品交易的流

程，消費者僅能遠距離的由業者刊播電視購物廣告取得商品的資訊，然後依照業者

所設計的交易流程隔空進行商品的買賣，須待收到商品之後，消費者始能驗證實際

商品與電視購物廣告兩者之間的差異與該廣告的真偽18。因此，由於電視購物買賣

雙方於空間上存在距離疏遠的問題，而時間上的問題則為廣告的播放在先，商品的

交易其次，不實廣告的確認再次之，最後則為不實廣告的處分；這種電視購物制度

所產生時間的先後與空間的阻隔而帶來的問題，也暴露了電視購物潛藏著買賣雙方

「資訊不對稱」的問題。 

事實上，按照這樣的先後順序而建構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播放、交易、確認

與處分的模式，不論受處分的對象為何或處分手段的輕重，其實電視購物業者早已

利用該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進行了一場不公平的市場競爭活動，獲取更多、更廣泛

的交易機會而謀取不當利益，消費者也因信賴業者之不實廣告而為商品之交易，輕

者受騙上當而有金錢上的損失；重者除金錢損失之外，還因為商品的使用而受有其

他身體或心理上的損害19。由此可見，不實廣告除了導致電視購物產業市場競爭公

平性的破壞之外，也衍生商品交易後，消費者可能在錢財與身心上的損害；卻唯獨

製播不實廣告的業者可能從中獲取不當利益20。因此，主管機關面對電視購物不實

廣告的問題，除了處分違法的電視購物業者，以維護市場效能競爭的公平性之外，

更進一步則要適度的宣導與教育，讓這些不實廣告的處分能發揮懲罰與嚇阻的效

                                                      
18 參酌須文蔚，「不實廣告管制社會科學化之研究－以公平交易法為中心」，公平交易季刊，

第 10 卷第 1 期，32-38 (2002)；朱鈺洋，虛偽不實廣告與公平交易法，33-42，三民書局 (1993)。 
19 參酌莊春發，「產品性質、購買頻率與不實廣告之研究」，經濟論文叢刊，第 24 輯第 4

期，537-555 (1996)。 
20 廠商不實廣告之違法行為可能導致企業形象與商譽的損失，但這些無形的非貨幣損失經常被

忽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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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減少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危害！ 

然而，以附表 1 與附表 2 所彙整的實際個案觀之，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件

的處理，近年來主管機關已開始採取高額罰鍰的處分手段21，而業者又可能必須面

臨消費者多達三倍損害額的損害賠償責任（公平法第 31 條、第 32 條第 1 項），卻

依然無法有效遏阻業者之不實電視購物廣告的行為，是否現行法律制度或其實踐

上，可能出現某些缺失，使業者不怕處罰而一再出現不實之電視購物廣告，實在值

得以法律經濟分析的觀點探討之。  

四、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法律經濟分析 

國內電視購物產業於 1999 年 12 月邁入大型化企業經營模式之後，不實廣告問

題，即亦步亦趨地跟隨著電視購物產業之發展而有日趨嚴重的傾向，儘管主管機關

於確認不實廣告之後，依法處以立即停止違法行為與高額罰鍰的行政處分，意圖匡

正交易秩序、維持市場公平競爭；然而依照公平法之處分所產生嚇阻違法的作用，

顯然並沒有達到預期的警惕效果。自 2000 年以來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不曾稍有中

斷，其相關的處分案件有逐年遞增的現象而處以罰鍰的金額也呈現漸次升高的情

形，尤其實際處分罰鍰金額合計超過百萬元的個案已多達 27 件，在在顯示業者一

味追求最大利潤而不惜違法播放不實廣告的經營方式，不得不讓我們必須重新審視

有關公平法上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之法律規範及其法實踐上的經濟效率議題！  

或許面對不實廣告問題，廠商有著不同於主管機關與消費大眾的思維模式，若

依照經濟學上假設廠商是屬於有限理性與自利的經濟人，則廠商經營事業是以追求

最大利潤為首要目標，面對競爭的市場，凡有利可圖而能增進廠商獲利的經營手

法，都會被廠商列為優先考慮，以達成廠商的獲利目標。至於事業經營上可能涉及

相關的法律問題，廠商將評估其面對的法律風險與成本以及違法經營手段可獲取的

                                                      
21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97 號處分書，雄峰公司「峰麗挺微電腦胸部按摩師」案，單一被

處分人罰鍰金額高達 150 萬元，為首次突破百萬元罰鍰之個案。近年來出現單一被處分人罰鍰百
萬元以上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累計共有 21 個案件；若一個違法不實廣告案包含數個被處分人
而罰鍰合計達百萬元以上者，則共有 25 件，其中公處字第 097068 號與第 097078 號處分書之罰鍰
金額合計分別高達 1,600 萬元與 1,200 萬元，突破千萬元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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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兩者權衡之下，廠商自有其成本效益之衡量。假如電視購物廠商選擇了不實

廣告的經營手法，其願意甘冒法律風險而承擔違法成本，則無疑說明了電視購物於

交易制度上潛藏著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的問題，使廠商容易進行不實廣告而其違法

成本（公平會之處分）仍然小於其經濟利益，故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問題，實已涉

及法律經濟的課題。 

(一) 電視購物產業的資訊不對稱
22 （Information Asymmetry） 

1. 買賣雙方的資訊不對稱 

進行商品的電視廣告為電視購物之主要行銷活動，也是電視購物業者將商品資

訊傳遞給消費者的唯一管道，透過廣告之企劃、拍攝、製作與宣播，將商品的內

容、特性、用法與功能等傳遞給潛在消費者，以吸引消費者注意，激發其購買慾

望。因此，電視購物業者無不使出各種可能吸引消費者之手法，如商品材質、用途

與功能的說明、搭配模特兒的展示與介紹、薦證人使用經驗的分享與推薦、電視購

物專家的解說、介紹與鼓吹等，不斷地在電視購物頻道強力宣播，希望獲得消費者

的青睞！ 

電視購物業者掌握了商品資訊並製作各種廣告，對於廣告之製播是否傳達正確

的商品資訊，完全掌握在業者的手裡。不實廣告即是業者在廣告中傳遞了誇大、不

實的商品資訊；相對的，消費者僅能被動由電視購物廣告接受相關的商品資訊，無

法完整瞭解商品的全貌。事實上，深入了解附表 1 與附表 2 的 79 件不實廣告案

例，都存在這個問題，在一件不實廣告中，廠商可能同時涉及多個不實的廣告訴

求，典型的案例就像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177 號處分書，有關長鶴健康公司宣播

「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商品廣告，宣稱「85% 全竹炭 得到工研院還有南亞等大

廠的品質認證」、「消臭率 90~95%」、「20 秒雕塑完美曲線」、「遠紅外線 加速

脂肪代謝 平坦小腹」、「改善脊椎側彎」、「增加我們的腸推率……可以將我們

                                                      
22 資訊不對稱為經濟理論之一，指交易雙方所擁有之資訊量與質存在不一致的情形，結果將產

生逆選擇與道德風險之問題。王則河，資訊經濟學平話，8-18，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6)；G.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88-500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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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的一些毒素啦、宿便、還有脂肪排出體外」、「遠紅外線 增加體內微循環、

保護子宮」、「促使我們胸部的乳腺管暢通」及「負離子……可以有效的分解我們

幾乎壞死的角質……讓肌膚改善變好」等內容。經公平會的調查，除了發現該產品

不但沒有得到工研院與南亞公司的品質認證之外，也完全無法證明具備廣告訴求中

所宣稱的七種改善身體健康的功能或效果。 

由此可見，業者與消費者對於商品資訊之掌握，其中業者具有主動、強勢、完

整的地位與消費者處於被動、弱勢、不完整的相對狀態，不論商品資訊的質或量，

顯然交易雙方處於資訊不對稱的狀態，因此，讓別有用心的業者容易利用雙方資訊

不對等的缺失，肆無忌憚的推出不實廣告，獲取豐厚的報酬。例如：公平會公處字

第 091097 號處分書，有關雄峰公司宣播「峰麗挺微電腦胸部按摩師」產品的違法

不實廣告，僅僅宣播 6 天，產品出售就已達到 8,000 組之多，可見消費者深受該不

實廣告之影響而為錯誤之選擇與消費之決定，使被處分人之營業額於短期內大幅度

提高、增加其所得與利潤。 

本質上，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就是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之下的產物。業者一方面

