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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以公司名稱在現行實務上所生爭議為研究核心。其中較為常見者，乃

是公司名稱的特取部分被其他的企業拿來作為公司名稱，或者是被註冊為商標。一

些商標權人也面臨了類似的困境，亦即會有一些不肖的公司，使用他人商標圖樣中

的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的特取部分。此外，公司名稱之間的類似性問題，長期

以來也困擾著立法者與實務家，而這也成為民國 90 年公司法第 18 條之修正背景。

在現行規範下，有關公司名稱保護之最重要規範，乃為公平交易法之規定，而相關

問題在公平會實務上也已累積相當可觀的案例。由是，本文除就涉及公司名稱的理

論規範加以介紹外，將輔以實務上之相關案例作為參照，以求理解上之方便。 

 

關鍵詞：公司名稱、商譽、商標、公司英文名稱、類似性、混淆、搭便車、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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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司名稱，是表彰法人主體，俾與他公司相區別之重要標誌。雖然公司名稱就

如同自然人之姓名，但因為公司為營利法人，當其在經營業務時，勢必與眾多交易

相對人發生法律關係。為避免他人仿冒既有公司名稱而造成社會大眾混淆，進而破

壞交易秩序，吾人在分析公司名稱權之性質，以及探討其保護時，便須跳脫單純

「姓名權」之角度，轉而以防止產生混淆等不公平競爭的觀點來思考、防範，才能

達成規範上之效果。此外，公司名稱也象徵著公司商譽，而具有無形財產之價值1。

就此而言，公司名稱也具有智慧財產權之地位。因此，如何保護公司既有商譽，進

而使公眾免受混淆誤認，便成為立論上之重要課題。 

本文首先就公司名稱之概念予以鋪陳，並自不公平競爭之觀點析論公司名稱的

保護問題﹔其次針對保護公司名稱最主要規範之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從學

理以及實務面來加以分析、探討，以檢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在

個案上所表示之專業意見為何。之後再就實務上常見之公司名稱與商標適用情形，

從我國法之規定、理論及實務運作情形加以分析評述。最後就有關公司名稱受侵害

時之救濟與責任，從我國法之規定及相關爭議問題予以介紹說明，並做一總結。 

貳、概說公司名稱 

一、公司名稱之內容與性質 

完整之公司名稱，如「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係由 4 個特定要素所組成，

分別是：特取名稱、任意標示、公司組織種類以及公司字樣等 4 個部分2。而此項組

成要素，係依照公司法和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依公司法第 18 條第 4 項

所授權制訂，以下簡稱審核準則）之規定而來。法律之所以要對公司名稱加以規

                                                      
1 中山信宏（1989），「商號、商標の法的保護」，收錄於竹內昭夫，龍田節合編，現代企業法

講座 1－企業法總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14。 
2 林國全（2001），「公司名稱使用之限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68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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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主要是為了保護交易安全和公司本身的利益，避免他人冒濫使用而造成公眾混

淆 3。因此，公司名稱，必須事前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後，方能使用。 

當公司依法取得公司名稱之登記後，法律即賦予其排除他人使用相同名稱之權

利（公司法第 18 條參照），此一般又通稱為公司名稱專用權。至於公司名稱專用

權之性質究竟為何，學說上迭有爭論，但目前多數說是採「人格權兼財產權之折衷

說」，其理由為公司名稱權係因登記後而創設，一方面具有姓名權之效力，另一面

則具有財產權之創設效力，且公司名稱與商號、商標同為表彰公司之商品、服務、

營業等而具有財產利益。因此，公司名稱權實兼有人格權及財產權之性質 4。本文

基本上認為公司名稱權在性質上比較偏向財產權，其雖得適用民法姓名權之規定，

但仍非傳統定義下的人格權。蓋人格權在本質上具有不可拋棄性及不可移轉性，且

當其受到侵害時，加害人同時要負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然而，公司名

稱權固然不可拋棄，但其是否不可移轉，法律並無禁止規定；且公司名稱遭受侵害

時，最高法院則是否定公司得向加害人請求慰撫金 5。是以，公司名稱權雖屬姓名

權之範疇，但並非完整之人格權。 

二、公司名稱與不公平競爭之關係 

公司名稱，從靜態面以觀，乃具有表彰權利義務主體的意義。若從動態面來

看，除了有彰顯產品來源功能外（公司將名稱標識在商品上），甚至也會有保證商

品品質、作為廣告媒介等功能。尤其當公司名稱經長期使用後，還會累積商業信譽

（good will，一般簡稱商譽）而獲得經濟利益。所謂的商業信譽，乃是指一種商業

價值，反應出一種人類癖好而願意與受消費者喜愛且足以滿足其需求之出賣人繼續

從事交易。它可以使舊有的顧客與其先前進行交易的廠商繼續從事交易，使廠商的

                                                      
3 有關公司名稱選定之立法主義，大別有自由主義、真實主義及折衷主義三種。目前多數國家均
採行自由主義。需注意者，所謂自由主義，並非絕無限制，不過在一定範圍內，得以自由選定而

