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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 90 年 11 月公司法修正後，公司法對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已不及於仿

冒影射等公司名稱之冒濫使用。有關公司名稱冒濫使用之不公平競爭行為防止，乃

以公平交易法為主要規範。 

公平交易法與公司法就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在規範目的、規範程度、規範對

象、規範發動時期及規範方法上皆有不同，故使用依公司法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之

行為，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即係抵觸公平交

易法立法意旨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自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主張優先適

用公司法之規定，而認為係正當權利之行使。 

另一方面，公司名稱較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所定之其他表徵，具有公司名稱

以登記為必要；公司名稱僅限於文字，且僅限於我國文字之特性。故公司之英文名

稱，並不具備法律上「公司名稱」之意義。公司名稱有無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應就

「字形」、「發音」、「概念」三要素為綜合判斷。惟公平交易委員會訂頒之「處

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原則」第 14 點第 1 項規定「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

種類者，其公司名稱非本法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就公司名稱冒濫

使用行為之能否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條，造成極大限制，應予廢止。 

此外，就藉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若能認定構成公平交

                                                      
* 本篇文章改寫自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2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
保護及範圍」。 

** 作者均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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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法第 20 條之違反，即應優先適用第 20 條論處，僅於不能認定構成第 20 條之違

反時，始考慮得否依第 21條或第 24條論處。 

 

關鍵詞：公司名稱、普遍認知、相同或類似使用、混淆、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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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司名稱之作用，在於表彰企業主體，賦予企業為各項行為時，作為辨識之

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

行為」之仿冒行為禁止規定，第 1 款為「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商

號或公司名稱……，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

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第 2 款為「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商號或公司名稱……，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

活動混淆者」。 

為保護社會交易安全，防止有仿冒影射，利用既有公司商譽之不正競爭行為，

公司法第 18 條亦有「公司名稱專用權」規範。民國 90 年 11 月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18 條係區分公司所營業務是否相同，而以第 1 項規定「同類業務之公司，不問是否

同一種類，是否同在一省（巿）區域以內，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名稱。」第 2 項規

定「不同類業務之公司，使用相同名稱時，登記在後之公司應於名稱中加記可資區

別之文字；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視為不相同或不類

似。」在此時期，就防止不正競爭之立法目的而言，上述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與公司

法之規定，實有重疊之處，且二者規範範圍皆及於「類似使用之禁止」。由於民國

90 年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5 項並規定「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記前應先申請核

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雖因公平交易法與公

司法就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內容並非完全一致，致實務上仍有對於已經經濟部審查

認為不相同不類似而核准使用之公司名稱，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之事例。但應可謂關於公司名稱冒濫使用之防止，係由公司法之主管機關

經濟部立於第一線之把關過濾地位。 

惟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為配合行政革新及簡化登記程序，公司營業項目之

登記，除載明許可業務外，其餘毋庸登記。營業項目登記簡化後，公司名稱之預查

即與經營之業務脫鉤，僅就公司名稱本身加以審查，復因名稱是否類似，涉及主觀

作用，見仁見智，在實務上經常引起爭議，故公司名稱之預查，改為僅審查是否同

名，而不及於類似與否之審查。而將原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合併為現行第 1 項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

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修正理由更明言「倘涉及不公平競爭情事，依公平交易

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與行政機關賦予名稱之使用權，係屬二事」。亦

即，民國 90 年修正後之現行公司法第 18 條，對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已不及於

仿冒影射等公司名稱之冒濫使用，而局限於「已登記」公司名稱專用權之保護，其

作用僅止於企業主體之界定。 

換言之，在民國 90 年 11 月公司法修正後，關於有關公司名稱冒濫使用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防止，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乃至第 24 條之概括規定，將擔負起更大於以

往之功能。在此一問題上，公平交易法應如何運作，始能發揮最大效率，其規範始

能臻於合理、有效，即為本論文所欲探討之內容。 

以下，本文將先整理我國現行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有關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

並參酌至目前為止各該主管機關對該等法令之實務運作事例，以釐清各有關法令之

規範內容及保護差異。其次，蒐集外國有關法規及實務運作經驗，與我國法規及實

務運作情形，進行分析比較。最後，提出對我國公平交易法有關公司名稱使用規範

之建議。 

貳、國內法規及實務整理、分析 

一、法規 

(一) 公司法及「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 

1. 公司名稱之組成 

一完整之公司名稱，如「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係由 4部份所組成。 

(1) 標明其為「公司」之部份 

此一部份稱為「公司名義專用權」。依公司法第 19 條第 1 項「未經設立登

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之反面解釋，為依法成立之公

司，其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時，即有於其名稱標明其為「公司」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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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標明其為「股份有限」公司之部份。 

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類（公 2II），使利害關係人得以知悉公司股東責任

形態，以確保交易安全。 

(3) 「東元」為公司之「特取名稱」。 

公司名稱與他公司是否相同，主要係以公司之「特取名稱」為比較判斷之基

礎。關於公司特取名稱之使用，除公司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公司不得使用易於

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稱」

外 1，預查準則第 10 條並進一步規定「公司之特取名稱不得使用下列文字：一、單

字。二、連續 4 個以上疊字或 2 個以上疊詞。三、我國及外國國名。但外國公司其

本公司以國名為公司名稱者，不在此限。四、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文

字。五、表明企業結合之文字。六、其他不當之文字 2」。 

禁止公司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司團體有關之名稱，除避免有使

人誤解該公司係為政府或公益團體所經營，而對於政府之威信或公益團體之目的，

造成妨害之外，亦寓有避免有心之人，藉由使用此等名稱，引人誤解該公司係為政

府或公益團體所經營，致生錯誤之信賴，而與之為交易。 

實務上，經主管機關認定為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有關之例如下： 

A. 經濟部 55.4.14.商 8524 號「查『國立』二字含義係指由中央政府係指由中

央政府所設置之機構，如國立大學或國立博物館等。一般公司名稱標明

「國立」非僅名實不符且顯有欺罔公眾之虞，參照行政法院民國 23 年判字

第 36號判例，應飭改正後再行核辦。」 

                                                      
1 公司法第 18 條第 3 項之規定,於民國 69 年增訂時之內容為「公司不得使用外語譯音及易於使
人誤認為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之名稱。但經認許之外國公司或外國人依法核准投資所設立

之公司，得使用外語譯音。」增訂理由為「為免公司名稱使用外語譯音及影射政府機關或公益團

體，爰參照商業登記法第 28條規定，並配合政策，增列第 3項。」其後,於民國 79年公司法修正
時移列為第 4 項，並在「因外語種類繁多，致引起公司名稱皆可能與某種外語譯音相近，實務上
頗為困擾」之理由下，刪除「不得使用外語譯音」為名稱之限制。同時，在「按申請登記之公司

名稱如屬有破壞維繫國家社會之優良秩序或違背國民一般道德標準者（如「紅旗」、「東方

紅」、「美帝」等），自不宜准許登記，目前審查作業僅賴行政解釋，易滋爭執，爰參據商標法

第 37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增列，俾資依據」之理由下，增列「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
稱」，而成現行文字。民國 90年，復因原條文第 2項、第 3項之增刪，再移列為第 3項。 

2 不得使用單字，係因單字有時難以判斷其是否違反善良風俗，例如苦幹實幹之「幹」；舒爽
之「爽」等。不得使用連續 4個以上單字或 2個以上連續疊詞，係因欠缺識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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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經濟部 59.6.6.商 40368 號「高楠加工區服務中心有限公司以『加工區服務

中心』為專業名稱申請設立登記，易使人誤認為本部所屬之有關機關，應

即勸導改名再予登記。」 

C. 經濟部 61.3.31.商 8809 號「據請核示考政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應否更名

乙節，因其使用名稱既准考選部函稱易使人誤認為與政府考政機關有關，

可參照……飭知改名。……。」 

經認定為易使人誤認其與公益團體有關之例如下： 

A. 經濟部 61.10.9.商 28181 號「查該公司以『奧林匹克』為公司名稱，在交易

上易滋誤認為公益團體，……。」 

B. 經濟部 76.9.19.商 47460 號「凡以「生命線」或其近似者為公司、商號之名

稱，顯有使人誤認為公益團體之虞，依公司法第 18 條第 3 項，商業登記法

第 28條規定，應不准其使用。」 

(4) 「電機」為表明業務種類之文字。 

惟此一部份，與前述一～三係公司名稱之必要組成部份有異，乃屬「任意標

示」部份。例如以生產大同電鍋聞名之「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即未有此「任意標

示」部份。惟公司名稱中之「任意標示」，並非完全自由，仍受預查準則之規範。

詳見後述。 

2. 現行公司法之規定 

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就有關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第 19 條第 1 項「未經設

