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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7007號 

被處分人：格連杜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301990 

址    設：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45 之 1 號 2樓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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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推廣銷售其「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於銷售展

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杜曼胎

教法」等文字及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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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下稱北市法務局）於 106 年 5 月

15 日來函表示被處分人販售「格連杜曼教學法」相關教材，

惟美國總部授權處理亞洲業務之新加坡代理商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下稱 GD Baby’s 公司）於 106 年 3 月

29 日聲明並未授權給臺灣任何公司，販售格連杜曼相關教

材及服務者皆非獲正版授權等，然被處分人 106年 5 月 11

日到該局說明時出示 GD Baby’s 公司相關授權書及經銷合

約，並主張其並未收到任何終止授權之通知。因該局無法

認定相關契約真偽及內容，難以判斷被處分人販售案關教

材是否確經合法授權，爰請本會調查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21條規定。 

二、 本會嗣於 106 年 5 月 25 日與北市法務局、多名購買「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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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曼教學法」教材之陳情人共同出席就相關爭議召開之協

調會，會議主席請本會參考陳情人提供之婦幼展展場照片

等資料，了解被處分人是否有使人誤認與美國格連杜曼教

育學院相關之違法行為。案經本會檢視陳情人所提出事證

資料，渠等所提出被處分人於婦幼展展場張掛之海報布條

相片，可辨識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

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格連杜曼博士(Dr. Glenn Doman)

肖像，且渠等係反映被處分人於展場銷售「格連杜曼教學

法」教材涉有廣告不實，被處分人所提出 GD Baby’s 公司

之授權書及契約均僅涉及書籍之授權，與上開教材無關，

本會爰就被處分人於相關展場銷售教材之宣稱內容是否涉

有不實立案調查。 

三、 調查經過： 

（一）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見及到會說明，略以： 

１、 被處分人與美國、新加坡相關機構或事業間關係 

（１） 格連杜曼博士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設立「人類潛

能發展協會」(The Institut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Human Potential)，其下設有「人類潛能發展學

院」。被處分人創辦人暨代表人曾於 101 年 8 月

間在新加坡接受格連杜曼博士與珍娜杜曼博士

(Dr. Janet J. Doman)授課。 

（２） 被處分人原名超級小天才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超

級小天才公司），設立於 91 年 12月間，並於 101

年 1月間以超級小天才公司之名與 GD Baby’s公

司簽署出版及經銷合約，嗣於 101 年 2 月及 8月

間分別獲得GD Baby’s公司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

協會授權，是以 GD Baby’s 公司稱其所從事範圍

從未授權給臺灣任何公司或單位，並非事實。被

處分人嗣於 101年 8 月 14日改為現行名稱，GD 

Baby’s 公司當然知悉被處分人更名之舉，不影響

原契約的法律效力，被處分人經銷權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仍繼續延續。 

（３） 被處分人提出相關契約及授權文件，內容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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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被處分人與 GD Baby’s公司於 101年 1月 1日簽

訂之出版合約(Publishing Agreement between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 and Super Little 

Genius Co. LTD., Taiwan)及其中文簡譯，與本案

有關內容為： 

1.  格連杜曼與珍娜杜曼就渠等之 6本著作，包括：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math, Yes! your baby is a genius, How to 

multiply your baby’s intelligence, How to give your 

baby encyclopedic knowledge, What to do about 

your brain injured child 等，獨家授權 GD Baby’s

公司為正體中文版複製、翻譯、出書、販售及全

球經銷。 

2.  GD Baby’s 公司就上開 6 本著作給予超級小天才

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經

銷之獨家授權，授權期間為 5年，經雙方同意得

延長 5年。 

3.  超級小天才公司應將上開著作之著作權登記於

格連杜曼名下。 

乙、 被處分人與 GD Baby’s公司於 101年 1月 1日簽

訂之經銷合約 (Distribution Agreement between 

GD Baby’s Programs (S) Pte Ltd and Super Little 

Genius Co. LTD., Taiwan)及其中文簡譯，與本案

有關內容為： 

1.  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擁有相關商標及著作權物，及

/或有權授權使用上開商標及著作權物。 

2.  格連杜曼擁有「GLENN DOMAN」之英文、正/

簡體中文翻譯之名字及商標。 

3.  超級小天才公司同意讓與登記於我國之所有

「GLENN DOMAN」之英文、正/簡體中文翻譯

之商標，不請求任何賠償、商譽損失或任何類似

損失。 

4.  該合約自 101年 1 月 1 日生效，效期 5年，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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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方事先書面通知終止，否則得自動續約。 