已。參閱大隅健一郎（1970），商法總則，185-187，有斐閣。 
4 陳春山（1985），「公司名稱權侵害之研究」，軍法專刊，第 31 卷第 7 期，23；大隅健一
郎，同前註，203。 

5 最高法院 62年台上字第 8606號判例謂：「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
上痛苦可言。登報道歉以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請求慰撫金之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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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不斷地成長。它相當於購買者與某廠商從事交易的推進力 6。大略地說，商

譽是一種對於不特定交易對象之吸引力，而公司名稱正具有彰顯此種吸引力的功

能。因此，由於公司名稱在交易上（動態面）具有無形財產之價值，所以在探討公

司名稱之保護時，便應從交易秩序面，尤其是如何防止不公平競爭的角度來加以思

考。特別是當公司名稱已達著名程度而具知名表徵地位時 7，如遭他人仿冒濫用其

名稱，不僅剝奪原公司（被仿冒人）應有的經濟利益，侵害原公司之商譽，消費者

亦將因此受到矇混，轉而與仿冒行為人進行交易。被仿冒人將因此而失去其原有的

部分消費者群，營業受到影響，受矇混的消費者亦可能因此而與非其所願的廠商進

行交易，交易品質大打折扣，則表徵的正常功能，如表彰商品來源及商業信譽的功

能，勢必無從發揮。由於仿冒人之行為，已非單純侵害原公司之姓名權，還包括破

壞競爭秩序和侵害公眾利益，故在此情形，必須適用公平交易法，才能給予著名公

司名稱應有的保護。至於在我國法之下，有關公司名稱之取得與保護問題，並無一

套整體適用的規定，而主要是由公司法、公平交易法、商標法、民法等來做規範。

而要如何在這些法律中，妥善適用以使公司名稱能得到適當保護，乃成為一重要課

題。以下乃分析說明此等規範之內容。 

三、公司名稱之相關保護規範 

(一) 公司法 

1. 民國 90 年公司法第 18 條修正前之問題 

依舊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同類業務之公司，不問是否同一

種類，是否同在一省市區域以內，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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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公司

法第 18 條一直以來都扮演著保護公司名稱權以及防止不正競爭的重要角色。藉由

主管機關的通案審查，可使公司名稱事前即可避免遭到相同或類似名稱的冒濫使

                                                      
6 1 J. Thomas McCarthy (1984),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2:7-8, at 72-74（2nd）. 
7 所謂表徵，一般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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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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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就此而言，可謂公司法第 18 條乃立於第一線的把關過濾地位。但是，賦予公

司名稱權愈強的地位，相對的也會使企業在選用名稱時受到更多的限制與不便，且

由公司法歷次的修正內容可知，公司名稱之規定，乃朝放寬使用之趨勢，以因應企

業發展之需要。然而，雖然公司因而享有較大的選用名稱自由，但由於立法上的不

周延，以致學說與實務迭生爭議，茲將民國 90 年公司法第 18 條修正前所生之主要

問題整理如下： 

(1) 立法意旨相違背 

舊公司法第 18 條係對於公司之間是否經營相同業務而賦予不同效力的名稱專

用權，此分別規定於該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而本條之意旨依立法理由之規定，乃在

於保護公司名稱權以及防止不公平競爭 8。不過，公司法第 18 條第 3 項卻又規定

「公司經營業務範圍不以其名稱標明之業務種類為限」。此等規定，將使二特取名

稱相同但標明不同業務種類之公司，卻可能在多角化經營後，發生經營相同業務之

情事，反而會造成交易上的混淆，而與原本的立法意旨有所歧異 9。 

(2) 行政資源的有限性 

在舊法下，判斷二公司名稱是否相同或類似，須與二公司間之業務一併考量。

是以，在公司名稱申請預查時，主管機關必須先對其所營業務做歸類，再逐一去審

查其與同類業務公司或不同類業務公司之名稱有無相同或類似的情形。由於公司名

稱專用權的效力及於全國的各種類公司，因此審查的範圍乃及於全國數十萬家公

司，可說耗費很大的人力物力10。此外，當公司所營業務有變更時，自然會與部分

公司經營業務相同而會影響到其名稱使用（舊法第 18 條第 1 項參照），從而變更

營業項目也要申請預查。此不但增加主管機關的審查業務，也不利於企業經營之時

                                                      
8 公司法第 18 條之立法理由為：「公司對外維持信用，樹立商譽，非一招一夕所能成就，故不
容許他人仿冒影射，謀取不法利益。為保障公司名稱權，所以規定在設立登記以後，禁止他人使