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之公司名義專用權規定，

及第 2 條第 2 項「公司名稱，應標明公司之種類。」之標明公司種類義務規定，並

未修正。惟修正前其規範範圍及於禁止使用類似名稱，以防止公司名稱冒濫使用之

不公平競爭行為之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則併為現行第 18 條第一項

「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

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亦即，民國 90 年修正後之現行公司法第 18 條，對於公

司名稱使用之規範，係局限於「已登記」公司名稱專用權之保護，其作用僅止於企

業主體之界定。至於涉及不公平競爭之仿冒影射等公司名稱冒濫使用行為，則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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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由所言，係由公平交易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公司法不再介入。 

現行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公司不得使用與他公司相同公司名稱規定之執行運

作，須以公司法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在同條第 4 項「公司名稱及業務，於公司登

記前應先申請核准，並保留一定期間；其審核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授權下所頒訂之「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民國 91 年 1 月 30 日經

商字第 09102010170 號令修正發布。以下於本節簡稱「準則」）相關規定為之。以

下就本準則有關公司名稱使用實質規範之條文予以探討。 

(1) 當然不得使用之公司名稱 

於民國 90 年修正時，由修正前之第 4 項調整項次為現行第 3 項之「公司不得

使用易於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公益團體有關或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名

稱。」規定，其內容並未有修正。準則第 10 條就此所作之細部規定，「公司之特

取名稱不得使用下列文字：一、單字。二、連續 4 個以上疊字或 2 個以上疊詞。

三、我國及外國國名。但外國公司其本公司以國名為公司名稱者，不在此限。四、

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文字。五、表明企業結合之文字。六、其他不當之

文字。」亦僅有項次及若干文字調整3。有關此部份之實際運作，已於本章前節論

述，不再綴言。 

(2) 公司名稱之登記以我國文字為限 

準則第 5 條「公司名稱之登記應以我國文字為限。」此所謂「我國文字」，自

指中文文字而言。至於外國文字，乃至阿拉伯數字或□○×等符號，皆不得為公司

名稱之一部份。就公司之英文名稱使用，實務上曾有如下見解：「公司自行選用英

文名稱公司法並無報備之規定，亦不須訂明於章程，即使在章程中加以規定亦不發

生登記之效力。」（經濟部 54.9.20.商 18847 號）「查公司行號使用英文名稱，並

非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所規定應經登記之事項，因此毌須向主管機關登記或報備，

                                                      
3 使用單字為公司名稱，例如「色」、「爽」、「幹」等，是否違反公序良俗無從判斷，故有
其不妥當性。使用連續疊字或連續疊詞，例如「欣欣欣欣」、「圓滿圓滿」等，則欠缺顯著性，

不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使用本國或外國國名為公司名特取名稱，自易使人誤認其與政府機關有

關。使用「電機」或「陶瓷」等表明業務種類之文字,或「商業」、「展業」等表明營業組織通用
或事業性質之文字，乃至「集團」、「聯盟」等表明企業結合之文字，作為公司特取名稱，皆欠

缺辨識性，而有所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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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視業務上或交易上之需要，自行選用，或以音譯，均無不可，事實上亦難求其一

致，如各該事業目的主管機關認為有加以限制之必要，似可參照「進出口貿易商管

理辦法」對於貿易商英文名稱規定之例，由各該事業目的主管機關釐訂適當標準，

加以管理。」（經濟部 60.5.4.商 17416 號）「公司之英譯名稱相同，似非侵害公司

名稱之專用權。」（民 72.5.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 3 期）故在公司法上，公司之

英文名稱，並不具備法律上「公司名稱」之地位。 

(3) 公司名稱任意標示部份之規定 

廣義之公司名稱，可包括：(1) 標明其為「公司」之公司名義專用權部份，(2)

標明其公司種類部份，(3) 特取名稱部份，及 (4) 任意標示部份，已如前述。本準則

第 7 條至第 9 條為關於任意標示部份之規定。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公司名稱除應由

特取名稱及組織種類組成外，並得標明下列文字：一、地區名。二、表明業務種類

之文字。三、堂、記、行、企業、實業、展業、興業或工業、商事等表明營業組織

通用或事業性質之文字。」，本項所定 3 款任意標示文字，得同時在公司名稱中使

用，但同條第 2 項及第 8 條明定在公司名稱中任意標示之排列順序。就第 1 款之

「地區名」，準則第 8 條明定「公司名稱標明地區名者，其地區名，應置於公司特

取名稱之前，並以本公司所在地之省（市）、縣（市）名為限。」至於第 2 款之表

明業務種類之文字，及第 3 款之表明營業組織通用或事業性質之文字，則依準則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名稱標明前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之文字者，其排列順序依其款

次，並置於特取名稱之後，組織種類之前。」另，關於公司名稱標明業務種類者，

準則第九條明定「公司名稱標明業務種類者，以一種為限。」（第 1 項）「公司名

稱中標明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之許可業務，其許可業務經撤銷或廢止登記者，

應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第 3項） 

(4) 外國公司名稱使用之特別規範 

就外國公司之名稱使用，公司法第 370 條明定「外國公司之名稱，應譯成中

文，除標明其種類外，並應標明國籍。」此所謂外國公司，應指「以營利為目的，

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

（公司法第 4 條）。外國公司向我國政府申請認許時，其譯成中文之公司名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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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則上自應與本國公司受同一規範 4。惟較之本國公司，外國公司名稱之使

用，仍有下列不同。其一為「標明國籍義務」。準則第 7 條第 3 項並明定其標示方

法為「外國公司名稱應標明國籍，並置於地區名或特取名稱之前。」例如「瑞士商

吉時洋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商橫濱商社股份有限公司」。此外，依準則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本國公司於名稱中標明業務種類者，以一種為限。但同條第 2 項規定

「外國公司經檢附駐外單位證明文件證明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5) 公司名稱是否相同，僅就其「特取名稱」採通體觀察方式審查 

準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二公司名稱是否相同，應就其特取名稱採通體觀察方

式審查；特取名稱不相同，其公司名稱為不相同。」此所謂「相同」，應係指完全

一致之情形。故只要二公司名稱之特取名稱部份，有些微差異，其公司名稱即為不

相同，而得使用。然，即使二公司之特取名稱相同，依同條第 2 項規定「二公司名

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縱其特取名稱相同，其公司名稱視為

不相同。」，故例如「上文電機有限公司」、「上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上文

工業有限公司」、「上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雖皆以「上文」為其特取名稱，

但其公司名稱視為不相同，而得使用。但，所謂可資區別之文字，同條第 3 項規定

「前項所稱可資區別之文字，不含下列之文字：一、公司名稱中所標明之地區名、

新、好、老、大、小、真、正、原、純、高、真正、純正、正港、正統、堂、記、

行、號或社之文字。二、公司標明之特取名稱及業務種類相同者，於業務種類之

後，所標明之企業、實業、展業、興業或工業、商事等表明營業組織通用或事業性

質之文字。」故若已有「上文電機有限公司」，則例如「台北上文電機有限公

司」、「新上文電機有限公司」、「上文堂電機有限公司」、「上文電機社股份有

限公司」、「上文電機實業有限公司」等，皆應屬相同名稱，而不得使用。 

(二) 公平交易法 

公平法相關的條文，主要有第 20條、第 21條、第 24條。 

                                                      
4 此所謂譯成中文，採音譯或意譯皆可。又，公司種類亦應譯成中文，惟不以我國公司法第 2
條第 1 項所承認之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 4 種為限,，而應依其法律性質
譯成中文。例如，英美法所承認之「保證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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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20 條相關內涵 

第 20條 

I、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

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

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

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

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三 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或販

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 

II、前項規定，於左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同類商品

慣用之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交易上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或其他表徵者。 

三 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名之商品

者。 

四 對於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所列之表徵，在未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前，善意為相同或類似使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善意使用人連同其

營業一併繼受而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者。 

III、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 3款或第 4款之行為，致其營業、商品、設施或活動有

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表徵。但對僅為運送商品者，不

適用之。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就仿冒行為之規範，依構成要件而言，大致可區分為

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仿冒及未經註冊外國著名商標之仿冒二大類型。以下主要討論

者，為與本研究有關之「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仿冒」。 

依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

商品或服務，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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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之使用，而致生混淆者，均受禁止。 

是仿冒行為之構成要件有三，1. 就標的而言，被仿冒之對象須為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2. 就行為而言，仿冒行為係就上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

用；3. 再就效果而言，仿冒行為須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亦即無從分

別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1) 處理原則之一般規範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構成要件個別之解釋及判斷標準，公平會所制訂之「行

政院公平交易會處理第 20條原則」有詳盡之說明。其一般性處理原則如下： 

A. 表徵： 

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

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第 4 點第 1

項）。此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諸該特

徵，即得認知其表彰該商品或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第 2 項）。所稱

「次要意義」，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

源之另一意義（第 3項）。  

處理原則第 7 點並明定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即第 20 條所稱之表徵，指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而言︰(一) 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