掌握實際商品，另一方面製播商品的電視廣告內容，兩者是否名實相符，業者一清

二楚；相對的，未曾與業者面對面接觸的消費者僅有購置商品之後，始能將實體商

品與其電視廣告內容一一比對，驗證兩者是否相符、有無廣告不實？此種存在交易

雙方的資訊落差，形成嚴重的資訊不對稱，實為電視購物制度所使然，而這樣的制

度顯然是一個有利於業者而不利於消費者的偏頗模式。業者為了招攬生意，很容易

利用這個交易制度上資訊不對稱的缺陷，宣播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從事不公平競

爭，妨礙市場效能競爭的機能；另一方面，消費者面對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並無相

對的制衡措施，僅能依賴主管機關對於業者廣告行為的監督與處分，或是寄望於業

者的自律與守法。 

檢視附表 1 與附表 2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例，在 79 個案例中，擁有專屬購物

頻道而涉及不實廣告的業者有東森得意購 30 件、富邦 momo 有 6 件與 viva 有 5

件，此外其他業者有 11 家分別涉及 2 件、而有 3 家涉及 3 件。換言之，合計重複

違反公平法上不實廣告之規定的電視購物業者有 17 家並累計達到 72 件不實廣告，

約占公平會處分案例的 91%，顯示大多數不實廣告的違法業者再犯的比率偏高，有

利用電視購物資訊不對稱之特性而一再嘗試推出不實電視購物廣告的傾向，其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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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公平法之規範，反映了主管機關現行「立即停止違法行為」與「罰鍰」的處分

模式，給予業者的嚇阻作用與市場的匡正效果相當有限，而電視購物制度存在買賣

雙方資訊不對稱的偏頗與缺失，實有檢討改進的必要。 

當然，電視購物資訊不對稱而偏向業者一方傾斜的現象，對於整個電視購物市

場可能衍生「逆選擇」與「道德危險」兩大問題23，長期而言，將不利於電視購物

業者的經營，甚至阻礙整體電視購物產業的正向發展。 

(1) 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所謂逆選擇，係指在資訊不對稱情形下，參與交易的一方隱藏某些對自己有利

的資訊，而藉著提供不實的資訊，於增進自己福利時卻傷害交易對手的利益。此種

現象又稱為締約前的資訊不對稱（Pre-Contractual Informational Asymmetry），電視

購物買賣雙方於交易前，業者有可能為了自己的利益而隱匿某些商品交易資訊，於

電視購物廣告提供不實產品資訊給消費者，藉此不公平的競爭手法而吸引消費者的

購買慾望，以增加更多的交易機會。這種不實廣告的行為，不但對於電視購物的其

他競爭廠商造成不公平競爭，而且傷害消費者的利益，卻可能增進自己的福利；此

為公平法上不實廣告的問題，亦屬經濟學上資訊不對稱而影響市場交易的重大課

題。 

存在已久而不曾消失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或許一直困擾著電視購物的消費

者，因為相信了不實的廣告而購買了業者所提供與廣告不符的商品24，貨到以後卻

發現電視購物廣告言過其實，讓消費者覺得所付出的購買價格超過所收到的商品價

值。這樣的不實廣告，將導致消費者認為電視購物的商品品質與價值遠低於商品的

價格，而有物差價昂的感覺，此種認知上的差異將會影響電視購物的消費行為，促

使潛在的消費者不願意在這個Akerlof所謂的「檸檬市場」25裡進行交易，將不利於

整體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 

                                                      
23 王則河，同註 22，245-266；王國樑，管理經濟學，東華書局，212-218，324-326 (2004)。 
24 這裡所謂的「與廣告不符之商品」，係指廠商交付比廣告條件較差的產品。 
25 檸檬市場，係指商品交易的過程中，賣方對商品擁有完整資訊並將商品加以訂價，惟資訊不

對稱的買方購買並取得商品之後，始發現付出的價格遠超過該商品的價值；假如持續存在這樣的
現象，將導致消費者的不信任，甚至可能形成一個有行無市、沒有交易量的畸型市場。參照G.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8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88-500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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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德危險（Moral Hazard） 

所謂道德危險，係指在資訊不對稱之下，參與交易的一方於簽約後才作出選

擇，如果契約設計的誘因不佳，可能會引發其中一方作出對自己有利的選擇，而傷

害他方的利益。此種現象又稱為締約後的資訊不對稱（ Post-Contractual 

Informational Asymmetry），例如電視購物業者宣播不實廣告於先，俟消費者因信

賴商品廣告資訊而購買商品時，卻交付與廣告不符之商品於後，不但傷害消費者對

於電視購物廣告信賴感的非財產上利益26（真實廣告可減少消費者於交易上的搜尋

成本），亦傷害消費者購買電視購物商品應具有相當品質的財產上利益，對消費者

而言，應屬精神上（非財產上）與財產上的雙重損害。此外，消費者使用了這個與

廣告不符的商品，也可能造成身體上與精神上的傷害27，亦屬於非財產上的損害。 

事實上，因為資訊不對稱而產生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可能附帶了業者道德危

險所衍生消費者在財產上與非財產上的損害，屬於民法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課題，在

此暫不討論，而公平法僅能對於已構成不實廣告的業者加以處分，屬於事後的處

置，並沒有事前防範此種交易上道德危險的作用。 

另一方面，廠商精心策劃製播的電視購物廣告，居然涉嫌不實，此為廠商行銷

道德的一大考驗。追求最大利潤固然是廠商的目標，但是企業社會責任與職業道德

仍屬不可偏廢的一環；假若廠商的電視購物行銷決策準則是以利益衡量為先，而置

是非判斷於不顧，行銷道德低落，整體電視購物環境的道德危險將會升高而衍生的

消費糾紛將不斷擴大，傷害電視購物的消費大眾與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 

(3) 小結 

存在著資訊不對稱的電視購物市場，其衍生的「逆選擇」與「道德危險」問

題，實質上為形影不離、一體雙生的因子，蓋電視購物交易上的道德危險，其實早

已種因於業者製播不實廣告之時，業者利用交易雙方所存在資訊不對稱的狀態，很

容易操弄廣告內容的虛實真偽，傳遞不實的商品資訊，誤導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判斷

                                                      
26 電視購物真實廣告具有降低消費者資訊搜尋成本的經濟功能，惟機會主義的電視購物業者卻

利用資訊優勢，宣播不實廣告而引發交易成本，並將成本外部化而轉嫁給消費者。 
27 例如公處字第 091097 號處分書，指出：「……手部長時間暴露在高頻率震動下，會造成手

指血管收縮，進而形成白手症（White Finger Syndrome），是已知的職業傷害。目前雖未有研究
證實乳房暴露高頻震動的後遺症，但建議不要長時間使用該環震魔術胸墊為宜。」 



 論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103 

與交易的選擇，不論屬於交易前可能的逆選擇問題或是交易後可能產生的道德危

險，其結果都顯示獲益者為廠商，而受害者往往都是消費者。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不僅為商業上不公平競爭手段，影響其他競爭廠商的效能競

爭，妨礙市場自由競爭的公平性，也因資訊不對稱所衍生逆選擇與道德危險問題而

傷害消費者的利益，破壞整體電視購物廣告的可信度，無形中將消費者驅離此一購

物市場，甚至可能危及整個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涉及的不只是

公平競爭之法律問題，也是嚴肅的經濟問題；現行公平法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

法律規範與實踐，事實上仍然無法解決電視購物交易制度上資訊不對稱的困擾，法

律經濟效率之不達，不禁令人感嘆以有限的法規制度去面對變化無窮的市場現象，

真是有時而窮！ 

2. 競爭對手之間的資訊不對稱 

公平法第 21 條有關不實廣告的規定，是規範所有的廣告行為，當然也包括電

視購物廣告在內；電視購物業者若有不實廣告的違法行為，除了受主管機關依公平

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之外，也面臨商譽、信用與企業形象等無形的、非貨幣資

產的損失。因此，理論上，電視購物業者應該會遵循法律的規範而為真實的電視購

物廣告；實際上，基於市場競爭與企業獲利的考慮，有些業者就採取不實廣告的手

法，利用事實上與商品材質、功能、用途與效果等無關的檢測報告，製作誇大而具

有吸引力的廣告，爭取比其他競爭廠商更多的交易機會。 

一般而言，事業經營免不了會面臨市場其他的競爭者，只要是合法的經營手

段，縱然廠商別出心裁使出五花八門、出奇制勝的競爭策略而可能囊括整個市場，

讓其他競爭者望塵莫及、相形見絀，亦屬市場競爭之下合理而可接受的競爭手法。

然而，違法的經營手段，並非理性廠商應有的作為，也不屬於市場合理預期的範

圍；假如業者以違法不實廣告為競爭策略時，則其一手掌握不實廣告的內容、播放

的時段，發動這種出其不意而又違法、不實的競爭行為，實質上已超出其他競爭廠

商的理性預期，構成競爭對手之間市場資訊不對稱的現象。其他競爭廠商於事前難

以獲得競爭對手違法競爭行為的資訊，面對這個突如其來的不實廣告，將無法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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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以防範或推出應變的措施而處於不利的競爭地位28。 

