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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6025 號 
被處分人：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70805542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8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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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屁屁秘密」之尿布

比較廣告，以不妥適之詮釋呈現較對手商品之吸尿量及乾

爽程度優，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

等語，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及內容為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二、 處新臺幣 8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寶僑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檢舉人）於 105 年 5 月

30 日來函檢舉，略謂： 

（一） 英屬蓋曼群島商金百利克拉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

分人）於「Huggies 好奇 台灣」臉書及 Youtube 頻道等

網站播出「【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屁屁秘密」廣告影

片，以檢舉人「幫寶適特級棉柔紙尿褲(M 號)」(下稱幫

寶適)與被檢舉人「好奇白金級頂級守護紙尿褲(M 號)」

(下稱紫好奇)為比較廣告。廣告文字載「以下畫面為媽

媽選購尿布的真實過程紀錄」、「買尿布用『看』的或『聽』

的就夠了嗎?」，後由穿著白袍之店員以對話方式詢問拿

尿布至櫃檯結帳之父母「那你確定這個是最乾爽的嗎？」，

並以消費者回答「不然還有更乾爽的嗎?」，後畫面出現

「誰對寶寶屁屁最好…媽媽親自『試』才知道」，旁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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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想要測試我們有沒有更乾爽的尿布嗎?」云云，認該等

片段分別有違消費者使用經驗、以穿著白袍人員給傳遞

消費者專業人員參與之印象、或以最高級宣稱，然後續

實驗僅以「幫寶適」為試驗對象，未以同為消費者拿至

櫃檯結帳之「滿意寶寶」為實驗或對全部品牌之尿布進

行測試，涉有誤導消費者。 

（二） 廣告畫面以媽媽們拆開其所選擇的「幫寶適」、旁白「那

這個 600cc 等於寶寶尿六次的量」、「媽媽實驗室乾爽大

挑戰」、測試過程以穿白袍者傾倒液體於左方尿布，消費

者傾倒液體於右方尿布云云，認被處分人比較方法與一

般使用經驗有間、案關廣告以吸水力實驗代表乾爽功能、

試驗傾倒方式不具客觀性，涉有誤導消費者。 

（三） 廣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 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超

越五星呵護 6次更乾爽」，認被處分人未提供具客觀資料

顯涉有不實。 

二、 經函請被處分人就案關事實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略

以： 

（一） 「【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屁屁秘密」廣告影片係被處

分人委請安捷達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捷達公司)構

思，由安捷達公司委請獅子在飛創意有限公司於 105 年

2 月下旬在賣場內隨機邀請消費者參與實驗、拍攝編輯

所得，另被處分人係以按件計酬方式給付安捷達公司。

該影片經被處分人審核後上傳至「Huggies 好奇 台灣」

臉書及 Youtube 網站，刊載時間自 105 年 3月 28 日至 1

05 年 7 月 7日，並未透過其他管道刊載。 

（二） 案關廣告係以 600cc 測試溶液實驗比較「紫好奇」及「幫

寶適」，如影片所述，600cc 測試溶液大約相當於寶寶 6

次小便的尿量。其用意在於測試 2 紙尿褲經過相當於寶

寶 6 次小便的尿量後，是否仍然可以保持乾爽。拍攝該

影片前，被處分人內部曾就2紙尿褲的吸尿量進行測試，

測試結果顯示「幫寶適」吸尿量平均為 525cc，而「紫

好奇」吸尿量平均為 699cc。被處分人亦請台灣檢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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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檢驗公司)依成人紙尿片的