特別顯著，足以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據以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並藉以

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辨別。(二) 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

其聯合式本身未特別顯著，然因相當時間之使用，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

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想。第 8 點及第 9 點則分別規定第 20 條所稱之表徵及

不得為表徵之例示。 

B.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係指與該商品或服務有可能發生銷售、購買等交

易關係者而言（第 2 點）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指具有相當知名

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第 3點）。 

至於判斷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處理原則第 10 點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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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綜合審酌左列事項︰(一) 以該表徵為訴求之廣告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

該表徵產生印象。(二) 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行銷時間是否足使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三) 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售量是否

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四) 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

占有率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五) 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

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六) 具有該表徵

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七) 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性、

公正性及客觀性之市場調查資料。(八) 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而審酌第七款涉及當

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資料時，適用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322 次委員會議通過並經第

347 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

告之評估要項」處理。且上列 8款考量事項，應參照其他相關事項綜合審酌之。 

C.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所稱「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相同係指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 

形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列、設色完全相同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

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第 5

點）。  

處理原則第 12 點並規定，審酌表徵是否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應本客觀事實，

依下列原則判斷之︰(一)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之原

則。(二) 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三) 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D. 混淆 

所稱「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而言（第 6 點）。處理原

則第 11 條並規定，判斷是否造成第 20 條所稱之混淆，應審酌左列事項︰(一) 具普

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之高低。(二) 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差異

化、價格等對注意力之影響。(三) 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模及企業形象等。(四) 表

徵是否具有獨特之創意。 

E. 認定程序 

處理原則第 13 條並明定，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是否相

同或類似之使用、或是否致混淆，依下列程序認定之︰(一) 由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會議認定。(二) 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舉行公聽會或座談會，徵詢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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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代表、消費者代表、相關產業公會及機關意見，供公平會認定之參考。影響重

大且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委託公正、客觀之團體、學術機構，以問卷徵詢一

般大眾或相關交易對象意見。 

F. 分析檢討 

就上述處理原則之一般性規範，擇其重要者分析檢討如下： 

其一，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所列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等，並非必然構成上開規定所保護之「表

徵」，其須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要件固不待言。惟表徵之主要作用

乃區別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是不具此項功能者，自不能僅以其經上開條文所例示，

遽然判定其為表徵。 

其二，於判斷系爭表徵是否構成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時，應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

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施以普通注意下是否仍得區別為標準；且判斷時應將仿品真

品隔離，就該表徵顯著、醒目且最能引起購買者注意之部分進行觀察比較，是為

「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與「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 

其三，雖「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與「致生混淆」乃不同之構成要件，惟於實際

判斷時，兩者往往不能清楚區分。蓋公平會定義「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此項要件

時，仍以有無混同誤認之虞為判斷標準，是兩者宜綜合考量，不宜割裂。 

(2) 處理原則就公司名稱之特別規範 

公司名稱，為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及處理原則第 8 點

第 2 款所例示之表徵。故就其使用，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情事，自依

前述處理原則一般性規範之適用，自不待言。須注意者為，處理原則第 14 點就公

司名稱之使用，有特別規定如下：「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

稱非本法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第 1 項）「以普通使用方法，使

用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名稱，若無積極行為使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

他人營業混淆者，不違反本法第 20 條規定。」（第 2 項）其中，第 2 項應係源自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然第一項應係參照民國 90 年修正前公司法第 18

條第 2 項後段「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視為不相同或不類

似」之規定而來。惟此一處理原則實大幅限縮公司名稱使用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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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處理之可能性。此亦應係既往案例往往被迫依以第 21 條或第 24 條論處之

主要原因。其詳細探討分析，請見後述。 

2. 第 21 條相關內涵 

第 21條 

I、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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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II、事業對於載有前項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商品，不得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 

III、前二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 

IV、廣告代理業在明知或可得知情形下，仍製作或設計有引人錯誤之廣告，與廣告

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廣告媒體業在明知或可得知其所傳播或刊載之廣告有

引人錯誤之虞，仍予傳播或刊載，亦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公平法於第 21 條明文禁止事業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公平會

並就此制定「行政院公平交易會處理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原則」，以

明確其適用範圍。綜合上開條文與處理原則所示，本條規範之重點如下： 

(1) 規範之態樣，包括不實廣告及不實標示 

公平法第 21 條明文禁止事業於其商品、服務或此等商品或服務之廣告上，為

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是本法所規範者，除商品或服務廣告不實外，亦涵蓋

商品本身標示不實。再就廣告而言，本法所規範之對象除商業廣告外，亦包括「其

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依公平會上開處理原則所示，此所稱「其他使公眾得知之

方法」，係指得直接或間接使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息的傳播行

為。 

(2) 規範之對象，除商品或服務本身外，並擴及具招徠效果之相關交易事項 

公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例示之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等 14

種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或表徵之事項，同條第 3 項並將上開事項準用於

服務。公平會於上開處理原則中，擴張解釋該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依其所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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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稱之商品或服務，除包括具有經濟價值之交易標的外，凡具招徠效果之其他非

直接屬於交易標的之相關交易事項，包括事業之身份、資格、營業狀況、與他事

業、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之關係，事業就該交易附帶提供之贈品、贈獎等均包括在

內。 

(3) 是否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判斷之重點應在於是否引人錯誤 

就公平法第 21 條之文義而言，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應係二者具備其一即

可。自立法理由中「致他人誤信而與之交易遭受損害」之文字以觀，有無致交易相

對人之誤信實為判斷之重點所在。故雖無虛偽不實，但倘有引人錯誤，仍當論以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 

3. 第 24 條相關內涵 

第 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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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條在構成要件上，包含「欺罔或顯失公平」及「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兩

大要件。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適用原則」，此所謂交易秩序，「係指符合

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原則之交易秩序，包括了交易相對人間不為欺罔及不當壓抑的

交易秩序，以及不阻礙競爭者為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至於違法之判斷，採二階

段認定法，先自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觀察其是否有欺罔或顯失公平情事，於無

法或很難自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觀察行為是否欺罔或顯失公平時，則以市場

上效能競爭，亦即公平競爭之本質是否受到侵害來判斷。依照上開定義及判斷方

式，「欺罔或顯失公平」及「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並無實質之差異，蓋欺罔或顯失

公平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秩序，而侵害效能競爭本質之行為對其他遵

守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顯失公平。 

有關第 24 條究應如何解釋適用之問題，依立法理由之說明，第 24 條應係不正

競爭之概括規定；惟在實務運作上，該條之適用範圍顯較立法理由所示更為寬廣，

公平會除以之作為不正競爭法之概括規定，舉凡限制競爭行為，乃至於侵害消費者

權益之行為，倘非公平法相關條文所得規範者，均依第 24條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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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 

(一) 公平會歷來受理有關公司名稱案件處理結果之類型整理 

公平會自 81 年成立以來，迄今至少已累計有 23 件有關公司名稱紛爭之案例。

而就公平會已處理之案例，可概略區分其類型為： 

1.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公司特取名稱為自己公司或商號名稱： 

(1) 以違反第 20 條規定論處：台灣大哥大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40 次委員決

議，見後述事實一，以下同）。 

(2) 以違反第 24 條規定論處：萬客隆家具行案（第 151 次委員決議，事實二）、

華碩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鑑定案（第 471 次委員決議），全球寶島鐘錶有限公

司案（第 506 次委員決議，事實三）、台灣田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8

次委員決議，事實四）。 

(3) 以違反第 21 條規定論處：新竹市親密愛人攝影社案（第 152 次委員決議，事

實五）。 

(4) 不處分：萬客隆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40 次委員決議）、基隆市中泰

賓館案（第 46 次委員決議）、富茂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85 次委員決

議）、三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三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165 次委員決

議）、法務部調查局函請公平會查處華視傳播事業有限公司案（第 172 次委

員決議）、員林風信子髮型美容工作室案（第 270 次委員決議）、台灣雅虎

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458 次委員決議；註：本案已為行政院訴願會

撤銷原處分，惟被檢舉人已解散而予以結案，未再續行調查另為適法之處

分）、全球統一集團案（第 429 次委員決議）、春水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

（第 504 次委員決議）、軟體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61 次委員決議）、

新力加油站企業有限公司案（第 568次委員決議）。 

2.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公司名稱簡稱為自己公司名稱或商號名

稱： 

(1) 以違反第 24 條規定論處：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6 次委員決議，

事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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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違反第 21 條規定論處：華視傳播有限公司案（第 438 次委員決議，事實

七）。 

3.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商標或服務標章為自己公司名稱案： 

(1) 以違反第 20 條規定論處：悅氏縱橫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21 次委員決

