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1043號

被處分人：安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45138557
址　　設：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686巷30弄7號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新享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701550
址　　設：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29號6樓
代 表 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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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東森購物頻道銷售「1800ml 小蒼蘭洗髮露」商品，

於購物節目宣稱被處分人安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與誠品生活

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未來將在誠品生活信義店獨家銷售案

關商品，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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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安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享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各新臺幣30萬
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109年8月14日東森購物頻道銷售「1800ml 小蒼蘭洗髮露」

商品（下稱案關商品），被檢舉該節目中除提示「誠品信義限定

版 1800ml　經典小蒼蘭香氛洗髮露」DM紙板（下稱案關

DM），並特寫載有「立合約書人：甲方：安潔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乙方：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茲因甲方同意將1800ml小蒼

蘭洗髮露產品/品牌（……）委託並授權予以乙方於指定通路平

台進行企劃行銷使用……」、「立合約書人：甲方：安潔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乙方：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等文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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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契約（下稱案關契約），主持人並表示案關商品即將於誠品

生活信義店販售。然檢舉人表示誠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品公

司）及其關係企業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長年致力於品牌形象建

立及多角化經營，廣為一般消費者熟悉，雖與東森購物頻道或其

廠商間無任何合作關係，案關購物節目卻藉由提示偽造之合作契

約，營造案關商品為誠品生活信義店限定商品假象，係對觀眾傳

遞不實資訊。

二、調查經過：

（一）被處分人安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安潔公司）

、芭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芭黎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

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安潔公司與芭黎公司為關係企業且負責人同為陳君

。陳君成立被處分人安潔公司當時即擬與東森購物平臺合作

，惟因該平臺訂有須成立滿2年之公司方得與其合作之門檻

，爰改以其較早成立之芭黎公司與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森公司）簽約，被處分人安潔公司生產之商品則透

過芭黎公司於東森購物平臺銷售。芭黎公司與被處分人安潔

公司另簽訂「委託代銷合約書」，收取銷售金額一定比例之

費用。

２、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另委託專業代操公司被處分人新享生活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處理電視通路行銷，

案關購物節目係由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製作。按被處分人安潔

公司雖曾與誠品公司洽商合作事宜，惟迄未簽訂合作契約，

被處分人新享公司企劃人員卻由此發想可以「安潔公司與誠

品公司有合作關係」作為電視行銷之素材，將「與誠品公司

提案之銷售契約草稿」於電視上露出。因被處分人安潔公司

與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有長期合作關係，抱持信任態度事前並

未審閱行銷提案，全權委由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與東森公司接

洽，並不知「與誠品公司提案之銷售契約草稿」將在電視上

露出，係案關節目播出後方得知此事。 

３、案關商品正式名稱為「英倫香水洗髮露」，「小蒼蘭」係指

氣味，並非名稱之一部分。東森購物頻道自109年8月14日00
時06分起LIVE播出案關購物節目，並於當日到隔日凌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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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重播，最後一檔播出時間為109年8月15日05時38分。 

４、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對於事先未盡監督規劃職責，導致案關爭

議發生，抱持盡力補償之負責任態度，對於誠品公司之索賠

，在極短時間內即已達成同意賠償款項及登報道歉等和解條

件，與被處分人新享公司全權負責支付誠品公司請求之商譽

損害賠償金。 

（二）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與被處分人安潔公司簽訂合作契約書，代

為處理相關通路的商品企劃行銷，並以標的商品在相關平臺

銷售組數之一定比例計算代操費用。案關商品節目廣告由被

處分人新享公司製作，於109年8月14日00時06分起於東森購

物LIVE播出，並於當日到隔日凌晨不定時重播，最後一檔

時間為8月15日05時38分。 

２、被處分人新享公司因品牌形象與銷售廣度考量，建議被處分

人安潔公司進駐誠品公司櫃點銷售，此為提案的參考素材。

案關銷售契約草稿係該公司自行製作，預備未來與誠品公司

洽商進櫃之用，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及誠品公司當時對此銷售

契約草稿均不知情。被處分人新享公司在與東森公司就案關

產品召開之製播會議中，亦未曾提出該銷售契約草稿與東森

公司商議，僅提出將與誠品公司洽商設櫃銷售之構想。 

３、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聘請甲君擔任案關購物節目之廠商代表，

支付其單場次酬金，甲君並非該公司員工，雙方亦未簽訂委

託書或合約書；另位現場來賓亦為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所聘

請，主要工作性質為產品經驗分享，亦僅領取單次酬勞。當

日因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準備資料繁多，未注意甲君誤拿該份

合作契約草稿，渠之發言內容應係對於被處分人新享公司銷

售案關產品之籌備過程有所誤會，誤認作該份契約已經定

稿，以至於在案關電視購物節目中一再表示「真的已經談好

了」。由於案關購物節目係現場直播性質，因考量避免棚內

收音時有其他雜音，是以被處分人新享公司人員無人在棚

內，亦無從立即發現案關情事。

４、東森購物頻道節目呈現的合作契約與廣宣品確為被處分人新

享公司提供。當時一切尚在規劃階段，實為企劃人員誤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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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播前被處分人安潔公司並不知情。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深感