換言之，企圖採取不實廣告為競爭策略的廠商，把不實廣告的資訊視為競爭的

法寶，不輕易讓其他競爭對手知悉這個不法的秘密武器，利用廠商彼此之間資訊不

對稱的優劣勢，有利於發動不實廣告的奇襲作用，讓競爭對手來不及應變防範或採

取比較廣告加以反擊，因此違法業者可能在短期內席捲市場而獲取最大利益。 

(二) 成本效益分析  

企業經營之首要目標在於獲取最大利潤，電視購物產業亦不例外，依經濟學及

成本會計之觀點而言，滿足廠商利潤極大化的條件為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 

MR）等於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MC）29；換言之，當MR = MC時，電視購物業

者之利潤為極大。因此，在電視購物業者追求利潤極大化的目標下，我們可以考慮

有無法律規範與管制下，業者需不需要負擔額外的違法成本，分別進行有關電視購

物不實廣告投入量的成本效益分析。 

1. 電視購物業者不需負擔違法成本下，不實廣告的成本效益分析 

假設法律上對於不實廣告並無明文規定，則廠商進行不實廣告時，並不受法律

的規範與管制，也毋需因不實廣告而負擔額外的違法成本。電視購物業者為了追求

利潤極大化，依照經濟學原理，廠商對於廣告的投入量，將選擇廣告的邊際收益

（MR）等於邊際成本（MC）時，以達到利潤最大的目標。如圖 130所示，縱軸表

示廣告所產生的成本或利益，橫軸表示廠商有關灰色、不實廣告的投入量31，當電

視購物廠商關於灰色與不實廣告的邊際收益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交叉於E點時，表

                                                      
28 縱然立即針對不實廣告加以蒐證、檢舉而由主管機關命其停播違法不實廣告，然而先前已播

出之不實電視購物廣告，依然有相當程度的廣告效果而促成交易機會，增加獲利。如公平會公處
字第 091097 號處分案，業者僅短短宣播廣告 6 天，即成交 8000 組商品而獲利豐厚。 

29 熊秉元、胡春田、巫和懋、霍德明，經濟學，雙葉書廊，178-182，206-215 (2008)；王國
樑，管理經濟學，東華書局，212-218，246-251 (2004)；鄭丁旺、汪泱若、張錫惠，成本與管理
會計，指南書局，119-129 (2008)。 

30 曾明遜、陳明燦，「預售屋不實廣告責任之法律經濟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13-15 (2006)。 

31 爲討論不實廣告問題時， 了更加周延，宜同時兼顧業者可能出現法無明文禁止或具有創意而
無損害他人之灰色廣告。參酌曾明遜、陳明燦，同註 28，13-1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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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MR = MC，使廠商達到最大利潤化；將其交點E對應到橫軸上，即可得到電視購

物業者對於灰色與不實廣告的最有利廣告投入量Qs。 

至於廠商投入不實廣告的淨效益將視其邊際收益與邊際成本之差額而決定，若

邊際收益大於邊際成本則廣告具有淨邊際收益（Net Marginal Revenue NMR）；相

反的，若邊際收益小於邊際成本則屬於廣告具有淨邊際損害（Net Marginal Damage 

NMD）。將圖 1 廣告量 0~Qs所對應的邊際收益減去邊際成本，即可以得到圖 2 的

NMR淨邊際收益曲線，該曲線與橫軸交於Qs點，表示在無法律規範而不需負擔違法

成本的情況下，電視購物業者投入的廣告量為 0~Qs，將產生正的淨邊際收益；廣告

量若超過Qs點，則會產生淨邊際損害（淨邊際收益小於 0）。因此，廠商至多投入

Qs的廣告量。 

於圖 2 橫軸上點Qs表示假如沒有法規明文規範與管制廣告的內容，則電視購物

業者（廣告主）的私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將出現某種偏離的現象，業者因為不實的電

視購物廣告而可能獲利，但是消費大眾卻可能因此而有所損害，其損害大於獲利，

顯示整體經濟效益為淨邊際損害（NMR小於NMD），不僅偏離了經濟上的均衡，

也不利於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因此，法律上，宜適度對於電視購物廣告內容加以

規範，抑制電視購物的不實廣告，以避免業者的私人價值凌駕社會價值而產生淨邊

際損害。 

2. 電視購物業者需負擔違法成本下，不實廣告的成本效益分析 

事實上，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一直受到公平法與其他相關法律的規範與管制32，

因此，業者若為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其違法的不實廣告行為將受到法律上的處

分，而需負擔額外的法律成本時，其邊際成本增加，使業者的邊際成本曲線由原先

的MC向左上方移動而為MC1，MC1與MR相交於E1點，對應的廣告投入量為Q*（如

圖 1），小於原先的投入量Qs，表示法律上對於不實廣告的規範與管制，將導致業

者的成本增加，使其減少灰色或不實廣告的投入量。 

                                                      
32  除公平法外，對於不實廣告之規範管制，如藥事法、健康食品管理法、食品衛生管理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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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酌曾明遜、陳明燦、「預售屋不實廣告責任之法律經濟分析」，公平交易季刊
，第 14 卷第 3 期，14 (2006)；本文繪製。 

圖 1 灰色、不實廣告之成本效益分析 

 

於圖形上的均衡點將由原先的廣告投入量Qs點減少至新的均衡點Q*（如圖

2），表示廣告的淨邊際收益等於淨邊際損害（NMR＝NMD）；橫軸上 0~Q*的廣

告量，尚可加以區分為 0~Q 與Q ~Q*兩部份來說明。首先是 0~Q0 0 0屬於無損害他人

的創意性灰色廣告投入量，不會造成他人的損害，換言之，其廣告產生正的淨邊際

收益（NMR＞0），而不產生淨邊際損害（NMD＝0）。其次則為Q0~Q*屬於不實廣

告的投入量，對業者而言，會有正的淨邊際收益（NMR＞0），但同時也產生了正

的淨邊際損害（NMD＞0）；惟只要淨邊際收益高於淨邊際損害（NMR＞NMD），

對廠商仍屬有利，因此，其將持續投入不實廣告量直到淨邊際收益恰等於淨邊際損

害為止（NMR＝NMD）。 

對於電視購物廣告的規範與管制，於法律上訂定不實廣告的禁制規定（如公平

法第 21 條），而執法上則是以政府公權力為管制、取締與懲罰的主導。假設以 Q*

的廣告量為管制目標，為了確保目標之達成，政府除了有能力發現違反規定者之

外，最重要的是對於違法者給予適當的懲罰；否則一部沒有罰則的規範就像是「無

牙的老虎」一樣，徒有法律規範而難以具體落實、有效執行。電視購物業者為了獲

得最大利益，其廣告內容是否遵循法規之標準，除了考慮違法不實廣告被舉發的機

率 R 之外，還要考慮違法處分的輕重，若政府對於違法不實廣告業者處以罰鍰金額

為 P，則業者面對罰鍰之成本應為違法被舉發的機率與罰鍰金額之乘積，其罰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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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為 R × P ＝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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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酌曾明遜、陳明燦、「預售屋不實廣告責任之法律經濟分析」，公平交易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14 (2006)；本文繪製。 

圖 2 灰色、不實廣告之淨邊際效益分析 

註：0-Q0 屬於無損害他人之創意性灰色廣告投入量 

 

如圖 2，若業者因不實廣告而受主管機關之罰鍰處分，其罰鍰期望值為EP1，則

此種較低的法律成本，將會誘使電視購物業者之灰色或不實廣告量達到Q1點（NMR

＝EP1），而超過最適水準的廣告量Q*。以廠商的違法效益（NMR）與違法成本

（EP ）做比較，如圖 2 所示，於廣告量達到Q1 1點之前，違法效益大於違法成本

（NMR＞EP1），表示廠商不實廣告的違法行為較為有利，廠商將會繼續投入廣

告；相對的，當廣告量超過Q 點之後，則廠商的違法成本大於違法效益（EP1 1 ＞ 

NMR），對不實廣告的違法業者較為不利，廠商將會縮減不實廣告。反之，若不實

廣告的罰鍰期望值為EP2時，則高額的罰鍰將驅使電視購物業者大幅縮減其灰色或

不實廣告量至Q2點，其廣告量呈現顯著偏離最適廣告量水準Q*點。由圖 2 分析可

知，過低的罰鍰期望值EP ，其管制作用相當有限，業者仍以大量不實廣告Q1 1，以

獲取最大利潤；相對的，過高的罰鍰期望值EP2，將大幅度抑制業者廣告的創意，

壓縮業者灰色廣告的生存空間，嚴格的管制標準將不利於電視購物產業的廣告宣傳

與業務發展。至於為了達成最適水準Q*，其均衡點為圖 2 之淨邊際收益與淨邊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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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兩條曲線之交點（NMR＝NMD），對應到橫軸上，即可得到最適水準為Q*，而

