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08048號

被處分人：鈺倢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863186

址    設：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49之 49號 11樓之9

代 表 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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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於網路臉書宣稱無線藍芽耳機商品具有商標權及

專利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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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5萬元罰鍰。

事  　實

一、被處分人被檢舉於 107年 7月 25日在其設立及經營之臉書

「歐拉數位娛樂集團-Ora-i8歐拉智能科技研究院」粉絲專

頁，發布貼文宣稱「本公司所有之Ora i8及先行產品S3及

相關系列商品皆為本公司專利註冊所有之商品」、「凡經查

獲將依法請求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價 500 倍至 1,500

倍之金額」，予人產生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5日前在我

國已取得商標權及 Ora i8 與 S3 無線藍芽耳機商品專利權

之印象，惟查 107年 7月 25日時被處分人於我國之商標權

仍於申請註冊階段，而申請專利日期為 107年 8月 14日，

亦晚於107年 7月 25日，爰涉有廣告不實。

二、調查經過：

（一）本會於 107 年 10 月 1日及 107 年 10 月 16 日函請被處分

人提出書面陳述，惟被處分人未如期提供書面陳述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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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證。被處分人嗣於108年 1月 4日派員到會說明，

略以：

1. 被處分人為英屬維京群島商歐拉國際數位娛樂集團(下稱

歐拉集團)之臺灣通路管理商，並負責臺灣客服管理部分

及經營「歐拉數位娛樂集團-Ora-i8 歐拉智能科技研究

院」臉書粉絲專頁，案關臉書貼文係由歐拉集團於107年

7月 25日發布，迄今仍張貼在「歐拉數位娛樂集團-Ora-

i8歐拉智能科技研究院」粉絲專頁上，被處分人有編輯

(包含發布貼文)的權限，該粉絲專頁係由被處分人於 107

年 4月或 5 月間設立，惟被處分人於該粉絲專頁發布的

貼文並非僅針對特定國家，係對於全世界華人發布歐拉

集團商品相關資訊。

2. 被處分人並未於案關貼文中宣稱商標權及專利權係中華

民國之商標權及專利權，被處分人擁有 S3無線藍芽耳機

商品(與 i8無線藍芽耳機商品擁有相同外觀設計)之中國

大陸外觀設計專利證書，故被處分人確實擁有專利權，

而於其他國家所申請之專利權及商標權係由歐拉集團之

其他外國事業所申請，被處分人僅為臺灣通路管理商，

並無法取得前開資料。

3. 被處分人於我國申請商標權計 2 案，第 107022126 號商

標申請案乙項業獲核准並於107年 10月 16日註冊公告，

第107047652號商標申請案則係於107年 12月 20日獲核

准，惟迄至108年 1月 3日尚未註冊公告。另被處分人第

107304731號設計專利申請案(專利名稱為無線對耳耳機

組，即為案關Ora i8無線藍芽耳機商品)尚在初審審查中

惟被處分人認為臺灣所申請之商標權與專利權與本案無

關，其申請專利之目的係為防止他事業仿冒及盜版行為。

4. 被處分人原於臺灣銷售歐拉集團相關系列產品，惟因 107

年 7月於臺灣遭其他有心事業仿冒及盜版，而發生侵權

事件，故被處分人從 107 年 7月開始並未直接對臺灣進

行銷售，係銷售予其他通路商，再由該通路商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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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地區或國家。