抱歉，已分別與誠品公司及東森公司達成和解，支付賠償金

並登報道歉。案關購物節目為一次性之限時促銷方案，後續

並無繼續露出。 

（三）東森公司提出陳述意見及事證資料，略以：

１、該公司身為電視購物業者，旨在提供廣告節目刊登及商品銷

售之平臺，並受各供應商委託於電視購物頻道寄售商品，各

供應商依照與該公司簽訂之「商品寄售契約書」第9條約定

，應擔保商品及廣告素材資源之真實及合法性，並確實遵守

相關法令，始得委託該公司代為刊登及販售。該公司並於各

檔購物節目錄製前召開製播會議，與供應商指派代表討論購

物節目內容，並重申與確認相關內容之真實性，始進行廣告

節目錄製。案關購物節目於109年8月14日及15日於東森購物

頻道播出計21次。 

２、案關商品係由芭黎公司寄售於該公司，該公司除依雙方訂定

之契約可論件取得一定之毛利，並可依銷售總額一定比例取

得銷售獎勵金，並由芭黎公司透過被處分人安潔公司銷售，

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再委託被處分人新享公司代為於指定通路

規劃案關商品之行銷販售（即業界通稱之商品代操）。案關

商品素材之提供及製播會議，均由被處分人新享公司全權代

表芭黎公司參與製作並規劃相關行銷事宜。被處分人新享公

司代表乙君於109年8月3日製播會議中，曾口頭提及案關商

品有與誠品公司合作之計畫，但未提出實質依據，故未列入

廣告節目內容規劃。 

３、案關購物節目於109年8月14日正式錄製，乙君委由甲君到場

錄製，甲君則於錄製前5分鐘提示被處分人安潔公司與誠品

公司之合作契約，並直接於現場直播廣告節目中出示案關契

約，且多次於廣告節目中說明案關契約為方才始與誠品公司

談定等內容，強行將不實資訊置入節目宣播中，因節目內容

係現場同步直播播送，無法剪輯刪除，導致該公司事前及當

下均難以防範。 

４、案關購物節目播出後，該公司於109年9月16日接獲誠品公司

來函表示與被處分人安潔公司間實無合作關係等語。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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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相關人士查證確認，並經甲君及乙君坦承購物節目現場

出示之合作契約係造假，爰於109年12月4日就甲君及乙君涉

有詐欺情事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甲君及乙

君對其犯行坦承不諱，業與該公司達成和解且發表道歉聲明

，並捐款予慈善基金會，以期彌補渠等對於社會所造成之紛

擾及不正影響。 

５、綜上所述，可證該公司於廣告節目錄製時，對於案關商品是

否有與誠品公司合作情事，絕無任何故意或過失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陳述之可能，該公司並非本案共犯，實係受害者

之一。 

（四）本會檢視並摘錄案關購物節目側錄影片主要內容如次： 

１、東森購物頻道由丙君擔任案關購物節目主持人，被處分人新

享公司所聘廠商代表甲君及現場來賓。 

２、銷售商品：購物節目螢幕呈現名稱為「Parfumes小蒼蘭頂級

香氛洗髮沙龍回饋組」，廠商代表所持DM呈現名稱為「誠

品信義限定版1800ml 經典小蒼蘭香氛洗髮露」。 

３、主要推廣銷售用語：好萊塢女明星愛用小蒼蘭精油、產品護

頭皮功效、歐盟認證有機、本檔優惠價格、未來誠品信義通

路銷售等項。 

４、節目主持人、廠商代表與現場來賓等本案被檢舉內容有關發

言：

　（１）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所聘廠商代表甲君：

「因為我們正式跟誠品，已經簽約了，已經完全搞定

了……」、「已經真的談好了，而且剛才合約都簽好

了」、「這個呢（由皮包中拿出合約）是我們通路的

合約，跟誠品。」、「已經確定要！怎麼沒有確定一

定要？確定了，合約都簽好了」、「我們今天已經花

了五六個小時在談這份合約，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到

時候回去給會計啊！他們法律、律師都看完之後，都

已經正式……」

　（２）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所聘現場來賓： 

「（由甲君的皮包中拿出大張DM）而且我們DM也是先

印好，給誠品那邊看了……這是我們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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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東森購物節目主持人丙君： 