均衡的罰鍰期望值應為EP*33。 

雖然公平法第 21 條已明文規範管制不實廣告，但是由圖 1 與圖 2 之經濟分析

可知，實際上無法完全禁絕電視購物業者違法不實廣告的行為；惟在經濟分析意義

上，管制行為仍然可以產生一些遏阻作用，至少電視購物業者衡量其受處分的法律

成本之後，其不實廣告將由Qs減少為Q*，而達到管制下的均衡狀態。惟應注意者，

無論法規如何縝密的規範，實務上免不了存在著為了謀利而違法的業者，管制措施

得當與否，與管制效果息息相關，宜避免過度之管制手段而影響電視購物以及廣告

行銷產業的發展。  

3. 小結－實務個案的成本效益分析 

在有限理性經濟人假設下，廠商以追求最大利潤為目標，電視購物業者投入廣

告的邊際成本等於其邊際收益時，可獲取最大利潤。惟對於不實廣告加以法律上管

制，將使業者的邊際成本提高、邊際成本曲線向左上方移動而減少不實廣告的投入

量。再以廣告的淨邊際收益與違法罰鍰金額的期望值之比較，做不實廣告的成本效

益分析，發現法律規範與管制之下，有抑制作用而促使廠商減少不實廣告的投入

量。 

理論上，雖然以經濟學「邊際」的概念，討論「邊際收益」與「邊際成本」兩

者的關係而有助於解釋廠商追求最大利潤的決策行為；實務上，針對每一個已發生

的不實廣告實際案例，要一一回顧廠商如何考慮並計算其「邊際成本」與「邊際收

益」的關係，而分析其為不實廣告的決策行為，仍有事實上資料難以取得的困頓。

因此，退而其次，只能將「邊際收益」等於「邊際成本」這個法則，當做是廠商不

實廣告決策行為的最高準則；實際上，回歸到廠商為有限理性經濟人的假設之下，

每一個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例，廠商未必因為製播不實廣告而達到利潤最大的目標

34，但是，廠商在將本求利而不做賠本生意的基本原則之下，可以肯定的是廠商不

實廣告的決策考量，於成本會計上必符合收益大於成本的決策模式。換言之，「不

                                                      
33 參酌曾明遜、陳明燦，同註 28，15 (2006)。 
34 MR=MC，係指廠商達到最大利潤的條件，但實際上廠商未必會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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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廣告預估的收益將高於預計的成本」是廠商製播不實廣告行為的決策準則，也是

本文討論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個案的參考依據。 

五、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實務個案分析 

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處分案，已累計共有 79 件，本文僅選取其中

最有特色的案例為法律經濟分析的對象，例如：(1)雄峰公司個案，此為首次因電視

購物不實廣告被處以罰鍰 100 萬元以上的個案，(2)竹炭內衣褲相關產品案例 6 件，

此為最多電視購物業者涉及的不實廣告，而且罰鍰金額最多的案例。 

(一) 首次罰鍰 100 萬元以上的雄峰公司個案
35

1. 個案事實摘要 

被處分人雄峰公司 2001 年 8 月至 11 月，分別於麗冠有線電視、長德有線電

視、洄瀾有線電視、世新有線電視、永佳樂有線電視與南國有線電視等節目中宣播

「峰麗挺微電腦胸部按摩師」廣告，宣稱該產品厚 3 公分寬 10 分的硬塑膠弧狀胸

罩襯墊，內置高頻率震動馬達，每分鐘震動 1,666 次，每天震動 2,399,040 次高頻率

震動，改變乳房之血流而達成豐胸之效果，能使乳房增大，符合物理及醫學之經驗

法則；使用該產品「7 天要大 1 個罩杯，絕對是輕而易舉的，絕對沒有問題」云云

等豐胸效果，廣告僅僅宣播 6 天，產品銷售已有 8,000 組之多。  

廣告內容宣稱有真人實證林○○君、黃○○君，使用產品後胸圍由原來的 A 罩

杯升到 C 罩杯、7 天就大了 2 吋等云云。經查廣告被處分人並不認識見證人，也無

見證人資料，見證人模特兒林○○君、黃○○君，係按被處分人指示企劃之腳本選

角拍攝，廣告影片中胸圍塑身對比，於使用產品後之胸圍影像為真實，使用前之胸

圍影像乃利用剪輯手法所為，無法驗證使用後 1 週升級 2 個罩杯之豐胸效果。 

該產品雖由經濟部核准在案之第 19 類醫療器具按摩器，但申請時並不須檢送

                                                      
35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9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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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學實證或試驗報告。學者專家表示，已知高頻率震動下，容易造成身體之

傷害，如白手症就是手部長時間受高頻率震動，導致手指血管收縮而形成的職業傷

害；目前雖未有研究證實乳房長期受到高頻震動而形成的後遺症，但建議不要長時

間使用該環震魔術塑膠胸墊為宜；該產品之豐胸效果並無醫學學理及臨床試驗依

據，核為誇大不實之廣告，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廣告是消費者據以作成交易決策的重要參考，廣告主所為之廣告內容若有虛偽

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將導致消費者產生錯誤之認知與決定，影響消費者權

益；被處分人於產品銷售廣告上，為爭取交易相對人與其交易時，就廣告內容中引

用之數據及豐胸效果等相關資訊，當確保廣告之真實性。被處分人自承不認識見證

人，亦無見證人資料，無法就廣告內容提供相關具體事證等，益顯其為虛偽不實及

引人錯誤之表示。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有線電視廣告上，就「峰麗挺微電腦胸部

按摩師」產品之豐胸效果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屬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衡酌被處分人違法動機、營業規模、違法情節、持續期間及配

合調查態度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之規定，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行為，並處新臺幣 150 萬元罰鍰。 

2. 評析 

(1) 資訊不對稱下的不實廣告內容 

廠商深知商品的特性與可能帶來的不良後遺症，卻仍然製播廣告，宣稱：以高

頻率震動馬達，對乳房施以高頻率震動，按摩胸部、改變乳房之血流，達到乳房增

大之豐胸效果。不但欠缺醫學學理與臨床試驗的依據，也忽略了事實上已證實長時

間暴露在高頻率震動下之手部，會造成手指血管收縮，進而形成白手症之職業傷

害，嚴重危害身體健康。更沒有揭露專家建議：「不要長時間使用高頻率震動魔術

塑膠胸墊」的警告。 

其次，廠商以不認識的模特兒充當見證人，利用剪輯手法拍攝廣告影片，假造

見證人使用產品前後之胸圍塑身對比，吹噓該產品按摩胸部能使乳房增大之效果，

傳遞不具備臨床醫學驗證的錯誤訊息。顯然違反背書及證詞廣告準則的基本要求：

「背書及證詞必須始終反應背書人之誠實意見、發現、確信或經驗；不得有欺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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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主無法證實其真實性之內容36」。 

(2) 公平會處分的手段與效果 

本案以不實廣告內容嚴重誤導消費者以多爭取交易機會，其違法不實廣告行為

不但對市場其他同業形成不公平競爭，違反效能競爭而嚴重影響市場交易秩序，違

法情節至為明顯；再者，該違法不實廣告僅僅在電視購物頻道宣播了 6 天而已，其

產品出售就已達到 8,000 組之多，可見消費者深受該不實廣告影響之大，對商品產

生不正確的認知而為錯誤之選擇與消費之決定，使被處分人之營業額於短期內快速

的大幅度提高、增加其所得與利潤。 

經查證在本案之前，雄峰公司 2001 年 2 月 15 日曾經在有線電視宣播相類似產

品「豐挺美懶人豐胸按摩師」的不實廣告37，宣稱使用該產品有三大保證：1.任何

乳房立即增大 30%。2.每分鐘 1,666 次上下左右按摩，讓你永遠豐挺飽滿。3.保證一

週升級一個罩杯，二週升及二個罩杯；經公平會命其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之外，

並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雄峰公司於 1 年內針對類似的產品，以不同的商品名稱，於不同的電視頻道，

同樣宣播不實廣告，可見為了增加銷貨量與獲取不當利益，其不顧主管機關之前所

為之處分與匡正之目的，仍然宣播相類似之違法不實廣告。又被處分人接受公平會

的調查時，仍然答辯指廣告雖稱「7 天大到一個罩杯，絕對沒有問題」，惟並無消

費者反映該產品無效果；且廣告內容陳明若無效果願接受退貨，迄今亦無客戶以無

效為理由要求退貨。因此，考量其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之處罰等

因素，公平會除了命其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之外，只好祭出處以 150 萬元之高額

