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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之內容結構，為達此一目的，首先

參酌相關文獻建構社會科學化管制程序，並將其內涵（內容訴求、證據類型、採證

法則及法律效果）所屬類目（程序訴求、實體訴求；內部證據、外部質化證據、外

部量化證據；說明法則、量化法則；不公平競爭及限制競爭），作為內容分析法比

較個案實質管制程序之語幹，以驗證二者的差異。故蒐集 1997 年至 2008 年公平會

審理警告函個案 175 件作為樣本，經由交叉分析及χ2 檢定結果為：1.內容訴求，程

序訴求所占比率高於實體訴求，且其間差異達顯著水準；2.證據類型，其比率高低

依序為外部量化證據、內部證據及外部質化證據，且三者間差異達顯著水準；3.採

證法則，說明法則所占比率高於量化法則，且其間差異達顯著水準；4.法律效果，

全屬不公平競爭事項，限制競爭項次為 0。以上驗證結果，可供主管機關及實務界

處理類以案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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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意指，一切出自人類心智的發明、創作

或智慧積累，並以法律賦予財產權加以保護的權利。各國無不藉由智慧財產權強化

之保障，鼓勵國內企業積極從事研發，提升企業在國際間之競爭能力 1。但智慧財

產權人往往為維護其權利，對於有侵害其權利之虞的事業或個人，在事先未提起訴

訟或查證或附有詳細內容的情況下，以警告函、敬告函、律師函、公開信、廣告啟

事或其他足以促使知悉之書面等方式，對其自身或其他特定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

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並指明特定競爭對手侵害其智慧財產權 2。此一行為將導致特

定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中止（或終止）二者間之交易關係，不利於競爭環境之維

護，有形成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競爭）之虞。因此， 近 10 年來智慧財產權與公

平交易法之間應如何互動權衡，才能達成均衡與調和的目的，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焦

點 3。由於智慧財產權涵蓋範圍甚廣 4，其中又以法律賦予獨占、排他權的專利權、

著作權及商標權 可能因散發侵權警告函，而有妨害公平競爭之虞。因此，前揭權

利，為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所欲規範的主要客體，亦為本研究之範圍。 

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智慧財產權人散發警告函案件是否違

法，係依據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45 條：「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

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辦理。其意，若事業依據前述規定，

公平會無權過問；否則有可能構成阻礙競爭之違法情事。公平會為釐清何謂權利之

正當行使，於 1997 年 5 月 7 日第 288 次委員會議訂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

                                                      
1 公平交易委員會，認識公平交易法，第 11 版，25-27 (2007)。 
2 詳見 2007 年 4 月 26 日公平會第 807 次委員會議通過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事業發

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2 點「名詞解釋」。該原則經多次修
正，其修正過程如下：1997 年 5 月 7 日第 288 次委員會議通過、1999 年 6 月 16 日第 397 次委員
會議修正第 6 點、同年 10 月 27 日修正第 3 點及第 4 點、2001 年 1 月 4 日第 478 次委員會議增訂
第 10 點及修正第 2 點、2005 年 1 月 13 日第 688 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同年 9 月 2 日修正第 2 點
至第 5 點及第 9 點、2007 年 1 月 11 日第 792 次委員會議修正第 2 點、同年 4 月 26 日第 807 次委
員會議修正全文，並於 5 月 8 日公法字第 0960003846 號令發布。 

3 Debra Bernstein and Rod Ganske, “Lessons Learned When the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Colli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21(1), 21-25 (2009). 

4 其他尚有營業秘密、積體電路佈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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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原則（下稱舊版處理原

則）」，該原則雖於 2001 年前經多次小幅修訂，但原則上仍不以審查實體專利權

之存在與否，以及是否遭受侵害作為判斷主要準則，係以發函人是否踐行一定之先

行程序，作為認定之標準 5。雖然前述處理原則第 6、7、8、9 點有實體訴求之規

範，但許多學者 6 仍然認為公平會在執行上，過度為權利行使形式和結果所惑，而

忽略權利行使的實體，以致事業只要踐行該原則第 3、4 點程序相關規定 7，即為依

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新專利法於 2004 年 7 月全面實施，其排他權範圍擴及「為販賣之要約」，此

一情形，是否影響公平法對於警告函之規範，及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48 號的見解

 8 ，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9 。在此同時，公平會亦多次修訂舊版處理原則，並自

2005 年 1 月起大幅修訂該原則，2007 年 4 月 26 日第 807 次委員會議通過全文修正

（下稱新版處理原則），強化實體訴求內容，使得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發函行為是

否違法？不但要依照發函人是否踐行一定之先行程序為準則，尚包括有無實質內容

之違反。例如新版處理原則第 6 點：「事業無論是否踐行第 4 點規定之先行程序，

而為發警告函行為，函中內容不得對其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陳

述」，此與美國法具有反托拉斯除外適用功能的Noerr-Pennington法理之二種「假

象」（sham）10 之一，司法程序中虛偽不實的陳述或訊息的提供（或使用），不得

                                                      
5 吳秀明，「濫發警告信函」，收錄於廖義男，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472-478，

公平交易委員會 (2004)。 
6 例如，黃銘傑，「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專利權權利行使之意義與界

限」，台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119-169 (2003)；及註 5。 
7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處理原則、行業導正彙編，公平交易委員會，193-

197 (2002)。 
8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48 號解釋之見解：「該處理原則第 3、4 點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審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件，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45 條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所為之例示性函釋，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
權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 

9 陳秉訓，「談新專利法是否解除釋字第 548 號以及公平交易法對專利權人寄發警告函之限
制」，萬國法律，141，86-93 (2005)。 

10 長久以來，專利權領域被主張違反「反托拉斯法」，一直受到Noerr-Pennington法理的限制，
亦即當個人合法請求政府行動以發揮其法律上權利之行為，即使該行為有限制競爭之效果，仍不
構成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責任，例如專利權人在法院實現其專利權，此種合法的訴訟行為，不
管有無限制競爭之虞，不受反托拉斯法之規範。此一法理基礎在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美
國國會限制向政府所為請願行為之力量的限制，以保障人民請願的自由。此一法理主要適用對
象，嚴格言之，並非警告函行為，但在一定司法政策的考量下，吾人必須肯定其亦可適用於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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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Noerr-Pennington法理之除外規定相類似；新版處理原則第 點 8

                                                       

11  則與Noerr-

Pennington法理之另一「假象」，無合理依據的訴訟行為，且在主觀上有惡意干擾

競爭之情形，亦不得享有Noerr-Pennington法理之除外規定雷同。綜合以上，利用新

版處理原則處理個案，是否有異於舊版處理原則，同時兼顧程序訴求及實體訴求，

為吾人所期待瞭解事項。至於違法內容，新版處理原則（舊版處理原則亦同）之法

律效果仍侷限於不公平競爭（例如，杯葛、虛偽不實、妨害競爭者信譽、欺罔或顯

失公平等），未如美國法尚包括限制競爭 12。 

新版處理原則雖己強化實體性訴求（例如第 6 點、第 8 點等），但如何推論

（或詮釋）並無規定，而公平會曾於 1994 年頒布「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

示或表徵原則」 13  相關規定，此一原則過去常使用在不實廣告內容的詮釋，並以

「消費者的認知標準」、「一般人的標準」、「整體觀察」及「顯著部分觀察」等

4 項類目討論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但未對內容詮釋之「採證法則」

及「證據類型」具體規定；舊版處理原則雖經多次修正，但對「採證法則」及「證

據類型」亦無規定。反觀，美國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採用

社會科學化之「證據類型」14（即內部證據、外部質化證據及外部量化證據）則有

 
類型的警告函行為，以求得整體競爭法規範之和諧與司法資源的有效利用。但在司法程序上有二
種類型的「假象」例外，不受該法理的保護，一為虛偽不實的陳述或訊息的提供或使用；另一為
無合理依據的訴訟行為，且在主觀上係基於惡意干擾競爭行為之行為。以上情形，詳見：許忠
信，「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之比較法觀察－以美國法及德國法之比較為中心」，公平交易季刊
，第 16 卷第 3 期，53-106 (2008)；黃銘傑，「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與公平交易法之適用-專利
權權利行使之意義與界限」，台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第 5 期，119-169 (2003)。 