5. 被處分人僅進行研發，並授權歐拉集團製造，另設置展

售店(位於西門町)及提供客服管道，一般而言，平行輸

入產品並未提供保固服務，被處分人為品牌形象及服務

導向訴求，而設立 Facebook粉絲專頁，並設置服務中心

負責消費者維修事宜。另被處分人並未直接對臺灣消費者

進行銷售，最大銷售地區係於香港，並主要於中國大陸

從事經營。

（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107年 11月 23日提供專業意見，略

以：

1. 按商標法第33條第1項及第32條第 2項規定：「商標自

註冊公告當日起，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商標權期間為

10年」、「經核准審定之商標，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日

後 2個月內，繳納註冊費後，始予註冊公告，並發給商

標註冊證；屆期未繳費者，不予註冊公告」。商標權人自

註冊公告日之當日起，始取得商標權，享有排除他人侵

害的權利，是商標權之起始日為註冊公告當日，非追溯

自商標申請日起算。

2. 專利法第5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申請專利之發明，

經核准審定者，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後 3個月內，繳

納證書費及第 1年專利年費後，始予公告；屆期未繳費

者，不予公告」、「申請專利之發明，自公告之日起給予發

明專利權，並發證書」。新型、設計專利分別依同法第120

條、第142條準用該條規定。因此，經該局核准審定之專

利申請案，需專利申請人於法定期間繳納規費，專利專

責機關始予公告，並發生專利權之效力，故專利權起始

日為專利公告日，非專利申請日。

3. 依商標法第 33 條及第 35 條規定，商標經獲准註冊後，

商標權人始合法取得排除他人使用的權利，被處分人第

107022126號商標申請案係於 107年 10月 16日獲准註冊

公告；第 107047652 號商標申請案迄該局發函日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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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止仍在審查中，尚未取得商標註冊。依專利法

第58條規定申請人於獲得專利權後，於專利權期間內享

有排除他人未經其同意而製造、販賣、為販賣的要約、使用

或進口等實施該專利之權，設計專利依同法第 142 條準

用之，被處分人第 107304731 號設計專利申請案（即案

關Ora i8無線藍芽耳機商品之專利申請案），迄該局發

函日107年 11月 23日止尚未取得專利權。

4. 有關專利申請人得否主張外國專利申請案之申請日為優

先權日，以及得否執國外之專利權，於國內排除他人使

用：

（1）依專利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申請人就相同發明在與中

華民國相互承認優先權之國家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第 1

次依法申請專利，並於第 1次申請專利之日後 12個月

內，向中華民國申請專利者，得主張優先權。新型、設

計專利分別依同法第 120 條及第 142 條準用之，惟前

開 12個月內之法定期間於設計專利申請案為 6個月。

故專利申請人已在外國或中國大陸申請專利者，可於

法定期間內，在我國申請專利同時聲明主張國際優先

權。

（2）專利權採屬地主義，其具有區域性，專利權人取得的

專利權，只能得到授予該項權利的國家法律保護，在

專利權所依法產生的國家地域內才屬有效，因此，申

請人雖已向外國申請專利或獲有專利權，倘欲在我國

受到專利保護，仍應向我國申請專利。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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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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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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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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按

廣告提供消費資訊，往往是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之重要判

斷依據，若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廣告，將使消費者陷於錯誤，而為不正確之選擇，且將

導致市場競爭秩序喪失其原有之效能，而足生「不公平競爭

」之效果，故不實廣告將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破壞競爭秩

序，違反者自應負行政法上之責任。復按公平交易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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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關臉書貼文刊載於「歐拉數位娛樂集團-Ora-i8歐拉智能

科技研究院」粉絲專頁，載有「歐拉數位媒體集團、鈺倢有

限公司聯合聲明」、「Ora i8無線對耳藍芽耳機以及S3無線

藍芽耳機之代理授權皆由鈺倢有限公司指定代理銷售」、「

若有廠商或渠道對本公司商品擁有極大的興趣並且擁有強

大的銷售通路以及銷售計畫，歡迎與鈺倢有限公司進行接

洽」等語，雖據被處分人表示該貼文係由歐拉集團刊登，惟

被處分人亦自承其為歐拉集團之臺灣通路管理商，負責臺

灣客服管理，且該粉絲專頁係由被處分人於 107年 4、5月

間所設立經營，並擁有編輯(包含發布貼文)的權限，消費

者以及潛在交易者據以觀之，尚可知悉案關貼文係被處分

人刊登，並由被處分人負責案關商品之授權銷售，被處分

人可藉由案關臉書貼文爭取交易機會而獲有直接利益，是

相關臉書貼文屬具招徠效果之廣告，被處分人為本案廣告

主，洵堪認定

三、 被處分人 107年 7月 25日於臉書宣稱「本公司所有之 Ora

i8及先行產品S3及相關系列商品皆為本公司專利註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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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品」、「凡經查獲將依法請求侵害商標權商品之零售單