罰鍰，創下了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違法不實廣告處分案的空前紀錄，由此可見主管

機關維護市場公平交易制度的苦心！展現主管機關執法的決心，也希望藉此強化嚇

阻不實廣告的效果。 

(3) 成本效益分析 

回顧公平會公處字第 178 號與第 091097 號處分書，可以發現雄峰公司在短期

                                                      
36 參見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SA), Guides Concerning Use of Endorsements and Testimonials 

in Advertising, 16 CFR (1998). 
37 參照公平會 90 年公處字第 17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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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相同的產品（高頻率震動塑膠胸墊）、類似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以虛構的醫

師、律師與模特兒等人物的見證廣告），吸引消費大眾，而出售與廣告不符的產

品。事實上，雄峰公司於第 1 次的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公平會即處以「立即停止違

法行為」與「50 萬元罰鍰」的處分。其中罰鍰 50 萬元，與掬翔公司「黛夢峰磁能

動感按摩胸罩」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的 50 萬元罰鍰，已屬當時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的最高罰鍰紀錄了38。但很明顯的是，這樣高額的罰鍰處分，並沒有發揮警惕與嚇

阻廠商的作用，雄峰公司將相同的產品，換個不同的名稱，依然利用模特兒見證的

模式，製播內容相似的不實電視購物廣告，於電視上短短播出 6 天，即出售產品多

達 8,000 組，廠商沿用了前一次不實廣告的策略，低成本而有高效益的結果。這種

有利可圖的情況下，更難禁絕廠商的違法不實廣告行為。 

業者預估不實電視購物廣告帶來的收益高於可能負擔的違法成本，形成了不實

廣告的誘因，雄峰公司「高頻率震動塑膠胸墊」產品，即發生前後兩次不實電視購

物廣告案件，而且也分別創下兩次當時罰鍰金額的最高紀錄。這種利用預估的成本

與效益分析而誘發廠商為不實廣告的案例，雄峰公司不會是絕無僅有的唯一個案，

依照附表 1 與附表 2 的資料顯示，東禓、貂王、車神、好來得、百視、張淳淳、捷

元、捷忱、建達、長鶴、都會新貴、新時代立即購、禾享、義昌、中購媒體科技、

富邦媒體科技與東森得意購等電視購物業者都曾經有過數次因不實電視購物廣告而

受處分的紀錄，其案件合計達 60 件，占全部 79 個案例的 76%；這些廠商事先已預

估了最悲觀的成本與效益關係，卻依然鋌而走險，甘冒法律危險的代價而一再為不

實廣告之行為，是否罰鍰處分已無足輕重、懲罰效果不佳而有另尋其他處分手段之

必要！ 

(二) 竹炭內衣褲相關案例
39

1. 案例事實摘要 

                                                      
38 本案與掬翔公司「黛夢峰磁能動感按摩胸罩」案，都是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而罰鍰金額也都

是高達 50 萬元。參照公平會 90.3.19 公處字第 048 號處分書。 
39 有關與「竹炭內衣褲」類似的不實廣告案件，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177 號、第 097068

號、第 097078 號、第 097127 號、第 097134 號與第 099007 號處分書，共有 6 件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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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平會有關「竹炭內衣褲」產品不實廣告的處分案，顯示共計有 6 個相關

案例，詳如表 5。 

表 5 竹炭內衣褲產品不實廣告處分案 

編
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罰鍰 
（萬元） 

1 
96/12/07 

第 096177 號
長鶴健康 

黑鑽石 
全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400 

2 
97/05/21 

第 097068 號

新時代立即購、 
子瀠、詮縈、廣通 

WEAR ME 薇爾美

竹炭雕塑內衣 
品質、內容 各罰 400 

3 
97/06/19 

第 097078 號

大中健康、銘智、 
長鶴健康、溫翠蘋 

全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廠商各罰
400 

撤銷溫君
處分 

4 
97/09/18 

第 097127 號
伊秀康 

美麗魔身娜 
鈦鍺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30 

5 
97/10/02 

第 097134 號

詠琪 
新時代立即購、詠儐

Wear Me 薇爾美

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50 
50, 20 

6 
99/01/15 

第 099007 號

英商中購媒體（viva）
利安國際企業 

Sammi 竹炭 
男內褲搶購組 

品質 
40 
5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至於相關案件具體的情況，本文依據個別案件的處分書而摘要其事實內容如

下： 

(1) 長鶴健康事業公司的「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案40

被處分人於電視頻道宣播「黑鑽石全竹炭塑身衣」商品廣告，宣稱「85% 全竹

炭 得到工研院還有南亞等大廠的品質認證」、「消臭率 90~95%」、「遠紅外線 

加速脂肪代謝 平坦小腹」、「改善脊椎側彎」、「增加我們的腸推率……可以將

我們體內的一些毒素啦、宿便、還有脂肪排出體外」、「遠紅外線 增加體內微循

環、保護子宮」、「促使我們胸部的乳腺管暢通」、「負離子……可以有效的分解

我們幾乎壞死的角質……讓肌膚改善變好」及消費者薦證片段等，就商品之品質及

                                                      
40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6177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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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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新臺幣 400 萬元罰鍰。 

(2) 新時代立即購公司、子瀠生物科技公司、詮縈生物科技公司與廣通國際行銷公司

的「WEAR ME竹炭雕塑內衣」案41

被處分人於電視頻道刊播「WEAR ME 竹炭雕塑內衣」商品廣告宣稱「紅外線

暖身 改善姿勢 吸濕抑菌 促進宿便排除」、「消除體臭 異味和自由基」、「隔絕

電磁波」、「降低人體靜電」、「唯一 85% 奈米竹炭」、「已經通過工研院的認

證了」、「穿了一個禮拜 要實際減個兩公斤 其實是很常見的事情」、「因為它的

奈米竹炭材質 具有遠紅外線的 高頻震動與溫熱性 所以對於人體脂肪率 一定會有

明顯降低的現象」、「它本身具有遠紅外線以及負離子的特性 抑菌除臭分解化學

物質 能促進您的血液循環」、「對於減少脂肪囤積 加速脂肪代謝 排除廢物毒素 

都有超強的功效」、「促進肌膚細胞活化與再生」、「加強排除酸性的物質」等，

就商品之品質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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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新時代立即購有限公司、子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詮縈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廣通國際行銷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400 萬元罰鍰。 

(3) 大中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銘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長鶴健康事業有限公司的「全

竹炭塑身衣」案42

被處分人於電視頻道宣播「全竹炭塑身衣」商品廣告，宣稱「含多種礦物質 

能有效吸濕 排汗 抗菌 除臭」、「工研院 南亞大廠 品質認證」、「高密度的奈

米竹炭 能發揮遠紅外線的高頻功能 促進腹部的脂肪代謝」、「遠紅外線 微循環

按摩 燃燒代謝脂肪」、「遠紅外線按摩腹部更能刺激大腸蠕動 增加腸推率 排除

體內積存的宿便 毒素」及「遠紅外線同時還具有升溫效果 能讓你的子宮得到適度

                                                      
41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68 號處分書。 
42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07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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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暖 解決手腳冰冷改善虛寒體質的問題」，並有代言人溫翠蘋表示「連睡覺都

能瘦，像我大概連續穿了 1 個多月，不知不覺瘦了 2 公斤，而且腰圍也細了 1 吋

多」及消費者表示「穿到現在快 3 個多月 我瘦 11 公斤 我的腰圍更明顯又瘦了 4-5

吋」等，就商品之品質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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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大中健康事業有限公司、銘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長鶴健康

事業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400 萬元罰鍰；處溫翠蘋新臺幣 8 萬元罰鍰。 

(4) 伊秀康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的「美麗魔身娜鈦鍺竹炭塑身衣」案43

被處分人於電視頻道刊播「美麗魔身娜鈦鍺竹炭塑身衣」商品廣告宣稱「就是

因為加入 最新的『鈦』『鍺』元素在 100% 全竹炭 塑身內 衣裡面 讓促進血液循

環與代謝的效果更強」、「2007 全竹炭內衣+鈦+鍺+防電磁波布」及「鈦跟鍺以及

防輻射布料」等，就商品之品質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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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新臺幣 30 萬元罰鍰。 

(5) 詠琪國際行銷有限公司、新時代立即購有限公司與詠儐國際有限公司的「薇爾美

竹炭塑身衣」案44

被處分人於電視頻道刊播「薇爾美竹炭塑身衣」商品廣告宣稱「讓你身上多餘

的游離脂肪」、「透過按壓  推擠  移動到適當位置」、「竹炭含量達 85% 以

上」、「兼具了吸濕 排汗 抗菌 除臭的功能」、「遠紅外線更能調節體溫」、

「提高血液含氧量」及「同時能增加體內的微循環」等就商品之品質及內容為虛偽

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詠琪國際行銷有限公司、新時代立即購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50

                                                      
43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127 號處分書。 
44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713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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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罰鍰，處詠儐國際有限公司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6) 中購媒體科技公司與利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的「Sammi竹炭男內褲搶購組」案45