丙、 GD Baby’s 公司 101 年 2 月 21 日出具之授權書

(Power of Attorney)及其中文簡譯，與本案有關內

容為： 

1.  GD Baby’s 公司為格連杜曼與珍娜杜曼 7 本著作

(前開 6 本著作及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be 

physically superb)的獨家代理商。 

2.  GD Baby’s 公司就上開 7 本著作給予超級小天才

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經

銷之獨家授權。 

3.  GD Baby’s 公司委任超級小天才公司為其在我國

之法定代理人，有權代表該公司就涉及或侵害上

開著作權物之行為、法律訴訟及命令，採取各種

法律上之因應措施。 

丁、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 101 年 8 月 29 日出具之

授權書(Power of Attorney)及其中文簡譯，與本案

有關內容為： 

1.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委任 GD Baby’s公司及超

級小天才公司為獨家代理人，執行並保護載於此

授權書之著作權，有權採取各種法律行動及必要

措施以因應對於上開智慧財產權之侵害。 

2.  該授權書自 101 年 8 月 29 日生效，效期 1 年，

經雙方書面表達意願得續約 1年。 

２、 被處分人在臺灣銷售書籍與教材內容： 

（１） 被處分人自承於 103年 2月 28日至 106年 4月 4

日間，於臺北、臺中、高雄等地共計參加婦幼展

43 次，並製作海報布條張掛於相關展場。被處分

人從未在案關展場銷售過書籍，只有銷售教材，

包括：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製作嬰幼兒啟蒙教材、

GD Baby's 公司簡體字版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等 6

種教材。系爭 6種教材均非格連杜曼博士本人或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所創作、製作、發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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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其授權被處分人於臺灣代理銷售。 

（２） 上開 6種教材當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

科知識圖畫卡等 4 種「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

為被處分人之代表人於 91年創作，並於 93年推

出發行。國語文教材內容包括：國語文精裝課本

12 本、國語文自然發音識字卡 209 張、國語文識

字卡 837 張、國語文數位教學課程 DVD13 片、

國語文教學課程 CD13 片；英語文教材內容包

括：英語文精裝課本 12 本、英語文自然發音識

字卡 130 張、英語文識字卡 426張、英語文數位

教學課程 DVD13片、英語文教學課程 CD13 片；

數學教材內容包括：數學精裝課本 12 本、數字

卡 109張、圓點卡 100張、算術卡 264張、數學

數位教學課程 DVD13 片、數學教學課程 CD13

片；百科知識圖畫卡教材內容包括：百科知識圖

畫卡第一集 414 張、百科知識圖畫卡第二集 414

張、百科知識圖畫卡第三集 414張、教學百科有

聲書 CD10 片、自然百科有聲書 CD10 片。消費

者可選擇購買整套共 4種學習系統教材，亦可單

買特定教材。 

（３） GD Baby's 公司簡體字版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為香

港經銷商 Smart Kid’s Club 公司聘請大陸地區英

文教師製作，並與新加坡 GD公司共同掛名。被

處分人依據前與 GD Baby's公司簽訂之經銷合約

之授權為臺灣唯一合法經銷商，及被處分人之代

表人親赴新加坡 GD公司，受其負責人 Lawrence 

Lee 當面委託代於臺灣銷售，然因未能受臺灣市

場接受，並未售出任何一套。美國人類潛能發展

協會製作的嬰幼兒啟蒙教材為印度 VAP 

Enterprises 製作，再由新加坡 GD 公司代被處分

人向美國總部訂購 200套，在臺灣主要作為贈品

並不販售。 

（４） 被處分人計翻譯及發行 7本格連杜曼博士單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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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作之書籍，包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寶

