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7094號

被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365925

址    設：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96號 4樓

代 表 人：○○○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宏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5101650

址    設：臺南市鹽水區康樂路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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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 購物網」銷售「【HOT SHAPERS】美國正

宗懶人救星爆汗褲(強力緊實版)」等 2項商品，於廣告宣稱

「四倍代謝功能」、並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分鐘 普通褲

45分鐘等語、「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脂及塑脂的作

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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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5萬元罰鍰。

    處宏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事    實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宏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宏緯公司）106 年 10 月 20 日至

107年 3月 15日期間，於「momo購物網」銷售「【HOT SHAPERS】

美國正宗懶人救星爆汗褲(強力緊實版)」（下稱案關爆汗褲商

品），廣告內容宣稱「四倍代謝功能」，並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分鐘 普通褲 45分鐘；腳踏車 爆汗褲 20分鐘 普通褲 6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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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 爆汗褲 25分鐘 普通褲 75分鐘；跑步 爆汗褲 30分鐘 普通

褲90分鐘；瑜珈 爆汗褲40分鐘 普通褲120分鐘等語，及106年

10 月 23 日至 107 年 3 月 15 日期間，於「momo 購物網」銷售

「【HOT SHAPERS】美國正宗 Neotex_爆汗撞色腰帶(強力緊實

版)」（下稱案關腰帶商品），廣告內容宣稱「四倍代謝功能」、

「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脂及塑脂的作用」等語，惟僅藉

由使用上開 2項商品是否可達上開 4倍代謝、排毒及燃脂等功效，

涉及誇大、易引人錯誤之文詞，該等廣告宣稱是否有據，容有疑

義，是前揭宣稱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理    由

一、按廣告係事業爭取交易之慣用手法，其內容所顯現之商品相

關資訊，亦為消費者作成交易決定時之重要參考依據，故廣

告主於刊登廣告時，當克盡查證與真實表示之義務，倘廣告

主未就廣告內容之真實性詳加查證而逕予使用，致有虛偽不

實或引人錯誤之虞者，即應負不實廣告表示之責任。

二、就案關 2項商品整體交易流程觀之，「momo購物網」係被處

分人富邦公司經營之交易網站，案關 2項商品交易完成後由

被處分人富邦公司開立發票予消費者，並負責辦理對消費者

之換貨、退貨退款等事宜，故消費者於「momo購物網」訂購

案關商品時，其所認知之交易對象乃網站經營者被處分人富

邦公司。復就交易消費端觀察，被處分人富邦公司係案關 2

項商品最末端之銷售者，其因使用案關 2項商品之廣告、銷

售案關 2項商品而直接獲取銷售價格與供貨成本間之價差利

潤，故被處分人富邦公司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另查被處分

人宏緯公司與被處分人富邦公司締結合作契約書，除提供案

關2項商品於「momo購物網」銷售，並製作案關 2項商品廣

告供被處分人富邦公司於「momo購物網」刊登，其因廣告招

徠銷售效果而直接獲有利潤，就銷售案關 2項商品所得與被

處分人富邦公司具有利益共享關係，爰被處分人宏緯公司亦

為本案廣告行為主體。

三、有關案關2項商品宣稱「四倍代謝功能」予人印象穿著該等2

項商品運動相較穿著一般運動褲或腰帶出汗量多 4倍，據被

處分人宏緯公司表示，依美國供應商提供國際研究服務中心

2



報告載明「由受訪問卷調查結果指出，產品使用的結果是比

正常情況產生更多的汗水(分別在第 4周和第 8周，有 66%至

74%的使用者認為測試的布料可使出汗量多出 4 倍至 10 倍)

