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2107 號 

被處分人：德發科技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97445367 
址    設：臺北市士林區福國路 95 號 1 樓之 5 
代 表 人：○○○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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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不當散發競爭對手侵害著作權警告函，為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 
三、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 2 項違

法行為。 

四、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被處分人被檢舉於網站散布不實資訊，涉有違反公平

交易法相關規定： 
（一） 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撤

銷……Alznner 腳正器仿製品舉發聲明稿……仿製品

-俊達生技有限公司專利被撤銷」、「拒買仿製品 請點

閱左下角俊達……仿製品-俊達科技產品被撤銷」等

（下稱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情

事），及「俊達抄襲應不准其專利」、「……紅崴-俊達

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襲『德發科技公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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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襲! 抄襲! 抄襲! 俊達

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技有限公司……的著

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下稱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其

著作情事），然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俊達公

司）專利權因被處分人舉發而遭撤銷，並非因其新穎

性而係因其進步性不具可專利要件，是其與「抄襲」、

「模仿」係屬二事，被處分人顯意在抹黑俊達公司之

產品形象，損害營業信譽。 
（二） 按俊達公司與被處分人均為足弓矯正器經銷商，兩者

間具有競爭關係，被處分人系爭不實宣稱顯意在抹黑

俊達公司產品形象，損害該公司營業信譽。查自被處

分人 99 年 11 月起於網站刊載上開內容後，俊達公司

100 年營業額僅維持 99 年之水準，且銷貨退回數量增

加，足證系爭宣稱已造成消費者對俊達公司產生嚴重

不信任感，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三） 就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之行為應先向檢

察機關提出刑事告訴乙節，按俊達公司曾與被處分人

協商取下「仿製品」、「抄襲」等用語未果，復於 100
年向臺灣士林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狀，因先

前協商延誤告訴期間導致不起訴處分，再向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聲請再議亦遭駁回。是就刑

事告訴部分，俊達公司實已窮盡一切救濟之可能。 
（四） 另按被處分人上開攻訐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及

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涉及「抄襲」之宣稱，係有關智慧

財產權之主張，有廣為足部矯正器消費者或潛在消費

者知悉可能，屬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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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第 4 款「公

開信」之情形，應有事先踐行同處理原則所定確認權

利受侵害程序之義務。 
（五） 查主管機關撤銷俊達公司相關產品專利係因不具可

專利性要件，非因侵害被處分人著作權，被處分人斷

然指摘俊達公司抄襲，實屬謬論。被處分人復未踐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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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權利受侵害之相關程序，已違反上開處理原則所

定正當行使權利之先行程序義務，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之違反。 
二、 被處分人提出陳述意見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被處分人代理銷售之 Alznner 腳正器係獲得衛署器輸

壹字第 009997 號許可的醫療器材，材質為硬式綜合

塑膠製品，具有足部矯正的功能。被處分人除於我國

取得兩項足型矯正器相關專利，系爭 Alznner 腳正器

亦確曾於 1969 年獲得加拿大政府所頒發 CA823869
號足弓矯正器專利。 

（二） 被處分人係於 99 年 11 月開始於公司網站聲明俊達公

司抄襲等情，主要原因係見俊達公司宣稱其產品具不

實療效，且抄襲被處分人行銷手冊內容申請專利，故

將俊達公司涉及不實情事刊登於網路上。 
（三） 關於俊達公司涉及抄襲之事證資料可參考： 
１、 被處分人 95 年 4 月 14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智財局）舉發俊達公司所有之第 92221632 號「可改

善足弓結構、促進血液循環、活化細胞之遠紅外線腳

型矯正元件」新型專利案違反新型專利之要件，該案

業經智財局審定舉發成立，應撤銷俊達公司系爭專利

權。 
２、 被處分人 100 年 9 月 3 日向智財局提交之舉證函，主

張俊達公司於 98 年 11 月 2 日申請之專利「足弓矯正

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器鞋組時的鞋內部足底壓力

平衡之微調方法」內容相關資料早已見於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 3 日完成之著作中，系爭著作於 92 年 4 月取

得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著作權證書。雖智財局就該案

尚未有審查結果，然俊達公司抄襲罪證確實。 

理   由 

一、 被處分人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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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競爭之目的」係指妨害顧客對於他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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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信譽應有的信賴，藉以爭取原將由他人取得交易機

會之情形；所謂「陳述或散布不實情事」係指關於客

觀事實的不實主張或聲明，以言詞、文字、圖畫或大

眾傳播媒體，使特定內容處於第三人或不特定人得以

瞭解狀態的表意行為；所謂「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係指陳述或散布之內容，足以降低社會大眾或交易相