11 新版處理原則第 8 點：事業無論是否踐行第 4 點規定之先行程序，而為發警告函行為，函中
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事業不得為之：(1)明知未具有著作權或未依法取得
商標權或專利權者；(2)誇示、擴張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範圍；(3)不實陳述，影射其競爭對
手或泛指市場上其他競爭者非法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者；(4)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陳
述者。 

12 林洲富，「散佈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正當性－以公平交易法為論述中心」，法學叢刊，
202，57-78 (2006)。 

13 「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原則」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該原則於第 151 次委員會議通過實施，其間歷經第 269 次、第 387 次、
第 417 次、第 688 次委員會議修正，第 836 次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全文，同年 11 月 30 日發布實
施。 

14 Brandt and Presten於 1997 年蒐集美國FTC從 1916 年至 1973 年不實廣告相關案例共 3337
則，將案例常見的證據類別分為「委員會內部證據」（internal commission evidence）、「前例證
據」（precedential evidence）、「外部非消費行為證據」（extrinsic non-consumer evidence）及
「外部消費行為證據」（extrinsic consumer evidence），其中委員會內部證據占所有案件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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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體的規範，可作為參考。前述證據類型如何判斷，將於文獻探討中詳細論述。

至於「採證法則」，雖然公平會訂有「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

項」15，與社會科學化管制程序深究採證法則的態度，已有初步接近，但就採證法

則的落實層面而言，鮮有將採證法則之內涵（說明採證法則或其他個別市場調查之

量化法則）明確載於處分書或其他文獻。此一實務運作與社會科學化所期待，尚有

若干落差 16。 

本研究試圖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公平會自 1992 年 2 月成立以來，至 2008 年底

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例（共計 175 件）內涵，以期瞭解該等案件之內容結構。

由於新版處理原則於 2007 年 4 月始通過全文修正，同年 5 月發布實施，迄今時間

尚短，案例不多，僅有 4 件（2.3％），其餘案例都是發生在 2007 年 5 月以前，屬

於舊版處理原則時期，惟因都屬於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範疇，故一併納為研

究個案。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前述個案實際管制程序與內容分析法於一般社會科學

領域中， 常採用之社會科學化管制程序之間有無落差？為達此一目的，首先，參

酌公平會所頒布之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新、舊版處理原則」、「處理虛偽不實

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原則」、「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

及美國Noerr-Pennington法理、美國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社會科學化「證

據類型」及「採證法則」及其他相關文獻 17等，試圖建構一套科學化管制程序（詳

如第 11 頁圖 1）；其次，分析過去實際個案之管制情形，提出研究命題； 後，比

較二者間之差異，作為主管機關及實務界處理類以案件之參考。 

                                                        
％，若加上前例證據則超過 90％，由於二者都屬內部證據，故可合併。其餘外部非消費行為證據
屬於外部的質化證據、外部消費行為證據則屬外部的量化證據。見Michael T. Brandt and Ivan L. 
Preste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Use of Evidence to Determine Deception,” Journal of Mar-
keting, 41(1), 54-62 (1977)。 

15 「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係 1997 年 12 月 31 日第 322 次委員會議通
過實施，經 1998 年 7 月 1 日第 347 次委員會議修正，同年 7 月 13 日以公法字第 02645 號函發
布，2002 年 1 月 23 日則以公法字第 0910000755 號函分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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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8 (2002)。 

17 例如，註 14 之 Brandt and Presten (1997)；及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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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所稱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科學化管制程序」，係指主管機關處

理侵權警告函案件時，不僅關注其程序訴求，亦須關注其實體訴求。這些訴求必須

透過理智之利害關係人對其內容的詮釋及推論，以期在證據上儘可能周詳，亦即在

證據類型上除採納內部證據外，尚須採納外部證據，特別是量化研究（例如，由市

場調查、實驗法、準實驗法或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產生之證據。且這些證據

可藉由社會科學採證法則加以驗證，期以界定信函內容是否有引人錯誤或無合理訴

訟，惡意干擾競爭的情形，確認該行為是否有違反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虞。此

一概念，與過去實際個案管制程序，有無落差？尚待進一步探討。本研究為瞭解個

案之內容結構，採用內容分析法 常使用的「語幹」（theme）作為探討基礎。所謂

「語幹」意指對一個論點的主張，是內容分析法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單位 18。 

(一) 內容訴求 

競爭法的立法宗旨在於保護競爭環境而非競爭者，智慧財產權人若質疑他人或

團體侵害其權益，可依法踐行相關程序後，發函警示，但不得破壞競爭環境 19。故

警告函之散發過程應注意其技巧， 好先請教法律專家或實務者，以免引起難以逆

料的後果。Gross and Pulju 20 認為，散發警告函時應注意如下事項：1.是否為主觀善

意（good faith），警告函之散發很容易引起爭訟，故在內涵上應展現主觀善意，使

受信者願意接受其說明（statement）；2.發信者是否真正擁有智慧財產權，受信者

有無確認能力；3.警告函內要有明確的法律宣告；4.發信者要能預測受信者將會如

何反映；5.發函行為是否可以創造司法管轄（jurisdiction）優勢；6 警告函是否為受

                                                      
18 許多學者認為，若內容分析法所要分析之文件，其內容屬性與「價值、信念及態度」有關，

其分析單位常採用「語幹」來進行，本研究亦採取「語幹」作為分析單位。詳見：王石番，傳播
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99)。Harold H. Kassarjian, “Content 
Analysis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 8-18 (1977). 

19 同註 3。 
20 David J. F. Gross and L. Pulju, “Ten Things to Consider Before Sending a Patent Infringement 

Warning L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5(3), 13-2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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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者實質侵權後之通知；7.警告函若是實質通知，有無故意（willful）的目的；8.警

告函是否被認為己公告週知，或只是私下行為；9.警告函有無怠懈期間（laches 

period）；10.警告函是否可以達到潛在的禁止效果。Kaminski 21 在其探討警告函內

容之文獻中，認為警告函之發函行為，其內容應包括以下事項，始能產生預期效

果。這些事項包括：1.要明確說明目前狀況；2.受信者應是己有侵權行為之產品製

造者、使用者、進口者或銷售者，且雙方曾有接觸過程；3.提供進一步授權談判管

道，並告知可能授權範圍及授權金之支付方式；4.警告受信者，若其侵權行為不停

止，將考慮採取法律行動；5.警告函回應的 後期限；6.附上智慧財產權有效證明

文件影本。綜合前述二文獻，警告函之內容訴求除了程序訴求（例如，警告函是否

為實質通知、雙方應有談判過程等），尚包括實體訴求（例如，發信者是否真正擁

有智慧財產權、有無故意之目的或要明確說明受信者具體侵權內容等）。黃銘傑 22

對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處理亦建議採行二階段判斷原則，首先應對實體規定的違反

作判斷，若有違反，即非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若無違反，再就其是否踐行程序規

定，判斷是否為權利之正當行為。 

公平會新、舊版警告函處理原則，其內容訴求雖然有差異，但均涵蓋程序訴求

及實體訴求，為展現實際管制程序及科學化管理程序的未來性，依新、舊版處理原

則所述內容，說明其內容訴求之具體意涵如下：  

1. 程序訴求： 

(1) 經法院一審判決或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認定確屬智慧財產權受侵害者。 

(2) 將可能受侵害專利權之標的物送請專業機構鑑定，取得鑑定報告，且發函前

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害之製造商、進口商或代理商，請求排除侵害者；或

己事先採取權利救濟程序，或己盡合理可能之注意義務，或通知已屬客觀不

可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事者。  

(3) 於警告函內敘明智慧財產權明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使受信

者足以知悉系爭權利可能有受侵害之具體事實。 

                                                      
21 Michael D. Kaminski,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US Patent Litig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8(1), 13-25 (2006). 
22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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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體訴求： 