「所以妳談好，還沒有確定一定要，妳剛談好嘛，還沒

有sign-in嘛。」、「喔還沒有正式用印啦！喔還沒正式

用印，還沒用印，好險！她剛剛談好合約，但你有沒

有看到大小章？（特寫契約第二頁頁尾）沒有大小章

！沒有大小章！沒有大小章喔！沒有大小章！先把他

遮起來！（停止特寫契約）沒有大小章喔！所以代表

這份合約先打好了，但沒有簽大小章，代表還沒確定

是個事實。」、「白紙黑字的意思就是，就是你如果

談完寫完一定要用印，為什麼，公司章代表這個確定

已經生效，所以，還可以改喔！他現在還可以改，因

為還沒有用印，還沒有法律效力，還可以改。」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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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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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事業倘於服務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之品質、內容及其他具有

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

上開規定。同法第42條前段復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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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21條規範之廣告主，係以商品或服務之提

供者、對廣告內容具有監督權力或決定能力者、廣告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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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等，並依締結交易名義人、銷售及廣告活動實際實施

者及實施之過程、交易相對人之整體印象、因廣告銷售所

獲利益之歸屬情形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

（二）按被處分人安潔公司生產製造案關商品，除委託芭黎公司

於東森購物頻道銷售，並委託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處理案關

商品之企劃行銷，且因案關購物節目招徠銷售效果直接獲

有利益，是以被處分人安潔公司核為本案廣告主。

（三）復按被處分人新享公司接受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委託處理案

關商品之企劃行銷，除製作案關商品節目廣告，延聘第三

人擔任銷售節目之廠商代表及來賓，並以該商品在相關平

臺銷售組數之一定比例計算代操費用。被處分人新享公司

除參與企劃案關廣告，並利用廣告銷售且隨銷售金額之多

寡請領不同比例之酬勞，其經營型態顯非一般廣告代理業

，足堪認定為本案廣告主。

（四）末按東森公司接受芭黎公司於其東森購物頻道銷售案關商

品，除藉由購物頻道節目提供消費者案關商品性質等商業

訊息，並提供商品訂購、付費、開立發票等交易功能，且

因銷售案關商品收取一定比例之利益，亦應認定為本案廣

告主。

三、案關購物節目被檢舉內容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一）按本案被檢舉內容為，案關購物節目以廠商代表口頭表示

、鏡頭特寫系爭合作契約及提示DM等方式，傳達被處分人

安潔公司已與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將在誠品

生活信義店獨家銷售案關「1800ml小蒼蘭洗髮露」商品此

具商業價值之訊息。就被檢舉內容之真實性，商品製造商

被處分人安潔公司於調查過程表示，雖曾與誠品公司洽商

合作事宜，惟迄未簽訂合作契約，廣告企劃製作者被處分

人新享公司則坦承案關銷售契約草稿係該公司自行製作，

預備未來與誠品公司洽商進櫃之用，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及

誠品公司對此銷售契約草稿均不知情，因被處分人新享公

司聘用之廠商代表誤會產品籌備狀況及誤拿合作契約草稿

等資料，導致於錄製播出現場產生誤導性言論。

（二）綜上，案關購物節目被檢舉宣稱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已與誠

7



品生活公司簽約合作，未來將在誠品生活信義店獨家銷售

案關「1800ml小蒼蘭洗髮露」商品，其宣稱內容顯與事實

不符，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係屬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
規定。

四、本案廣告主東森公司並未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應不予處分：

（一）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現代國家基於「有責

任始有處罰」之原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

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如行為人

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情形，應無可非難性及可歸責

性，不予處罰。而所稱「故意」係指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之構成要件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或預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而言；又所謂「過失」，係指對

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雖非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

而確信其不發生而言。 

（二）按東森公司表示，該公司於案關購物節目錄製前曾召開製

播會議，供應商被處分人新享公司代表乙君於製播會議中

僅口頭提及案關商品有與誠品公司合作之計畫，但未提出

實質依據，故未列入廣告節目內容規劃，被處分人新享公

司亦確認在前開製播會議中僅提出將與誠品公司洽商設櫃

銷售之構想，未曾提出該銷售契約草稿與東森公司商議，

是東森公司於製播會議階段並不知悉案關契約草案之存在

。嗣案關購物節目現場直播時，被處分人新享公司聘用之

廠商代表甲君於現場直接出示案關契約，並口頭表示該契

約為方才始與誠品公司談定等。是東森公司於案關購物節

目規劃階段並不知悉系爭契約草案之存在，現場直播錄製

當時又無從預見該廠商代表直接出示契約草案及宣稱業已

簽約等言行，況東森公司購物節目主持人丙君於直播節目

當中觀察該契約草案發現並未用印，曾多次口頭提醒該契

約尚未簽名用印應不具法律效力等。是依現有事證，要難

認東森公司就案關爭議情事具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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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而言之情事，即難認

東森公司主觀上出於故意或過失情形，該公司並無可非難

性及可歸責性，應不予處分。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東森購物頻道銷售「1800ml小蒼蘭洗髮露

」商品，宣稱被處分人安潔公司已與誠品生活公司簽約合作，未

來將在誠品生活信義店獨家銷售案關「1800ml小蒼蘭洗髮露」商

品，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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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本案被處分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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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後改正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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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6   　 月　   17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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