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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9號 

被處分人：歐得葆家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2689951 

址    設：桃園市平鎮區雙連里民族路雙連 2段 113巷 33

弄 2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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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

，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康」

、「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 泡棉，擠壓出有

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等語，及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
3
;於 YouTube、

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具-無害篇」影片

，以比較廣告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

易決定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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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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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被檢舉於其網站、臉書及 YouTube刊載比較廣

告宣稱所有家具會揮發有毒物質(VOC)，及 TDI 泡棉產

品經身體重量擠壓會產生有毒物質(VOC)，惟未有相關

科學實驗依據，涉有廣告不實。 

二、經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陳述，略以： 

（一）被處分人計刊載 4則廣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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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年7月7日及同年7月11日分別於被處人網站及

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

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康」及「根據

歐洲 MDI 的泡棉檢驗報告顯示，CertiPUR 規定

泡棉中揮發性有機物必須低於500μg/m
3
，歐得葆

的泡棉僅含13μg/m
3
，遠低於歐洲許可標準值！」

並附有105年8月28日通過之CertiPUR證書封面圖

示。 

2、自102年4月19日起於被處分人網站刊載「號稱記

憶床墊的真面目（TDI泡棉）」一文，並載有「市

面上的記憶枕頭或記憶床墊，幾乎都是TDI發泡，

這是很危險的，因為TDI揮發出來的有機化合物

（VOC）都是有毒的，對人體是有害的。」 

3、104年11月27日於臉書刊載「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

的填充物TDI泡棉，擠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

呼吸進入體內」。 

4、104年2月10日、同年8月20日及106年6月30日分別

於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

具-無害篇」影片，孩童於TDI泡棉之床墊上跳動，

會釋出多溴二苯醚、甲醛、鹵代烯烴、四氯化碳、

甲苯、苯，相同情狀下，MDI泡棉則不會釋出該等

物質。 

（二）被處分人從事家具業已 30 年，本身也是泡棉廠，以

前也是用 TDI泡棉，因 TDI原料對人體有害，尤其對

第一線接觸的員工傷害最大，所以於 97 年申請經濟

部輔導綠色家具，由 TDI轉變為 MDI 作綠色家具之主

要材料。 

（三）有關廣告稱「所有家具都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

物質(VOC)」乙節，係因產品會使用黏著劑膠合及其

他添加物或油漆，每個材料製程到成品都會揮發出有

毒物質 VOC，對人體有害。至廣告稱「CertiPUR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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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泡棉中揮發性有機物必須低於 500μg/m
3
，歐得葆

的泡棉僅含 13μg/m
3
」係依 99 年 7 月 26 日獲發之

CertiPUR證書，目前有效之 CertiPUR證書為 105年

8月 28日所獲發。 

（四）有關廣告稱 TDI 泡棉會釋出有毒物質(VOC)乙節，因

目前市面上除被處分人外，絕大部分皆係用 TDI 原

料，因 TDI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管之第 3類毒性化

學物質（管制編號 074-01），從購買、運送、製造、

儲存都必須要管制，因該原物料具有毒性，其 TDI

發泡作成之家具，勢必也會有毒性，且分子不完全反

應發泡之成分愈多，殘留就愈多，揮發就愈多，即愈

毒，相對 MDI 則不是管制品。然而現階段我國僅對

TDI原料有管制，未對 TDI 製成之產品有所規範，被

處分人基於教育消費者之立場，提供相關事實供消費

者參考。 

（五）至有關影片廣告部分，係說明 TDI泡棉記憶床墊貼合

結構製程經過擠壓彈跳會把殘留物質 VOC 加速揮發

出來，「甲醛」係 TDI與 MDI 於 PU發泡所產生之附反

應生成、「甲苯」係床墊膠合使用、「多溴二苯醚」為

鹵素耐燃劑，為防火泡棉使用、「鹵代烯烴」如二氯

甲烷，係供發泡劑使用、「四氯化碳」用作 F11 及 F12

原料，作 PU發泡劑用、「苯」為生產 MDI及 TDI之原

料。歐得葆公司 MDI 泡棉產品獲有歐洲 CertiPUR 認

證，其「甲醛」、「甲苯」符合標準。 

三、經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提出專業意

見，略以：環保署於 88年 8月 16日公告二異氰酸甲苯

（Toluene Diisocyanate,簡稱 TDI）為毒性化學物質，

經歷次修正公告，屬第 3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濃度為

1%，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前，應取得相關許可文件，並製作紀錄定期申報，另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係管理原物料，本案以 TDI產製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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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非屬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管制範疇；至於 4，4-二

