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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商場如戰場，事業存在激烈的競爭。為了打倒競爭對手無所不用其極，陳述或散布損

害他人營業名譽之不實消息，以達到打倒對手之目的，為常見之手段。此種行為有害交易

秩序，妨害正常之公平競爭，故公平交易法明文禁止營業誹謗。此外，為了保護個人的社

會聲望，刑法也不許誹謗攻擊他人。因為一個誹謗行為可能侵害競爭對手的信譽，也同時

侵害競爭對手的負責人；此種想像競合現象只論以一罪，即依照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處

罰。本文先分析各國相關規定及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內容，再說明刑法「誹

謗罪」的相關規定，並澄清公平交易法與刑法間之法律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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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公平、競爭、名譽、誹謗、競合 

壹、前言 

事業為追求發展賺取利益，必有許多營業競爭之行為。事業若以不公平的手段競爭，

即為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所禁止。公平法所規範的不公平競爭手段有多種，「禁

止妨害他人營業信譽」為其中一種。 

事業的信譽，是長期在經濟活動上所獲得的評價，顯現其產品品質、服務提升及價格

合理化之努力，獲得肯定。若因為受不實傳言影響，則可能承擔不利的後果，並有損公平

競爭之精神。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情事。」立法理由指出，事業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損害他人營業名譽

之不實消息，以打擊競爭者，屬有害交易秩序，故明文禁止之。可見本條規範之目的，在

於保護事業之營業信用名譽，禁止藉由陳述或散布虛偽不實消息，來打擊競爭者，以維持

商業競爭之公平。 

公平法之外，刑法的「誹謗罪」與「妨害信用罪」也禁止信譽之誹謗，因此有必要釐

清公平法與刑法之法律適用關係。本文先分析各國相關規定及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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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再說明刑法誹謗罪的相關規定，並澄清公平法與刑法間之法律競合關係。 

貳、禁止營業誹謗之立法例 

一、美國 

美國法關於「不公平交易行為」（unfair trade practice）之規範，並非由單一法律體系

所架構，而是散見於習慣法與成文法之中，且其發展並非立即繼受而來，而是分次、漸進

地落實於本土。在美國法肯定商業言論本身易受言論自由之保障下，習慣法上關於「不公

平交易行為」之規範，係源自於傳統侵權行為法（torts）之演變，僅是侵權行為發展下的

特定類型，其救濟方法是民事賠償，故與刑責及行政管制無涉。 

美國法對於商譽的保護有二類型。其一，傳統侵權行為法中之誹謗（defamation）訴

訟，是對他事業為詐欺、欺罔、不誠實之指責；其二，為「貶低」（trade disparagement）

類型，乃針對他人之商品或服務，進行品質上的攻擊。 

對於貶低類型之侵權訴訟，原告需證明：陳述不實、實質惡意、所受之特定損害，因

此相較於誹謗訴訟之由被告證明陳述之真實與確信及推定損害，確有其高難度1。 

因習慣法之不足或不當（例如，適格之原告、損害之證明等，在多數有爭議之競爭行

                                                      
1
 石世豪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頁 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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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並不易以私人之力量為之），而催生了成文法對於「不公平交易行為」之規範，以

建立懲罰性救濟及刑事責任之架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914, 1938）第五條（a）（1），為最早不正競爭法之規範立法。在本規定下，聯邦交

易委員會主要針對侵害商標及競爭者的誹謗加以制裁，且主要在於強調「不公平」競爭手

段之禁止與除去2。故習慣法有關「不正競爭」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a）（1）有關

「不公平競爭方法」及「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之規定，為我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

之相關立法例。 

二、日本 

日本的「不正競爭防止法」規範行為包含營業誹謗、虛偽表示原產地等。學者指出，

日本制訂本法目的，在於使日本順利加入巴黎同盟公約組織，其後數次修正亦是因應國際

條約，並無意使此該法成為日本經濟生活的重要行為規範，而只是附麗於工業財產法，補

充商標法的不足3。 

然而，時至今日，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已成為彼邦重要之經濟生活的重要行為規範，

                                                      
2
 林騰鷂著，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

79 年 6 月，第 108 頁。 
3
 蘇永欽著，論不正競爭和限制競爭關係──試從德國現行法之觀察──之文中引言。載

於台大法學論叢第 11 卷第 1 期，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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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屬不爭之事實。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最新修正在平成 16 年（2004 年，於 2005年施行），

其中相當於我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者乃第二條第一項第十四款，該規定將「告知或散布危害

有競爭關係之他人營業信譽之虛偽事實者」定義為「不正競爭」行為的一種。 

惟需注意的是，本款規定之適用上，以具有「競爭關係」之事業所為的損害營業商譽

為其規範對象，從而不具有競爭關係的事業所為之商業信譽損害行為，即非本款規範範

疇。在實務運用上，本款規定多適用於比較廣告及智慧財產侵害之濫發廣告函行為4。違

反本款之法律效果，有侵害制止請求權（同法第三條）、損害賠償請求權（同法第四條）、

信用回復措施（第七條）等民事責任。 

三、德國 

德國的「不正競爭防止法」（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s）於 2004 年修法

前與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相當者，為第十四條第一項5。修法後，則規定於定義「不公平行

為」的第四條第八款。根據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中第八款前段：「關於競爭對手之商品、

服務或事業，或關於事業主或經營成員之事實陳述或散布，且陳述或散佈內容之真實性未

                                                      
4
 石世豪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載於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行政院公平

交易委員會彙編，頁 325。 
5
 徐火明著，公平交易法論，不正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1997 年，頁 87 以下。關

於本條之構成要件可參照,Kling/Thomas, Grundkurs Wettbewerbs- und Kartellrecht, 2004, 

§14. Rn.39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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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證實，因而造成事業經營或事業信用之損害者。」違反者，被害人「得被請求不作為和

損害賠償」（同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並刪除刑事責任的規定。 

對於營業誹謗之刑事責任原本規定於舊法第十五條，該條於 2004 年刪除，立法理由

提出，德國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已有誹謗的規定，並能適用於法人6，致使不正競爭防止

法無單獨適用的餘地，因其不具有實務上之重大意義，故將之刪除
7
。 

不過，依照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八款後段規定：「若陳述或散佈者為私下之

消息，且發出消息或接受消息者對此有正當利益者，僅於陳述或散佈違反真實之事實者，

始構成不公平行為。」換言之，本條區分公然或私下陳述或散佈場合的情形，且對陳述或

散佈事實的真實性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亦即，公然，應未經證實；私下，則違反真實）。

以行為影響的層面區分其構成要件，不但精緻而且有其必要，值得作為我國的借鏡。 

我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僅就「不實情事」之陳述或散佈加以規範，而「事實」才有所

謂的「不實」與否，因此公平法僅規範「事實」的陳述，而不及於「價值」的貶損行為。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七款則把「貶抑或誹謗競爭對手之標誌、商品、服務、事業

活動或營業關係」也定義為「不公平行為」的一種，換言之，無關事實真偽的「意見」或

                                                      
6
 Tröndle/Fischer, StGB,52. Aufl.,2004 §187. Rn.3. 

7
 Regierungsentwurf vom 22.8.2003, BR-Drucks. 15/1487, S. 15; auch Vgl. Kling/Thomas, 

a.a.O,, §1. Rn.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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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判斷，也有可能成為該法規範的對象。此款修正，乃是德國法院實務見解的成文化（修

法前以該法第一條規範之8），我國雖尚無相關爭議案件，但無關事實真偽的意見或評價，

也有可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自不待言。 

四、小結 

各國對營業誹謗之禁止均設有類似規定，惟仍有不同之處。美國法關於「不公平交易

行為」之規範，是由習慣法有關「不正競爭」及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a）（1）第一

項有關「不公平競爭方法」及「不公平或欺罔之行為或慣行」之規定， 所建立的懲罰性

救濟及刑事責任之架構。 

此外，我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雖不同於日本，未明文規定須以具有「競爭關係」之事

業為營業商譽損害的規範對象，然公平會也都會檢驗此一要件，不過，實務運用上，似乎

沒有限制此一要件之必要9。 

德國法區分陳述或散佈場合的公然或私下，而對陳述或散佈事實的真實性有不同程度

的要求，且將「貶抑之行為」也定義為不公平行為的一種。我國公平法僅規範「事實」的

                                                      
8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規定：「對於為競爭目的，而於營業交易中從事有背於善良風

俗之行為者，得請求其停止作為及賠償損害。」係採對不正競爭行為概括性規範。Vgl. 