議）。 

(2) 以違反第 24 條規定論處：蝙蝠俠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37 次委員決議，

事實八）。 

4. 以他人英文公司名稱及商標為自己公司英文名稱案，以違反第 24 條規定論處：

帝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50次委員決議）。 

(二) 就公平會歷來處理有關公司名稱案件情形，分析公平會之處理方式 

1. 就公平會向來處理之情形，除不處分案件外，就適用法條條文觀之，大致可區分

為依第 20條，第 21條，第 24條論處等三大類型。 

2. (1)  在認定依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處理之情形中，公平會除分析第 20

條之構成要件外（後述），另一重要參酌者，為公平會訂立之「處理公平交

易法第 20條案件原則」，尤其以第 14點最為重要。第 20條第 1項第 1款、

第 2款之適用，一般區分為三構成要件 5， 

A. 就標的而言，被仿冒之對象，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B. 就行為而言，仿冒行為係就上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C. 就效果而言，仿冒行為須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發生混淆誤認。 

「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第 14 點規定，

「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非本法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

或類似之使用（第 1 項）。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依公司法登記之公司名

稱，若無積極行為使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

不違反本法第 20條規定（第 2項）。」； 

(2) 由上觀之，處理原則第 14 點，其實是在補充解釋公平法第 20 條中，對於公

                                                      
5 何之邁（2002），公平交易法實論，三民書局，91 年 9 月修訂版，207。同此見解者，請參見
賴源河編審（2002），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91 年 10 月 2 版，330-335；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1999），認識公平交易法，88年 10月增訂 6版，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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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名稱名稱「是否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及「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發生混淆

誤認」等二要件。 

3. (1) 在認定依第 21 條處理之情形，公平會曾為之處分案，有新竹市親密愛人攝影

社案（第 152次委員決議）及華視傳播有限公司案（第 438次委員決議）。 

(2) 在新竹市親密愛人攝影社案中，公平會認為，被檢舉人縱因其係獨資商號，

並取得新竹市政府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而得使用「親密愛人攝影社」之名

稱，惟其於宣傳車、名片、月曆卡片上盒併使用「親密愛人」、「新竹店」

字樣，並於招牌上使用「親密愛人」「新竹店台北名攝影師主持」等文字，

確易使消費者聯想該攝影社即係台北一名為「親密愛人」攝影婚紗事業之新

竹分店，而有不實誤導消費者其營業規模之意圖，故其廣告顯有虛偽不實及

引人錯誤之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項之規定。 

(3) 在華視傳播有限公司案中，公平會認為，被檢舉人就系爭廣告內容，以較大

字體表示「華視」，其上再以懸殊之小字體表示「傳播機構」，顯非以普通

使用之方法使用公司名稱而有引人錯誤情事，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3 項

準用同條第 1項之規定。 

4. (1) 在認定依第 24 條處理之情形，公平會是在不構成第 20 條、第 21 條的前提

下，才進入第 24條作審查，相當符合一般認為第 24條屬概括條款之見解。 

(2) 至於構成第 24 條的實質理由，公平會多半在分析系爭事實後，論以「…不論

是否造成消費者混淆，亦不論對檢舉人營業否造成實質影響，被檢舉人意圖

攀附檢舉人公司名稱之行為，至為明顯，有悖於商業競爭倫理，且對市場效

能競爭有所妨害，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6」。 

參、日本有關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 

一、前言 

本研究原擬蒐集英、美、德、日等國有關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之法令及實務運作

                                                      
6 可參見蝙蝠俠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37 次委員決議）、全球寶島鐘錶有限公司案（第 506
次委員決議）、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6次委員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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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與我國法制及實務進行比較分析。惟因時間及能力所限，僅就日本法之部份

取得較完整之資料，故以下僅就日本法制及實務予以論述。 

日本關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分別見於其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及商法第 19條至第 21條。 

又，日本在法律用語上，並未如我國就營業主體之區隔辨識標幟區分公司與非

公司組織形態而分別以「公司名稱」與「商號」稱之，而係統稱為「商號」。以

下，除於條文之譯文仍依原文譯為商號外，為明確界定本研究探討範圍，皆逕以公

司名稱論述。 

二、日本不正競爭法之規定 

1993 年修正後之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1 項「本法所稱『不正競爭』如

左：」列舉 12 款不正競爭行為。其中與公司名稱之使用有關者，為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 

(一) 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1 款 

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1 款所定之不正競爭行為為「使用與需要者間廣泛認

知之他人商品等表徵（謂表示他人業務之姓名、商號、商標、標章、商品之容器或

包裝或其他商品或營業者。以下同）相同或類似之商品等表徵，或讓與、交付，或

為讓與或交付之目的而展示、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商品等表徵之商品，而與他人之商

品或營業發生混淆之行為。」 

1. 未以「不正競爭目的」為主觀目的要件 

日本不正競爭法於昭和 13 年（1938 年）頒訂時，原有「不正競爭目的」之主

觀要件，但此主觀要件規定於昭和 25年(1950年)刪除。故現行不正競爭法之規範，

不以行為人之「不正競爭目的」或「不正目的」為要件。在此意義上，不正競爭法

上對於公司名稱之保護，較日本商法上之規定為強 7。 

不正競爭法之規範對象，乃係對具有周知性之他人商品等表徵為類似或相同之

                                                      
7 紋谷暢男，「商號保護」，民事研修 269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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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致生混淆之行為。其重點在致生混淆之不正競爭結果，而不在行為人之主觀

目的。就不正競爭行為之損害賠償部份，不正競爭法仍以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

為主觀要件（不正競爭法第 4 條），但就本款規定而言，對具有周知性之他人商品

等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使用之行為，即足認其有故意或過失。 

2. 週知性之要件 

被不當為相同或類似之商品等表示，須為「需要者間普遍認知」，此即所謂

「週知性」之要件。但不以日本全國普遍認知為必要，只要是一地域普遍認知即為

已足 8。 

3. 類似 

就公司名稱「類似」之判斷基準，日本最高法院在 1993 年不正競爭法修正

前，曾揭示係指「於交易實情下，自兩者之外觀、稱呼、或基於觀念上之印象、記

憶、連想等，交易者、需要者，是否有認為兩者在整體上係屬類似之虞 9。」此一
                                                      

8 實務上，日本最高法院曾有判例，以「」在以愛知縣為中心的數縣地域內為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而認定符合「周知性」之要件。見最判 34.5.20.刑集 13卷 5號，755。 

9 最判昭和 58.10.7.民集 37卷 8號 1082頁。本案之事實如下：（man power 
Japan之日文片假名）株式會社，係事務處理承攬業之創使者，而在該業務領域係世界最大企業之
位於美國密爾瓦基市之 man power 公司，於 1966 年.設立在日本設立之子公司。設立以來，以
「株式會社」之公司名稱及略稱「」經營事務處理承攬業。所謂

事務處理承攬，謂處理應顧客之需要將翻譯（口譯）、翻譯人員、英文、日文打字員、總機、經

理事務等各種專門技術人員派遣至客戶之辦公室或指定場所之事務，或完成送至其事務所之翻譯

等事務。日本．（woman power之日文片假名）株式會社設立於 1976年，同年 8
月，將所營業務變更為英日文打字、英日文速記、國際國內電傳操作員等之承攬有關事務，以上

述公司名稱，經營與被上訴人相同之事務處理承攬業。在上訴人公司設立之 1976年時，被上訴人
之公司名稱及其略稱，以其本公司所在之東京都為始，在札幌、橫濱、名古屋、大阪、神戶、福

岡等被上訴人設有分公司之地域及鄰近地域，做為被上訴人營業活動之表徵，已被普遍認識。而

在上訴人公司設立後，被上訴人除曾接到上訴人客戶打來之誤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為同一營業主

體之電話外，亦曾接到過被上訴人之客戶打來之詢問「是否新成立女子部」或「上訴人是否為被

上訴人之子公司」之電話。本案判旨如下：被上訴人公司名稱之主要部份係以具有周知性，亦為

被上訴人公司名稱略稱之「（man power）」部份，而上訴人公司名稱之主要部份為

「．（woman power）」部份。兩者在「（man）」與「
（woman）」部份不同。但，自現在日本之英文普及程度觀之，「（man）」之英文原意係

指「人」，且涵括「（woman）」，已為普遍認知。又，「（power）」之英文原

意，除「物理上之力」外，亦有「人之能力、智力」之涵意，亦可謂係已為大眾所知。被上訴人

與上訴人皆在「東京都」設有本公司而經營事務處理承攬業，若考量各該事業係活用人之能力、

智力，兩者之需要者階層亦係共通，則於兩者之需要者階層，上述「（man 
power ）」與「．（woman power ）」，皆使人聯想到人之能力、智力，在觀念

上有被認為係類似之虞。進而，被上訴人公司名稱之「（Japan）」部份與上訴人之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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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為學說所支持，並為其後之司法實務所援引 10。現行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可謂係整合修正前第 1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而來，故上述最高