CNS15152 檢驗標準針對該 2款紙尿褲吸尿量做檢測，該

檢測報告亦印證「紫好奇」吸尿量優於「幫寶適」。另被

處分人再依照 CNS13073「成人紙尿褲」國家標準之「尿

液施尿量及保留量」進行試驗，以等量的成人人工尿液，

在同樣的間隔時間施以等量施尿量，分別測試系爭 2 款

紙尿褲縱向及橫向的保留量，測試結果顯示「紫好奇」

施尿保留量均大於「幫寶適」，由前揭各項試驗可知被處

分人「紫好奇」吸尿量顯然高於「幫寶適」。 

（三） 案關廣告實驗主要在測試紙尿褲之最大吸尿量，藉由邀

請消費者親自參與實驗，實際觀察了解紙尿褲吸尿量之

差異，因此由參與實驗者自行決定如何傾倒測試溶液，

活動主持人並未指示或特別告知參加者應如何傾倒測試

溶液，以求實驗真實與客觀。廣告實驗中 2 個比較組，

所傾倒總水量均為600cc，兩組進行實驗所使用的時間，

包括溶液存留尿布的時間也都相同，係在比較基準相當、

客觀同等的標準下進行傾倒溶液所獲得之結果。 

（四） 案關廣告將「紫好奇」及「幫寶適」2紙尿褲倒入 600cc

測試溶液後，同時翻轉紙尿褲，以確認是否有測試溶液

滴落，其目的在證明該 2 紙尿褲之吸尿量多寡。紙尿褲

乾爽程度，關鍵在於紙尿褲於表面乾爽性以及紙尿褲乾

爽的持久性。前者取決於紙尿褲的回滲量，後者取決於

紙尿褲的吸尿量。紙尿褲可吸收的尿量越多，寶寶屁股

維持乾爽的時間越長，故紙尿褲的乾爽程度與其吸尿量

具有直接關聯性。此外，被處分人於 104 年曾委請台灣

檢驗公司依 CNS12639 檢驗標準進行測試，由相關測試報

告可知，「幫寶適」回滲量介於 0.2g 至 0.3g，而「紫好

奇」未檢出。準此，亦可證實「紫好奇」乾爽程度優於

「幫寶適」。 

（五） 案關廣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

係在前述實驗後，當場訪問參與實驗之 21 位消費者，參

與實驗的消費者或有稱願意改用，或有稱願意試試看「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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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為了保守起見，被處分人未直接宣稱參與實驗的

消費者全部願意改用「紫好奇」，僅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前述宣稱並未再透過市場調查

或其他訪查方式。21 名受訪者計有 8人係活動拍攝前事

先徵求的消費者，並獲悉有車馬費及產品試用包，惟不

知道車馬費金額及試用包片數。至於現場隨機受訪的 13

名消費者則於受訪做完實驗後，有詢問消費者是否要試

用實驗產品，並提供 1包紙尿褲給消費者試用。 

三、 經函請台灣檢驗公司提供專業意見，略以： 

（一） 經查詢該測試報告所載「市售品 A 牌紙尿褲」為委託測

試者提供之測試樣品「幫寶適紙尿褲，M號」。 

（二） 實驗室之測試報告僅就委託測試者之委託事項，並依據

其所要求之測試方法，提供測試結果及數值，爰實驗室

報告僅對該送測樣品之結果負責，惟商品因環境、製程、

生產批次、原物料管理等因素恐衍生差異性，且產品功

能暨性能優劣之判斷與比較，非涵蓋台灣檢驗公司報告

所提供之服務範圍。 

四、 經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稱標準檢驗局)提供專業意見，

略以： 

（一） 查 CNS 12639「嬰兒紙尿褲」國家標準訂有嬰兒紙尿褲

之「種類」、「構造」、「品質」、「試驗」、「標示」等相關

規定；其中「品質」項目包含「外觀」、「褪色現象(上表

面材料為白色者免驗)」、「pH 值」、「遷移性螢光物質」、

「游離甲醛含量(吸光度)」、「上表面材料抗張強度」、「外

漏」、「表面乾爽性(回滲量)」等，尚未有「吸收量」之

相關規定。另有關吸收量相關規定，查 CNS 15152「成

人紙尿片」國家標準訂有「吸尿倍數」，CNS 13073「成

人紙尿褲」國家標準訂有「尿液施尿量及保留量」。 

（二） 有關以 CNS 15152「成人紙尿片」國家標準之吸尿倍數

試驗測試「嬰幼兒紙尿褲」，該試驗以市售食鹽水取代人

工尿液，鑑於紙尿片與紙尿褲產品有其差異性，建議可

依 CNS 13073「成人紙尿褲」國家標準之「尿液施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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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留量」進行試驗較為妥適。另測試報告結果並不能