Kling/Thomas, a.a.O,, §1. Rn.1ff. 
9
 詳見下述：參、「營業誹謗之禁止」之一、「須為競爭之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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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而不及於「價值」的貶損行為。不過，價值判斷也有可能成為相關爭議案件的對象，

此點可供未來執法的參考。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原有營業誹謗罪（Geschäftliche Verleumdung） 

的規定10，2004年修法時，刪除有關刑責的規定。理由是，德國刑法已有誹謗罪，無須疊

床架屋，重複在不正競爭防止法規定。 

由於我國公平法所保護的法益，為抽象的競爭秩序與競爭者的商譽；刑法的誹謗罪，

則為侵害個人法益之罪。公平法所規範者，為自然人與事業主體；刑法所規範者，則主要

為自然人。公平法與刑法對於誹謗行為各有規範，實有其各自的規範目的與意義。 

德國的執法經驗雖然不具成效，在我國卻有不同的風貌。自民國八十八年七月迄今，

約六年時間11，各地方法院關於適用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結案之判決就約有五十餘件12，已

發揮相當的威嚇功能，因此公平法對於營業誹謗罪的規定，不宜輕言廢除。 

參、公平法營業誹謗之禁止 

在掌握德國、日本及美國的相關規定後，接著分析公平法中關於營業誹謗禁止之規

                                                      
10

 相關的內容可參石世豪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 326 頁；徳文文獻亦可參閱 Kling/ 

Thomas, a.a.O. Rn.426 以下。 
11

 公平法雖實施十三年多，但民國 88 年 7 月以前之判決，司法院並未收錄建置於網站，無

法查閱統計。 
12

 詳參附件：台灣各地方法院 88 年 8 月以後，關於適用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結案之判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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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

信譽之不實情事。」究其內容，必須具備：以競爭目的、為損害事業名譽之行為、誹謗客

體涵蓋事業以外之營業主管等，並造成損害營業信譽之危險結果。以下就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平會）曾經就具體案例中所認定的構成要件分析如下： 

一、須為競爭之目的 

關於名譽信用之保護，刑法有妨害名譽及信用罪之規定，民法有第十八條、第一八四

條、及一九五條之規定，被害人可以請求除去、防止侵害及損害賠償。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的適用前提是，以「基於競爭之目的」而為妨害公平競爭之行為13。

依公平法第四條規定加以判斷：「本法所稱之競爭，為二以上之事業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

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且參照德國的實務見解，

認為「對於營業信譽受損害者所造成的不利益，應與行為人自己或第三人所追求的競爭利

益間，需具備交換關係（Wechselbeziehung）」為前提14，即可得知，競爭目的之存在，是

適用本條之前提要件。 

至於競爭關係存否的認定，應以行為人意圖增進其競爭利益的事業為準，並不以行為

                                                      
13

 劉孔中著，公平交易法，2003 年，元照出版，第 253 頁。 
14

 Baumbach/Hefermehl，Wettbewerbsrecht, 22. Aufl., 2001,§14, Rn.2.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107 

 
 

人本身或其所屬事業為限15。立法例上，日本法以「競爭關係」為要件，德國舊法以「競

爭目的」為要件，修法後則似採「競爭關係」。公平法與德國舊法相同，以「競爭目的」

為要件。 

至於「競爭關係」與「競爭目的」兩者是否意義相同，應加說明。如從文義觀察，競

爭關係指行為人與受害人間須具有競爭關係，惟若如此解釋，上游事業損害競爭同業之下

游事業，或關係企業中之控制公司指使其從屬公司損害控制公司之競爭同業的營業信譽，

是否亦具有競爭關係，頗值商榷。但日本學者認為只要出於「競爭目的」，即屬有「競爭

關係」16，基於此，平行水平間的事業會具有競爭關係，上下游事業之間也應具有競爭關

係。 

公平會認為：判斷事業之行為是否為「競爭之目的」，其前提亦宜以事業間具有「競

爭關係」為要件。而所謂「競爭關係」，公平交易法第四條規定：二以上之事業在市場上

以較有利之價格、數量、品質、服務或其他條件，爭取交易機會之行為。由於被檢舉人與

檢舉人所各提供之產品具有替代可能性，而可認為係屬同一市場範圍之具有競爭性質產

品。因之，被檢舉人製作、散發系爭傳單之目的，明顯即係為競爭之目的所為
17
。 

                                                      
15

 認識公平交易法，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2004 年 9 月，增訂第十版，第 371 頁。 
16

 賴源河著，公平交易法新論，2002 年，第 394 頁。 
17

 參照，公平會第一五四次委員會議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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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公平會的判斷，是以概括的、範圍較廣之「競爭目的」為衡量標準。不過，

在「競爭目的」此一要件的認定上，公平法實務仍從客觀上存在於行為人與營業信譽受損

害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出發，再依客觀情事推論主觀意圖18。例如，為履行澄清說明義務19、

因主管機關之詢問而答覆或陳述20，實務上皆不認為是出於競爭目的所為之陳述。 

另外，依刑事實務見解，競爭目的並不以競爭關係為前提，而以被指為違法之事業在

主觀上是本於競爭目的而為損害之行為即為已足21。這種判斷與公平會的見解稍有不同。 

二、損害事業名譽之行為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所規範者，為不實「事實」的陳述或散佈，而不及於評論或意見等

                                                      
18

 石世豪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頁 334 以下；何之邁著，公平交易法實論，2002 年，

修訂版，第 318 頁。 
19

 例如，美式公司向媒體發佈「環美公司以商業惡性競爭散佈種種不實謠言，致影響美式

商譽」等言論，而被環美公司檢舉。公平會第一一五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美式公司為

証管會核准股票上市之公司，依「台灣証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關上市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証暨公開處理程序」第二條、第七條之規定，對有關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有足以影

響上市公司之有價証券行情者，確有向投資大眾公開說明及澄清之義務，故美式公司記

者會之目的旨在澄清說明環美公司之指控，並非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環

美公司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自與第二十二條規定之要件不符。 
20

 例如，在公平會調查處理過程中，邀集有關機關及業者召開「軟式透水管製造方法及市

場狀況」座談會。在座談會中，經公平會就有關事項請與會代表發言，山坡公司之獨家

經銷商水龍王企業有限公司代表說明，廣水公司仿冒並學習山坡公司軟式透水管製造方

法。廣水公司因而檢舉水龍王公司公開表示其仿冒並學習山坡公司軟式透水管製造方

法，詆毀其產品為不良品，致其營業信譽受損。公平會認為水龍王公司代表於座談會中

之陳述，純屬對公平會所詢事項，就其觀察之事實，予以答覆，既屬答詢之性質，已難

認其主觀上有為競爭之目的而為陳述。故公平會於八十二年公訴決字第 026 號訴願決定

書中做出不處分決定。。 
21

 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度上易字第一九五九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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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判斷」。事實和價值判斷的差別在於，前者有真偽可言。至於與事實真假無關的意

見，較難判斷，不易舉證，不屬本條的規範對象22。陳述或散布不實消息，為實務上常見

之損害事業名譽信用的行為方式。 

實務上往往也有以「警告侵權或威脅訴訟」與「公布判決」的方式，損害他事業的名

譽。從廣義觀察，這兩項行為亦屬陳述或散布不實情事。說明如下： 

（一）陳述或散布不實情事 

陳述或散布不實消息是指，針對特定之競爭者陳說或傳播與真實情況不符合之事實，

或雖未指明但可得推知其人，而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消息。陳述或散布的方式，不論以口頭、

書函、廣告、傳真、警告信等，均可構成陳述或散布不實之行為23。例如，宣稱競爭對手

財務狀況發生問題，實際上其財務狀況非常健全24；或是品質無虞卻宣稱對人體有所傷

害；無侵害專利權，卻偽稱侵害其專利25。 

                                                      
22

 不過，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四條第七款則把「貶抑競爭對手之行為」也視為「不公平

行為」的一種，將無關事實真偽的意見或價值判斷，也成為該法規範的對象。此款修正，

乃是德國法院實務見解的成文化。Vgl.,Emmerich, Unlauterer Wettbewerb, 6.Aufl., 2002, 

§9.III, §9.V. 
23

 劉孔中著，前揭書，第 251 頁。 
24

 例如，保你家國際事業公司於報紙刊登銷售「瓦斯定時閉關防爆裝置控制器」廣告，並

於廣告上表示「為免已倒閉或即將倒閉之不法廠商以假冒防災設備（含不合格）危害消

費大眾，特公布下列品牌及廠商：民安牌、遠寶牌、祥安牌、七寶牌...」，經公平會調查

後，於第三一○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該公司除涉及廣告不實外，就廣告上聲稱競爭對

手已經倒閉、或即將倒閉公司之部分，另已構成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情事。 
25

 例如，合鳴公司認為金歐公司有侵害其所擁有之第 117292 號新型專利權利，故寄發存證

信函，惟其所為與本會以往所處理對競爭對手之交易相對人發警告信函尚屬有別，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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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述或散布之內容，必須足以損害他人之營業信譽26，亦即，足以降低社會對受

害人事業之評價，但陳述或散布之內容，若能證明為真實者，即非不實情事，自不構成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參照刑法第三一○條第三項）。所謂「不實情事」，只需違背真實

情事即可27，而不限於過去或現在之事實，亦不限於具體指摘相對競爭者為必要，只須其

指摘之程度已達第三者瞭解其所指摘為何事業，即可成立。 

須特別注意者，陳述或散佈等表意行為，屬於憲法第十一條言論自由所保障的範疇，

因此，就此等基本權的限制，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要求。公平法

第二十二條雖提供了法律保留的正當基礎，但就違法性的判斷上，仍須就各該個案作比例

原則的檢驗28。 

（二）警告侵權與威脅訴訟 

                                                                                                                                                      

的性質上應屬專利權行使，並非為競爭之目的。故公平會第四二六次委員會議決議，本

案尚難論合鳴公司有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不實之情事，致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

二條之規定。 
26

 例如，文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散布『鄭重啟事』宣傳單與產品價格比較表。經公平會第

一五四次委員會議決議，輝聯公司確為頂尖公司在台之總代理，因此文新公司於系爭傳

單中遽稱輝聯公司「謊稱為頂尖公司總代理」、「不懂電腦」、「繼續欺騙客戶」等語，即

屬不實且實難認為係出於善意發表之言論，業已降低社會相關大眾或交易相對人對輝聯

公司之營業上評價，足以損害其之營業信譽。 
27

 例如，億達廣告事業有限公司與優龍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製作及散發宣傳單指謫競爭

對手為「不肖廠商」、「冒名舉辦」、「心存欺騙」、「以達騙財目的」及「招搖撞騙」等情

事，惟查其所指謫事項欠缺事實根據， 且亦足以損害他人之營業信譽，公平會第一六七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28