法院判決裁所揭示之見解，於現行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仍應維持不變 11。 

4. 他人之商品或營業 

此所稱「他人之商品或營業」，是否局限於以營利為目的之營利主體，在學說

上非無爭議。但日本下級審實務上，認為不僅以營利目的為限，而應廣泛包括例如

醫院等經濟上獨立收支計算上所進行之事業 12。 

又，「他人之商品或營業」不以同種業務為必要。對此，日本實務上有著名之

「三菱建設株式會社事件」13。本案事實如下：「三菱建設株式會社」，並非日本

著名之三菱企業集團之一員，但在公司名稱使用三菱企業集團所屬公司所使用之

「三菱」二字，且使用類似三菱企業集團公司所使用之三個鑽石組合之服務標章，

而從事營業活動。三菱企業集團，乃由其旗下之「三菱地所株式會社」，對「三菱

建設株式會社」請求禁止使用「三菱」為公司名稱及服務標章。本案判旨如下：本

案之重點在於混淆之有無，不以營業之同種性乃至競業關係之存在為必要。「三菱

建設株式會社」未經允許，且無償的，使用表彰三菱企業集團各公司長年建立之商

譽之表徵。藉此呈現有使世人誤信「三菱地所株式會社」亦為所謂三菱企業集團旗

下公司之虞之外觀。「三菱建設株式會社」藉此獲得營業上利益之反面，並發生侵

害「三菱地所株式會社」及其同企業集團各公司之經濟上利益之危險。此不得不謂

係踰越自由競爭界限，擾亂交易秩序之反倫理行為，而違反信義法則。解釋上，

（舊）不正競爭法第 1 條第 2 款之主要問題點，並非在於關係雙方之營業是否有共

通部份存在，或地域上是否近接。而係在於，一方之營業上之公司名稱、標章或服

務標章等之使用行為態樣，是否如上述違反信義法則，有無因此產生與他方之營業

                                                 
「日本」部份，在觀念上係屬同一。故在上述需要者階層。故被上訴人公司名稱及其略稱，與上

訴人之公司名稱，整體而言，有被認為係類似之虞。據上，被上訴人之公司名稱及其略稱之「

（man power）」部份與上訴人之公司名稱為類似之原審認定判斷，應予肯定。原判決並

無上訴意旨所稱之違法，上訴意旨並不足採。 
10 最判昭和 59.5.29.，民集 38卷 7號，920；最判平成 4.9.22.，判時 1437號，139。 
11 參見阪田曉彥，商號權保護諸問題，味村最高裁判事退官紀念論文集，720。 
12 東京地判昭 37.11.28，下民集 13卷 11號，1,395。 
13 大阪高判昭 39.1.31，判時 364號，2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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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設施或活動混淆之虞。在以上認定之事實關係下，三菱企業集團旗下之各公司，

對於任何非屬同企業集團公司而使用「三菱」二字為公司名稱及服務標章之行為，

若無特殊情事，皆得請求予以排除。 

5. 混淆 

本款之規範對象行為以已發生混淆之結果為必要。故本款之適用，以該使用相

同或類似表徵之行為已實行為必要。若該行為尚未實行，而僅是有從事該行為之虞

者，即無本款適用 14。蓋若無行為之實行，則無發生混淆結果之可言。 

本款所稱之「混淆」，不以使人誤信兩者間為同一營業主體為限。解釋上，解

釋上並包含使人誤信兩者間有所謂母子公司關係，或關係企業等緊密之營業上關係

之行為 15。上述「三菱建設株式會社事件」即為適例。 

(二) 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2 款 

日本不正競爭法第 2 條第 2 款所定之不正競爭行為為「使用與他人之著名商品

等表徵相同或類似之商品等表徵為自己之商品等表徵，或讓與、交付使用該商品等

表徵之商品，或為讓與或交付而展示、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商品等表徵之商品之行

為。」 

相對於第 1 款之規範對象行為係對「需要者間廣泛認知」之他人商品等表徵為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且其構成不正競爭行為，以該不當使用行為導致與他人之商品

或營業產生混淆之結果為必要。本款之規範對象行為係對他人之「著名」商品等表

徵之不當使用，但不以因而導致與他人商品或營業產生之結果為必要。 

蓋就識別力特別強，達「著名」程度之商品等表徵，即使在完全無關之異種商

品或營業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亦會產生某種程度之混淆，至少藉由心理性之聯想

作用，而產生兩者間似乎有某種關係（例如係關係企業）之印象（所謂「廣義之混

淆」）。此種行為，雖幾乎不會產生直接有形損害（例如，銷售之減少），但此不

僅是成為不當利用藉由極大努力與費用始獲致之他人商品表徵著名性之行為（搭便

車 free ride），進而有可能經由損傷該商標等之獨特印象，而帶來其識別力之弱

                                                      
14 東京地判昭和 27.9.30.，下民集 3卷 9號，1,324。 
15 最判昭和 58.10.7.，民集 37卷 8號，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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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稀釋之危險 16。 

三、日本商法關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 

日本商法上關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包括第 19 條、第 20 條與第 21 條。惟

因就藉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規範，現行日本不正競爭法之規範強

度顯然高於商法上之規範，故一般認為，在此問題上，商法上之有關規定，實已被

不正競爭法所架空。故以下，就上述日本商法規範之探討，將著重於其與不正競爭

法間之關係。 

(一) 日本商法第 19 條 

日本商法第 19 條「對他人已登記之商號，不得以於同一市町村中經營相同業

務之目的而登記之。」僅是有關所謂公司名稱登記之形式行為效果之規定，而不涉

及公司名稱使用之事實。亦即，本條係專在規定由公司名稱登記所生之登記法上或

司法上效力，而非以不正競爭之禁止壓抑為其目的 17。故本研究不就本條規定做更

進一步之探討。惟須注意者為，日本商法上之公司名稱登記，並未如我國具有全國

性之公司名稱專用權效力，而係僅有區域性之效力。 

(二) 日本商法第 20 條 

日本商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已登記商號之人，對於以不正競爭之目的而使

用相同或類似商號之人，得請求停止其使用。但不妨礙其損害賠償之請求。」第 2

項規定「於同一市町村，以經營相同業務之目的，使用他人已登記商號者，推定其

以不正競爭之目的而使用該商號。」 

日本商法第 20 條所規範之對象行為，以「不正競爭之目的」為前提，明確顯

示其所欲保護之法益為已登記公司名稱所轉化之商譽（goodwill）。本條在性質上

亦屬於禁止壓抑不正競爭行為之規範。相較於不正競爭法係不問是否已經登記而就

                                                      
16 豐崎光衛，工業所有權法（新版），465。 
17 中山信弘，「商號商法不正競爭防止法交錯」，現代商法學課題（中）～鈴木竹雄先生古稀

紀念，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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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周知性之公司名稱為一般性保護，自形式上觀察，商法第 20 條係僅就不正競

爭法適用範圍之其中一領域之特別規定。然兩者適用範圍實有重複，故可謂商法第

20條實係不正競爭法之特別規定 18。 

關於兩者之要件，可做如下之比較： 

1. 保護之對象 

相對於商法第 20 條係以已登記之公司名稱為其保護對象，不正競爭法則係包

括已登記與未登記公司名稱之一般性保護規定。 

2. 主觀要件 

商法第 20 條明定「以不正競爭之目的」之主觀要件，為公司名稱使用禁止請

求及損害賠償之要件。相對於此，就就使用禁止之請求部份，不正競爭法自昭和 25

年（1950 年）刪除主觀要件後，其對公司名稱之保護較商法第 20 條更為厚實。就

損害賠償部份，不正競爭法仍以「故意或過失」之主觀要件為必要。但此「故意或

過失」之主觀要件，較商法第 20 條「不正競爭目的」之主觀要件範圍較廣。不正

競爭法上之主觀要件，係指就他人營業上設施或活動發生混淆之故意或過失（就營

業混淆之故意或過失），使用與具有周知性之他人公司名稱相同或類似公司名稱，

在多數情形，即足認其有故意或過失。相對於此，商法第 20 條之不正競爭目的，

係指使自己營業與他人營業混淆之目的（就營業混淆之惡意）。故而，就損害賠償

之主觀要件而言，亦以不正競爭法之保護較強。 

3. 周知性 

不正競爭法所保護之公司名稱，以具有周知性之公司名稱為對象。相對於此，

商法第 20 條之規定，在文字上並未直接以公司名稱之周知性為要件。但，商法第

20 條係以禁止壓抑不正競爭行為為其規範目的。既以競爭為前提，應解為其保護對

象之公司名稱當然以具有周知性為其前提 19。蓋此所謂不正競爭，係指無權限而不

當利用轉化為商譽之他人公司名稱。如使用並未轉化為商譽之他人公司名稱，並不

構成不正競爭。而欲轉化為商譽，則其公司名稱須具有周知性。此所謂周知，自不

                                                      
18 前揭（註 17），623。 
19 前揭（註 1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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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已達日本全國認識之程度為必要，即使在較小地域內，只要該地域內不特定多數