證明「紫好奇」吸尿量優於樣品 A(即「幫寶適」)，僅

能說明其吸尿倍數試驗係依 CNS 15152 進行測試，以市

售食鹽水取代人工尿液，「幫寶適」之吸尿前平均質量為

28.44 g，吸尿平均質量為 499.98 g，「紫好奇」之吸尿

前平均質量為 35.98 g，吸尿平均質量為 632.84 g；吸

尿前平均質量不同，惟其平均吸尿倍數均為 18.6。 

（三） 經查 CNS 12639「嬰兒紙尿褲」並未有「吸尿量」之規

定，而表面乾爽性(回滲量)係表示紙尿褲吸收尿液後，

經坐臥加壓時是否發生回滲現象，其回滲量越大，表面

乾爽性越差。 

（四） 依據被處分人提供之表面乾爽性(回滲量)測試報告，「紫

好奇」測試數值為未檢出(定量/偵測極限為 0.1 g)，而

「幫寶適」之測試數值為 0.2g~0.3g，惟測試報告之性

質係試驗室接受委託，依委託者指定的標準與提供的樣

品(含品名、型號、規格)進行試驗，出具數據供委託者

參考，其產品是否具代表性尚有疑義。 

（五） 另查 CNS 12639「嬰兒紙尿褲」並無「尿液施尿量及保

留量」規定與「吸尿量」定義，業者提供依 CNS 13073

「成人紙尿褲」之尿液保留量試驗測試報告，其檢測數

據僅能供作參考，無法作為吸尿量之優劣判定。且檢測

報告數據分一般型及輕量型，與 CNS 12639「嬰兒紙尿

褲」之種類依是否含高分子吸收體材分小號(初生嬰兒

用)、中號、大號、特大號規範不一致。 

（六） 嬰兒紙尿褲主要由 3個部分組成(表面包覆層、吸收芯層

和底布)，其乾爽程度取決於表面包覆層是否緊貼嬰兒身

體，能使尿液快速滲透並有效阻止回滲，且吸收芯層是

否能夠捕捉且快速吸收尿液、分散尿液或透過毛細作用

擴散到整個芯層，最終吸收並儲存尿液，使紙尿褲保持

乾爽，惟依所檢附之報告，尚不足以證明乾爽程度優劣

性。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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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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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

得知之方法，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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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違反前開規定。又按事

業為比較廣告倘就自身與他事業商品之比較項目，所引為

比較之資料來源，不具客觀性、欠缺公認比較基準，或就

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簡述或詮釋，亦違反前開規定。 

二、 有關本案廣告行為主體：查「【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屁

屁秘密」廣告影片刊載於被處分人臉書，且上傳至Youtube，

本案廣告係被處分人委託他人製作，並經其審核後上傳，

藉由案關廣告促銷其商品，是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行為主

體。 

三、 本案屬比較廣告：案關廣告以消費者體驗方式呈現，就被

處分人「紫好奇」與檢舉人「幫寶適」以 600cc 測試溶液

之吸收情形進行比較，且本案檢舉雙方同屬紙尿褲市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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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案關廣告核屬比較廣告。 

四、 案關廣告以 600cc 測試溶液實驗比較檢舉人「幫寶適」及

被處分人「紫好奇」，並於廣告宣稱「媽媽實驗室乾爽大挑

戰」，以不妥適之詮釋呈現較對手商品之吸尿量及乾爽程度

優，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案關廣告宣稱「媽媽實驗室乾爽大挑戰」，由主持人及消

費者分別於「紫好奇」及「幫寶適」2紙尿褲倒入 6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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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溶液後，同時翻轉紙尿褲，以確認是否有測試溶液