異氰酸二苯甲烷（MDI）非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化學

物質。 

四、經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局）提出專業意

見，略以：。  

（一）案關泡棉家具產品非屬標準局應施檢驗商品，標準局

未曾就案關產品進行檢驗。 

（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簡稱 VOC）依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係指沸點介於 50

℃至 260℃間之有機化合物；另歐盟指令 2004/42/EC

中定義，VOC 是指在 101.3kPa（相當於 1 大氣壓或

760 mmHg）下，沸點最高可達 250℃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因 VOC所含化合物之種類廣泛，非全為有毒物

質。 

（三）案關產品常見由主原料二異氰酸甲苯或二苯基甲烷

二異氰酸酯（Methylenediphenyl Diisocyanate，簡

稱 MDI）與多元醇經由聚合反應，再經發泡分別製成

TDI泡棉及 MDI泡棉產品。然 TDI泡棉是否會經擠壓

而釋出 VOC（含 TDI），因標準局並未針對該項商品進

行檢測試驗及研究，尚難提供相關資料。 

（四）依據被處分人提出歐盟 CertiPUR 指定實驗室之試驗

報告，僅提供甲醛（Formaldehyde）、甲苯（Toluene）

之檢測數據，並未包括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

化碳、苯之檢測項目，無法判斷該 MDI商品不會釋出

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及苯等物質。 

（五）我國國家標準並無針對 TDI作原料之「產品」有相關

規範及檢測標準，目前僅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將 TDI

及 MDI 作業廠場勞工列為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範

疇；至家具產品有關 VOC之國家標準有 CNS 11677「家

具－表面材料有害物質之安全要求及試驗法」、CNS 

16000-9「室內空氣－第 9 部：建築產品與家飾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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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測定－逸散試驗箱法」等標準。 

五、經查勞動部及環境職業醫學會 103 年 10 月修訂之「勞

工特殊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分級建議指引」，從事 TDI 及

MDI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列為「特別健康危害作業」

類別，TDI之最高容許濃度為 0.005PPM，MDI之最高容

許濃度為 0.02PPM；另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網站「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查

詢系統」公告之 TDI 及 MDI之安全資料表，兩者危害成

分均為百分之百、圖示符號均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

及「健康危害」，並載有「此物質非常毒」之文字，就

化學品危害分類而言，兩者均屬「刺激皮膚物質第 2

級」、「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1

級」、「皮膚過敏物質第 1 級」，另 TDI 屬「急毒性物質

第 1級─吸入致命」及「致癌物質第 2級」，MDI為「急

毒性物質第 1級─吸入有害」及「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

性物質 單一暴露第 3級─可能造成呼吸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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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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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事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

項目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就未經證

實或查證之比較項目以懷疑、臆測、主觀陳述為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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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違反前開規定。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

「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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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廣告主體：被處分人自承於其公司網站、臉書及

YouTube 網站刊載案關廣告，是被處分人本於銷售其

MDI泡棉家具產品之意思刊載案關廣告，為本案廣告行

為主體。 

三、本案屬比較廣告：案關廣告以他事業之「TDI 泡棉」與

被處分人銷售之「MDI泡棉」作比較，宣稱 TDI泡棉會

釋出有毒物質(VOC)及其他化學物質，MDI 泡棉則否，

且本案檢舉雙方均屬泡棉家具市場之競爭同業，具競爭

關係，被處分人之廣告自會對被比較事業之公平競爭產

生影響，案關廣告核屬比較廣告。 

四、有關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是化學

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小的健

康」、「歐得葆所有產品中所採用的歐洲進口 MDI泡綿

都已獲得了 CertiPUR 認證，表示歐得葆的泡綿不含對

人體健康有危害的化學材料」及「CertiPUR 規定泡棉

中揮發性有機物必須低於 500μg/m
3
，歐得葆的泡棉僅

含 13μg/m
3
，遠低於歐洲許可標準值」，並附有 105

年 8月 28日通過之 CertiPUR 證書封面圖示，廣告予人

印象相較於被處分人之 MDI泡棉家具，其他所有家具均

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健康，而被處分人 MDI

泡棉家具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
3
。惟查廣告所稱

數據為其於 99年 7月 26日通過之 CertiPUR認證結果，

而被處分人 105年 8月 28日獲發之 CertiPUR證書實際

所載之 Organic volatils(total)數據為 72μg/m
3
，是

被處分人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

μg/m
3
，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另據標準局

表示，「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係指沸

點介於 50℃至 260℃間之有機化合物，或指在 101.3kPa

下，沸點最高可達 250℃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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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之種類廣泛，非全為「有毒物質」。惟被處分人

指稱「所有家具」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

害身體健康，卻無法提出相關實驗數據佐證他事業家具

產品之 VOC含量已達危害健康程度，其廣告宣稱尚難謂

有據，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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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有關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分別刊載「市面上的記憶