 石世豪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頁 33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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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事業名譽信用之另外一種行為，是以「警告侵權或威脅訴訟」的方式為之。諸如

商標、專利或著作等權利人，得否將他人侵權行為或涉嫌侵權行為傳布於眾，需視具體案

情而定。 

依照公平會的意見，未取得法院判決或有公信力的機構鑑定報告，不得隨意發警告

函；若專利權人任意發函顧客，謂競爭對手的產品，涉嫌侵害專利29或警告顧客終止與其

交易，不論是否屬實，皆屬不正競爭行為一種，若以此方式達到妨害競爭對手營業信譽，

亦有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適用30。 

另外，以警告侵權或威脅訴訟的手段，損害事業對手之名譽，是否構成營業誹謗，仍

須就主觀意圖來判定。如行為人明知競爭對手未侵害權益或未能確知競爭對手已侵害權益

31，卻採取警告侵權或威脅訴訟之方式為之，會構成營業誹謗。然若僅專利權之行使32，

                                                      
29

 例如，銀谷公司之產品業經鑑定與普司通公司第 50944 號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不相同。

然萬灃公司仍逕行陳述銀谷公司之產品為仿冒品，不僅降低其產品品質之社會評價，亦

致其交易相對人或可能之交易相對人中止或斷絕交易及可能之交易關係，參照公平會

（88）公處字第○二三號處分書的意見，認為其陳述或散布系爭不實文件之行為係為競

爭之目的，且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30

 例如，佑洋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競爭目的，於所散布之警告信函中指涉他事業為「某不肖

商人」，銷售商品為「大陸不良退修品」等不實情事，足以損害他事業營業信譽，經公平

會第二六八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31

 例如，勁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其下游經銷商宣稱大漢企業社侵害其專利權及著作權而仿冒

其產品，並要求該等經銷商提供大漢企業社所寄發之產品型錄資料，經公平會第一七一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其未能確知大漢企業社侵害其權益，竟事先陳述或散布大漢企業

社仿冒其產品情事，並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是其應有損害大漢企業社營業信譽之故意。

故勁泰公司之行為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32例如，力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通知信達公司之情形下，逕行寄發存證信函予信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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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構成營業誹謗。 

（三）公布判決 

惡意指摘競爭對手的行為，也包括公布判決。事業能否就爭訟事件於訴訟終結後，將

判決內容公諸社會，應視判決是否確定。由於未確定的判決33，可能因上訴而有不同的認

定，因此公開的方式或範圍應有限制。 

至於確定的判決，在適度的範圍內，應容許公開。例如，以聲明啟事之方式公布判決，

若陳述與事實並無不符，且其並具體揭露「處分書字號」、「處分書主文」及「新聞稿」等

重要資訊，詳實揭示檢舉雙方之爭訟關係，則並無不許公開的理由34。 

三、誹謗商品、服務或營業主管 

                                                                                                                                                      
之交易相對人台電公司，嗣並搜索扣押信達公司二千五百具路燈開關貨品，旋即去電及

委由專利事務所正式函告台電公司搜索扣押乙事，力韻公司此等未踐行事先通知程序，

逕發警告函之行為，經公平會第六○○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力韻公司寄發系爭存證信

函係在主張維護其專利權，尚難稱力韻公司係為取得競爭優勢之目的所為，故並未合致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構成要件。 
33

 例如，元王公司涉嫌仿冒新篙公司專利產品，為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公訴，惟該案

因行政訴訟結果尚未確定，而元王公司亦未遭判刑，新篙公司卻於「台灣電玩雜誌」上

刊登「請注意元王公司彩票機已被新篙公司取締專利，已起訴，正在判刑中，勿購買仿

冒品，以免判刑連累。」之警告語句，經公平會第四六四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新篙公

司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34

 例如，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工商時報刊登半版之聲明啟事，刊載「五鼎生物技

術股份有限公司，因發函指稱聿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品侵犯五鼎生物技術股份

有限公司之營業誹謗專利權，遭公平會裁定違反公平法，並科處罰鍰在案云云」，經公平

會第六○五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聲明啟事之陳述與事實並無不符，且其並具體揭露「本

會處分書字號」、「處分書主文」及「新聞稿」等重要資訊，詳實揭示檢舉雙方之爭訟關

係，故尚難認該聲明啟事有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之情事，涉有違反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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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聲譽和企業體的名譽休戚與共，誹謗商品而足以降低社會對該事業之評價，該

當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營業所有人及負責人等之形象，往往和企業之聲譽結合，尤其是大企業的主管及所有

人，往往因為遭受惡意評論而影響了社會對企業形象的觀感。故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散

布有關他企業之所有人或主管人身之不實情事35，亦為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所過問。這可以

從原來的公平法施行細則草案第三十二條看出，依該條，對事業之所有人、負責人、合夥

人之人身也予以保護。所以，解釋上對事業之所有人、負責人36、合夥人的人格攻擊，也

屬於營業誹謗的範疇。 

四、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之信譽 

陳述或散布內容，需足以降低社會大眾或交易相對人，對被指摘之營業產生不信任

                                                      
35

 例如，睿傑企業有限公司於 1996 年發函予台塑公司散佈新加坡商新商興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的不實情事：台中煙囪主持人 A 君...被 Hopewwll 公司革職，Ａ君被革職後於 1990

年成立ＣＳＭ公司。然經公平會調查：Ａ君從未受僱於 Hopewwll 公司，亦未被其革職，

且ＣＳＭ公司成立於 1988 年並非 1990 年。經公平會第三二一次委員會議決議，睿傑公

司未經查證，以無實際證據之事項，意圖散布於眾，具體向業主台塑公司指摘前述足以

毀損新商興利公司營業信譽之事項，以遂行其競爭得標之目的，顯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 
36

 例如，達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其網頁上稱：「X 瑟騙子滿市場」、「曾 X 釗在八十五年

間曾參加達太考場的 CPIM 認證，在考證時，曾 X 釗即在考場散發以他為師資的 CPIM 

DM，在考場招生，其人品如何，各位自己判斷...」難認為係出於善意發表之言論。故公

平會第一六三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達太公司對安瑟公司負責人曾渙釗之陳述屬不實情

事，應可認定此業已符合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所稱「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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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造成營業上之損害；亦即，虛偽不實之消息須足以損害競爭者的營業信譽37。至於是

否造成損害營業信譽之結果，應斟酌一切情事加以判斷，不能只依當事人之主觀認知38。

亦即，應衡酌交易相對人及潛在交易相對人對於廣告內容之客觀評價39。例如，廣告內容

對於產品、營業、營業所有人或主管人員等之不當貶損，導致被貶損人之交易相對人及潛

在交易相對人，產生嚴重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易或減少交易之可能40。 

解釋上，是否有造成營業上之損害，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換言之，行為雖未造成現

實的損害，但已經惹起危險狀態即足。所以，只要誹謗行為足以引起被貶損人之交易相對

人及潛在交易相對人，產生嚴重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易或減少交易之可能，就已經惹起

營業信譽損害之危險狀態。這就是學說上所稱的「具體危險結果」
41
。刑法實務的判斷，

大都遵循這個法則
42
。不過，公平會實務的運作卻趨於嚴格，例如，在第六六七次及第六

九七次委員會都認為：因為檢舉人並未提供廣告行為致營業信譽或營業銷售狀況有遭貶損

                                                      
37

 劉孔中著，前揭書，第 252 頁。 
38

 例如，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檢舉永慶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於各大媒體刊播「永

慶房屋領先信義房屋一分鐘，一分鐘幫你配好對」等系列廣告，大肆宣傳，然信義房屋

僅表示系爭廣告播出後營業收入大幅減少，卻未提供具體書面資料佐證該廣告對其營業

信譽有所貶損，經公平會第六二七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尚難認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 
39

 何之邁著，前揭書，第 318 頁。 
40

 參照公平會編撰「比較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一覽表」，關於第二十二條部分之判斷基準。 
41

 參照拙著，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05 年，第 112 頁。 
42

 例如，台北地方法院 88 年度自字第 642 號判決及板橋地方法院 92 年度自字第 234 號判

決。都認為：只要影響一般交易大眾對被攻擊對象之評價，產生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

易或減少交易之可能性，即達到足以損害原告之營業信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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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體事證，故依現有事證，被處分人案關廣告行為尚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但這是對具體危險結果的誤認，宜修正這種嚴格標準的認定
43
。 

五、法律效果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的法律責任有三：行政責任（公平法第四十一條）、民事責任

（同法第三十一條）及刑事責任（同法第三十七條）。 

（一）行政責任 

行政責任方面，依公平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有：（1）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

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2）並得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3）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

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等三種不同性質之行政處分。 

事業如為競爭之目的，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而對於效能競

爭所形成的交易秩序造成危害者，即得課以本條之行政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九十四年新通過之行政罰法44明定行政罰與刑罰之間亦適用一行

                                                      
43

 參照，公平會第三七六次委員會議的決議，亦持相近之見解。 
44

 新行政罰法將於九十五年二月五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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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二罰原則（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45。故行政罰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一行為

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但

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當一行為
46
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刑罰優先，進行刑事訴訟程

序，但依法律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者，行政機關得另為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裁處。蓋

此非刑罰所能涵蓋或替代，故行政機關可不待法院判決，即為裁處，以達行政目的47。 

由於上述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一事不二罰」的宣示，使得公平會正在研擬之公平法

修正草案擬刪除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行政處罰規定。不過，本文基於以下理由，認為

保留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行政責任仍有其必要： 

1. 裁處其他種類行政罰不受「一事不二罰」之拘束 

由於公平法第四十一條含有三種不同性質之處分，第一種的「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處分，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而係一般之行政處分（下