 」，因此於廣告宣稱「四倍代謝功能」。惟經檢視該報告，

30名女性受試者，僅 66%至 74%之受試者使用後達到 4倍至

10倍之出汗量，被處分人宏緯公司却未於廣告中標示實驗出

處、比例、人數等客觀實驗數據資料，以致一般大眾有錯誤

認知任何人只要穿著該等 2項商品運動，即可比穿著一般運

動褲或腰帶達到多 4 倍之出汗量。復檢視該報告問卷內容，

係詢問 30位女性受試者「試驗服裝使得產生比平常更多的汗

水」、「與穿著一般服裝相比，試驗服裝能產生更多的汗水-

增加汗水的比例(%)」等問題，屬受試者主觀感受之意見，尚

不足以作為案關 2項商品與一般運動褲或腰帶出汗量效果比

較之客觀數據，且被處分人宏緯公司亦表示未有其他客觀依

據得以佐證其廣告宣稱「四倍代謝功能」係屬真實。

四、有關案關爆汗褲商品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分鐘 普通褲45

分鐘；腳踏車 爆汗褲 20分鐘 普通褲 65分鐘；有氧 爆汗褲

25分鐘 普通褲 75分鐘；跑步 爆汗褲 30分鐘 普通褲 90分

鐘；瑜珈 爆汗褲40分鐘 普通褲120分鐘等語，予人印象為

穿著案關爆汗褲商品以不同方式運動 15 分鐘至 40分鐘相當

於穿著一般褲子運動 45分鐘至120分鐘。據被處分人宏緯公

司表示廣告中運動時間比較表，係指「BMR基礎代謝率」之

比較，並依據國際研究服務中心報告所載「跑步機試驗評測：

當受試者們在跑步機上以適中的速度和坡度，穿著或不穿著

NEOTEX的服裝運動時，可以看到差異或百分比的改善。從單

一結果顯示，當受試者們在穿著 NEOTEX的服裝，於跑步機上

試驗時，初始統計的 BMR(基礎代謝率)數據有增加現象。」

因此推論出如穿著 NEOTEX 材質之案關爆汗褲商品跳舞 15分

鐘，基礎代謝率大約等同穿 45分鐘的一般褲子之基礎代謝率

等情。被處分人宏緯公司雖提供國際研究服務中心報告，惟

由該報告內容僅能得知穿著或不穿著 NEOTEX材質之案關爆汗

褲於跑步機運動測試，其基礎代謝率及差異百分比之數據，

並無法獲悉廣告所欲表達穿著案關爆汗褲商品以跳舞、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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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有氧、跑步、瑜珈等不同方式運動 15 分鐘至 40分鐘基

礎代謝率相當於穿著一般褲子運動 45分鐘至120分鐘等情形。

另被處分人宏緯公司表示除該報告外，未有其他客觀依據可

資證明穿著案關爆汗褲商品之效果如廣告所載之運動時間比

較表所述情形 。

五、有關案關腰帶商品宣稱「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脂及

塑脂的作用」，整體予人印象為，案關腰帶商品具有燃脂、

震脂及塑脂等功能，使用後可減少腰圍達到收腹之效果。據

被處分人宏緯公司表示，依國際研究服務中心報告所載，穿

著 NEOTEX 材質之服裝後，在受訪問卷調查結果指出有超過

60%的受試者改善了橘皮組織，在目視分級結果下有 53%受試

者減少腰圍尺寸，在進行 InBody體質量測儀器，有超過 65%

受試者體重減輕，並燃燒了多達 87%的卡路里(依基礎代謝率

的結果) ，因此於廣告宣稱「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

脂及塑脂的作用」。惟檢視該報告，有關 60%受試者改善橘

皮組織，係以主觀問卷調查方式詢問 30位女性受試者「試驗

服裝改善了腹部肌膚的質地/光滑度」、「試驗服裝使腹部更

緊實」、「產品幫助你減少橘皮組織？」、「產品幫助撫平

橘皮組織？」、「當穿著試驗服裝時，減少了橘皮組織？」

等問題，屬受試者主觀感受之意見，且該報告並無有關減少

腰圍尺寸、體重減輕及提升基礎代謝率等數據與燃脂、震脂

及塑脂等功效間之相關具體連結，又被處分人宏緯公司亦未

能提出其他相關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之報告與資料以資佐證

該宣稱係屬真實。

六、承前所述，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被處分人宏緯公司銷售案關2

項商品，其引據之研究報告尚難足資證明案關 2項商品廣告

宣稱「四倍代謝功能」、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分鐘 普通

褲45分鐘等語、「燃脂/高效/收腹」、「達到震脂及塑脂的

作用」等係屬真實，亦未能提出其他相關客觀事證及醫學學

理或臨床試驗依據以資佐證，且廣告所描述之商品品質及內

容，為影響一般大眾交易決定之因素，一般大眾據廣告內容

僅認知穿著案關 2項商品出汗量為一般運動褲 4倍、穿著案

關爆汗褲商品運動具廣告運動時間表所示情形、案關緊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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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帶商品具有燃脂、震脂及塑脂等功能，使用後可減少腰圍

達到收腹之效果等。是以，案關 2項商品廣告內容足使一般

大眾誤認可達其所宣稱之效果，其表現與實際之差異，顯已

達難為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度，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

品品質及內容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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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至被處分人富邦公司雖稱案關 2項商品廣告內容係由被處分

人宏緯公司製作、編輯後，再上傳於「momo購物網」前台刊

載，被處分人富邦公司並未參與廣告之企劃及製作。惟如前

述，被處分人富邦公司於被處分人宏緯公司將案關 2項商品

廣告文案上傳「momo購物網」後，亦未善盡廣告主之責，而

疏於向被處分人宏緯公司查證案關 2項商品廣告宣稱用語是

否具有客觀事證、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依據，同亦違反廣告

主真實表示之義務，是尚不得諉稱未參與廣告之企劃及製作，

而卸免廣告主應負之義務。

八、綜上，被處分人富邦公司及被處分人宏緯公司於「momo購物

網」銷售案關 2項商品，於刊登廣告前，俱未善盡廣告主查

證義務，於無其他相關客觀事證及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依據

下，逕於廣告宣稱「四倍代謝功能」、列表宣稱跳舞 爆汗褲

15分鐘 普通褲 45分鐘等語、「燃脂/高效/收腹」、「達到

震脂及塑脂的作用」等語，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

及內容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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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同法第 42條前段規

定處分如主文。

證   據

一、107年 1月 30日「momo購物網」刊登之案關 2項商品廣告網

頁資料。

二、被處分人富邦公司 107年 3月 27日陳述書，以及 107年 8月

22日到會陳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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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處分人宏緯公司 107年 5月 18日及107年 6月 22日陳述書，

以及107年 8月30日到會陳述紀錄。

    適   用   法   條

公平交易法

第21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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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條第 2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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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條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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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

第36條：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

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

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

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

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

處罰。七、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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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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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