人廣泛認識，即為已足。但對於連此等程度之周知性皆不具備之公司名稱，即無法

認為有不正競爭之存在。 

4. 營業之同一性 

商法第 20 條並未明確揭示以營業之同一性為直接要件。對此，學說上有所爭

議。有認為商法第 20 條之規範，既以競爭關係為前提，則營業之同一性即屬必

要。亦有認為，競爭關係在異業種亦有發生可能，故無須以營業之同一性為本條規

範之要件。本研究贊同後說。蓋有關公司名稱之不正競爭，雖確實在相同營業間較

易發生，但在異業種間，亦非絕對無發生之可能。故而，有關本條適用之有無，不

應以形式上是否為同一營業為基準，而應以實質上有無競爭關係為斷。 

於不正競爭法，基本上應為同樣解釋。特別是，近年，所謂不正競爭，逐漸形

成不是將重點置於競爭，而置於不正之概念。在企業營業多樣化，對商譽侵害亦多

樣化之現在，將不正競爭法之適用範圍限定於同一營業，顯然欠缺妥當性。其最佳

例子為表徵之稀釋化。即使未發生與他人表徵之混淆，但招來該表徵價值減少（稀

釋化）之行為，該當於不正競爭之見解，在日本已有判例。故而以營業之同一性，

作為構成不正競爭之必要條件，並非妥當20。 

商法第 20 條與不正競爭法皆應解為不以營業之同一性為要件。此點，兩者並

無差異。 

5. 公司名稱之相同或類似 

相對於商法第 19 條「相同」之判斷，大體係依有無交易上誤認混淆之虞之基

準。但此究竟是登記機關在事前作成判斷，故僅止於判斷有關交易上誤認混淆之抽

象危險。然，商法第 2 條與不正競爭法之「相同或類似」，係就社會上實際使用中

的二公司名稱，考量現實交易實情，判斷具體危險。兩者皆以禁止壓抑不正競爭行

為為目的，故兩者之公司名稱「相同或類似」之意義應為相同解釋 21。 

                                                      
20 前揭（註 17），626-627。 
21 前揭（註 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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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商法第 21 條 

日本商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皆不得以不正目的，使用使人誤認為他

人營業之商號。」第 2 項規定「有違反前項規定使用商號之人時，其利益有因此受

侵害之虞之人，得請求停止其使用。但不妨礙其損害賠償之請求。」 

日本商法第 21 條未以周知性為其要件，故難以認為其係以競爭關係為前提之

以禁止壓抑狹義之不正競爭為其目的。商法第 21 條並非以保護商譽為目的之規

定，而僅係在禁止以不正目的而將導致營業主體誤認之他人表徵作為自己之公司名

稱使用之規定。可謂係藉由防止營業主體之誤認，保護被冒用者之權力，進而保護

一般消費者之規定。 

商法第 21 條，將不受不正競爭法保護之個人表徵亦納入其保護範圍，就此點

而言，具有發揮彌補不正競爭法缺口之作用，在實質意義上，應可認為其構成廣義

不正競爭法制之一部份。近年，關於不正競爭，其所重視角度有由「競爭」轉移至

「不正」之傾向。在此意義下，應可認為不以競爭關係之存在為前提之商法第 21

條規定，在實質意義之不正競爭法制中，佔有重要地位 22。 

四、日本實務上認定為類似名稱之案例整理 

 被 告 原 告 內      容 出 處 

１ 明治乳製品株式

會社 
明治製乳株式

會社 
主要部份及整體類似； 
在交易市場有混淆情形 

東京地判昭

10.12.9. 

２ 三共製藥株式會

社 
三共株式會社 兩者之類似極為明顯 東京控判昭

12.1.30. 

３ 東光電氣工事株

式會社 
東光電氣株式

會社 
公司名稱整體印象類似； 
在交易市場有混淆情形 

東京地判昭

26.1.17. 

４ 株式會社大阪農

具商會 
大阪農具製造

株式會社 
主要部份相同 大阪地判昭

27.5.29. 

５ 株式會社公益社

界事業部 
株式會社界公

益社 
於一般交易社會有混淆誤認之虞 大阪高判昭

27.5.30. 

６ 有限公司菊屋總

本店 
有限公司菊屋 主要部份為「菊屋」，而總本店則予人

概括全部之印象 
福島地判昭

30.2.21. 

７ 三國鐵工業株式

會社 
三國重工業株

式會社 
主要部份相同 大阪地判昭

32.8.31. 

                                                      
22 前揭（註 1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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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原 告 內      容 出 處 

８ 株式會社池袋明

治屋 
株式會社明治

屋 
主要部份相同 東京地判

36.11.15. 

９ 攝津冷藏株式會

社 
攝津冷藏製冰

株式會社 
「冷藏」僅止於表示「冷藏製冰」業務

內容之一部份，故兩者無法區別 
最判昭

44.11.13 

10 株式會社圖鑑の

北隆館 
株式會社北隆

館 
公司名稱之主要部份相同 東京地判昭

51.12.24 

11 株式會社旭化成

研究所 
旭化成工業株

式會社 
「旭化成」已為一般大眾所普遍認知 大阪地判昭

53.8.29. 

12 株式會社本家蜂

屋本陣 
株式會社新天

町蜂屋 
主要部份「蜂屋」為共通，而本屋、本

陣並非得將營業主體個別化之表示 
福岡地判昭

57.5.31. 

13 株式會社東北孔

文社 
株式會社孔文

社 
主要部份相同 仙台高判昭

60.4.24. 

14 株式會社木馬企

劃 
株式會社劇團

木馬座 
主要部份「木馬」共通 橫濱地川崎

支判昭

63.4.28. 

15 株式會社第一包

裝 
有限會社第一

包裝機製作所 
「第一」及「第一包裝」乃係通稱 浦闔地越谷

支判平

2.10.31. 

肆、我國規範與日本規範之比較研究 

本研究所取得之英國及美國有關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之資料，並非充實，尚不足

以據以為有意義之比較研究。故以下，僅以日本之規範作為比較研究之對象。 

一、法律規範體系 

我國法自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後，已將藉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平

競爭行為規範，自公司法上刪除，使公司法上關於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侷限於已

登記公司名稱專用權之保護，其作用僅止於企業主體之界定。故在現行法下，藉由

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係由公平交易法予以規範。相對於此，

日本現行法就此問題，仍維持商法與不正競爭法分別有所規範之雙軌制，致在法律

體系上，日本法制似較我國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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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觀目的要件 

日本商法就對於藉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明定以「不正

競爭之目的」或「不正之目的」之行為人主觀意圖為規範對象行為之構成要件。而

不正競爭法則於 1950 年將「不正競爭之目的」之行為人主觀意圖要件文字刪除。

由於有此明確之對比，在違反不正競爭法行為之認定上，即無須就行為人之主觀意

圖予以舉證，而認為被作相同或類似使用之商品等表徵既係「需要者間廣泛認

知」，則就此具有周知性之商品等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使用之行為本身，即足以論究

行為人之不當主觀意圖。故在違法行為之認定上，依不正競爭法，遠較依商法處理

容易。 

三、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態樣 

日本現行不正競爭法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分別規定不同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態

樣。第 1 款之規範對象行為係對「需要者間廣泛認知」之他人商品等表徵為相同或

類似之使用，且其構成不正競爭行為，以該不當使用行為導致與他人之商品或營業

產生混淆之結果為必要。第 2 款之規範對象行為則係對他人之「著名」商品等表徵

之不當使用，而不以因而導致與他人商品或營業產生之結果為必要。 

相對於此，我國公平交易法並未就不公平競爭行為態樣，作如上之區分。 

四、公司名稱登記之地域效力 

日本之公司名稱登記，係向本公司所在地之市村町之登記所為之。故於日本，

因登記而生之公司名稱專用權，並不具備全國性之效力。故在日本乃有可能發生在

得知他公司有遷移本公司計畫時，搶先至該登記所為公司名稱登記之事件。相對於

此，我國之公司名稱登記，具有全國性效力，且採公司名稱預查制度，故不致發生

日本上述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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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公平交易法與公司法上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之關係 