(1) 警告函內容係以損害特定競爭者為目的，促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拒絕與該

特定競爭者交易，或促使與自己交易，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

者，事業不得為之。 

(2) 警告函內容不得對其商品或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陳述，或不得以

損害競爭者為目的，陳述足以損害競爭者之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 

(3) 警告函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a.明知未具有著作

權或未依法取得商標權或專利權者；b.誇示、擴張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

範圍者；c.不實陳述，影射其競爭對手或泛指市場上其他競爭者非法侵害其著

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者；d.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之陳述者。 

綜合以上，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之具體內涵應包括程序訴求與實體訴

求。但許多學者 23 認為公平會在執行上，過度為權利行使之形式和結果所惑，而忽

略權利行使的實體性，以致事業只要踐行處理原則程序相關規定，即被認為係依照

智慧財產權行使之正當行為，又本研究個案大都屬舊版處理原則時期，故推論個案

之內容訴求，程序訴求比率應高於實體訴求。因此，提出研究命題一如下： 

命題一： 本研究個案內容訴求，其程序訴求比率應高於實體訴求，且二者具有顯著

差異。 

(二) 證據類型 

Moore 24 統計美國 1999-2000 年專利侵權案件共 1,721 件，其中有 92.3％被認

為涉有侵權之虞，只有 55.7％被確認有罪，但被罰三倍罰款者僅有 8.7％，顯示證

據力對於智慧財產權侵權的處理相當重要。公平會對於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

之處理，其證據類型，除該會自行調查與判斷的內部證據外，有時尚包括專家鑑定

意見，以及檢舉人、被檢舉人及關係人所提外部質化或量化證據。以上形成處理智

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的證據類型。 

                                                      
23 同註 5、6。 
24 Kimberly A. Moore, “Empirical Statistics on 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The Federal Circuit Bar 

Journal, 14, 22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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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部證據 

內部證據係指公平會自行調查與判斷的資料，這些資料並不仰賴機關外之專

家、學者、研究機構、法院、相關消費團體或當事人所提供。其項目除直接認定違

反發函程序外，尚包括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欺罔或顯失公平、推論或委員會派員

調查等。 

(1) 直接認定違反發函程序：案件內容已明白顯示，違反新版處理原則第 3、4 點

或舊版處理原則第 5 點後段之事實，亦即發信者於發函時明確未踐行應遵行

程序，故不必附任何理由或證據，即可直接認定。 

(2)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依公平法第 21 條處理原則，所謂「虛偽不實」係指表

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

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至於「引人錯誤」則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

事實相符，足以引起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由於

二者均屬於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規定，故不論個案中是否對二者加以區分，只

要該當個案有列出其內容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即屬之。 

(3) 欺罔或顯失公平：認識公平法（11 版）25 認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對其

交易相對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隠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手段，致使交易相對人

陷於錯誤決定，而從事之交易行為；至於「顯失公平」包括三種類型，即不

符合商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26 、以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行為，

以及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 27 。由於二者之行為均屬於

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故不論於個案中是否加以區分，只要該當個案有列

出其內容有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事，即屬之。 

                                                     

(4) 推論：個案中依據事實推論的方式，指出警告信函發函行為未踐行應遵行程

序，或推論其內容有妨害競爭者信譽、或以損害特定競爭者為目的之行為，

但並未依據調查所得之證據。此一項目與「直接認定違反發函程序」之差

 
25 如註 1。 
26 包括攀附他人商譽、高度抄襲、利用他人努力成果，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不當比較

廣告、對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侵害其智慧財產權表示之行為。 
27 包括市場機能失靈時，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

之方式，從事交之行為，及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5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異，在於案例內附有理由，而其相同點為都未引據實證證據。 

(5) 委員會派員調查：委員會派業務處人員實地調查或訪察後之證詞。 

2. 外部質化證據 

所謂外部質化證據，係指主管機關以直觀或推論以外的方法，來判斷資料證

據。例如，援引當事人、其他政府機關、業界、相關公會或關係人之證詞、研究或

意見，以證明智慧財產權人之發函行為，是否涉及違法。就其類目之分類上，可細

分為質化及量化外部證據，其中質化外部證據包括Brandt & Presten 28 所稱之前例與

外部非消費者證據，茲綜合我國實務上常見及前述文獻，歸納出質化外部證據類目

包括：檢舉人證詞（含書面）、被檢舉人證詞（含書面）、其他主管機關意見、專

家鑑定意見、業界代表證詞、座談會或公聽會、案例定義、業界定義、字典定義、

其他證詞等。 

(1) 檢舉人證詞：引用檢舉人到會陳述意見或書面資料作為證據。 

(2) 被檢舉人證詞：引用被檢舉人到會陳述意見或書面資料作為證據。 

(3) 其他主管機關意見：引用相關主管機關所制訂之法令規章或意見，或法院一

審判決、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意見作為證據。  

(4) 專家鑑定意見：引用司法院與行政院協調指定、或非司法院與行政院協調指

定之侵害鑑定機構所提供之鑑定報告作為證據。 

(5) 業界代表證詞：由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之產業所推出代表之證詞，此一代表非

受雇於檢舉人或被檢舉人，也不具專家身份。 

(6) 座談會或公聽會：主管機關為釐清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之意涵、或為確認

行業之交易習慣，邀集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專家、學者舉辦座談會或公聽

會，聽取意見，並引為證據。 

(7) 案例之定義：引用公平會過去案例或法院、行政法院之判決作為證據。 

(8) 業界定義：引用業界對特定產品或服務之界定（含定義及範圍），作為證

據。 

                                                      
28 Michael T. Brandt and Ivan L. Preste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s Use of Evidence to De-

termine Decep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41(1), 54-62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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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字典定義：引用字典、百科全書或其他參考資料，對特定名詞或文字加以定