被處分人於 viva 購物頻道銷售「Sammi 竹炭男內褲搶購組」，廣告宣稱「竹炭

纖維遠紅外線功能 吸濕、排汗、促進男性生理機能」、「具遠紅外線又稱生育之

光」、「竹炭 90% 遠紅外線功能 男性重展生育之光」，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不實

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命被處分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

止前項違法行為；另處中購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處利安國

際企業有限公司新臺幣 5 萬元罰鍰。 

2. 評析 

(1) 資訊不對稱下的不實廣告內容 

這 6 個案例的產品都屬於「竹炭」材質的內衣褲，惟「竹炭鑑定與含量檢驗」

的專業鑑定，仍有待突破與提升 46，一般消費者欠缺對於此種專業鑑定困窘的認

知；至於含有竹炭成分的內衣褲是否真正有益人體的健康，更涉及了生理與醫學的

專業領域，須有臨床實驗的根據，始能論斷；一般消費大眾可能不僅欠缺竹炭相關

製品的專業知識與鑑定技術，也不容易尋求相當數量的臨床實驗樣本與數據，而據

以驗證竹炭產品之特性與功能。廠商對於產品有無送請專業的鑑定與檢驗，知之甚

詳，消費者只能由廣告中得知廠商所宣稱的鑑定與檢驗的結果，此種情況即形成了

交易雙方對於產品資訊上嚴重的不對稱現象。 

廠商對於「竹炭鑑定」及其有益健康的產品訴求，有責任提出公正客觀第三人

的鑑定或檢驗報告，作為產品廣告的憑藉；然而廠商不但隱匿了沒有做竹炭鑑定的

事實，卻宣稱已取得工研院與南亞公司的檢驗與認證，並強調產品已通過認證而宣

稱「85% 全竹炭 得到工研院還有南亞等大廠的品質認證」以及「遠紅外線 增加體

                                                      
45 參照公平會公處字第 099007 號處分書。 
46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國家實驗室化工技士李政達指出：「國內檢驗機構無法跳脫『檢驗竹炭必

需用高科技昂貴儀器』的本位思維，以致誤導公眾；無數的大學教授因此紛紛投入竹炭成分之鑑
定研究，歷經數年，迄今無人成功。」參照李政達，「竹炭商品的竹炭鑑定和含量檢驗方法」，
台灣林業，第 34 卷第 4 期，3-13 (2008)。 



 論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117 

內微循環、加速脂肪代謝」、「紅外線暖身  改善姿勢  吸濕抑菌  促進宿便排

除」、「消除體臭 異味和自由基」、「隔絕電磁波」、「降低人體靜電」……等

十多項促進健康的功能。這些不實的廣告訴求，實為此 6 個不實廣告案例共通的特

點。 

由於竹炭鑑定與含量檢驗的困難，廠商利用消費者欠缺「竹炭」專業知識而且

不具備自行檢測竹炭產品的技術與能力，於雙方資訊不對等的情況下，以虛構的認

證資訊或名人的使用見證，一再誇大「竹炭」產品有益人體健康，誤導消費者對於

竹炭產品的認識而試圖增加交易的機會。 

(2) 公平會處分的手段與效果 

公平會除了命這些廠商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之外，又分別對被處分人處以 5

萬元至 400 萬元不等的罰鍰，其中前述的(2)與(3)兩案例的罰鍰總額分別為 1,600 萬

元與 1,200 萬元，創下了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違法不實廣告處分案高額罰鍰的紀

錄；但仍然擋不住其他廠商前仆後繼的一再以不實廣告，出售類似的竹炭產品！或

許將竹炭與健康做了某種的聯結，而使竹炭成了當下最流行的產品，凡與竹炭有關

的商品皆能熱賣；只要有利可圖，即便違法亦在所不惜，再高的罰鍰也擋不了廠商

透過不實電視購物廣告而謀利的企圖，因此，這類的不實廣告案例特別多！ 

(3) 成本效益分析 

3 年內發生 6 件相類似的竹炭產品不實廣告案例，或許與竹炭熱潮有關，但廠

商製播不實廣告，不能因為熱門商品便可以忽略成本效益的分析。特別的是，長鶴

健康事業公司涉及 2 件個案，分別罰鍰 400 萬元；而新時代立即購有限公司先為不

實廣告而受罰鍰 400 萬元的處分，又與屬於同一個負責人的詠琪國際行銷有限公司

一起另涉 1 案而又分別各罰 50 萬元的罰鍰。由此觀之，高額的罰鍰處分之下，同

一個企業或相同負責人的企業，短期內依然存有重複再犯不實廣告的違法事件，可

見這個熱門的竹炭商品，其獲利是遠遠高於其成本。在竹炭熱潮之下，商品具有豐

厚的利潤，是誘發廠商製播不實廣告的主要誘因；符合效益高於成本的條件下，就

算是違法的不實廣告，廠商依然認同「殺頭的生意有人做」的理念，相繼推出違法

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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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討與建議 

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案件之處理，曾經考量電視購物屬於新興的商品

販售服務業，亟需給予產業發展與成長的空間，以免扼殺電視購物產業的長遠發

展。因此，觀察歷年來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處分案，可發現其處分手段

的類型僅為「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兩類。競爭法主管機關對電

視購物不實廣告的處理原則，應屬兼顧市場競爭公平性與電視購物產業發展的謙抑

態度。 

然而公平法第 41 條前段之規定，公平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

其停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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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施行細則第 28 條規定事業有違反本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3 項規定

之行為，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本法第 41 條規定，命其刊登更正廣告；至於更正廣告

方法、次數及期間，由中央主管機關審酌原廣告之影響程度定之；此外，公平會亦

訂定了對於命為刊登更正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 

依法而言，主管機關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可採取之處分方式有：限期命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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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採取必要更正措施方面，依施行細則第 28 條之規定，得命電視購物業者

於事後刊登更正廣告。惟就目前 79 個已受處分的個案，尚無要求業者刊登更正廣

告的處分案例；縱然公平會認為案情嚴重，除了命業者停止其違法不實廣告行為之

外，僅處以較高額的罰鍰，如前述的雄峰公司個案與竹炭產品 6 個案例，雖然懲罰

與嚇阻效果不佳；但是主管機關依然沒有祭出刊登更正廣告的手段。或許深怕這個

要求違法業者刊登更正廣告的霹靂手段，將會佔用電視購物的廣告時間而對於整體

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造成負面的衝擊，因此，主管機關一直有所顧忌而沒有超越

「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兩類處分的思維與作為。 

事實上，目前擁有專屬購物頻道的電視購物業者，其年營業額已高達 300 億元

以上，已經達到相當的產業規模，電視購物業者應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不宜任意

製播不實廣告，同時也有能力承擔因不實廣告而受主管機關於公平法上的處置。本

文認對於電視購物的不實廣告案件，主管機關只要採取合法的處分方式，縱然是祭

出要求違法業者刊登更正廣告的處分，也應無影響電視購物產業發展之虞！ 



 論電視購物不實廣告 119 

相對的，主管機關視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個案情節之輕重，靈活採取適當的處分

手段，尤其是依本法第 41 條與施行細則第 28 條之規定，命電視購物業者於原本宣

播不實電視購物廣告的相同頻道與相同時段刊登更正廣告，對業者而言，可能比罰

鍰之負擔還重，不但增加電視購物業者違法不實廣告的成本，而且更正廣告將迫使

業者公開承認之前不實廣告的錯誤，對業者的企業形象頗具殺傷力，預期將達到更

好的處分效果，使業者有所收斂，不輕易再犯，也具有警示作用的外部效果，讓其

他電視購物業者深思不實廣告的成本效益與企業形象的影響，督促業者的自律與進

步，促進電視購物產業的正向發展！因此，本文建議主管機關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

告的案件，除了「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的處分方式之外；若電

視購物業者曾經曾因相同或類似的不實廣告行為而受主管關處分或警示在案者，應

依照公平會對於命為刊登更正廣告案件之處理原則，適時給予「刊登更正廣告」的

處分，以收嚇阻效果！ 

至於擁有專屬購物頻道的電視購物業者，如東森得意購、富邦 momo 與中購

viva 等業者，除了自營電視購物業務之外，也出售電視購物廣告時段給其他電視購

物業者，這些擁有頻道的專業電視購物業者，累積了比其他沒有專屬購物頻道的業

者更多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處分案例。因此，建議研擬一套按照違法不實廣告情節

輕重而累積計點的制度，統計這些專業電視購物業者本身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違法

情形與出售廣告時段播出不實廣告的違法情形，給予縮減電視購物頻道的營業播放

時段，以示懲罰與警惕，或許比現行的罰鍰處分更加有效！ 

六、結論 

依賴電視購物頻道而存在的電視購物市場，是一個廣告與商品同時並存的虛擬

市場，其營業是以製播電視廣告為起點，透過電視購物廣告將商品資訊傳遞給消費

者，爭取交易的機會，惟時空隔離的因素，使電視購物業者掌握了比消費者更多的

產品資訊，形成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而使業者有機可乘製播不實的電視購物廣

告，衍生市場競爭不公平的現象，影響市場交易秩序，也影響電視購物產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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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平會對於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 79 個處分案，發現電視購物不實廣告的