是閱讀的天才、寶寶是數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

知識的天才、倍增寶寶的智能成天才、如何幫助

腦傷兒童復健成天才、寶寶是運動的天才，全數

均委由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合發行公

司）代為出版銷售，從未透過各類展場銷售。 

３、 被處分人於婦幼展展場張掛海報內容 

（１） 就系爭海報布條所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

院」、「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內容及使用格連

杜曼博士肖像乙事，實際上「格連杜曼教育學院」

之名稱，係被處分人之代表人為紀念曾為其授業

且已去世之格連杜曼博士，自行創造「美國格連

杜曼教育學院」此一名詞，用於銷售被處分人之

「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被處分人實際上並

未設立學校，亦無「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之

存在，該名詞僅係提倡特殊教育要趁早之意。 

（２） 「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一詞是被處分人之代表

人的一本著作名稱，與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毫無關係。據被處分人了解，格連

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從未提倡或

教授任何「胎教法」，此一「杜曼胎教法」純為

被處分人之代表人的創造發明。被處分人之代表

人將其命名為「杜曼胎教法」，係因格連杜曼博

士於幼教領域極為知名，藉此有助於推廣銷售被

處分人之代表人創造之「胎教法」。被處分人之

代表人所創作「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及「培養

天才寶寶的杜曼胎教法」等書籍係委託聯合發行

公司代為出版銷售，被處分人從未透過各類展場

銷售上開書籍。 

（３） 被處分人自 98年起陸續申請「杜曼教學法」、「格

連.杜曼 GLENN DOMAN」等商標，在申請之前

從未與格連杜曼博士本人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

協會或有權人士接洽聯繫。被處分人嗣後於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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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日與 GD Baby’s公司簽訂前開之經銷合

約，約定將被處分人持有與「格連杜曼 GLENN 

DOMAN」相關之商標權讓與 GD Baby’s 公司，

惟該公司迄未來臺辦理受讓程序。 

４、 被處分人銷售案關「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管道包

括於婦幼展展場銷售、業務同仁平日自行開發客源或

親朋好友推薦、由已成交客戶推薦有嬰幼兒的家長進

行教材介紹推薦等。 

（二） GD Baby’s 公司就本案表示意見，略以： 

１、 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前於 100 年稍早驟然往訪該公

司，當場出示未經授權之書籍及教材之目錄，及臺灣

商標主管機關所發給未經授權之「GLENN DOMAN」

及「DOMAN」商標。該公司立即表示上開商標均未

經授權，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坦承未經格連杜曼博

士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同意申請系爭商標，為此

致歉，並表示渠欲協助在臺灣推廣格連杜曼博士及美

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著作。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提

議在其獲得授權翻譯格連杜曼書籍後，將歸還上開商

標予權利擁有者，即格連杜曼博士及美國人類潛能發

展協會；該公司則提議超級小天才公司代表人應先歸

還系爭商標，再進行未來合作事宜。在超級小天才公

司代表人同意此議後，雙方進行契約之磋商，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簽訂出版及經銷等 2份契約。 

２、 該公司主張因超級小天才公司後續多項違約行為，上

開出版及經銷契約業已失效，並主張撤銷該公司 101

年 2 月 21日給予超級小天才公司之授權書。 

（三） 聯合發行公司提出陳述意見，略以： 

１、 被處分人與該公司於 102 年 1 月 22 日簽約，委託該公

司經銷相關書籍，銷售網頁資料係由被處分人提供刊

登。 

２、 被處分人於 106 年 6 月 7 日通知該公司將 7 種書籍下

架，包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寶是閱讀的天才、寶

寶是數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知識的天才、倍增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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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成天才、如何幫助腦傷兒童復健成天才、寶寶

是運動的天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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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關展場海報布條廣告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 