義，並作為證據。 

(10) 其他證詞：其他沒有註明來源之質化外部證據。 

3. 外部量化據證 

外部量化證據係指針對個案利害關係人之行為藉由問卷調查 29、實驗法 30、準

實驗設計 31 或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得之量化資料，而經由主管機關引用之證

據。依其來源不同，可分為：檢舉人提出之量化證據、被檢舉人提出之量化證據、

委員會主動要求進行之量化研究及不確定來源之量化證據 32。 

(1) 檢舉人提出之量化證據：檢舉人提出以警告信函利害關係人為對象之量化研

究結果，而主管機關將之引為證據。 

(2) 被檢舉人提出之量化證據：如上述之量化證據，惟由被檢人所提出。 

(3) 委員會主動要求進行之量化研究：公平會委員會議就系爭警告信函，以其利

害關係人為對象，由市場調查單位所作之量化研究，並將其結果引為證據。 

(4) 不確定來源之量化證據：未註明來源之量化證據。 

綜合以上，就個案處理之實務而言，該當案件進行審理時，首先考慮 直接的

方法，即請當事人到會陳述意見或提供書面資料，進一步瞭解案情；若有不足，公

平會將自行蒐集證據，作為判斷；若仍然無法判斷，則請當事人提供量化證據或公

平會主動進行市場調查，取得案關量化證據，以資佐證。因此，就證據類型之採用

比率，依序應為外部質化證據、內部證據及外部量化證據，故提出研究命題二如

下： 

命題二： 本研究證據類型之採用比率，依序應為外部質化證據、內部證據及外部量

化證據，且兩兩間具有顯著差異。 

                                                      
29 透過問卷設計、抽樣、測量等統計分析過程，描述或列舉出有關個人或組織之信念、態度或

行為意圖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30 透過操弄一個或一個以上之變數，並且控制研究環境，藉以衡量自變數與依變數間之因果關

係的一種研究方法。 
31 是一種近似實驗法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惟缺少實驗法中之實驗控制與隨機指派程序，其餘

程序與實驗法相當。 
32 同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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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採證法則 

Wright 33 認為，就競爭法案件之採證法則而言，連採納科學證據 為頻繁的美

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因其成員缺乏社會科學方面

的訓練，以致對相關研究成果缺乏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背景加以分析、判讀與選擇。

因此，鮮有採用量化採證法則者。台灣公平會的情形亦同，大部分在採證上，都採

用當事人到會說明、當事人提供資料，關係人到會、或提供資料，派員現場調查、

或蒐集資料等方式作為採證法則。事實上，公平會於 1997 年就訂有「處理當事人

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事項」，該要項雖非完備精細，但仍可作為量化採證法

則之參考準則，只是公平會一直以來都很少使用，亦大都未將其載於文獻中。而採

證法則應如何區分，相關文獻認為，若在案件書證中，有依下述類目逐一檢討，或

雖未依下述類目逐一檢討，而是採取整體觀察，但至少提及下述類目之一項或以上

者，則可視為採用量化採證法則。若在案件書證中，完全未提及下述類目，則可視

為採用說明採證法則 34。茲彚整前述評估事項之要旨共 5 個類目，作為區分採證法

則之判別準則： 

1. 問卷內容之設計：意指問卷題項要針對預定達成的目標而設計。質言之，該問卷

設計之調查內容，要符合目的性。故其設計要符合研究社群中，一般可以接受的

標準程序。例如，問題的提出要能確實反映爭點、問題的用語也要妥切；不論選

用開放式或封閉式問卷，其問題的完整性、語意的清晰性，以及前後連貫性都應

考慮。 

2. 調查方式：應明列調查方法（例如郵寄調查法、電話訪查法等）、調查區域範

圍、調查對象、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數大小等，前述調查項目都須為一般大眾

所接受，且須具有合理性及目的性。 

3. 統計分析的正確性：調查報告之主體應針對調查報告，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統計

量的誤差及信賴區間，提出說明。 

                                                      
33 Laurence B. Wright, A Gaps Analysis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Legal Perspectives on Advertising 

Processing and Deceptive Advertis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Dissertation Ser-
vices, A Bell & Howell CO. (1996). 

34 同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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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待證事實間之因果關係：市場調查結論與所預定的目標間，在客觀上與受

理案件之待證事項應具有相當程度的因果關係，始可被認為該市場調查報告具有

證據力。所謂因果關係，係指調查所得結果應可以演繹推論出待證事項。 

5. 市場調查公司之公信力：市場調查報告應附有市調公司的背景資料，至少應包括

執行市場調查業務時間長短、營業量之多寡、曾做過什麼市場調查案件，藉以評

斷其是否為一可以信賴之市場調查主體。 

綜合以上，個案審理採證法則包括說明法則及量化法則，其中量化法則須符合

一定市場調查程序，始具證據力，耗費且耗時，除非必要，將會謹慎應用。故大部

分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其採證法則傾向經濟又實惠的說明法則，較容易達到效率與

效果之目的。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命題三如下： 

命題三： 就個案審理之採證法則上，使用說明法則的比率高於量化法則，且二者間

具有顯著差異。 

(四) 法律效果 

公平會所發布警告函處理原則 35 第 1 點，係規定其制訂之目的，即公平會為確

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有效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不

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或專利權之警告，造成不公平競爭案件，

特訂定本處理原則。以上明白揭露，該原則在於處理不公平競爭案件，不涉及限制

競爭情事。若智慧財產權人散發警告信函涉及限制競爭事宜，仍直接依母法（公平

法）處理，處理原則不擔負此一任務。此種作法引起學術界諸多爭議，例如黃銘傑
36 認為，智慧財產權人散發警告函行為有可能涉及公平法第 10 條或第 14 條之限制

競爭規定，一部周全的處理原則，理當對此有所着墨，不宜使限制競爭成為漏未規

範的行為類型。再觀美國，美國專利權的限制中有一專利權濫用理論（the Doctrine 

of Patent Misuse），而使專利侵權訴訟中之被告有主張衡平抗辯，免於負擔侵權責

任的權利，甚至該濫用行為若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可由被告主張反訴；而著作

權亦具有市場力量，其也可能因著作權之濫用爭議而構成反托拉斯法之違反。另

                                                      
35 警告函處理原則第 1 點闡述，該原則制訂的目的，過去幾次修訂過程中，均未變更。 
36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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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美國若其散發警告函之行為，涉有名譽毀損（defamation）或違反市場商業

倫理者，亦可能涉及不公平競爭情事。因此，美國智慧財產權人散發警告信函之違

法行為，包括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二項 37，此與台灣僅限於不公平競爭不同。本

研究試圖就現有案例，尋找在實際個案中，其爭訟過程不論違法情事是否成立，有

無提及違反限制競爭情事，藉以瞭解該處理原則是否已周全，是否應將法律效果擴

充及限制競爭。 

綜合以上，雖然有許多學者 38 認為，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其法

律效果應包括限制競爭，但由於公平會所發布的警告函處理原則第 1 點明示，為有

效處理不公平競爭案件而制定本原則，且過去具體個案均依照該原則辦理，故個案

之處理上很難涉及限制競爭之探討，其法律效果應大部分集中在不公平競爭，因此

本研究提出研究命題四如下： 

命題四： 就具體個案處理之法律效果，探討不公平競爭比率應遠高於限制競爭，且

二者之間有顯著差異。 

彙整以上文獻及研究命題，提出本研究之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科學化管制程

序如圖 1： 

 

圖 1 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科學化管制程序 

                                                      
37 許忠信，「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之比較法觀察－以美國法及德國法之比較為中心」，公平

交易季刊，第 16 卷第 3 期，53-106 (2008)。 
38 同註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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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蒐集 

本研究係探討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之內容結構，與公平法維護競爭環境

息息相關，故樣本資料蒐集自競爭秩序維護主管機關公平會歷年所審理的警告函案

例。由於該會定期出版之公報紙本己停刊，案件審理後處分與不處分僅公布於該會

網站 39，而目前網站所公布內容只包括該會處理個案，不包括訴願決定書或相關案

件再訴願決定書，故本研究樣本資料僅來自公平會處理之個案，此一個案集中來自

某一主管機關，不但無減損內容分析之效力，且可達到來源單純化、一致化的效

果。該會自 1992 年 2 月成立以來，即將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列為重要業務項目之