產品以塑身美體與健身器材居多，而主管機關對於這些違法的不實廣告大都採取

「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的處分。惟這樣的處分手段，對於業者

本身或其他競爭者的嚇阻作用並不顯著，後續仍發現受處分業者或其他競爭者一再

出現相類似的不實電視購物廣告行為。以法律經濟分析的觀點而言，歷年來公平會

處分了 79 個不實廣告的案例，其中不乏主管機關已祭出高額罰鍰的重罰手段，但

仍有業者重複再犯，可見其營業利益之大，使業者甘冒受處分之法律風險，依然製

播違法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爭取顧客招攬生意，以不公平手段妨礙市場效能競

爭，影響市場交易秩序。 

有關電視購物的商品資訊，業者直接掌握商品來源，對於商品材質、功能、用

途、用法與保存等特性都瞭若指掌，而與業者時空阻隔的消費者對於商品資訊卻一

無所知，只能依賴電視購物的廣告，買賣雙方處於嚴重資訊不對稱的失衡狀態。假

如業者製播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可能形成電視購物市場逆選擇與道德危險的現

象，同時也對其他競爭對手造成資訊不對稱的奇襲效果，將導致電視購物市場陷入

了有利於業者而不利於消費者的偏頗與缺失，因此，對於電視購物的不實廣告有必

要加以法律的規範與管制。 

假設電視購物業者屬於有限理性的經濟人，而以追求最大利潤為目標，於其廣

告的邊際成本等於其邊際收益時，可獲得最大利潤；若法律上對於不實廣告進行管

制，將增加廠商的邊際成本，減少廠商對於不實廣告的投入量，有效發揮法律上有

關不實廣告規範與管制的抑制作用。實際上，廠商製播不實電視購物廣告的決策依

據，必須符合「不實廣告預估的收益高於預計的成本」這個成本效益的分析原則。 

電視購物不實廣告屬於不公平競爭行為而影響市場交易秩序，對於電視購物產

業的發展有負面的衝擊，主管機關為兼顧產業之發展而採取傾向謙抑的處分模式，

僅處以「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為」與「罰鍰」的處分，然而這種處分模式的懲

罰與嚇阻效果有限，使電視購物業者仍不斷出現不實的電視購物廣告。因此，以電

視購物產業的長遠發展而言，關於違法不實廣告所衍生不公平競爭手段而妨礙效能

競爭，影響市場交易秩序的問題，主管機關除了既有的「立即停止違法不實廣告行

為」與「罰鍰」的處分手段之外，尚可考慮「刊登更正廣告」或研議違法不實廣告

計點管制的新措施，更需要電視購物業者對於不實廣告的認知與覺醒，發揮業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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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行為的力量，始能降低違法不實電視購物廣告的負面衝擊，而有利於個別電視購

物業者與整體電視購物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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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alse Advertising of TV Shopping 

 

Chen, Feng-Chin ∗

Chen, Ming-Chieh 

Chen, Wen-Sheng 

Abstract 

The cases about the false advertising of TV shopping, which violated the Fair Trade 

Act and had been punished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amounted to 79. In spite 

of the large penalties and the legal risk of more punishment, some TV shopping businesses 

still advertise with many false commercials, which are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again and make big profits.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customers and the TV shopping businesses, which will bring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risk. The false advertising will affect the consumer’s choice and 

decision, and that will damage consumers if their shopping were based on the false 

commercials. On the contrary, using the false advertising to seize consumer’s attentions 

and to excite their interests and desire, TV shopping businesses earn profits from the 

consumers. The unbalance situation of both parties makes the market failure,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content of TV shopping commercial by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advertising marginal cost equals to its marginal benefit, 

TV shopping businesses pursue and reach the maximum profit goal. At the viewpoint of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the government (FTC) carries out the legal restrain on the 

advertising and that will reduce the amount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fact, the princi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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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advertising income should higher than the related cost is the policy-making basis 

for TV shopping businesses broadcast the shopping advertising.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V shopping industry, FTC adopts the modest and 

restrained punishment pattern regarding the TV shopping false advertising. FTC only 

places the legal punishments, such as “stops the illegal false advertising behavior 

immediately” and “the penalty for false advertising”, on the violators. The legal 

punishments bring some limited menace to TV shopping businesses, but cannot eliminate 

the broadcasting of false advertising from TV shopping businesses in the future. FTC 

should take the new punitive measures into consideration, such as “the broadcasting of 

correction advertising” or “the control over the false advertising with counts”. Facing the 

false advertising question, the TV shopping businesses should recognize the false 

advertising will damage the consumers and TV shopping industry. The observing 

discipline and obeying the law autonomously by every TV shopping business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llegal false TV shopping bussadvertising, and which will benefit 

the individual TV shopping entrepreneur and the overall TV shopp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TV Shopping, False Advertising,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st Benefi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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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表 1  2000~2005 年國內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案 

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1 
89/04/14 
第 048 號 

家麗寶 
第二代 

超強直接瘦 
內容 25 

2 
89/04/24 
第 059 號 

蔻瑪 
MS 健康 
媚力胸罩 

內容 25 

3 
89/11/15 
第 185 號 

德懋 塑腹寶 內容 10 

4 
89/12/26 
第 217 號 

林永寶 
(金和成企業社) 

誘惑力 
豐胸貼片 

內容 5 

5 
90/02/19 
第 033 號 

威登 能量胸罩 內容 20 

6 
90/03/19 
第 048 號 

掬翔 
黛夢峰磁能 

動感按摩胸罩 
內容 50 

7 
90/09/05 
第 127 號 

東禓 
貂王 

美體塑身機 內容 
20   
15 

8 
90/11/08 
第 178 號 

雄峰 
豐挺美懶人 
豐胸按摩師 

內容 50 

9 
91/06/12 

第 091097 號
雄峰 

峰麗挺 
微電腦胸部按摩師

內容 150 

10 
91/09/20 

第 091149 號
車神 

小腹救星 
除脂運動機 

內容 10 

11 
91/11/08 

第 091180 號
東森得易購 塑身減脂按摩帶 內容 20 

12 
91/11/11 

第 09183 號
科彥 

波神 e 世代 
美胸按摩儀 

內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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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13 
91/12/02 

第 091195 號

東禓 
貂王 

全新銀貂 
V530 美體運動機

內容 
90 
70 

14 
91/12/27 

第 091213 號
車神 

買家樂 
活氧讓妳褲 

內容 50 

15 
92/01/06 

第 092003 號

好來得 
買家樂 

買家樂 
小腹剋星 

內容 
5 

20 

16 
92/01/21 

第 092015 號
好來得 

EMS 贅肉 
剋星運動機 

內容 20 

17 
92/02/17 

第 092025 號
逸新 

不思議 
抽脂貼布 

內容 10 

18 
92/02/18  

第 092026 號
伊麗詩 

高登 
睡眠增高機 

內容 20 

19 
92/05/23 

第 092068 號
進達 

頂天轉骨 
增高組合 

內容 10 

20 
92/05/23 

第 092069 號
百視 

峰婷美 
震動按摩器 

內容 10 

21 
92/06/30 

第 092123 號
百視 

FIRE 
美體塑身機 

內容 10 

22 
92/08/08 

第 092142 號
金東霖 

桂宏 
塑腹靈 

內容 
立即 
停止 

23 
93/01/19 

第 093011 號

周志成 
廣新創意企業社

銀貂 
活氧拉筋機 

內容 10 

24 
93/03/02 

第 093024 號
百視 

美而婷 
健美車 

內容 40 

25 
93/04/22 

第 093046 號
吳氏兄弟 第一夫人紀念鍋 品質、內容 20 

26 93/11/26 東森得易購 Metisse 強效 內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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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第 093115 號 麥瑟芬 機能塑身衣褲組 5 

27 
93/12/17 

第 093125 號

東森得意購 
佳諦企業 

夢姿美 
全效塑身衣組 

內容 
75 
5 

28 
93/12/23 

第 093130 號

東森購物 
美莉爾、維電科技

CR 光療 
時空回溯儀 

內容 
20 

10, 5 

29 
94/01/28 

第 094006 號
實得 

纖美人奈米能量衣

珍見康健美床 
品質、內容 5 

30 
94/01/31 

第 094010 號

東森購物 
又新生技 

挑戰維納斯 
超聲波推脂機 

品質、內容 
50 
20 

31 
94/01/31 

第 094011 號

東森得易購 
芯竹健康事業 

Sort PATCH 
貼身纖體商品 

品質、內容 
60 
10 

32 
94/07/08 

第 094076 號
神駿 

美麗再現 
EFG 美胸商品 

製造者、製造

地品質、內容 
75 

33 
94/07/08 

第 094077 號

優視、廣通、舜裕

中廣百貨、睿暉、

美迪亞 
神奇瘦身椅 品質、內容 

30,30,30 
15, 5, 5 

1. 註 1：公平會之處分，除了命被處分人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不實廣告
外，另處以新臺幣若干金額之「罰鍰」，表中罰鍰金額單位為新臺幣萬元。     