（一） 被處分人於 103年 2 月 28日至 106 年 4 月 4日間，陸

續於臺北、臺中、高雄等地共計 43 度參加婦幼展，於

展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育學院」、「天才寶寶

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創

辦人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用以銷售其國語

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 4 種「格連杜

曼學習系統教材」。就被處分人使用案關具有招徠效果

之宣傳文字、人物肖像以推廣銷售上開教材，是否曾

獲格連杜曼博士、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美國格連

杜曼教育學院合法授權，以及案關教材與上開人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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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是否具有合理關連等疑義，被處分人主張其已於

101 年 1 月間以前身超級小天才公司之名與獲授權處

理亞洲業務之 GD Baby’s 公司簽署出版及經銷合約，

嗣於 101 年 2月及 8 月間分別獲得 GD Baby’s 公司及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授權，相關授權均仍屬有效，

並提出所稱合約及授權書以為佐證。 

（二） 案經檢視被處分人所提出其與 GD Baby’s 公司簽署之

出版及經銷合約，及 GD Baby’s 公司、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所出具授權書內容，查 GD Baby’s 公司獲得

格連杜曼博士及珍娜杜曼博士獨家授權複製、翻譯、

出書、販售及全球經銷渠等 7本著作，包括：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rea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math, 

Yes! your baby is a genius, How to multiply your baby’s 

intelligence, How to give your baby encyclopedic 

knowledge, What to do about your brain injured child, 

How to teach your baby to be physically superb 等之正

體中文版，GD Baby’s 公司復就上開著作給予超級小

天才公司為正體中文版翻譯、出書、販售及於我國經

銷之獨家授權，是案關契約及授權書範圍僅涉及上開

7 本著作，被處分人亦據此翻譯成 7 本中文書籍，包

括：你的寶寶是天才、寶寶是閱讀的天才、寶寶是數

學的天才、寶寶是百科知識的天才、倍增寶寶的智能

成天才、如何幫助腦傷兒童復健成天才、寶寶是運動

的天才等，並委由聯合發行公司出版銷售，上開契約

及授權書均未涉及案關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

知識圖畫卡等 4種「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復按被

處分人已於調查過程自承上開教材實為其代表人於

91 年創作，並於 93 年推出發行，遠早於被處分人與

GD Baby’s 公司及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於 101 年簽

署合約及取得授權。依現有事證，要難認被處分人於

婦幼展展場所售其代表人自行創作之國語文、英語

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

材」，與 GD Baby’s 公司或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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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授權有所關連，另被處分人與 GD Baby’s 公司及

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間合約及授權書目前是否仍屬

有效，則與本案廣告是否不實無涉。 

（三） 復就被處分人於相關展場張掛載有「美國格連杜曼教

育學院」、「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文字及美國人類

潛能發展協會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肖像之海報布條，

被處分人亦於調查過程自承「格連杜曼教育學院」並

不存在，該名詞實係被處分人自行創造，用於銷售相

關教材；另「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純為被處分人之

代表人的創造發明，與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毫無關係，格連杜曼博士或美國人類潛能發

展協會從未提倡或教授任何「胎教法」，被處分人之代

表人將其創造發名命名為「杜曼胎教法」，係因格連杜

曼博士於幼教領域極為知名，藉此有助於推廣銷售被

處分人之代表人所創造「胎教法」。 

（四） 按被處分人為有利於推廣銷售其代表人自行創作之國

語文、英語文、數學、百科知識圖畫卡等「格連杜曼

學習系統教材」，於相關婦幼展銷售展場張掛海報布

條，載有具招徠效果卻屬杜撰之「美國格連杜曼教育

學院」、與美國人類潛能發展協會及其創辦人格連杜曼

博士均無關之「天才寶寶杜曼胎教法」等顯著文字，

及非為相關教材創作人之格連杜曼博士之肖像，使人

誤認案關「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與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及虛構之「美國格

連杜曼教育學院」有關，依現有事證，核屬虛偽不實

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三、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為銷售其「格連杜曼學習系統教材」，

於展場張掛海報布條，使人誤認案關教材與美國人類潛能

發展協會、其創辦人格連杜曼博士及虛構之「美國格連杜

曼教育學院」有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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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酌本案被處分人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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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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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