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40。但由於該會案件統計係依據公平法條文為基礎，未單獨

依照行為面（例如警告函、不實廣告等）進行統計，且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

所涉及條文包括公平法第 19、21、22、24 或 10、14 條之規定，行為態樣複雜，所

涉及的非單一條文。在此條件限制下，勢必無法取得以行為類型作為比較之母體，

故與審理案件進行比較係為較可行之方法，其他相關文獻 41 亦依相同的方式處理。 

根據公平會網站統計資料，該會自 1997 年 5 月制訂舊版處理原則以來，至

2008 年底共審理檢舉案件（處分及不處分）4,932 件，其中警告函案件 175 件

（1995 年 1 件、1996 年 2 件納入 1997 年計算），所占比率約 3.5％，平均每年約

有 14.6 個案例。警告函案件數自 2002 年達到高峰 33 件（約 8.1％）以來，由於舊

版處理原則於 2005 年修正第 2 點至第 5 點及第 9 點後，大幅放寬發函程序門檻，

2007 年又修正全文，同年 5 月發布實施，使得門檻放寬政策更為確定，以致案件

量減少。但此一措施將有助於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政策間之平衡，且不失為智慧財產

權濫用的平衡力量，警告函案件的處理在競爭法上仍居重要地位。公平會審理檢舉

                                                      
39 公平會網址：http://www.ftc.gov.tw。 
40 同註 1。 
41 盧瑞陽、余朝權、林金郎、張家琳，「台灣不法比較廣告之研究－2004 年案例研析」，公平

交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7-64 (2006)；施錦村，「比較廣告不同類型對衝突性利益與競爭效
能關聯的干擾角色」，管理與系統，第 16 卷第 1 期，99-121 (2009)。 

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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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數與警告函案件數統計比較詳如表 1。 

表 1 公平會審理檢舉案件數與警告函案件數比較 

年  度 97 98 99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合計 
審理案件 321 503 435 503 444 407 318 277 322 492 456 454 4932 
警 告 函 14 18 13 23 28 33 24 12 3 3 2 2 175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會網頁www.ftc.gov.tw。 

(二) 樣本資料描述 

本研究之樣本資料來自公平會 1997 年 5 月制定舊版處理原則以來，至 2008 年

底所審理警告函案件共 175 件，其中屬專利權者有 122 件、屬著作權者有 25 件、

屬商標權者有 28 件。該等樣本資料內容結構（含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相當完

整，篇幅由 2 頁到 22 頁，其中 2-3 頁有 46 件、4-6 頁有 90 件、7-10 頁有 32 件、

11 頁以上有 7 件；處分案件 77 件、不處分案件 98 件，其中處分案件涉及杯葛或

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而違反第 19

條者有 1 件、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違反第 21 條者有 3 件、涉及損害他人營

業信譽而違反第 22 條者有 2 件、涉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而違反第 24 條者有 71 件。

前述處分案件中未處罰鍰者有 22 件、處罰鍰新台幣（下同）5 萬元有 27 件、處罰

鍰 6-10 萬元有 13 件、處罰鍰 11-20 萬元 8 件、處罰鍰 21-50 萬元有 3 件、處罰鍰

51 萬元以上有 4 件（專利權 2 件、著作權 1 件及商標權 1 件）， 高罰鍰金額 243

萬元。樣本資料若以年度區分，2002 年 多 33 件、其次為 2001 年的 28 件，2007

年及 2008 年 少，各為 2 件（詳如表 1）。樣本資料若以產業區分，製造業 139 件

（傳統產業 88 件、高科技產業 51 件）、服務業 36 件（金融業 0 件、非金融服務

業 36 件）。樣本資料若以發函方式統計，共有 189 件次（若干有重復不同發函方

式，例如同時發警告函及傳真等），其中書面函件 152 件次（警告函 124 件、敬告

函 10 件、律師函 18 件）、廣告啟事 13 件次、其他足使其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

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知悉的方式（例如記者會新聞稿、電話等）24 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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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樣本資料，內容結構完整，篇幅適中，符合Weber 42 所稱，內容分析法所

要分析的文件，應該保持文件的完整性， 好是分析整篇文件，才能符合語意連貫

性（semantic coherence）的要求。Cohen and Gleason 43 在一項法學研究中發現，法

律文獻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者，已經屢見不鮮。因為內容分析法有助於分析處理複

雜性較高資料，釐清資料中因素間之關係。此為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樣本資

料，瞭解警告函內容結構的原因。 

(三) 評分員信度及內容效度 

1. 評分員信度 

「評分員信度法」（inter-coders reliability）係內容分析法 常用來評估資料信

度的方法。評分員信度法進行時，首先，遴選編碼員及進行編碼作業，為提高樣本

資料信度，避免造成統計分析的偏頗，編碼員共有 5 位（1 位某大學科技管理老

師、2 位企研所研究生、2 位曾修習科技管理成績優良的商學院大學部學生）組

成，為使編碼作業順利進行，事先將編碼類目請教實務專家，並與編碼員針對類目

進行作業原則討論。例如，內容訴求中有涉及實體內容之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或誇

大智慧財產權範圍或未依法取得智慧財產權而宣稱擁有者，屬實體訴求；未踐行

新、舊版處理原則第 3、4 點及舊版處理原則第 5 點後段規定者，屬程序訴求，故

同一案件可能同時涉及實體訴求及程序訴求。其餘類目（例如，證據類型、採證法

則及法律效果）之編碼，則參考文獻探討類推其歸屬。以上情形，編碼員間取得共

識後進行編碼作業； 後，由樣本資料中依系統抽樣，每間隔 10 件抽取 1 件（共

抽取 18 件）作為預測之樣本素材，再依公式計算出編碼員間之相互同意度及預測

信度。例如編碼員一與編碼員二，其預測樣本全部類目數共有 162（9*18）個，二

者答案相同的類目數為 141 個，其相互同意度＝2N/M1＋M2（N＝編碼員間預測樣

本答案相同題目、M1＝第 1 位編碼員預測樣本全部題目、M2＝第 2 位編碼員預測樣

本全部題目）＝2*141/162＋162＝0.870，餘者類推。本研究編碼員間之相互同意度

                                                      
42 Robert P. Weber, Basic Content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 (1985). 
43 J. Cohen and T. Gleason, Social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and Law, Newbury Park, Free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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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表 2 編碼員間相互同意度 

編碼員 編碼員一 編碼員二 編碼員三 編碼員四 
編碼員二 0.870 0.751 0.735 0.825 
編碼員三 0.712 0.695 0.861  
編碼員四 0.903 0.726   
編碼員五 0.686    

平均相互同意度 
＝（0.870＋0.712＋0.903＋0.686＋0.751＋0.695＋0.726＋0.735＋0.861＋0.825）/10＝0.776 
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5*0.776/1＋(4)（0.776）＝3.880/1＋3.104＝0.945（n＝編碼人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表 2 瞭解，系統抽樣之評分員信度預測值為 0.945。但為計算全體樣本資料