對人，對被指摘事業之營業上評價而言。準此，事業

倘對具競爭關係之他人商品陳述或散布不實資訊，且

其所陳述或散布之內容客觀上足以損害該他人營業

信譽者，即屬違反上揭條文之規定。 
（二） 復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者，除得依同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課以行政罰以外，依同法第 37 條規

定亦負有刑事責任，而依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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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事法律處罰之。」其第 2 項復規定：「前

項行為如經不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

免訴、不受理、不付審理、不付保護處分、免刑、緩

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

之。」查俊達公司業就被處分人負責人父子於網路刊

載「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撤銷」之文章涉有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於 100 年向臺灣士林地

方法院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狀，經該署以已逾告訴期

間為不起訴處分，俊達公司再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提起刑事告訴聲請再議亦遭駁回。是俊達公司就本案

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之行為已逾告訴期

間而未為告訴，本會爰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裁

處之，合予陳明。 
（三） 被處分人於網站刊載系爭文字，是否係為「競爭之目

的」： 
按俊達公司與被處分人均於國內市場銷售足弓矯正

器，而於同一市場互為競爭，兩者間應具有競爭關係。

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及專

利內容相關資料涉及「抄襲」等情事，藉以爭取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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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俊達公司取得交易機會之情形，是被處分人於網

站刊載系爭文字，係為競爭之目的。 
（四） 被處分人刊載系爭文字，是否涉有「陳述或散布不實

情事」： 
１、 有關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

乙節，就系爭宣稱之真實性，被處分人係提出俊達公

司所有之第 92221632 號「可改善足弓結構、促進血液

循環、活化細胞之遠紅外線腳型矯正元件」新型專利

因該公司之舉發而遭智財局審定舉發成立撤銷該專利

以為佐證，惟查上開審定書僅認定俊達公司案關專利

係因違反行為時專利法第94條第4項規定意即不具進

步性遭撤銷，並未認定俊達公司系爭專利不具新穎

性，亦未認定其產品侵害被處分人或其他事業之智慧

財產權，復未認定其產品為 Alznner 腳正器之仿製品。

是被處分人以俊達公司案關專利因不具進步性遭權責

機關撤銷，即宣稱其產品為「仿製品」，要難認為客觀

事實之陳述。綜上，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

品為「仿製品」乙節，依現有事證，已屬陳述或散布

不實情事。 
２、 另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

「抄襲」其著作乙節，查被處分人主張俊達公司 98
年 11 月申請之專利「足弓矯正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

器鞋組時的鞋內部足底壓力平衡之微調方法」已見於

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完成之著作中，並主張就俊達公司

專利申請乙事已於 100 年 9 月向智財局提交舉證函。

惟因客觀事實難謂已臻明確，亦難逕予論斷上開宣稱

之真實性，爰與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之構成要件未合，

此節依現有事證，尚難認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易法

第 22 條規定。 
（五）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是否構成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 
１、 按所稱「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係指陳述或散布之

不實內容，足以對他人營業信譽產生貶損之結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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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貶損他人之營業信譽，應依具體個案，衡酌交易

相對人及潛在交易相對人對於所陳述或散布內容之客

觀評價予以認定。例如該內容對於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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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 
２、 按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非

僅意指該公司不思進取開發產品，亦屬宣稱該公司剽

竊被處分人智慧結晶以為己用，按客觀交易之一般評

價，系爭宣稱已足令社會相關大眾或交易相對人降低

對俊達公司營業上之評價，可能導致與俊達公司中止

或拒絕交易之情事。是依現有事證，被處分人宣稱俊

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已構成足以損害該公司營業

信譽。 
３、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

係為競爭之目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

譽之不實情事，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 
二、 被處分人被檢舉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行為。」所謂「欺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

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易相對人與其

交易或使競爭者喪失交易機會；所謂「顯失公平」，

係指事業之行為若已違反效能競爭的原則，對於其他

遵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而言，構成顯失公平，而

使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

業競爭倫理非難性。 
（二） 復按公平交易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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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智慧財產權人對於有侵害其智慧財產權之

虞者，得依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通知侵害人請求排除

侵害。惟權利行使不得濫用，倘事業不當對外發布競

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警告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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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不公平競爭情事，則有違反公平交易法之虞。本會

為協助事業避免上開不當行為，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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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警告函案件處理原則），按上開

處理原則第 1 點：「本會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

交易秩序，有效處理事業濫發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

權，不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

專利權之警告函，造成不公平競爭案件，特訂定本處

理原則。」同原則第 2 點規定：「本處理原則所稱事

業發警告函行為，係指事業以下列方式對其自身或他

事業之交易相對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散發他事業侵

害其所有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之行為者：（一）

警告函。（二）敬告函。（三）律師函。（四）公開信。

（五）廣告啟事。（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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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面。」故事業