命處分），非行政罰48；至於第三種之「續予裁處罰鍰及續命限期停止、改正其行為或為

                                                      
45

 林鍚堯著，行政罰法，2005 年，元照出版，第 137 頁。 
46

 關 於 「 行 政 罰 法 上 之 一 行 為 （ Tateinheit ）」 概 念 ， 可 參 照 Erich Göhler, 

Ordnungswidrigkeitengesetz, 2002, vor §19, Rn 3ff.9ff.; Karlsruher Kommentar zum Gegetz 

ueber Ordnungswidrigkeiten, 2000, §19, Rn 19ff; 27ff. 
47

 林鍚堯著，前揭書，第 47 頁。 
48

 因為本種處分依行政罰法第二條之立法說明 3：「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僅限於

本條各款所定『裁罰性不利處分』，並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裁罰性』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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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更正措施，直至停止、改正行為或為必要之更正措為止」，一般仍認為係行政機關為

督促違法事業履行義務，所採取之行政上之強制執行手段，屬行政上之執行罰非行政罰。

從而本會對於違反第二十二條的事業，倘採取第一種行政處分或第三種行政法上之執行罰

時，尚無「一事不二罰」之適用，自無前揭刑事優先之考量。 

另外，從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但書得知，行政罰法第二十六條並無全部排除行政罰與

刑罰得併合處罰的情形49。由於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目的，在於維護公平的競爭秩

序，故除了刑罰制裁外，尚須有一般之行政處分配合，才能真正達到本條之立法目的。 

2. 依實務經驗，公平法第二十二條已發揮立法功能 

自公平會成立以來，以第二十二條結案處理之檢舉案件，共有 68 件50，其中，作成

處分者共計有 12件。即「命停止違法行為」的案件有文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2件，而

其中，另處以罰鍰的共有新篙實業有限公司與達太顧問股份公司 2 件，分別處以 20 萬元

                                                                                                                                                      
利處分』為要件，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者，因與行政罰之裁罰性

不符，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無本法之適用。」 
49

 關於行政罰與刑罰競合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我國現行法制上與此相關者，有社會秩序

維護法第三十八條，該條規定：「違反本法之行為，涉嫌違反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

者，應移送檢察官或少年法庭依刑事法律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辦理。但其行為應處停

止營業、勒令歇業、罰鍰或沒入之部分，仍依本法規定處罰。」似採「綜合主義」，原則

上採競合主義，但在特定之秩序罰種類則採併罰主義。參照劉宗得著，「行政罰之理論

與實務」講義，第 15 頁。該講義係劉教授於應邀參加 11 月 7 日公平會舉辦之「行政罰

法與公平交易法處罰規定」會議後，所提供之補充資料。 
50

 這裡所指的 68 件，並非指檢舉人所檢舉的收辦案件數目，只包括公平會依據第二十二條

處理結案之案件。資料來源：公平交易委員會案件統計資料，累計至 94 年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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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萬元罰鍰。是以，雖僅裁罰 2 件，但仍有 12 件處以「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

採取必要更正措施」51之處分，足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已發揮其立法功能，保留公平法

第二十二條之行政責任仍有其必要性，如僅以「增進公平會行政效能」的理由將之刪除，

似太牽強。故一旦倘刪除本條之行政責任後，將來對於以破壞競爭秩序為目的之誹謗行

為，公平會亦將束手無策。 

論者或謂，如僅處罰「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等處分」只有

宣示作用，不具有威嚇效果。其實，這種作用隱含有對違法事業之營業信譽的貶低，對事

業的衝擊不可謂不大。同樣的法理，如果公平會對行為只有妨害競爭秩序疑慮的事業，也

會用「警示」加以警告，卻對危害程度已經明顯的營業誹謗行為所造成競爭秩序的混亂，

視而不見，更不合適。且從公平會過去受理檢舉案件型態發現，只針對第二十二條檢舉者

少之又少，大都是與第十九條和第二十四條一併檢舉，故也不會因保留第二十二條而增加

無法估計的行政成本。 

比較令人擔心的是，當人民已經習慣期待公平會能為其主張競爭正義時，公平會卻僅

以增進行政效能為由，突然撒手不管業誹謗行為，能否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或是否會被質

                                                      
51

 通常處分書的主文都明白記載：「被處分人散布足以損害他人信譽之不時情事，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被處分人自收受本處分書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足以損害他

人信譽之不實情事。」這些宣示其實就是對違法事業營業信譽的貶低，並有損事業的形

象。 



 
 禁止營業誹謗之研究 119 

 
 

疑公平會諉事，就不得而知。 

3. 避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成為具文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市場之競爭秩序，因此逕刪除行政責任，將

使本會無權介入處理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行為，是否妥適，有待斟酌。且若刪除第二十二條

之行政責任，對於事業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行為，當事人可循刑法第三一○條提出刑事告

訴，並主張民事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如此，勢將架空本條之立法目的，則第二十二

條是否仍有存在必要性，即值深究。 

（二）民事責任 

關於民事責任，被害人得依公平法第三十條行使侵害除去及防止請求權：「事業違反

本法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同民法上侵害除去及防止請求權之解釋（民法第十八條等），行為人無須有故意或過失。

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礎，則規定在公平法第三十一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

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雖然從本條中並無主觀上必須有故意或過失之規定，但並非有意採納無過失責任的賠

償制度52，這點從不正競爭理論探討，行為人具故意中傷之不正競爭行為本該當之，若是

                                                      
52

 從日本立法例觀之，亦僅定位於民事責任中之主觀要件，包括故意或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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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亦難免其民事責任。此項侵權行為，主要為侵害他人營業信譽，本質為私權之侵害，

因此，從公平法第二十二條需有故意或過失的主觀要件觀察，應認為採取過失責任較為恰

當53。 

（三）刑事責任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的刑事責任，規定在同法第三十七條：「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

者，處行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

須告訴乃論。」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屬刑法」，應適用普通刑法之規定。刑法第十二條：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關於營

業誹謗，公平法並未明文規定處罰過失，因此營業誹謗即不可處罰過失54，僅以故意為限

55。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明文規定的行為主體為「事業」，參照第二條對事業的定義為：公

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公會、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雖行

政責任及民事責任，被處罰的主體是事業，但在構成要件的認定上，仍以各該事業的負責

                                                      
53

 不過，亦也學者從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四條規定認為，行使權利，受害人無須證明

故意或過失，故德國學者認為本條係民法侵權行為中過失原則之例外。因為，以過失侵

害他人營業信譽，雖非不可能，實務上應以故意居多，加上主觀要件舉證上之困難，於

探究民事責任時，宜參酌德國學者之解釋，並認為係依法律特別規定所創設特殊型態之

民事責任，無須證明故意或過失。參照賴源河著，公平交易法新論，2002 年，第 393 頁。 
54

 何之邁著，前揭書，修訂版，第 318 頁。 
55

 賴源河著，前揭書，2002 年，第 393 頁，亦持相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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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判斷標準。此從九十四年之新行政罰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

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即可得知。 

刑事制裁只能針對自然人，而無法處罰法人或事業。在事業為獨資或合夥的情形，行

為主體與責任主體並無二致，較無爭議，但在其他情形，公平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刑事責

任的行為主體為何，即有究明之必要。 

在公司負責人即為「陳述或散佈不實情事」的行為人時，自得以公平法第三十七條課

以刑事責任，對於事業則依公平法第三十八條處以罰金刑56。如果陳述或散布不實情事的

行為人為事業負責人以外之人，公司負責人如對其有指揮監督權限（例如行為人為該事業

之雇員），而且明知系爭情事者，亦可依公平法第三十七條課以刑事責任。惟行為人如非

受事業指揮監督之人，或雖受事業之指揮監督，但事業負責人並不知情者，由於該行為人

非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範對象，並不負有法定注意義務，而事業負責人亦無故意過失

時，就無法以公平法第三十七條的刑事責任相繩，例如，專案經理雖有陳述或散佈不實情

事，但被告事業（負責人）『毫無所悉，並無積極的認知』，『亦非基於被告公司明示或默

                                                      
56

 例如，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上易字第一九五九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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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指示所為』，因而難認被告與被告○○公司之行為等價57。 

肆、刑法之誹謗罪 

一、誹謗罪 

誹謗罪，是指意圖散布於眾，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以散布文字或圖

畫之方式犯前項之罪者而言。行為人必須針對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實行誹謗行為，方

構成本罪（刑法第三一○條）。 

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誹謗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認識指摘或傳述之事足以損害他

人名譽，並決意指摘或傳述，即有誹謗故意58。此外，本罪為目的犯，除誹謗故意外，尚

必須具有散布於眾之意圖，主觀要件方能具備。 

誹謗行為是指，指摘或傳述足以誹謗他人名譽之事。「他人」包括自然人與法人59。

指摘，是就某種事實予以揭發；傳述，是傳述已知或已揭發之事實；其指摘或傳述的方法，

不問言詞或行動，亦不以公然為必要。指摘或傳述之事，不問其為真實或虛構，亦不問其

                                                      
57

 參照台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上易字第二三九七號判決：「….與一般私人公司之業務人員

無異的專案經理陳述或散佈不實情事者，如被告事業（負責人）『毫無所悉，並無積極的

認知』，『亦非基於被告公司明示或默示之指示所為』，因而難認被告與被告○○公司之行

為等價」。 
58

 Tröndle/Fischer, StGB,52. Aufl.,2004,§ 187, Rn. 4. 
59

 Tröndle/Fischer,a.a.O.,R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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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去、現在或將來，只需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均包含在內。亦即，構成犯罪之行為，皆須