之評分員信度係數，再度邀請原編碼人員依編碼原則，判讀 175 件樣本資料，全部

編碼完成後，再次計算編碼員間平均相互同意度為 0.735，信度係數為 0.932。

Kassarjian and Kassarjian 44  認為，評分員信度係數若大於 0.85，編碼結果即可接

受。本研究樣本資料信度係數達 0.932，已超過可接受標準。 

2. 內容效度 

吳萬益 45  認為，判斷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的優劣，可參考以下幾項原

則：(1)是否由文獻中找尋適合且相關的衡量項目與尺度；(2)衡量項目有無請教專家

判斷是否適當；(3)對和母體相似的樣本有無實施預測；(4)有無依預測結果，加以修

正。本研究之樣本資料來自公平會審理智慧財產權侵權警告函案件，對研究主題內

涵（內容訴求、證據類型、證據法則及法律效果）都有完整的描述，且其編碼類目

來自文獻探討，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及理論依據；編碼前又曾請教處理警告函案

件之實務專家，並邀請 5 位不同層次的人員擔任編碼員，且先由樣本中，採取系統

抽樣的方式抽取 18 件樣本進行預測，判定評分員信度預測值己達到可接受程度

                                                      
44 Harold H. Kassarjian and Waltraud M. Kassarjian,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 on Advertising: A 

Content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11(4), 269-285 (1988). 
45 吳萬益，企業研究方法，第 3 版，台北，華泰書局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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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依據編碼原則請編碼人員針對全部樣本進行判讀，其操作方式符合吳萬益所

稱之內容效度判斷原則。因此，本研究樣本資料應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四) 統計方法 

由於本研究類目都屬名目變數，故原則上，就編碼所得資料，採取百分比或次

數分配等統計分析方式處理。但針對二變數間之分析，為檢定研究命題，若只採用

交叉分析（cross-tabulation）法描述變數的百分比與次數，尚不足以檢定，因交叉分

析法僅能呈現各獨立變數與依變數間之關係，對於數值上之差異，無法顯現其差異

在統計上是否達到顯著水準。故勢必要藉用卡方分配（χ2），進一步檢定二變數間

（例如智慧財產權類型與內容訴求等）之關係，以顯示變數在數值上的差異，是否

己達到顯著水準，始能達到檢定研究命題的目的。故本研究在統計方法上，採用交

叉分析及χ2 來檢定研究命題。 

四、資料分析 

(一) 智慧財產權類型與內容訴求的關係：命題一檢定 

本研究共有 175 個樣本個案，而智慧財產權類別與內容訴求之間有 192 個項

次，顯示個案中有同時出現實體訴求及程序訴求的情形。另由表 3 觀之，個案中屬

於專利權的比率 高，在實體訴求中所占比率為 56％、於程序訴求中所占比率為

73％。因此在期望機率各為 50％及欄位空格項次都在 5 以上的水準下，二者間之差

異，χ2 值大於 6.634，p 值達 0.01 顯著水準；其次為商標權、 後是著作權，而商

標權與著作權，其實體訴求與程序訴求間之差異，χ2 值均小於 3.842，p 值未達 0.05

顯著水準。但就整體樣本資料而言，實體訴求所占比率為 24％，其餘為程序訴求，

所占比率為 76％，程序訴求在交叉分析表之項次遠高於實體訴求，二者間之差異，

χ2 值大於 6.634，p 值達 0.01 顯著水準，研究命題一得到驗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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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內容訴求間之關係 a 

類  別 實體訴求 程序訴求 χ2 

專 利 權 26（56％） 106（73％） 56.303** 

著 作 權 9（20％） 19（13％） 3.571 

商 標 權 11（24％） 21（14％） 3.125 

合  計 46（100％） 146（100％） 52.083** 

註：a 個案內容訴求有重複計算的情形。**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類型間之關係：命題二檢定 

本研究有 175 個樣本資料，而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類型間共有 296 個項次，

顯示個案中有同時存在內部證據、外部質化或外部量化證據的情形。由表 4 瞭解，

個案中屬於專利權的比率 高，在內部證據中所占比率為 68％、外部質化證據中所

占比率為 73％、外部量化證據中所占比率為 62％。因此在期望機率各 1/3 及各欄位

空格項次至少為 5 的水準下，三者間之差異，χ2 值大於 9.210，p 值達 0.01 顯著水

準；其次，商標權及著作權都為 44 件，二者之內部證據、外部質化及外部量化證

據間之差異，χ2 值均大於 9.210，p 值都達 0.01 顯著水準。另就整體樣本資料而

言，外部質化證據所占比率為 59％、其次為內部證據的 33％、 後為外部量化證

據的 8％，且三者間之差異，χ2 值大於 9.210，p 值達 0.01 顯著水準，研究命題二得

到驗證支持。 

表 4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類型間之關係 a 

類  別 內部證據 外部質化 外部量化 χ2 

專 利 權 67（68％） 125（73％） 16（62％） 86.217** 

著 作 權 17（17％） 22（13％） 5（19％） 10.200** 

商 標 權 14（15％） 25（14％） 5（19％） 13.400** 

合  計 98（100％） 172（100％） 26（100％） 86.727** 

註：a 個案證據類型有重複計算的情形。**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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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法則間之關係：命題三檢定 

本研究共有 175 個樣本個案，而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法則之間有 187 個項

次，顯示個案中有同時出現說明法則及量化法則的情形。另外，表 5 顯示，個案中

屬於專利權的比率 高，在說明法則中所占比率為 70％、在量化法則中所占比率為

66％。因此在期望機率各 50％及欄位空格項次在 5 以上的水準下，二者間之差異，

χ2 值大於 6.634，p 值達 0.01 顯著水準；其次為商標權、 後是著作權，但商標權

與著作權，量化法則欄位空格項次各為 2，未達 5 的門檻值，可能造成統計基本假

設之違反，導致統計檢定值高估的情形，無法正確顯示χ2 值，故不作檢定，以

「Nil」表示。至於整體樣本資料，說明法則所占比率達 94％，其餘為量化法則，

說明法則在交叉分析表之項次遠高於量化法則，二者間之差異，χ2 值大於 6.634，p

值達 0.01 顯著水準，研究命題三得到驗證支持。 

表 5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證據法則間之關係 a 

類  別 說明法則 量化法則 χ2 
專 利 權 122（70％） 8（66％） 99.969** 
著 作 權 25（14％） 2（17％） Nil 
商 標 權 28（16％） 2（17％） Nil 
合  計 175（100％） 12（100％） 142.080** 

註：a 個案證據法則有重複計算的情形。** p＜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法律效果間關係：命題四檢定 

本研究 175 件樣本資料中，其法律效果相關事宜，可從二個面向討論，首先，

由於檢舉人之檢舉事項未涉及限制競爭，全部集中在不公平競爭事項，以致公平會

調查時也都全部集中在所涉及不公平競爭事項是否違法。前述不公平競爭被檢舉事

項中，有 98 件個案未被處分，只有 77 件個案被處分，處分案件中涉及欺罔或顯失

公平而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者有 71 件，占全部處分案件的 92％，其餘 1 件為涉及杯

葛或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而違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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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第 19 條、3 件為涉及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而違反公平法第 21 條、另有 2 件涉

及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而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其次，由於限制競爭欄位空格項次都

為 0，為避免產生統計檢定值高估的情形，不宜從事χ2 檢定（詳如表 6），故二者

間之差異是否達到 0.05 顯著水準，無從認定，但不公平競爭達 175 項次、限制競爭

項次為 0，是不爭的事實，二者形成二個極端，以致研究命題四只有部分得到驗證

支持。 

表 6 智慧財產權類別與法律效果間之關係 

類  別 不公平競爭 限制競爭 χ2 
專 利 權 122（70％） 0 Nil 
著 作 權 25（14％） 0 Nil 
商 標 權 28（16％） 0 Nil 
合  計 175（100％） 0 Nil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討論 