價 500倍至 1,500 倍之金額」等語，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1項規定：

（一）查被處分人於107年 7月 25日刊登案關廣告宣稱「本公司

所有之 Ora i8 及先行產品 S3 及相關系列商品皆為本公

司專利註冊所有之商品」，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於107年

7月 25 日前已取得案關 Ora i8 及 S3 無線藍芽耳機商品

（下稱案關商品）之專利權，惟查被處分人就案關 Ora

i8無線藍芽耳機商品係於 107年 8月 14日向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申請設計專利，且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表示，經

該局核准審定之專利申請案，需專利申請人於法定期間

繳納規費，專利權責機關始予公告，並發生專利權之效

力，專利權起始日為專利公告日，非專利申請日，又查

案關 Ora i8 無線藍芽耳機商品係於 108年 4月 1日獲准

公告而取得專利權，是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5日刊登

案關廣告時，並未取得案關商品專利權，案關廣告之表

示或表徵顯與事實不符，且已足令一般消費者及潛在交

易者對案關廣告內容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核屬虛

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

項規定。

（二）次查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5日主張對違法業者請求侵

害商標權之損害賠償，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於 107 年 7

月 25日前已取得案關商品之商標權，惟查被處分人係於

107 年 4月 12 日及 7月 24日申請商標權，並分別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及 108 年 1 月 16 日獲准註冊公告而取得 2

項商標權，另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表示：「商標權人自註

冊公告日之當日起，始取得商標權，享有排除他人侵害

的權利，是商標權之起始日為註冊公告當日，非追溯自

商標申請日起算。」是被處分人於107年 7月 25日刊登案

關廣告時，並未取得商標權，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宣稱

依法對侵害其商標權者請求損害賠償，顯與事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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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法無據，亦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三）至有關被處分人主張，其未於案關廣告表示係取得我國

之商標權及專利權，並提供案關 S3無線藍牙耳機商品之

中國大陸專利證書為憑，且全球華人均可於其臉書貼文

觀看並獲知歐拉集團商品訊息，非僅針對臺灣消費者，

另被處分人並未直接於臺灣進行銷售，係銷售予通路

商，再由通路商自行決定是否銷售臺灣，臺灣所申請之

商標權與專利權與本案無關，其申請專利之目的係為防

止他事業仿冒及盜版行為乙節，按被處分人自承為歐拉

集團在臺通路管理商，於臺灣設立維修及展售中心，提

供臺灣消費者商品諮詢及維修服務，是被處分人經營之

「歐拉數位娛樂集團-Ora-i8歐拉智能科技研究院」臉書

粉絲專頁，所傳遞訊息之對象包括我國通路商及消費

者，理應確保渠等於我國使用或行銷案關商品為已具有

我國商標權及專利權之商品；再者據被處分人續於 107

年 8月 12日發布其向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長樂派

出所報案商標法案件及宣稱其絕不允許任何侵權行為之

貼文，足認被處分人在表彰享有我國之商標及專利排除

侵害權利，進而使瀏覽者誤認被處分人就案關商品已取

得我國之專利權及商標權，是被處分人主張未於案關廣

告表示係取得我國之商標權及專利權，核不足採。

四、綜上，被處分人於 107年 7月 25日在網路臉書宣稱案關商

品具有商標權及專利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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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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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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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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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