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事，其內容並不以虛構為必要60
 

若行為人針對特定事項，依其個人價值判斷而提出主觀意見與評論，縱其批評內容足

以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名譽，仍非誹謗。惟評論內容若有流於情緒性或人身攻擊之

批評，而有謾罵之用語，則有可能構成公然侮辱罪。 

誹謗與公然侮辱，均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但兩者有所不同，應加以區分。行為人不摘

示事實而公然侮辱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係屬公然侮辱；若行為人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

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之行為，則為誹謗。例如，公然謾罵某女為娼妓，構成普通侮辱罪。

惟若意圖散布於眾，指摘傳述某女在何處為娼之具體事實，則為誹謗。 

另外，誹謗行為若是以散布文字、圖畫之方法，指摘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即

成加重誹謗罪（刑法第三一○條第二項）。例如，印發傳單、刊登雜誌。蓋其流傳較廣，危

害較重，故加重其刑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關此點，公平法之營業誹謗，不問行為方式

是否僅出於言詞或以散布文字、圖畫之方法為之，刑度均為二年。 

二、妨害信用罪 

                                                      
60

 甘添貴著，體系刑法各論（第一卷），2001 年，第 4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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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保障「個人社會經濟生活之信用安全」，刑法第三一三條也規定

妨害信用罪（Kreditverleumdung）。故凡散布流言或以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者，構成妨礙

信用罪，可處二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妨礙信用罪，行為主體並無任何限制。主觀上，行為

人必須對流言或其他不實消息足以損害他人之事實有所認識，並決意為此種行為。其客觀

不法行為，係指散布流言或使用詐術損害他人之信用。 

散布流言是指，傳播不實之言於眾。至於不實之言係出於故意捏造或幻想推測，均與

本罪無關。例如，散布某公司負債累累，行將破產倒閉61，或捏造某店出售食物有傷健康

之消息等。稱使用詐術是以不正當之方法欺騙他人，使他人信以為真。例如，乘商店休假

在他人店門口貼上，停止營業之字條。 

妨礙信用罪之成立，是否以他人信用實際受損為必要，有不同的見解，有主張須以他

人信用實際受損為必要。亦有認為不以使他人之信用生損害為必要62。不過，本罪係一抽

象危險犯63，而非實害犯，故應以後說為當。換言之，本罪具有舉動犯的性質，行為人只

要實行足以散布足以損害他人信用之流言行為，或實行足以損害他人信用之詐術行為，即

                                                      
61

 例如，以比較廣告表攻擊對手公司，財務不完整，毫無組織管理經驗、經營不善的多家

公司或所剩資金不多即將倒閉等。參照，板橋地方法院 92 年度自字第 234 號判決之事實，

其實也已經構成妨害信用罪。 
62

 林山田著，前揭書，第 271 頁以下。 
63

 Tröndle/Fischer,a.a.O.,§ 186,R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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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本罪之既遂犯。 

三、阻卻不罰之事由 

由於禁止誹謗規定，剝奪或限制意見表示的自由。為調適此一緊張關係，刑法特設刑

法第三百一○條第三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不罰。但涉及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關於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釋字第五○九號解釋指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

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

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亦得對言論自由

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

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

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

者，即不能以誹謗罪相繩。」明白指出行為人能證明其所為陳述為真實，或有相當理由確

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論以誹謗罪64。 

                                                      
64

 刑法實務上的操作相同，參照八十八年上易字第五八一號判決：「行為人若係出於善意的

發表言論，即不構成刑法第三百十條之誹謗罪，至於是否為『善意』，其判斷重點應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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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不罰事由之外，刑法第三百十一條另有法定不罰事由的規定65，關於「不罰事

由」的性質，有認為是阻卻違法的事由66，亦有認係阻卻構成要件者67。不過，從本條規

定的意旨，應認為是「法定阻卻違法事由」的規定較宜68，說明如下： 

一、 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行為人為防衛自己，或為自己辯白或為保護合法利

益，而發表之言論。例如，因受他人誣告，在公開場合辯白或陳述。 

二、 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公務員執行職務，就其相關事項，所為之報告。例如，公務員

至立法院備詢就其職務有關之事項，針對立委所為之回答。 

三、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亦為一種阻卻違法事由。

至於何種事件為可受公評之事，應依事件之性質及以社會公眾之關係而定之。 

四、 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之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載述：對於中央及地方

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之集會，均事關社會大眾之權益，其事應公諸於眾，若對之為適

當描述，雖可能詆毀他人名譽，但應可依其情形為阻卻違法之事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三百十條第三項及第三百十一條所規定之阻卻不罰事由，於判

                                                                                                                                                      

審查言論發表人是否針對與公眾利益有關的事項表達意見或作評論，其動機非以毀損被

評論人的名譽為唯一目的。」係以善意判斷是否得為阻卻違法事由之判斷。 
65

 當然，這些特殊的不罰事由，亦適用於刑法第三百十三條之妨害信用罪之構成要件。 
66

 如：甘添貴著，前揭書，第 431 頁；林山田著，前揭書，第 263 頁以下。 
67

 採此說者為吳庚，參照謝庭晃，妨害名譽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5

年，第 202 頁。 
68

 拙著，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05 年 9 月，第 2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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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行為人是否有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為事業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

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時，刑法實務運用上，亦採取相同之論斷標準69。 

伍、比較公平法營業誹謗罪與刑法誹謗罪 

在清楚掌握公平法與刑法禁止損害他人信譽罪之內容後，以下分析該兩個法規的不

同： 

一、行為主體不同 

刑法誹謗罪與妨害信用罪之行為主體並無任何限制，任何自然人僅須其具有意思能力

及行為能力者，均得成立誹謗罪或妨害信用罪70。至於法人則不能成為誹謗罪之主體。民

事法採「法人實在說」，認為法人在營業上亦有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但刑法上的判斷不

同。法人執行事務，必須透過法人的機關，法人自己無法為意思表示，所以應以其負責人、

執業股東或董事，為處罰主體。 

公平法第二條關於事業之定義為：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同業工會、其他提

供商品或服務或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故公平法二十二條之責任主體與刑法誹謗罪與妨害

信用罪之責任主體，明顯有所不同。 

                                                      
69

 參照，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自字第 15 號判決。 
70

 甘添貴著，前揭書，第 423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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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目的不同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係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禁止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情事。其

主觀上，行為人係以競爭之目的，而陳述、傳布損害他人名譽之不實情事。 

反之，刑法第三一三條妨礙信用罪之成立，行為人只要實行足以散布足以損害他人信

用之流言行為，或實行足以損害他人信用之詐術行為，即成立本罪，並不要求與營業信譽

有關。而刑法第三一○條規定，誹謗罪成立係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之

名譽，主觀上除具有誹謗故意外，尚必須具有散布於眾之意圖。足見公平法與刑法對兩罪

所要求的主觀目的並不相同。 

三、誹謗內容不同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禁止損害他人信譽罪，係以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

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內容上有陳述或散布者，有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的

限制。 

刑法第三一○條之誹謗罪的行為，乃指摘或傳述足以詆毀他人名譽之事。指摘或傳述

之事，可能是虛偽，或縱為真實但與公共利益無關；亦不問其為過去、現在或將來事實，

只需足以毀損他人名譽即可成罪；另外，刑法第三一三條之妨害信用行為，亦無目的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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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散布內容只要足以損害他人名譽即可。就是否為不實情事，二者在規範上並不相同

71。 

四、法益保護不同 

公平法為保護競爭秩序，不允許以誹謗手段侵害競爭對手；刑法為保護個人的社會聲

望，也不許誹謗攻擊他人。二者主要的差異在於，公平法的保護對象包括抽象的競爭秩序

與競爭者的商譽，但刑法誹謗罪屬於侵害個人法益之罪，所保護者是具體個人的名譽，而

不是抽象的競爭秩序。亦即，公平法營業誹謗罪所保障的法益比刑法的誹謗罪稍廣，故發

生競合時，公平法有較優先適用的機會。 

陸、公平法營業誹謗罪與刑法誹謗罪之競合 

一、法條競合與想像競合不同 

法條競合與想像競合的行為，都只有一個，但是這兩個競合現象，並不相同。法條競

合，係對同一構成犯罪事實之行為，同時有數個該當之構成要件，如適用其中最恰當之構

成要件，即足以充分評價，其他的構成要件不須再評價而被排除，故處理法條競合，乃在

                                                      
71

 不過，刑事審判實務認為，公平法營業誹謗罪與刑法誹謗罪、妨害信用罪相同，均以內

容不實為處罰要件。參照，台灣高等法院九十年上易字第三七八四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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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最恰當的評價方法。換言之，法條競合，係指一個犯罪行為，因法規之錯綜關係，在

法律上被多次陳述出來72，同時有數個符合該犯罪構成要件之法條可以適用，依擇一適用

之法理，選擇主要適用之法律排除不用次要的法律73，因其所侵害之法益為一個，本質上

為一罪74。 

法條競合因此被稱為「不純正的競合」，或「表象的競合」75。由於法條競合在用語

上，容易引起誤解，因此，德國文獻上漸漸有用「法律單一」取代「法條競合」的情形76。 

想像競合，實際上所犯的罪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亦即，所破壞的法益是兩個以上77，

只是在裁判上，被當作一個罪處理。想像競合，一由於一個行為實現數個犯罪構成要件，

侵害數個法益，致有數個犯罪結果發生，例如，放置一炸彈，導致多人死亡、多人受傷、

多家店面毀損。故想像競合是「純正的競合」，本質上為數罪，但刑法第五十五條規定以

一罪論。 

二、公平法與刑法形成想像競合 

                                                      
72

 Jakobs, Strafrecht AT, 2. Aufl., 1991,S.861. 
73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T, 33. Aufl., 2003, §17 V 1. 
74

 拙著，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第 422 頁以下。 
75

 Haft, Strafrecht AT, 7. Aufl., 1998, S. 265; 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T, 5. Aufl., 1996, S. 