(一) 智慧財產權類別問題：商標權爭議探討 

公平法第 45 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

不適用本法之規定。故以公平法為中心之智慧財產權，其範圍相當明確，只包括專

利權、著作權及商標法，其中專利權採取「申請主義」，專利權人須向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經審核後，確認其專利是否具有產業的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以決定

是否給予專利權；著作權採取「創作主義」，著作橦人完成創作即取得權力；商標

權採取「註冊主義」，商標權人申請時，需要符合構成要件 46 及識別性，才能取得

商標權。若依前述申請條件，申請商標權之難度高於著作權低於專利權，但新、舊

版處理原則只提及，若發生專利權或著作權爭議時，經權責機關評定侵權後，其發

函行為可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而未提及若發生商標權爭議，該如何處理？以上是

                                                      
46 構成要件：商標可以用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形式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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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意謂廠商不會因商標權產生爭議，事實不然，例如，2004 年所羅馬公司與頂豐公

司所發生的「馬頭圖」商標權爭議，後經所羅馬公司依商標法相關規定向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申請評定，確認頂豐公司所有「馬頭圖」之註冊無效 47。因此，若能比照

著作權 48，在處理原則中增列，商標權之爭議若經權責機關評定為侵權，其發函行

為可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除可減少訟源，並可提高處理效率。 

(二) 內容訴求的探討 

本研究內容訴求共有 192 個項次：純程序訴求 139 個項次、純實體訴求 36 項

次、兼具程序訴求及實體訴求有 17 項次。前述 17 個案（項次）例中，有 7 個未被

處分、10 個被處分（包括罰鍰 100 萬元 1 件、罰鍰 243 萬元 1 件）。以上說明，公

平會在過去實際個案的處理過程，大部分只檢視有無程序的違反，較少部分只檢視

有無實體的違反，更少部分同時檢視有無實體及程序訴求之違反。黃銘傑 49 建議，

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處理應參酌美國Noerr-Pennington法理，採取二階段判斷原則，

首先對實體規定的違反作判斷，若有違反，即非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若無違反，

再就其是否踐行程序規定，判斷是否為權利之正當行為。如此，應可提高案件處理

效率，節省不必要的人力支出，將有用的人力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同時又能與競爭

法先進國家接軌 50，避免許多學者 51 的批評，認為公平會在執行上，過度為權利行

使之形式和結果所惑，而忽略權利行使的實體，以致事業只要踐行處理原則程序相

關規定，即被認為係依照智慧財產權行使之正當行為。 

(三) 警告函案件量化原則探討 

警告函案件涉及量化原則包括證據類型及採證法則等二項，其中證據類型共有

                                                      
47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0644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三 相 關 資 料  (2004)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48 新版處理原則第 3 點增列：經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認屬著作權侵害者，被認

為係依照智慧財產權行使權力之正當行為。 
49 同註 6。 
50 智慧財產權警告信函案件 近三年案例減少許多，但不保證未來仍然如此，故仍應由提高效

率及與世界競爭法主要國家接軌著手。 
51 同註 5、6。 

http://www.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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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項次，外部量化證據只有 26 項次，所占比率約 8.8％；採證法則共有 187 項

次，量化法則只有 12 項次，所占比率約 6.4％，遠低於質化證據（或法則）。依實

際案例，前述量化法則（或證據）大都發生在，與終端消費者行為有關或與國際專

利權爭議有關之案件。例如 1999 年 3 月聯華電信公司舉行記者會指稱大眾電信公

司侵害其商標權案，引起大眾電信公司用戶的恐慌，為瞭解該當市場狀況，公平會

要求中華電信總局提供該局所作無線電叫人服務市場資料 52；1998 年 11 月美華影

視公司被檢舉濫發著作權警告函，影響卡拉OK業者及終端消費者權益，為瞭解音樂

著作市場概況，公平會請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提供該會所作市場調查資料 53；2001

年 3 月日商三井化學公司被檢舉濫發專利權警告信函案，事涉國際專利權爭議，為

解決此一複雜問題，公平會就該當產品，於 2001 年 10 月針對相關業者進行問卷調

查 54。Brandt and Presten 55 針對美國不實廣告證據方法及類型進行研究，發現美國

FTC證據方法及類型的使用，近年來產生極大變化。例如自 1955 年以後，內部證據

減少，外部質化證據大幅增加，但到 70 年代初期，外部消費者行為證據（外部量

化證據）則大幅增加，己達所有案件數的 55％。以上發現，可作為未來處理警告函

案件一個良好借鏡。 

事實上，公平會於 1997 年就訂有「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

項」，以供利害關係人進行市場調查，採用量化證據時依據。然就量化證據的採

用，對警告函案件之處理而言，尚處於萌芽階段，還有很大發展空間。且此一證據

方法，應不只限於終端消費者行為所涉及事項，或國際專利權爭議事件，其他類型

的個案亦可參考使用。因為廠商與廠商間之供需關係，雖多樣而複雜，但大都係受

到終端消費者行為之驅動而產生。 

(四) 警告函案件法律效果探討 

                                                      
52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404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三 相 關 資 料  (1999)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53 詳見公平會第 387 次委員會議，審議案三相關資料。公平會網頁：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54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577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三 相 關 資 料  (2002)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55 同註 28。 

http://www.ftc/
http://www.ftc/
http://www.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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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警告函案件之法律效果，就實際案例而言，全部集中在討論不公平競爭

事項，限制競爭之項次為 0，就連檢舉人之檢舉事項也未曾有涉及限制競爭者，只

集中在不公平競爭。此一情形相當特殊，與美國法之實際案例有若干落差。美國學

者Wied 56 調查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後發現，從 1985 年到 1993 年美國共有 31 個

案例惡意執行智慧財產權，而涉有與反托拉斯法限制競爭之規定相牴觸，但其中只

有 2 個案例構成限制競爭之違反。以上情形顯示，警告函案件之限制競爭責任不易

形成，但也非全無可能，只要具有市場力量之智慧財產權人所為之濫發警告函行

為，即有可能構成不當維持獨占地位，以致其發函行為，違反限制競爭規定 57。因

此，若智慧財產權人被證明擁有市場力量，其濫發警告信函行為，就有涉及違反限

制競爭之虞，並非如公平會過去案例中，全部集中在不公平競爭，全無涉及限制競

爭情事。 

六、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共有 4 項研究命題，除命題四，因公平會警告函個案之法律效果全數集

中在討論不公平競爭事項，限制競爭之項次為 0，以致χ2 無法檢定二者間之差異是

否達到顯著水準，該命題得到部分驗證支持，其餘命題全部得到驗證支持。惟就個

案實際管制程序與本研究所稱之科學化管制程序相互比較，仍存在若干缺口。例

如，新、舊版處理原則都未提及商標權爭議時，是否須經權責機關評定？若經評定

為侵權，是否可視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的依據，為其缺口一；缺口二，內容訴求

在執行上，未能參酌美國 Noerr-Pennington 法理，採取二階段判斷原則，過度重視

程序訴求，忽略實體訴求，使諸多人力消耗在審查當事人發函程序的泥沼中，而減

損案件的處理效率；缺口三，證據類型及採證法則量化比率偏低，事實上，美國

                                                      
56 Peter J. Wied, “Patently Unfair: State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and Patent Enforcement,” 12 Harv. 