(一) 公平交易法與公司法上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之差異 

1. 規範目的不同 

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目的，自民國 90 年修正後，已侷限於公司組織

之企業主體之界定。而公平交易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其目的則在公平競爭秩

序之維持。 

2. 規範程度不同 

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目的，既侷限於企業主體之界定，故其規範程度

亦僅侷限於兩公司名稱是否相同，而不及於是否類似之問題。而公平交易法上之公

司名稱使用規範，其目的既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持，故其規範程度除相同使用外，

並及於類似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或商品發生混淆之情形。 

3. 規範對象不同 

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目的，既僅侷限於公司組織之企業主體之界定，

故其規範對象亦僅侷限於一公司名稱與另一公司名稱間之比較，而不及於公司名稱

與其他商品或營業表徵間之相同或類似問題。而公平交易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

範，其目的既在公平競爭秩序之維持，故其規範對象，並不僅限於二公司名稱間之

比較，尚及於公司名稱與其他商品或營業表徵間之相同或類似問題。 

4. 規範發動時期不同 

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目的，既在企業主體之界定，故其規範作用之發

動，係透過公司名稱預查制度所為之事前規範。而公平交易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

範目的在於公平競爭秩序之維持，其規範作用之發動，係在有相同或類似使用行為

實行後，始就該行為認定有無致生與其他人營業或商品混淆，而有礙公平競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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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後規範。 

5. 規範方法不同 

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不僅係事前規範，且其規範方法乃係形式審查，

僅自公司名稱所使用之文字，做抽象、形式審查。而公平交易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

規範不僅係事後規範，且其規範方法係就公司名稱之相同或類似使用行為，是否致

生與其他人營業或商品混淆，而有礙公平競爭秩序之情事，為實質審查。 

(二) 使用依公司法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與公平交易法之違反 

使用依公司法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之行為，是否可能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之違反？關於此問題，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前，曾就個案表達

「使用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應屬正當權利行使範圍」之態度 23。惟對

此，行政院台 90 訴字第 029572 號訴願決定書則表達「原處分徒以台灣雅虎公司使

用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認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是否合於公平交易法

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意旨？不無待酌之處。」之意見 24。在民國 90 年修正

前之公司法第 18 條就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及於「類似使用」之禁止，故可謂其

規範目的，亦涵蓋不公平競爭行為之防止，致其規範範圍與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

實有重疊之處。在此情形下，對於使用依公司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之

行為，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定，或有產生是否違反「適用法律體系時

一致性要求」疑慮之可能。惟民國 90 年修正後之現行公司法第 18 條就公司名稱之

使用，其規範目的、程度、對象、發動時期與方法，既與公平交易法上之公司名稱

使用規範，已有如前節所述之不同，則應認為使用依公司法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

公司名稱之行為，若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即係

抵觸公平交易法立法意旨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自不得依公平交易法第 46 條規定，

主張優先適用公司法之規定，而認為係正當權利之行使。 

                                                      
23 公平會（89）公參字第 89075481001號函（台灣雅虎公司案）。 
24 本案經台中地院 89年度訴字第 3399號判決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0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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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與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所定其他表徵使用規範之差異 

(一) 公司名稱以登記為必要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規範目的，自在禁止不公平競爭行為，以維持公平競爭

秩序。但就公司名稱之使用而言，其規範對象行為態樣，實有二面相。其一為具有

周知性之公司名稱，被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於他人營業或商品表徵，而造成混淆之情

形。其二為將具有周知性之他人營業或商品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於自己之公

司名稱，而造成混淆。惟由於我國就公司設立採登記生效主義，而依公司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又採公司名稱預查制度，故所謂「公司名稱」，理論上以依公司法

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者為必要。 

(二) 公司名稱僅限於文字，且僅限於我國文字 

關於公司名稱有無「相同或類似之使用」之認定，原則上自仍依公平交易委員

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原則」就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規範對象表徵之一般

性規定處理。「相同」，自以公司名稱所用文字完全相同為必要。「類似」，則指

因襲主要部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意，猶有混淆誤認之虞者

而言。類似，並以下列三原則為判斷之基礎：(1) 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施以普通注意原則；(2) 通體觀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原則；(3) 異時異地隔離觀察

原則。 

惟由於公司名稱係以文字表示，故與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等表徵相

較，並無就其色彩、圖案等外觀要素予以判別之問題。且公司名稱與業務預查準則

第 5 條明定「公司名稱之登記應以我國文字為限。」故在公司名稱是否類似之判斷

上，具有下列特點。 

1. 我國文字為表意文字 

首先，我國文字係「表意文字」，故在認定是否類似時所需考量之因素，或較

歐美等國之「表音文字」，更為複雜。另一方面，相較於日本文字同時使用屬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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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字之漢字，與屬於表音文字之平假名及片假名，我國僅使用「表意文字」，在

公司名稱是否類似之認定上，較日本單純。 

2. 公司法修正前就公司名稱類似之認定基準，足供參考 

由於民國 90 年修正前之公司法第 18 條將公司名稱之類似，亦列入其規範範

圍。雖然公司法上之公司名稱使用規範，係屬事前審查制，而與公平交易法上之屬

於事後審查制，有所不同。但公司法修正前就公司名稱類似之認定基準，仍有若干

足供公平交易法參考。 

3. 公司名稱類似之認定方法 

公司名稱既以文字表示，故其是否類似，應自「字形」、「讀音」、「概念」

三要素予以綜合考察 25。 

(1) 字形類似 

所謂字形類似，例如經濟部 59.12.8.商 56211 號函謂「本案「太方」與「大

方」兩公司營業項目相同，其名稱中「太」字與「大」字僅有一點之差，讀音與外

型又復類似，且設址於同一條街上，於交易上亦滋混淆。」即為適例。此外，日本

實務亦有認定「大森林」與「木林森」為類似名稱之例。 

(2) 讀音類似 

所謂讀音類似，係指兩公司名稱所使用文字之語言學上、聲音學上之共通或近

似。具體而言，包括音質（母音、子音所發音之特質）、音量（音之長短）、音調

（音之強弱與重音位置）及音節（音數、斷句方法與區隔方法）等之共通或近似。

同一文字有多種讀音時，皆應列入考量 26。文字有一般認知之訛轉讀音時，亦應列

入考量。例如，「卜」之正確讀音為「補」，但一般多念成「普」27。關於公司名

稱發音類似之事例，如經濟部 58.10.28.商 36894 號函「『奇思美』及『奇士美』，

首尾兩字均屬相同，中間之『思』字與『士』音讀復相近似，在交易上顯有使人混

同之虞，自構成類似。」經濟部 59.7.2.商 15528 號函「兩公司分別以『新山東』及

                                                      
25 參見前揭（註 11），722。 
26 參見前揭（註 11），723。 
27 參見大判昭和 11.12.15.，民集 15卷，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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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東』為公司特取名稱，首尾兩字均屬相同。中間之『山』與『三』字讀音亦

復相似，在交易上顯有使人混同誤認之虞。」 

(3) 概念類似  

所謂概念類似，係指兩公司名稱雖其字形與發音雖有明顯差異，但其意義內容

可能導致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聯想混淆之情形。例如經濟部 59.6.8.商 26566 號函「查

韓國高麗蔘企業有限公司及大韓高麗蔘企業有限公司均以同一國名為特取名稱，已

構成類似。」此外，（舊）預查準則第 12 條第 2 項「公司經營同類業務，而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二公司名稱相互間視為類似：一﹑一公司於他公司之特取名稱上標

明地區名﹑形容詞﹑數詞或堂、記﹑行等類似文字。二﹑以他公司名稱之簡稱為公

司之特取名稱者。」亦屬概念類似之認定基準 28。 

須注意者為，上述「字形」、「讀音」及「概念」之三要素，須綜合觀察，不

得僅執其中一要素類似，即認為公司名稱類似。就修正前公司法上公司名稱類似之

認定，司法行政實務即曾揭示不得僅以讀音相同即認為類似之原則。即，司法行政

部 45.12.19.台公參 6534 號「關於公司名稱讀音相同，應否受公司法（舊）第 26 條

規定之限制一節，查司法院院字第 1131 號解釋：「同一城鎮鄉內就他人已註冊之

公司名稱，加以某字樣或極相類似之字形營同一之商業，即係以類似之商號為不正

之競爭，但僅讀音相類似者不能即認為仿用。」此一見解，於公平交易法上公司名

稱類似使用之認定，應仍足供參考。 

至於就公司名稱類似之認定，上述三要素間有無主從輕重之考量順序？對此，

早期之日本學說及實務見解，係認為應以字形為主，讀音為從，至於概念類似則僅

具輔助作用。惟因當前經濟社會，透過電話、口頭之交易日趨頻繁，廣播、電視等

廣告、宣傳亦已普及，故目前日本學說通說認為，於公司名稱類似之認定，「讀

音」與「概念」要素所佔比重，應與「字形」等量齊觀。 

                                                      
28 預查準則本條項之規定，實係將以往之實務運作經驗法規化。包括 48 台上 1715 號判例「如
兩公司名稱甲名「某某某記」，乙名「新某某」除相同之「某某」兩字外，一加「某記」無