665. 
76

 Haft, aaO., S. 265; Jescheck/Weigend, a.a.O., S. 665; Wessels/ Beulke, a.a.O., §17 V 1. 
77

 不過，國內刑法學者當中，也有人認為，法益的破壞，是決定罪數的標準，例如：甘添

貴，罪數理論之研究（一），軍法專刊，第 38 卷，第 10 期，1992 年，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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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業不得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之不實情事，係為保護事業之正常的公平競爭。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誹謗

罪，則是為了保護個人在社會上之名譽，避免在不當的言論下，受名譽損害。此二條的立

法目的及規範內涵並不相同，雖具有部分構成要件重疊之現象，但前者在於保護事業競

爭，其保護法益為事業之商譽；後者則著重於個人名譽之保護，其保護法益係個人的名譽

信用。 

因此，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應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罰，係為了保護

事業在市場上從事競爭、交易之公平性、正當性，保護法益為「商業信譽」。而刑法第三

百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誹謗罪之犯罪係侵害個人名譽法益，與前開公平法之犯罪構成要

件並非一致，所侵害之法益亦有不同。 

被告如係事業為競爭之目的，以一個散布不實情事的行為，同時侵害一個兼有社會法

益、個人商業信譽法益，以及個人名譽法益的情形，因同時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及刑法

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者，係一行為觸犯二罪名，應屬想像競合78，應從較重之

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論處。 

                                                      
78 然而，司法實務上，如：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自字第 15 號判決認為，因本二條之構成

要件屬法規之錯綜關係，致一個犯罪行為，同時有數符合該犯罪構成要件之法條可以適

用，應依法規競合法理，擇一適用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論處。這個混淆主要係未分辨該二

條所保護的法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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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個案評析 

從上述得知，公平法的營業誹謗罪與與刑法的誹謗罪，雖具有部分構成要件重疊之現

象，但各有其不同的立法目的、保護法益及規範內容，以下以四個具體案例（二則有罪、

二則無罪）說明兩者的法律適用關係。 

一、最佳女主角瘦身美容（台北地方法院 88 年度自字第 642 號判決） 

（一）案情概述 

黃○○為群亨公司董事長，兼任關係企業最佳女主角董事，明知並無證據足資證媚婷

峰公司所屬之瘦身美容廣告代言人董○○、包○○二人曾從事抽脂減重之醫療行為，竟於民

國八十八年六月間，在最佳女主角公司假台北市福華飯店地下二樓舉行之「最佳女主角泳

裝真實見證記者會」中，代表最佳女主角公司答覆媒體記者問題，及利用不知情之平面媒

體記者當場撰寫新聞稿，以對外散布文字之行為，對參加記者會之各媒體記者指摘陳述：

「他們內部來的消息給我，他們是在莊雅清家中秘室進行抽脂，我們沒有直接證據，那個

人不敢出來作證」、「我現在手上沒有握到直接證據，董○○一次，包○○舊技重演，我們

接獲內部消息，希望藉記者會由記者直接採訪…」、「包○○因這次抽脂還昏死二天，抽

的很厲害」等不實情事，使不知情之平面媒體記者將黃○○上揭陳述轉載於各大報章、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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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上而對社會大眾散布。 

黃○○續於接受採訪後，指示不知情之最佳女主角公司人員當場繕打「最佳女主角泳

裝真實見證記者會消息稿」，內容載有「泳裝代言人無抽脂健康美的真實見證」、「謠傳

指出，有某大知名品牌為了宣傳效果，以不實之方式使其代言人在短時間內瘦下十數公

斤」、「當有人捨棄純正經營之理念，反而以投機取巧的手段混淆視聽、欺瞞大眾時，直

接受害的不只是消費者，更是整個社會。同業變相的手段，為我們專業人士所不容，更是

棄企業良知於不顧」等意指媚婷峰公司以抽脂變相瘦身方式欺瞞大眾之文字，並交付在場

媒體記者參考而散布。 

嗣因媚婷峰公司人員發現各大媒體於當日大幅報導上揭黃○○所陳述之不實情事，並

取得上揭記者會消息稿後，以黃○○及最佳女主角公司為被告，提起妨害名譽的訴訟。 

（二）問題爭點與評析 

1. 被告與原告皆屬從事於美容瘦身的事業，處於同一水平之競爭關係。 

2. 符合競爭目的及陳述之事實。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瘦身美容業消費資訊透明化

暨不當行銷行為處理原則」及行政院衛生署頒布之「瘦身美容業管理規範」之規定，瘦

身美容之方式並不包括抽脂之醫療行為。被告黃○○在記者會直指董○○、包○○二代

言人在媚婷峰公司之負責人家中秘室進行抽脂云云，顯係指摘該二代言人及媚婷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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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違反瘦身美容業之規範，假抽脂減重之實而對外誆稱係依循媚婷峰公司正常瘦身美

容課程之成果，藉以欺瞞消費者而創造商機。以上所為顯係基於競爭目的所為，因其在

記者會陳述及以抽脂變相瘦身方式欺瞞大眾之文字，交付在場媒體記者參考散布，符合

陳述之事實。 

3. 是否有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三款「以善意發表言論，而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

評論者」之不罰事由？上述不罰要件指：行為人主觀上須基於善意而發表言論，該發表

之言論係屬可受公評之事項，且需為適當之評論三部分。由於董○○、包○○二人均屬

媚婷峰公司瘦身美容減肥之代言人，經諸多證人指出，並無被告所謂抽脂減重之事。又

該二代言人為澄清事實，聯袂前往台北市立仁愛醫院等多家醫院接受身體檢查，並經醫

院分別開具「全身無抽脂術後之手術疤痕」等診斷證明書影本六紙附卷可憑，所以並無

抽脂減重的事証。可知被告言「當有人捨棄純正經營之理念，反而以投機取巧的手段混

淆視聽、欺瞞大眾時，直接受害的不只是消費者，更是整個社會。同業變相的手段，為

我們專業人士所不容，更是棄企業良知於不顧」等語，難謂基於善意而發表言論，而是

基於誹謗事業競爭對手的心態，所為之行為，並不符合刑法第三百十一條第三款之不罰

事由。 

4. 是否足以損害原告之營業信譽？被告黃○○在記者會直指該二代言人在媚婷峰公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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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家中秘室進行抽脂云云，顯係「指摘該二代言人及媚婷峰公司共同違反瘦身美容

業之規範，假抽脂減重之實而對外誆稱係依循媚婷峰公司正常瘦身美容課程之成果，藉

以欺瞞消費者而創造商機」等詞，就一般經驗認知，此種指摘內容，對其產生貶損之結

果，已足以影響一般交易大眾對被比較對象之評價，產生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易或減

少交易之可能性，顯足損及該二代言人之名譽及媚婷峰公司之營業信譽。 

5. 綜上，被告黃○○及最佳女主角公司指摘陳述，媚婷峰公司以抽脂變相瘦身方式欺瞞大

眾之文字，並交付在場媒體記者參考而散布，足以毀損董○○、包○○之名譽及媚婷峰

公司之營業信譽行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加重誹謗罪，並與最佳女主角公司均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應分別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規定

處罰。被告係以一行為而觸犯上揭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較重之公平交易法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處斷。 

二、皇冠租書比較表（板橋地方法院 92 年度自字第 234 號判決） 

（一）案情概述 

曾某為皇冠租書城有限公司（以下稱皇冠租書城）之負責人，皇冠租書城與十大書坊，

均係從事租書業之連鎖加盟體系，彼此具有競爭關係，曾某為了削減由網祿公司所經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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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書坊之競爭力並增加皇冠租書城之競爭力，於九十一年年初，在皇冠租書城位於台北

縣永和市保生路二號二十樓之營業處所，自行製作皇冠租書城與十大書坊之優勢比較表，

其在該優勢比較表上以「十Ｘ書坊」影射十大書坊，並在「十Ｘ書坊」項下記載：「財務

不完整，毫無組織管理經驗、人員訓練不足、流動率高... 常向同業或皇冠租書城挖角」、

「是經營不善的多家公司或網站合併下的產物...，所剩資金不多，故為了再募集資金所以

搞出花Ｘ館之類的產物」、「所得獎項皆須付費」、「書籍無專人負責採購...，不負責任且失

敗率高。」、「不重視訓練及專業指導」、「遠端遙控系統只採用國內遠端遙控系統，維修品

質較差，且速度較慢、較不穩定」、「電腦軟體由總部研發服務性、保障性較少，功能亦不

多，...window 版錯誤百出... 因為設計技術有問題，... 利誘皇冠租書城之前配合的 DOS

版設計師」、「上海、北京有開店，但那是卡位宣傳，只因缺錢為了增資而作準備而已」等

語，自九十一年初起至九十二年八月間，連續在皇冠租書城營業地點放置前述優勢比較表

供不特定人取閱，以及將優勢比較表隨同皇冠租書城加盟資料郵寄予有意從事租書業加盟

之不特定人。案經網祿公司以皇冠租書城之負責人曾某為被告，提起自訴。 

（二）問題爭點與評析 

1. 自訴人與被告處於同一水平之競爭關係，皇冠租書城與自訴人經營之十大書坊均為租書

業之連鎖加盟體系，均以爭取加盟者為營業訴求，因優勢比較表上雖僅記載「十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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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惟該優勢比較表敘明「為了再募集資金所以搞出Ｘ蝶館之類的產物」、「現在搞了