用相同或類似的名稱」。 
9 馮震宇（1999），「論網路時代的名稱權與公平交易法問題」，收錄於氏著，網路法基本問題
研究（一），註 14，70，學林出版公司。例如，東元電機有限公司原本只經營電機，東元紡織有
限公司也只經營紡織，但若前公司多角化經營紡織，或後公司多角化經營電機，則會使兩公司成

為同類業務公司而易造成交易上混淆。 
10 李真（1995），「從公司名稱及業務談公司法第 18 條之修正方向（下）」，今日經濟，第

338期，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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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而在行政資源有限性的情況之下，公司名稱的審查乃逐漸流於形式。 

(3) 規範寬嚴不一 

對於公司名稱之保護，公司法第 18 條是以事前通案裁量核准之方式為之。若

兩公司經營相同業務，則禁止後公司使用相同或類似之名稱。但是，姑且不論類似

性之審查標準並不明確，若有兩家經營同業務之小型地方性公司，兩者各不相干，

雖使用類似名稱但客觀上並無混淆之虞，但依本法後申請者仍不得使用類似名稱。

此項規定實失之過嚴。反之，就本條第 2 項而言，即使欲使用之名稱與他公司著名

名稱有混淆之虞，只要標明不同業務種類即可自由使用。因此，實務上常見不肖廠

商依本項規定攀附全國知名之公司名稱，以遂行「搭便車」之企圖。此項規定又失

之過寬11。由此可見，舊法下之規範方式，實有檢討餘地。 

2. 現行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 

由於在舊法下公司名稱規範的運作產生諸多問題，而逐漸難以達其規範目的，

再加上公平法於民國 80 年制定後，已有防止不正競爭之相關規定，而與公司法第

18 條之立法旨趣相同。因此，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時，乃基於名稱是否類似，涉

及主觀作用，見仁見智，故公司名稱之預查，將侷限於同名之審查，而將原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合併為現行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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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者，視為不相同」。至於若有類似使用等

不公平競爭情事，則依公平法或民法等法令處理。對於本次修正，學說則有正反不

一的見解12。本文基本上贊同新法規定，理由在於舊法以「同類業務公司」和「不

同類業務公司」來區分不同公司名稱之效力，實在過於僵化，在這種判然區別之二

分法之下，才會造成實務上經常發生上述不當之結果。此外，由交易面來看，當公

司名稱經長期使用，而具有一定知名度時，由於其已成為相關大眾辨識商品或服務

之重要標識，若對其仿冒濫用，則交易上引起的混淆可能性將會很高，故才有特別

保護之必要。而在我國現行規範下，著名公司名稱所受到的特別保護，厥為公平法

之規定。以下乃介紹公平法之相關規定。 

                                                      
11 王文宇（2001），「公司名稱得否相類似？」，月旦法學雜誌，第 73期，21。 
12 贊同本次修正的見解，請參閱王文宇（2003），公司法論，元照出版公司，95-96；反對的見
解，請參閱劉渝生（2003），「公司名稱之研究」，法學講座，第 15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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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交易法 

一直以來，公司法第 18 條乃具有防止他人仿冒影射，利用既有公司商譽而為

不正競爭行為之重要功能。而為維護競爭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以及促進經濟之安定

與繁榮，我國則制定公平法加以規範。公平法於民國 80 年 2 月 4 日公布，而於 81

年 2 月 4 日正式施行，其中，與保護公司名稱最具密切關係者，即該法第 20 條有

關商品及服務表徵保護之規定。 

在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前，就防止不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而言，上述公平法

與公司法之規定，實有重疊之處。而在適用上，由於兩者就公司名稱使用之規範內

容並非完全一致，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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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違反第 20 條之事例。而在現行公司法之

下，因其對公司名稱之保護僅限於同名而不及於類似之名稱，故而公平法第 20 條

乃將擔負起更重要的功能，在實務上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除了公平法第 20 條之