2. 廣告與實際不符者，係指公平會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類型而於處分書上載明
之分類。惟本文認為這些違法的具體個案，其不實廣告之類型化，似嫌籠統。 

3.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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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06~2010 年國內電視購物不實廣告處分案 

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1 
95/3/16 

第 095021 號
生利達 睡眠減肥儀 品質、內容 15 

2 
95/04/07 

第 095033 號

東森得易購、 
東森購物、張淳淳

淳淳魔鬼曲線 
美體組健身器 

品質、內容 
100, 

89, 18 

3 
95/04/07 

第 095034 號

東森購物 
張淳淳 

淳淳雕塑下半身

A 計劃-Ⅱ運動輔

助器材 
品質、內容 

89 
18 

4 
95/05/01 

第 095047 號

富躍 
洋豐 

黨煮席海之 
神奇去漬霸 

品質、數量 
39 
30 

5 
95/07/21 

第 095116 號

東森購物 
捷元 

捷元 19 吋 
震撼液晶電腦 

品質、內容 
171 
156 

6 
95/07/21 

第 095117 號

東森購物 
僑品電腦 

建達黃金 
比例電腦組 

品質、內容 
171 
17 

7 
95/07/21 

第 095118 號

東森得易購 
捷元 

哈燒電視電腦組、

捷元震撼大容量影

音電腦 
品質、內容 

185 
242 

8 
95/11/16 

第 095154 號

英商中購媒體

(viva) 
雙振企業 

省電戰將 品質、內容 
44 
27 

9 
96/03/16 

第 096061 號

富邦媒體(momo) 
捷    元 

捷元雙核心 
寬螢幕電腦組 

價格 
20 
30 

10 
96/03/27 

第 096066 號

東森得易購 
鶴曜實業 

臺灣之寶 
阿里山早春茶 

內容 
101 
27 

11 
96/04/20 

第 096079 號

東森得易購 
捷忱資訊 

hp 照燒奈米機 NB
(奈米製程 CPU 

筆電) 
品質、內容 

184 
18 

12 
96/04/20 

第 096080 號

東森購物 
捷忱資訊 

hp 照燒奈米機 NB
(奈米製程 CPU 

品質、內容 
17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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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筆電) 

 13 
96/04/20 

第 096081 號

東森購物 
寶盈 

美體大師魔法帶

(震動按摩帶) 
品質、內容 

157 
9 

14 
96/05/16 

第 096094 號

東森得易購 
蘭溪美容 

完美主義 
CASIAVEN 快塑

密碼 
品質、內容 

128 
54 

15 
96/08/17 

第 096133 號

東森購物 
建達國際 

ASUS 雙核心 
效能之霸玩家筆電

價格 
180 
100 

16 
96/09/07 

第 096114 號

東森得易購 
統振 

ASUS 64 位元 
雙核心帝國 
大反擊 G 

品質、內容 
180 
20 

17 
96/09/14 

第 096149 號

東森購物 
建達國際 

ASUS 雙核心 
 64 位元夢幻奇機

價格 
180 
100 

18 
96/09/28 

第 096155 號
東森得易購 

日本救生堂 
竹酢液纖體貼片

品質、內容 130 

19 
96/12/07 

第 096177 號
長鶴健康 

黑鑽石 
全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400 

20 
97/03/18 

第 097036 號

都會新貴購物網

聯發全球 
省電高手 

省電率高達 30%
品質 

10 
10 

21 
97/04/29 

第 097057 號
都會新貴購物網

康華 
氣壓式按摩椅 

品質 10 

22 
97/05/21 

第 097068 號

新時代立即購、

子瀠、詮縈、廣通

WEAR ME  
薇爾美 

竹炭雕塑內衣 
品質、內容 

各罰

400 

23 
97/05/26 

第 097070 號

富邦媒體(momo)
不二商舍 

PATTY 真皮編織

提包組－托特包

系列 
品質、內容 

30 
20 

24 
97/06/19 

第 097078 號

大中健康、銘智、

長鶴健康、溫翠蘋
全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400, 400 
400,(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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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公司或個人) 

產     品 
廣告與實 
際不符者 

處分 
(註 1) 

(萬元) 

25 
97/07/24 

第 097099 號

東森得易購 
太禾科技、 
新晟貿易 

UP-MAX 省油王 品質、內容 
100 

100, 8 

26 
97/08/28 

第 097117 號

東森得易購 
禾享、義昌 

電器鈦能量 
運動套組 

品質、內容 
180 

12, 10 

27 
97/09/02 

第 097120 號

英商中購媒體

(viva) 
嘉強汽車材料 

寶龍數位 
科技省油晶片 

品質、內容 
20 
8 

28 
97/09/18 

第 097127 號
伊秀康 

美麗魔身娜 
鈦鍺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30 

29 
97/10/02 

第 097133 號

東森得易購 
大和興業 

健康大師專利 
有氧塑身運動機

品質 
180 
15 

30 
97/10/02 

第 097134 號

詠琪 
新時代立即購、

詠儐 

Wear Me 薇爾美

竹炭塑身衣 
品質、內容 

50 
 50, 20 

31 
98/02/27 

第 098041 號
都會新貴 

Hito 大師 
運動輔助器材 

品質 15 

32 
98/04/24 

第 098067 號

東森得易購 
商洲美 

SUNJOUMEI 
鍺纖維西褲組 

品質、內容 
130 

8  

33 
98/05/15 

第 098079 號

富邦媒體(momo)
嘉南第、立磊汽車

普利擎引擎 
SPA 頂級保養套組

品質、內容 
15,  
5, 5 

34 
98/06/26 

第 098093 號

英商中購媒體

(viva) 
禾享、義昌 

Nano Power 電器

鈦否極泰來套組
品質、內容 

50 
12, 10 

35 
98/09/04 

第 098123 號

東森得易購 
媚婷峰 

媚登峰尺寸 
精雕美體養成班

品質、內容 
40 
5 

36 
98/11/12 

第 098160 號

東森得易購 
錡信行(陳素娟) 

GT-STAR 
液化鈦驚爆組 

品質、用途 
50 
8 

37 98/11/12 東森得易購 Beinaili 品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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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 
日期文號(公
處字第 x 號)

被 處 分 人 廣告與實 (註 1) 編號 產     品 
(公司或個人) 際不符者 

(萬元) 

第 098161 號 5 倍耐力國際企業 鈦鍺能量休閒組

98/11/12 東森得易購 喜馬拉雅能量 20 
38 用途 

第 098162 號 淨化聚寶鹽燈 5 合興國際有限公司

98/12/25 東森得易購 BODY BEST 40 
39 品質 

第 098180 號 千山有限公司 名模動動機-24 5 

英商中購媒體

(viva) 
99/01/15 Sammi 竹炭 40 

40 品質 
第 099007 號 男內褲搶購組 5 

利安國際企業 

99/01/22 東森得易購 康蒂絲 20 
41 品質 

第 099009 號 萊利達國際 鼻樑增高器 5 

英商中購媒體

(viva) 
99/02/11 MEGA 40 

42 品質 
第 099021 號 高效能節電器 10 

立即朔國際公司

99/03/08 富邦媒體(momo) 巧幫手草本 30 
43 品質、內容 

第 099028 號 20 巧幫手實業公司 肥皂草護色洗潔粉

99/04/02 富邦媒體(momo) 無患子檜木 30 
44 品質 

第 099028 號 精油洗衣乳 20 雨利行生化科技

99/09/06 森森百貨 10 杏禾極品杏仁粉
45 品質、內容 

第 099093 號 御馥珍食品 活力養生組 5 

99/10/25 
46 富邦媒體(momo) 品質 100 柔舒抽取式衛生紙

第 099119 號

1. 註 1：公平會之處分，除命被處分人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不實廣告
外，另處以新臺幣若干金額之「罰鍰」，表中罰鍰金額單位為新臺幣萬元。 

註 2：本案溫翠蘋原處罰鍰 8 萬元，但於 98.07.02 公處字第 098094 號處分書確定撤銷該
罰鍰。 

2. 廣告與實際不符者，係指公平會根據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類型而於處分書上載明
之分類。惟本文認為這些違法的具體個案，其不實廣告之類型化，似嫌籠統。 

3. 資料來源：參酌公平會之處分書，本文加以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