Ｘ蝶館或十Ｘon line 也沒用」等文字，從對照該優勢比較表內文特徵，足見被告所製作

之前開優勢比較表乃係針對「十大書坊」所為，故兩者具有競爭關係。 

2. 符合競爭目的及散布之事實。被告曾某為爭取加盟者加盟之交易機會，於皇冠租書城之

辦公處所放置載有皇冠租書城與十大書坊加盟條件、硬體、軟體設備等條件優劣優勢比

較表，供不特定人取閱，並連同皇冠租書城加盟資料郵寄予不特定有意從事租書加盟業

之人，旨在達成突顯皇冠租書城加盟條件優於十大書坊加盟條件之效果，核其所為，係

「基於競爭之目的」。且透過前述方式，使不特定之交易相對人或相關大眾得以共見共

聞其列舉皇冠租書城與競爭者十大書坊比較意見之優勢比較表，具有傳播訊息之效果，

自符合「散布」之要件。 

3. 是否符合刑法第三一○條第三項之「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真實者，不罰」？對誹謗之

事，能證明其真實，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

圍，故行為雖不能證明言論為真實，但依其提出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

其為真實者，即不能科以誹謗罪之刑責。被告雖辯稱：業界知名租書連鎖加盟總部共計

十一家，除皇冠租書城外，正好十家，優勢比較表上「十Ｘ」係泛指租書業界其他連鎖

體系之現象，並非針對「十大書坊」，縱使自訴人自行對號入座，該優勢比較表中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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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亦屬事實，並無妨害名譽或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犯行。但依被告曾某所提出之所有證

據資料，綜合判斷後不足以認定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故並未符合本項之不罰事

由。 

4. 是否足以毀損十大書坊之名譽及商業信譽？被告意圖將不實之事散布於眾，並基於概括

犯意，連續在皇冠租書城前開營業地點放置前述優勢比較表供不特定人取閱，以及將優

勢比較表隨同皇冠租書城加盟資料郵寄予有意從事租書業加盟之不特定人，多次散布足

以損害十大書坊商業信譽之優勢比較表，對其產生貶損結果之用語，已足以影響一般交

易大眾對被比較對象之評價，產生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易或減少交易之可能性，已逾

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廣告用詞之範圍，故該優勢比較表之散布，顯足以損害自

訴人所營十大書坊之營業信譽。 

5. 綜上，被告曾某基於競爭之目的，在文宣上記載對十大書坊產生貶損結果之用語，影響

一般交易大眾對被比較對象之評價，產生不信任感，致有拒絕交易或減少交易之可能

性，已逾越一般社會大眾所容許之合理廣告用詞之範圍，該優勢比較表之散布，顯足以

損害自訴人所營十大書坊之營業信譽。故被告曾某係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應

依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處斷及違反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之加重誹謗罪，從較

重之公平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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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黑松小倆口牛軋糖（台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自字第 15 號判決） 

（一）案情概述 

邱氏鼎公司稱「大黑松小倆口」產品係自行製造銷售，並未委託其他廠商製造，但「宏

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堅稱，其所銷售之「禮坊」牛軋糖產品與邱氏鼎公司「大黑松小倆

口」產品係同一廠商製作，且在推銷牛軋糖產品時對顧客說：「牛軋糖與大黑松小倆口是

同一加工廠做的」。邱氏鼎公司認為大黑松小倆口牛軋糖的市場佔有率約七成左右，已經

成為牛軋糖的代名詞，在宏亞食品堅持稱產品係同一廠商製作，並用黑函指稱大黑松小倆

口財務有危機，瀕臨倒閉之類似傳聞等各項情形下，為澄清事實及維護邱氏鼎公司商譽，

將九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蘋果日報新聞報導採訪內容製成看板如：「挖牆角」、「冒名宣傳」、

「借名銷售」、「宏亞禮坊假借大黑松小倆口商譽」，以顯目廣告懸掛在「邱氏鼎公司」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九十九號牌樓。並召開記者會，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之臺灣時報、

中時晚報、經濟日報各報有陸續報導「宏亞禮坊假借大黑松小倆口商譽」情事。 

基於上述事實，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自訴，因為「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堅稱，其所銷售之「禮坊」牛軋糖產品與邱氏鼎公司「大黑松小倆口」產品係同一廠

商製作，且未在推銷牛軋糖產品時對顧客說：「牛軋糖與大黑松小倆口是同一加工廠做

的」，故被告所指摘之事皆不實在，顯然已使社會大眾誤以為自訴人進行不實銷售，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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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訴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造成毀壞貶低，被告等涉有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之為競爭目的營業誹謗罪嫌。 

（二）問題爭點與評析 

1. 自訴人與被告處於同一水平之競爭關係，亦即，邱氏鼎公司主要係從事食品之製造及加

工，與自訴人公司係立於同一競爭地位之事業主體。 

2. 是否符合散布情事？本案確有被告將蘋果日報新聞報導採訪內容製成看板，如：「挖牆

角」、「冒名宣傳」、「借名銷售」、以顯目廣告懸掛在「邱氏鼎公司」台北市中正區博愛

路九十九號牌樓。並召開記者會，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之臺灣時報、中時晚報、經

濟日報各報有陸續報導「宏亞禮坊假借大黑松小倆口商譽」情事。然是否符合誹謗情事，

除行為人在客觀上有指摘之事實外，尚須主觀上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行為人是否具

有故意，須依當時具體情況客觀判斷之。 

3. 是否符合刑法第三一○條第三項之「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真實者」及第三一一條第一

款之「因自衛、自辯保護合法利益」，不罰？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真實，不罰，係針

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故行為雖不能證明言論為真

實，但依其提出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科以誹謗罪

之刑責（釋字第五○九參照）。且基於權衡公共利益與個人名譽、經濟信用保障，避免

人民因恐於統治者施以刑罰箝制，或動輒以私權保護為由，極度限縮人民言論自由基本

權利，若基於善意，為自辯及保護合法利益，與多數人之公共利益有關，而發表言論、

文字者，亦符合第三一一條第一款之因自衛、自辯保護合法利益之不罰事由。此理，於

判斷行為人是否有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為事業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

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不實情事時，亦當採為相同之論斷標準。本件足認被告二人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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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理由足信其等向媒體記者傳述、指摘之情節為真，且與邱氏鼎公司商業利益及消費

者之公共利益有關，故非基於競爭目的所為，具備兩項阻卻不罰事由（阻卻不罰事由之

競合）。 

4. 綜上，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關於商業誹謗罪之成立，在行為人主觀方面須出

於競爭之目的而有陳述或散布之行為，且所陳述或散布者須為足以影響他人營業信譽之

內容且為不實情事等要件。由於自訴人公司就其所指被告上開犯行所憑之證據，未達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確

有惡意誹謗之情事，故被告無罪。 

四、倒店貨的音響喇叭（台北地方法院 88 年度易字第 2893 號判決） 

（一）案情概述 

吳○○為一專門販售音響喇叭業者，在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份「跳蚤市場雜誌」中插電

篇內刊登廣告稱：「一對環繞喇叭加一支中置喇叭三千九百元美國Verante，VHT－四一

S 環繞喇叭加上 VHT－四二 C 中置喇叭，高級紅木貼皮，保證原裝進口，附進口海關稅

條，（外國代理商倒店貨），電吳先生：XXXXX。」 

美國奧蘭特音響喇叭在國內唯一代理商國友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友公司）認為

吳○○在「跳蚤市場雜誌」所刊登的廣告內容指出外國代理商倒店貨，即指國友公司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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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店，對於公司的營業信譽造成莫大的傷害，乃向檢察官提起告訴。 

（二）問題爭點與評析 

1. 被告與原告處於同一水平之競爭關係。由於吳○○為一專門販售音響喇叭業者，國友公

司為代理國外品牌的音響喇叭者，兩者所經營之事業均是音響喇叭，當然有競爭關係。 

2. 刊登之廣告有無符合競爭目的之散布事實？吳○○於雜誌上刊登廣告：「一對環繞喇叭加

一支中置喇叭三千九百元美國 Verante，VHT－四一 S 環繞喇叭加上 VHT－四二 C 中置

喇叭，高級紅木貼皮，保證原裝進口，附進口海關稅條，（外國代理商倒店貨），電吳先

生：XXXXX。」該刊載行為是希望使消費者認為其所販售的音響喇叭較為便宜，故是

基於競爭目的而刊登廣告。且透過前述方式，使不特定之交易相對人或相關大眾得以共

見共聞，具有傳播訊息之效果，亦符合「散布」之要件。 

3. 刊登廣告之內容有無損害他人商業信譽？由於當前坊間為銷售商品，多有於商店外之招

牌廣告上標明「跳樓大拍賣」、「倒店貨，每件只要XX 元」或「不惜血本大清倉」等

字眼，表示販售商品較一般市價便宜，吸引消費者注意，屬廣告行銷手法之一種。吳○

○於雜誌所刊登的廣告內容觀之，係在說明該產品之種類及價格，該廣告就「外國代理

商倒店貨」幾字以括弧表示，因所佔篇幅甚小，無特別標示或放大字體，非該廣告之重

點亦未標明代理商名稱，故刊登該廣告之目的係為促銷商品，並非基於誹謗或損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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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信譽之故意而為。若吳○○當初刊登廣告即為了損害國友公司的商譽，則於廣告內