滴落。整體廣告內容予人印象為「紫好奇」吸尿量較「幫

寶適」佳，並藉由吸尿量實驗顯示「紫好奇」較「幫寶

適」乾爽。 

（二） 被處分人雖稱於廣告拍攝前曾就 2 紙尿褲的吸尿量進行

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幫寶適」吸尿量平均為 525cc，

而「紫好奇」吸尿量平均為 699cc。另受調查後亦請台

灣檢驗公司依成人紙尿片的CNS15152檢驗標準針對該2

款紙尿褲吸尿量做檢測，該檢測報告亦印證「紫好奇」

吸尿量優於「幫寶適」。又依照 CNS13073「成人紙尿褲」

國家標準之「尿液施尿量及保留量」進行試驗，以等量

的成人人工尿液，在同樣的間隔時間施以等量施尿量，

分別測試系爭 2 款紙尿褲縱向及橫向的保留量，測試結

果分別顯示「紫好奇」施尿保留量均大於「幫寶適」。另

被處分人亦就乾爽程度曾於 104 年間委請台灣檢驗公司

依據 CNS12639 檢驗標準進行測試，由相關測試報告可知，

「幫寶適」回滲量介於 0.2g 至 0.3g，而「紫好奇」未

檢出。 

（三） 惟據標準檢驗局專業意見，被處分人依成人紙尿片的

CNS15152 檢驗標準測試報告結果並不能證明「紫好奇」

吸尿量優於「幫寶適」，僅能說明其吸尿倍數試驗係依

CNS 15152 進行測試，以市售食鹽水取代人工尿液，「幫

寶適」之吸尿前平均質量為 28.44 g，吸尿平均質量為

499.98 g，「紫好奇」之吸尿前平均質量為 35.98 g，吸

尿平均質量為 632.84 g；吸尿前平均質量不同，惟其平

均吸尿倍數均為 18.6，是該測試報告尚不足以證明吸尿

量之優劣性。另被處分人提供依 CNS 13073「成人紙尿

褲」之尿液保留量試驗測試報告，標準檢驗局亦表示

CNS12639 嬰兒紙尿褲國家標準，並無「尿液施尿量及保

留量」規定與「吸尿量」定義，其依 CNS 13073「成人

紙尿褲」檢測數據僅能供作參考，無法作為吸尿量之優

劣判定，且檢測報告數據分一般型及輕量型，與 C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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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9「嬰兒紙尿褲」之種類依是否含高分子吸收體材分

小號(初生嬰兒用)、中號、大號、特大號規範不一致。

又被處分人提供之表面乾爽性(回滲量)測試報告，「紫好

奇」測試數值為未檢出(定量/偵測極限為 0.1 g)，而「幫

寶適」之測試數值為 0.2g~0.3g，惟據標準檢驗局表示，

測試報告之性質係試驗室接受委託，依委託者指定的標

準與提供的樣品(含品名、型號、規格)進行試驗，出具

數據供委託者參考，是否得據以比較尚有疑義。另依台

灣檢驗公司提供意見，實驗室之測試報告僅就委託測試

者之委託事項，並依據其所要求之測試方法，提供測試

結果及數值，爰實驗室報告僅對該送測樣品之結果負責，

惟商品因環境、製程、生產批次、原物料管理等因素恐

衍生差異性，且產品功能暨性能優劣之判斷與比較，非

其提供之服務範圍。 

（四） 綜上，縱被處分人以內部實驗室進行試驗，並提供第三

方公正單位所為之試驗報告，惟前揭資料均無法證實如

被處分人廣告以 600cc 測試溶液所傳達「紫好奇」吸尿

量高於「幫寶適」，或「紫好奇」乾爽程度優於「幫寶適」

之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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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比較廣告就引用資料為不妥適之詮釋

核屬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五、 案關廣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一） 案關廣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 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

予人印象依案關實驗結果有 9 成家長願意由他牌紙尿褲

改為使用好奇紙尿褲。惟據被處分人表示，前揭廣告宣

稱係在前述實驗後，當場訪問參與實驗之 21 位消費者，

前揭消費者或有稱願意改用，或有稱願意試試看「紫好

奇」。為了保守起見，被處分人未直接宣稱參與實驗的消

費者全部表示願意改用「紫好奇」，僅宣稱「實驗結果超

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然並未再透過市場調查或其

他方式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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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事業以調查數據為廣告訴求，旨在藉由調查數據之公

信力，使消費者對其廣告商品之內容及品質產生相當程

度之信賴。惟被處分人僅依參與實驗之 21 位消費者意見，

即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成媽媽願意改用好奇」，其是否

具有代表性尚有疑義，且其中 8 名消費者係拍攝前徵求

之消費者，渠等事先獲悉有車馬費及試用包，觀者實難

僅由廣告內容知悉參與拍攝之消費者非現場隨機受訪，

爰前揭宣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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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關宣稱除無客觀

數據為基礎外，亦無公正客觀之調查報告資料，且其差

距已逾越一般交易相對人所能接受程度，核屬引人錯誤

之表示。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好奇媽媽實驗室】揭曉乾屁屁秘

密」之尿布比較廣告，以不妥適之詮釋呈現較對手商品之
吸尿量及乾爽程度優，及宣稱「實驗結果超過 9 成媽媽願
意改用好奇」等語，核屬對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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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因素，
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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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