枕頭或記憶床墊，幾乎都是 TDI 發泡，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 TDI 揮發出來的有機化合物（VOC）都是有毒的，

對人體是有害的」及「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泡棉，擠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

乙節： 

（一）案關廣告予人印象，市售的「TDI泡棉」記憶枕頭或

記憶床墊，經身體重量擠壓，會揮發出有毒物質

(VOC)，對人體有害。案據標準局表示，泡棉產品常

見由主原料 TDI（二異氰酸甲苯）或 MDI（二異氰酸

二苯甲烷）與多元醇經由聚合反應，再經發泡分別製

成 TDI 泡棉及 MDI 泡棉產品，又「VOC」非全為「有

毒物質」。查被處分人自承其 MDI 泡棉產品亦含有

VOC，只是符合 CertiPUR 標準，惟被處分人無法提供

TDI泡棉產品之 VOC 含量數據，僅以懷疑、臆測之主

觀陳述，宣稱 TDI泡棉產品揮發之 VOC會危害身體健

康，使一般消費者就「TDI 泡棉」與「VOC」、「有

毒物質」產生聯結，是被處分人就 TDI泡棉產品之宣

稱內容並無客觀數據為依據，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交

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知

或決定之虞，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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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被處分人表示案關廣告依據係因 TDI 屬環保署列

管之第 3 類毒性化學物質（管制編號 074-01），MDI

不是管制品云云。惟據環保署表示，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係管理原物料，本案以 TDI產製之「TDI 泡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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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非屬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管制範疇。另查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危害物質危害數據資料查詢系

統」公告之 TDI及 MDI安全資料表，兩者危害成分均

為百分之百、圖示符號均為「骷髏與兩根交叉骨」及

「健康危害」，並載有「此物質非常毒」之文字，就

化學品危害分類，兩者均屬「刺激皮膚物質第 2級」、

「刺激眼睛物質第 2A 級」、「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1

級」、「皮膚過敏物質第 1級」。是以縱使 TDI相較

於 MDI屬環保署列管之毒性化學物質，然依兩者之安

全資料表，TDI及 MDI均屬危害健康之有毒物質，又

該等資料皆係針對原物料之管理，與本案係經加工產

製之最終「TDI 泡棉產品」及「MDI 泡棉產品」，尚

屬二事。是被處分人引為比較之資料不足以支持其廣

告表達之意涵，案關廣告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

表示。 

六、至被處分人於 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

得葆家具-無害篇」影片，孩童於「TDI 傳統泡棉」之

床墊上跳動，會釋出多溴二苯醚、甲醛、鹵代烯烴、四

氯化碳、甲苯、苯，相同情狀下，「MDI健康泡棉」則

不會釋出該等物質，廣告予人印象，使用傳統之 TDI

泡棉將有暴露於該等化學物質之風險，而 MDI屬「健康」

泡棉，不會釋出該等化學物質。就案關廣告之真實性，

被處分人無法提出 TDI 泡棉會釋出廣告所稱物質之客

觀實驗數據以為佐證，僅片面主張該等化學物質為生產

泡棉家具產品之原物料或添加劑，而推論 TDI泡棉經過

跳動會釋出該等化學物質，另被處分人以其 MDI泡棉獲

有 CertiPUR 認證，故宣稱不會產生該等化學物質。惟

據標準局表示，案關 CertiPUR 認證報告，僅提供甲醛

（Formaldehyde）、甲苯（Toluene）之檢測項目，然

並未包括多溴二苯醚、鹵代烯烴、四氯化碳、苯之檢測

項目，無法判斷被處分人之 MDI泡棉不會釋出該等化學

物質。是被處分人為推廣銷售其 MDI泡棉產品，以比較

廣告方式與競爭事業所銷售之 TDI 泡棉產品作比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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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容為被處分人支配之範圍，被比較之競爭事業於該

廣告中並無解釋或辯駁之機會，惟案關影片廣告除無客

觀數據及實驗報告為基礎，且其差距已逾越一般或相關

大眾所能接受程度，易使交易相對人有錯誤認知或決定

之虞，對被比較之競爭同業形成不公平競爭，核屬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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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其網站及臉書刊載「所有家具都

是化學製品，會揮發出有毒物質(VOC)，會危害全家大

小的健康」、「身體的重量會將床墊的填充物 TDI泡棉，

擠壓出有毒物質(VOC)並伴隨呼吸進入體內」等語，及

宣稱其 MDI 泡棉產品之揮發性有機物僅含 13μg/m
3
; 

於 YouTube、被處分人網站及臉書刊載「歐得葆家具-

無害篇」影片，以比較廣告就自身及他事業與商品相關

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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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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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1   月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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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