容中大可直接表明為「國友公司的倒店貨」，或以其他手法使消費者知悉此為國友公司

的倒店貨。故吳○○主觀上並無侵害國友公司商譽之故意，僅是以社會大眾一般觀念下

的行銷手法刊登該廣告。 

4. 綜上，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七條關於商業誹謗罪之成立，在行為人主觀方面須具

有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故意，在客觀上須出於競爭之目的而有陳述或散布之行為，且所

陳述或散布者須為足以影響他人營業信譽之內容且為不實情事等要件。本案被告縱然有

出於競爭目的而刊登該廣告，但是主觀上並無侵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故意，其所刊登之廣

告內容僅是行銷手法，故被告吳○○無罪。 

五、綜合評釋 

綜觀以上四則案例，可以發現二個有罪的案例都符合：1.具有同一水平之競爭關係；

2.基於競爭目的而為散布不實之訊息；3.欠缺阻卻不罰事由（如：最佳女主角案，未符合

對可受公評之事善意發表言論；皇冠租書案，不能證明所為是真實）；4.達到損害競爭對

手營業信譽的結果，故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加重誹謗罪與公平法

第二十二條之規定，上揭二罪為想像競合犯，從較重之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營業誹謗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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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則無罪的案件，雖然系爭雙方均係處於同一水平競爭關係，惟就牛軋糖案言，雖具

有散布情事，但所為具有符合：1.能證明所為是真實及 2.因自衛自辯保護合法利益，二種

阻卻不罰之事由，且無法證明行為人傳述指摘的行為，係出於競爭目的所為，故無違反公

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倒店貨案，雖然認為系爭廣告出於競爭目的而刊登，但從其廣告文字觀察，刊登該廣

告之目的係為促銷商品，非基於誹謗或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故意而為，在無法證明行為人

主觀上有侵害特定競爭對手商譽的故意情形下，尚難逕論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捌、結語 

言論與意見表達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任何權利的行使都有一定的限度，言論

自由亦不例外。言論自由侵害他人的名譽，法律必須有相應的處罰規定。現代文明國家如

德國、日本及美國對營業誹謗均設有類似之規定，都不允許任意發表言論侵害他人營業信

譽。 

公平法為了保護競爭秩序，不允許以誹謗手段侵害競爭對手；刑法為了保護個人的社

會聲望，也不許誹謗攻擊他人。 

公平法的營業誹謗罪與刑法的誹謗罪，主要的差異在於，公平法的保護對象包括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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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秩序與競爭者的商譽，但刑法的誹謗罪屬於侵害個人法益之罪，所保護者是具體個

人的名譽，而不是抽象的競爭秩序。 

一個誹謗行為可能侵害競爭對手的商譽，也同時侵害競爭對手的名譽。此種想像競合

現象，只論以一罪，依照公平法第二十二條處罰。 

整體而言，公平法的適用範圍比刑法的誹謗罪稍廣，如果發生競合現象，公平法也較

有優先適用的機會。實務上的運作，可以清楚印證這種優先適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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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台灣各地方法院民國八十八年以後關於以公平法第二十二條結案判決之分析 

法院名稱 有罪判決 無罪判決、駁回、不受理 

台灣士林地院 90 年自字第 16 號 90 年自字第 74 號 

台灣台北地院 88 年自字第 642 號 

88 年易字第 1418 號 

86 年自字第 575 號 

93 年自字第 15 號 

93 年自字第 181 號 

92 年自字第 255 號 

92 年自字第 512 號 

92 年易字第 2420 號（公訴不受理） 

91 年自字第 39 號 

90 年自字第 109 號 

90 年自字第 357 號 

89 年自字第 371 號 

89 年易字第 957 號 

88 年自字第 857 號 

88 年自字第 898 號（自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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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易字第 313 號 

87 年自字第 753 號 

87 年易字第 273 號 

87 年易字第 899 號 

86 年易字第 5161 號 

台灣板橋地院 92 年自字 234 號 

92 年簡字第 3217 號 

89 年易字第 842 號 

86 年易字第 6445 號 

91 年聲判字第 1 號（聲請駁回） 

89 年易字第 1667 號 

87 年自字第 168 號（自訴駁回） 

87 年易字第 546 號 

86 年自字第 421 號 

台灣宜蘭地院 ０件 ０件 

台灣基隆地院 89 年易字第 343 號 ０件 

台灣桃園地院 ０件 87 年易字第 2908 號 

台灣新竹地院 ０件 90 年易字第 356 號 

86 年自字 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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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苗栗地院 92 年易字第 142 號 ０件 

台灣台中地院 88 年自字第 446 號 92 年易字第 292 號 

90 年自字第 555 號 

90 年自字第 69 號 

89 年自字第 733 號（自訴駁回） 

87 年易字第 921 號 

台灣彰化地院 ０件 88 年易字第 571 號 

台灣南投地院 ０件 ０件 

台灣雲林地院 ０件 ０件 

台灣嘉義地院 ０件 92 年易更字第 2 號 

90 年易字第 752 號（公訴不受理） 

台灣台南地院 88 年易字第 1725 號 88 年易字第 1978 號（公訴不受理） 

台灣高雄地院 90 年易字第 2464 號 90 年自字第 190 號 

台灣花蓮地院 ０件 ０件 

台灣台東地院 ０件 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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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屏東地院 91 年易字第 810 號 ０件 

台灣澎湖地院 ０件 ０件 

福建金門地院 ０件 ０件 

共計 十四件 三十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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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business can be as fierce as in that of war; to strike business 

opponents down, one can go to extremes in every measure, such as making or disseminating 

false statements, intended to damage the business reputation of competitors. In light of the 

damage done by such actions to business transactions, the Fair Trade Law of Taiwan bans any 

such kind of action by formal decree. This essay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business defamation that exist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nd by means of case studies, will also 

explor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statutory components, and the legal sanctions of the Fair Trade 

Law Article 22. 

Furthermore, in Taiwan, as with other countries, defamation is treated as a criminal offens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ocial reputation of a person. Because these actions not only damag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business opponents, but also work to undermin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enterprise, the Fair Trade Law Article 22 punishes business defamation. In addition 

to introducing the content of related regulations existing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the Fair Trade Law Article 22, this essay will also explore the defamation regulations 

in the Criminal Law of Taiwan.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ir Trade Law and 

Criminal Law. 

 

Key words: Fair, Competition, Reputation, Defamation, Konkurr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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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論 

陳委員榮隆（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主持人、各位投入心力於公平法的先進大家好，今天對於張教授這篇文章，不敢說是

評論，說是與談比較好，工作之餘我與張教授常常討論這篇文章，從這篇報告，可以發現

跨了好幾個法來談，所以發現不同的法律會從不同角度對一個行為做規範，這種情形之

下，到底最後應該是用哪個法律，是很困難且繁複的，尤其像現在的包裹式立法，一個法

律中有民事、刑事、行政的責任，我們剛剛說營業的誹謗，有民法上問題，也有可能牽涉

到刑法的誹謗問題，以及公平法的規定，適用結果上很多地方具有同類性及同質性，譬如

說，會構成民法上的損害賠償之外，也有我們公平法第 30 條以下的損害賠償，究竟法律

關係會如何？在一個例子，譬如罰金和罰緩的問題，對當事人來說我就是被你罰錢，反正

就是財產罰，加上晚近很流行懲罰性的賠償金，對當事人來說就感覺受到三次處罰，同樣

都是罰錢，一下子是罰金、一下子是行政罰上的罰緩，一下子民事上之損害賠償，又加上

契約上往往有懲罰性的違約金，更像受了四次的懲罰，所以行政罰法想要解決一部分的問

題，當刑罰與行政罰同時存在時，原則上處刑罰，而不再處行政罰。剛剛張委員提公平法

第 41條與其他規範之間的關係，關於第 41 條我們公平會費很多心力討論，張委員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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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與我們相同，但是有一小部分，也就是第 41 條後段，我們希望當事人停止或更正行

為時，只要他不停止不更正，我們應該處以罰緩，張教授在文章說，這是屬於執行罰的問

題，但是有學者認為這是行政罰的部分，所以將來需要更進一步討論。 

我對這篇文章的感覺，是很一氣呵成的，但是文章從第 4頁以下，張委員細心地提出

各國立法例與我國的不同，及優劣比較，但是她在最後沒有完全做整合，譬如第 4頁最後

兩行，表示德國法規定較精緻，值得作為我國借鏡，但不曉得說，這是光透過解釋來適用

就可以達到目的，還是說必須透過修法，同樣的問題，第 5頁的小結部份，也有發生。另

外，在第 6 頁倒數兩行說，競爭關係的存在與否的認定，應以行為人意圖增進競爭利益的

事業為主，並不以行為人本身或其所屬事業為限，這個看法是公平會的結論，張教授對其

沒有特別特別評論，表示接受這樣的意見，那這樣的結果，是不是能與後面的論述一致？

假設郭台銘先生說，中油的油比台塑的好，那純屬個人價值判斷，應該不會構成誹謗，但

是郭先生說，中油的油加上去不會傷車，而台塑的會，這可能不光光是價值判斷了，郭台

銘本身沒有從事石化業，所以在解釋上他不是水平競爭者，這時是否有該條適用？假使依

照這一條，看起來是你說的這兩個人是水平關係的，所以有適用，然而，後面講起來像是

說，會不會構成必須看是不是該行業裡面的人，理論上面不曉得能否一致？ 

文章中把我們一般認為是牽連關係的，說這是想像競合，剛開始我覺得很怪，可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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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教授討論之後，覺得可採。因為時間關係，最後我的建議是，本篇文章對與最近想要修

法的我們，有一些貢獻，那是不是應該提出整篇文章的精華－如何修法，做成修正對照表，

對於想要享受這篇文章的我們，將更為便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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