尚非不得寄發警告函，事業發警告函內容是否合致上

開原則之適用，仍須依個案所繫之警告函內容是否針

對事業對外散布「他事業」「侵害」其著作權、商標

權或專利權所為之發函而定。依該處理原則第 3 點規

定：「事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害程序之一，始發

警告函者，為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

利之正當行為：（一）經法院一審判決確屬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利權受侵害者。（二）經著作權審議及調

解委員會調解認定確屬著作權受侵害者。……」及同

處理原則第 4 點規定：「事業踐行下列確認權利受侵

害程序，且無公平交易法第 19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24 條規定之違法情形，始發警告函者，為依

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使權利之正當行為：

（一）發函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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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警告函內敘

明著作權、商標權或專利權明確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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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

侵害之事實。事業未踐行前項第 1 款排除侵害通知，



 8

但已事先採取權利救濟程序，或已盡合理可能之注意

義務，或前項通知已屬客觀不能，或有具體事證足認

應受通知人已知悉侵權爭議之情形，視為已踐行排除

侵害通知之程序。」事業未經踐行上述之先行程序，

逕為發警告函行為，且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行為者，則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規定。 
（三） 按被處分人於其公司網站宣稱「俊達抄襲應不准其專

利」、「……紅崴-俊達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襲

『德發科技公司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

襲! 抄襲! 抄襲! 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

技有限公司……的著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依現今事業及消費者已普遍習

於使用網路瀏覽工具搜尋資訊以及大眾媒體不乏以

網路形式呈現之事實，網站公告內容應足使交易相對

人或潛在交易相對人經由瀏覽系爭網站而可得知俊

達公司之專利涉有侵害被處分人著作權，故被處分人

於網站刊載之內容，應屬前揭處理原則所稱之警告

函。 
（四）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其

著作，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有關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俊達公司 98 年 11 月申請之

專利「足弓矯正器鞋組及穿著足弓矯正器鞋組時的鞋

內部足底壓力平衡之微調方法」內容相關資料已見於

被處分人 89 年 1 月完成之著作中，涉有「抄襲」被

處分人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乙節，查被處分人

並未就此節提出法院一審判決證實其著作權確受侵

害，或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調解認定其著作權確

受侵害，是其並未踐行確認權利受侵害之相關程序；

復按被處分人並未提出事證足資證實其曾於發警告

函前已事先或同時通知俊達公司請求排除侵害，且經

檢視其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抄襲」被處

分人著作情事，被處分人雖已於網站刊載其 100 年 9
月 3 日向智財局提交之舉證函，主張俊達公司於 98



 9

年 11 月 2 日申請之系爭專利部分內容相關資料已見

於被處分人取得台灣經濟發展研究院之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著作第 30 頁至第 34 頁、第 62 頁，

第 85 頁至第 93 頁及第 125 頁，部分另已見於新編義

肢裝具學第 239 頁至第 247 頁及英文教科書

ORTHOTIC 第 122 頁至第 139 頁，惟其所附資料與上

開標註頁數並非一致，且僅以單純刊載著作而未詳加

說明之呈現方式，亦難謂已敘明其著作權明確內容、

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是被處分人系爭宣稱尚

難認屬行使著作權之正當行為，具有商業倫理之非難

性，而有不公平競爭情事，應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

顯失公平行為，已構成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之違反。 
（五） 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仿製品」，是否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

公平之行為。」被處分人於網頁宣稱俊達公司產品為

「仿製品」乙節，既已為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所規範，

則其行為已屬「本法另有規定」情形，自無再以公平

交易法第 24 條概括規定予以評價之必要。 
（六） 綜上所述，被處分人宣稱俊達公司專利內容相關資料

「抄襲」該公司著作，已構成顯失公平之行為，而使

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行為具有商業

競爭倫理非難性，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綜上論結，被處分人於網站宣稱「仿製品-俊達科技專利被

撤銷……Alnner 腳正器仿製品舉發聲明稿……仿製品-俊
達生技有限公司專利被撤銷」、「拒買仿製品 請點閱左下角

俊達……仿製品-俊達科技產品被撤銷」等，係為競爭之目

的，而陳述或散布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信譽之不實情事，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被處分人宣稱「俊達抄襲應不

准其專利」、「……紅崴-俊達公司以抄襲所申請的專利。抄

襲『德發科技公司著作權證字 A0603920002 號』」、「抄襲! 
抄襲! 抄襲! 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抄襲德發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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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著作…著作權證書證字 A0603920002 號」等，核屬

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

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

模、經營狀況、營業額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

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

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與其他

因素，爰依公平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分別就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2 條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就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總計

處新臺幣 20 萬元罰鍰，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年  7    月    18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