「新」字，一無「某記」有「新」字，其登記在後之公司，即係以類似之名稱，為不正之競

爭。」經濟部 63.6.5 商 14262 號「（二）在他人已登記之公司名稱加冠一字作為新公司名稱，經
營同類業務，應認為類似，前奉行政院核定。」經濟部 64.7.22商 26588號「二、所謂公司名稱是
否類似應以一般客觀的交易上有無使用混同誤認之虞為標準，公司名稱 3 字如有 2 字連接相同或
為「加記」或「加地名」，登記在後之公司即係以類似之名稱為不正當之競爭，最高法院 48台上
字第 1715號已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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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條案件原則第 14點第 1項規定應予修正 

公平交易委員會訂頒之「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件原則」第 14 點第 1 項規

定「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非本法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或

類似之使用。」推測本項規定應係參照民國 90 年修正前公司法第 18 條第 2 項後段

「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視為不相同或不類似」之規定而

來。惟上述條文已於民國 90 年刪除。現行公平交易法與公司法關於公司名稱使用

之規範，在規範目的、程度、對象、發動時期與方法上皆有所不同，已如前述。在

公平交易法上公司名稱相同或類似使用之認定，原不受公司法拘束，何況如上述已

刪除之條文。而在上述處理準則之規定下，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就公司名稱不當使

用之不公平競爭行為，所能發揮之空間實即有限。此亦應係既往案例往往被迫依以

第 21條或第 24條論處之主要原因。故本研究強烈建議，上述處理準則第 14點第 1

項之規定，應儘速修正廢止，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規範，始能回復正軌。 

就此，日本法不僅在法令上無類如我國上述處理準則第 14 點第 1 項之明文，

且其在實務運作上，就所謂「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採不以同類業務為必要之見

解。因公司名稱之不當使用，致消費者產生此二營業主體間有例如關係企業等緊密

營業上關係之誤認時，即構成不公平競爭行為。反觀我國，在上述處理準則之規定

下，似進而有以二營業主體間所營事業是否相同，作為認定是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重要基準之傾向。如「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ＶＳ三商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三商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165 次委員決議）；「華碩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案」（第 471 次委員決議）；「台灣田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8 次委員決

議）等是。此一處理態度，是否妥當，似值斟酌。 

5. 公司之英文名稱 

由於公司名稱之登記，以我國文字為限，從而，在現行法下，公司之英文名

稱，並不具備法律上「公司名稱」之地位。故而若有就他人之公司英文名稱為相同

或類似之使用，縱有致與他人商品、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之情形，亦無法

以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相繩，而僅能論究是否有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規定之違

反。故於帝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50 次委員決議），公平交易委員會就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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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不當使用他人英文公司名稱之行為，以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論處，應屬妥當。 

三、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應優先適用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論處 

(一) 公司名稱不當使用規範之適用順序 

公平交易委員會至目前為止，就有關公司名稱不當使用之案例，分別有依公平

交易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第 24 條為據者，並非統一。本研究認為，就藉由公司

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平競爭行為，若能認定構成第 20 條之違反，即應優先適

用第 20 條論處，僅於不能認定構成第 20 條之違反時，始考慮得否依第 21 條或第

24條論處。 

理由如下：首先，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明文將「公司名

稱」列為規範行為客體，故以之為據，較為明確。其次，若以構成第 20 條之違反

處理，則其後續效果，除第 30 條所定受害人之侵害除去或防止請求權，第 31 條之

損害賠償責任，及第 41 條公平交易委員會之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及處以罰鍰知行政制裁權外，尚有第 35 條第 1 項刑事責任規定之適

用。但若以構成第 21 條或第 24 條之違反處理，則無第 35 條規定之適用。故就規

範效果而言，以構成第 20條之違反處理，應更為確實。 

至於，就公司名稱之不當使用而言，有可能涉及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所定

行為之情形，應為「事業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

品或服務之『製造者、加工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然此等

行為，若涉及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商品、營業、服務之表徵，則其

行為應即已為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所稱之「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生

混淆」所涵蓋，而無再論究違反第 21 條之必要。故而，就公司名稱之不當使用而

言，應僅有在涉及不具有周知性之他人商品、營業、服務之表徵時，始有適用第 21

條第 1項或第 3項論究之餘地。 

再者，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在性質上係屬概括條款，故自應在不能認定構成第

20條、第 21條之違反時，始予檢討有無以第 24條概括條款論究之必要。公平交易

委員會在既往就適用第 24 條予以論處之案例上，曾多次表達如下見解「…不論是



3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否造成消費者混淆，亦不論對檢舉人營業否造成實質影響，被檢舉人意圖攀附檢舉

人公司名稱之行為，至為明顯，有悖於商業競爭倫理，且對市場效能競爭有所妨

害，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29。惟此「不論是否造成消費者混

淆，亦不論對檢舉人營業否造成實質影響」之論述，非謂公平交易委員會係跳過第

20 條，而逕行論究其違反第 24 條。在此等案件，公平交易委員會皆已評估、認定

並不構成第 20條或第 21條之違反，而始依第 24條論處。 

(二) 既往案例之檢討 

在本研究上述見解下，就本研究認為可予檢討之既往案例如下： 

1. 以違反第 21條論處之案件 

「華視傳播事業有限公司案」（第 438 次委員決議）：本案應可認為「華視傳

播事業有限公司」，係以具有周知性之「中華電視台股份有限公司」之簡稱為公司

之特取名稱，故為「概念類似」，而依第 20條論處。 

2. 以違反第 24條論處之案件 

(1) 「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6次委員決議）： 

本案實與日本之代表性案例「三菱建設株式會社事件」極為類似。「台塑加油

站股份有限公司」藉由以國內知名企業集團之通稱「台塑」為其公司特取名稱，藉

此引人誤認其為台塑集團旗下公司，應屬典型之藉由公司名稱不當使用所為之不公

平競爭行為。於本案，所以未依第 20 條論處，恐係因「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案

件原則」第 14 點第 1 項「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非本法

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規定所致。故若能如本研究建議，修正廢止

該「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其公司名稱非本法第 20 條所稱之相同或

類似之使用。」之規定後，類此案件之處理，即可回復應有之正軌。 

                                                      
29 可參見蝙蝠俠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337 次委員決議）、全球寶島鐘錶有限公司案（第

506次委員決議）、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6次委員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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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田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508次委員決議）： 

本案以檢舉人產品為藥品類，被檢舉人為食品類，購買者不致產生混淆，而認

定無第 20 條第 1 項之違反。惟在台灣，製藥公司亦有機能性飲料等產品於市面上

銷售，故對消費者而言，食品業與藥品業，是否係截然區分之認知，似非無疑問。 

(3) 「華碩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案」（第 471次委員決議）： 

如前所述，若能認定「華碩電腦」係具有周知性之公司名稱，則縱其所營業務

不同，似非無以違反第 20條論處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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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Fair Trade Law’s Regulation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Company Names 

Lin, Kuo-Chuan;  Fong, Jerry Genyu 

Abstract 

In November 2001, Taiwan’s Congress (the Legislative Yuan) amended the 

Corporate Law by restricting its jurisdiction over corporate names to the registration of 

such names only. In light of this change, the use of a corporate nam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misleading to consumers shall no longer be regulated by the Corporate Law. 

Instead, any potential confusion over the use of a corporate nam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Fair Trade Law. The question that remains unresolved, however, is whether the Fair 

Trade Law and its relevant regulation that governs such possible confusion is able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such cases. 

After such an amendment, even if a company registers its corporate name pursuant to 

the Corporate Law, such registration per se shall not make that company immune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air Trade Law. Should the use of that corporate name be in violation of 

§ 20(1) (i) & (ii) of the Fair Trade Law, the Fair Trade Law shall still apply. The 

Corporate Law shall have no preemptive power over the Fair Trade Law pursuant to § 46 

of the Fair Trade Law.   

Now that the Corporate Law has rescinded its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corporate names, 

if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does not amend its relevant regulation, it will probably not 

be able to resolve any issues with respect to confusion over the use of corporate names, 

but rather, it could even create more disputes in this regard. We therefore argue that the 

Commission should amend the regulation that governs the use of potentially confusing 

corporate names in order to cope with any new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shift in regulatory 

power.  In addition, we further advocate that when faced with an issue that pertains to 

any possible confusion over a corporate name, the authority should apply § 20 of the Fair 

Trade Law first. Only in the event that § 20 cannot be applied, should the authority 

consider applying §§ 21 or 24 of the Law. 

Key words: corporate name, well-known, similar use, confusion similarity, symbol 



40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