J. Law & Tec., 469 (1999). 
57 黃銘傑，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元照出版公司，34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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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C 近期以來對不實廣告，在證據方法及類型的使用上，己逐漸重視市場調查報

告，大量增加量化證據，而警告函實體內涵亦有涉及虛偽不實之可能，應可借鏡；

缺口四，公平會警告函案件法律效果，全數集中在不公平競爭事項，忽略涉及限制

競爭的可能，此與美國法實際案例中包括限制競爭有若干落差。綜合以上，將針對

前述四項缺口提出建議。 

(二) 對主管機關的建議 

台灣係產品規格智慧財產權的輸入國、產品製程智慧財產權的輸出國，在智慧

財產權領域，與各國交往相當緊密，也時常發生爭議，尤其是歐美先進國家，然而

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之管制，係平衡智慧財產權所有人、競爭者及其通路間權益的有

效方法之一，各競爭法主要國家無不重視。另外，競爭法為國際化傾向的法律，在

案件處理上，如何提高效率、效果，且能與國際接軌，亦相當重要。故就前述缺

口，向主管機關提出以下建議： 

1. 缺口一：本研究全數 28 件商標權警告函案件中，涉及當事人間商標權爭議者有

16 件，所占比率約為 57％。另就 近三年警告函案件共有 7 件，其中涉及商標

權的案件有 3 件，其重要程度愈來愈顯著。故處理原則若能增列「經權責機關評

定為侵權，視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則當事人可在發函前，先請權責機關評

定，除可減少訟源外，若檢附評定資料供主管機關參考，也可節省該機關許多程

序調查時間，提高案件處理效率。 

2. 缺口二：許多學者建議，警告函案件之處理可參酌美國 Noerr-Pennington 法理，

採取二階段判斷原則。事實上，採取二階段判斷原則除可與國際接軌外，亦可得

到效率、效果的優點。就案件處理之效率、效果觀之，本研究共有 77 件處分

案，其中 71 件因涉及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被認為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若

採取二階段判斷原則，可先檢視其實體內涵，若有誇大或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情

事，即可判斷其違反公平法第 24 條規定，縱使要進行程序要件審查，也只是強

化證據力而己，不必重新調查，當可節省許多調查時間；若無實體的違反，始就

其是否踐行程序規定，判斷是否為權利之正當行為。 

3. 缺口三：本研究 175 件個案中，有 12 件同時採用量化之證據類型及採證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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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案處理時間由 6 個月到 24 個月不等，平均每件費時 11.5 個月，若與其他未

進行量化之類似個案比較，其費時並無增加的情形，且可因市場調查而得到較完

整的資訊，供競爭法主管機關判斷該等案件對市場或消費者的影響，以作出 佳

決策。茲就類似案件舉例如下：1998 年 6 月「星堡」與「鑫堡」商標權爭議案，

當事人被檢舉濫發警告信函案，至 1999 年 6 月結案，費時 12 個月  58 ；

「HIMAN」晴雨窗商品著作權濫發警告信函案，審理時間由 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8 月，費時 17 個月 59；3Com 公司國際專利權濫發警告信函案，審理時間由

2002 年 10 月至 2006 年 6 月，費時 44 個月 60。 

4. 缺口四：倘具有市場地位之智慧財產權人或具有共同屬性之智慧財產權人為維持

市場地位，單獨或聯合濫發警告函，是否有違反限制競爭之虞，美國有實際案例

佐證 61，但公平會仍然以為這些個案依母法（公平法）相關規定處理即可。事實

上，這些個案同屬警告函相關類型，若能以警告函的方式處理，並不會減損母法

的完整性，反而會增加警告函案件處理之完整性，同時亦可與國際接軌，增加公

平會處理類似案件的透明度。 

(三) 對實務界的建議 

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係平衡智慧財產權所有人、競爭者及特定事業之交易相對或

潛在交易相對人間之權益的有效方法之一，但發函人往往在函中提及「不解決此一

問題，將予人支持仿冒，支持侵權者的負面印象」62、「若不停止販賣，將身陷囹

圄或受刑罰處分」63 等字句，以致交易相對人接獲信函後，紛紛將系爭產品下架或

                                                      
58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398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五 相 關 資 料  (1999)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59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563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二 相 關 資 料  (2002)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60 詳見公處字第 095096 號處分書 (2006)。公平會網頁：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

期：2009/3/3。 
61 同註 56。 
62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526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五 相 關 資 料  (2001)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63  詳 見 公 平 會 第 536 次 委 員 會 議 ， 審 議 案 三 相 關 資 料  (2002) 。 公 平 會 網 頁 ：

http://www.ftc.gov.tw， 後瀏覽日期：2009/3/3。 

http://www.ftc/
http://www.ftc/
http://www.ftc/
http://www.ftc/
http://www.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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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訂單或辦理退貨並終止契約，使受信者蒙受極大損失，損及公平競爭環境。故

智慧財產權人之發函行為，應相當謹慎，切記不可冒進，以免發生損人不利己的情

事。因此，就警告函實質內容及發函程序建議如下：首先，要先確定自己是否確實

擁有智慧財產權，該智慧財產權的內容、範圍及項目等，與受信者之權利有無重

疊，若有，應先請權責機關予以評定；其次，將警告函內容請教相關法律專家，並

請其審閱內容有無誇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陳述、或影射競爭對手侵害其權利或為爭

取交易機會，故意損害競爭對手聲譽之情事； 後，檢視發函程序，是否符合公平

會所訂處理原則第 3、4 點規定。 

(四)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近年來雖警告函案件有減少的趨勢，但仍不失其平衡智慧財產權人、競爭者及

交易相對人間之功能。因此，若警告信函能依正當內容訴求及程序從事發函行為，

當可強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鼓舞企業積極從事研發，有助提升企業競爭能力；但

若未能依正當內容訴求及程序，從事發函行為，將帶來市場之獨、寡占結構，進而

對市場的自由競爭產生不當的影響。如何權衡該二種對競爭效能有正、負向關係之

權利，端視二者抵換（trade-off）後，是否產生競爭效能而定，惟此種實證研究，

迄今尚未發現有人進行中。故對未來的研究建議如下：1.利用相關文獻建構正、負

向力量及競爭效能之觀察變數；2.利用內容分析法建構前述觀察變數之態度量表；3.

利用 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驗證三者間之關係；再視專利權、著作權及

商標權為干擾變數，藉由區別分析驗證三者對競爭效能影響，及其差異是否達到顯

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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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Analysis of Infringement Notice Cas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Focusing on Fair Trade Law 

Shih, Chin-Tsu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discuss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of infringement noti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The research reviewed relevant documents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science control procedure and regarded the categories, substantial claims and 

procedural claims of the content claim, internal evidences and extrinsic quantitative 

evidences and extrinsic qualitative evidences of the evidential category, explain rules and 

quantitative rules of the adopted rule, unfair competitions and limited competitions of the 

law’s effect, as the themes of a content analysis to compare with control procedure of 

substantial cases, and to valid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Using a research sample 

of 175 cases of the infringement notice between 1997 and 2008 and conducting a cross-

analysis and a χ2 test. The results confirm the ratio of procedural claim is superior to 

substantial claim,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reaches significantly. They also 

substantiate the ratio order of the evidential category to follow the extrinsic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e internal evidence and the extrinsic qualitative evidence,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reach significantly. Meantime, the ratio of the explain rule is superior to 

the quantitative rule,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reaches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law’s effects all belong to the unfair competitive issues, and never one is been the limited 

competition. The result can be provided as references to the business and the authority for 

treating alike cases.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fringement Notice; Content Analysis; Fair Trade 

Law. 

                                                      
Date submitted: April 13, 2009 Date accepted: September 23, 2009 
* Shih, Chin-Tsu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Enterpreneurial Management, Kainan 

University. 



72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