外，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條款「除本法另有規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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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被公平會拿來作為補充第 20 條之規

定，而在實務上發揮重要功能。由於在現制下公平法已成為保護公司名稱最重要之

規範，本文將在以下第三節的部分探討公平法之相關措施，分析其要件以及實務運

作情形，視其是否真能達成保護公司名稱之功能。 

(三) 商標法 

由於公司法第 18 條對於公司名稱之規範有其缺失之處，再加上受公平法所保

護之公司名稱又須達到一定知名程度，因此，公司若要有效保護其營業活動，並避

免他人仿冒其營業或商品，最有效之方式，就是將其公司名稱另行申請商標之註

冊，方可有效保護其權益。依照實務見解，任何公司只要依法設立登記取得法人資

格，即可申請商標註冊13。而商標法對商標之保護較為周延，任何人未經商標權人

同意或授權，就不得在一定範圍內任意使用其註冊商標，否則就會侵害他人之商標

                                                      
13 實業部（經濟部前身）民國 21年 8月 29日通令。司法院院字第 1794號：「商人以自己之商
號，做為商標呈請註冊，如其商號文字之組織特別顯著，即與商標法第一條規定相合，即應准予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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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權，而必須負商標法上之民事與刑事責任。由此可知，將公司名稱與商標相結

合，即可使公司名稱受到商標法之規範，而享有多一層之保護。只是，實務上亦常

有公司名稱與商標在適用上發生衝突之情形。最常見的爭議類型，就是公司名稱的

特取部分被他人拿去註冊為商標，或是公司拿他人商標中的文字，登記為自己的名

稱。對此情形，商標法和公平法究竟有何規範？本文將在第四節的部分再做說明。 

(四) 民法 

當發生公司名稱受到仿冒濫用等侵害情形，由於公司法並無相關之事後救濟規

定，使得公司必須尋求其他法律，才可周延的保護其名稱。我國實務與多數學說向

來認為，公司名稱就如同自然人之姓名，而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 19 條保護姓

名權之規定，請求他人停止使用其名稱；若有損害，也可請求損害賠償。此外，亦

有看法認為，仿冒他人公司名稱乃違反商業上之善良風俗行為，而得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規定主張損害賠償 14。由於現行公司法已限縮對公司名稱之保護，

日後實務上當公司名稱遭受侵害時，民法之相關規定也將成為公司請求救濟之重要

管道
 15。 

參、公司名稱在公平交易法上之基本規範 

我國公司名稱之現有保護規範，過去發揮較大功能者主要是公司法第 18 條

「公司名稱專用權」以及民法第 19 條「姓名權」之規定。而自從民國 90 年公司法

第 18 條修正後，保護現有公司之商譽以及防止不正競爭之任務，已改由公平法來

承擔，其中尤以第 20 條為核心。因此，本文以下乃要分析公平法第 20 條之要件並

探討相關案例，以檢視其規範架構和實務運作情形，是否真能對公司名稱做周延的

保護。再者，公平會於許多個案都認為，於未符合本法第 20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

時，仍得以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處分之。則有關其兩者之適用關係為何，是否有

不妥適之處，本文以下也會一併加以析論。 

                                                      
14 張澤平（1992），仿冒與公平交易法，作者發行，20。 
15 民國 90 年公司法第 18 條之修正理由即謂：「…，公司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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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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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平法第 20 條對公司名稱之保護 

(一)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1. 立法源由 

公平法第 20 條所保護之客體一般泛稱為表徵，包括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等，均為表徵之例示16。然而，本條所規範之表徵，

在客觀上還要具備「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此一要件。所謂「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即指該表徵須有相當之知名度，若無法達成之，則即使該表

徵受到他人為相同或類似使用，進而使人產生混淆，也無法受到公平法第 20 條之

保護。由此可知，國內勢必有許多公司在營業上之知名度不足而無法符合此要件，

從而當其公司名稱受到他人冒濫使用時，也只能尋求其他法律救濟。此與舊公司法

第 18 條係不問公司規模、種類而對所有公司都賦予相同之公司名稱專用權，並不

相同。 

公平法第 20 條之所以只保護著名表徵，乃是基於公平法之主要目的在維護一

個自由競爭之制度與公平之競爭秩序，故若只是單純競爭者之利益受損，而對整體

競爭秩序影響甚微時，即無適用公平法餘地17。尤其是公平法第 20 條對於仿冒行為

之規範重心，本即在保護消費者及交易秩序，使相關大眾在交易上能不受誤認混

淆，至於競爭者利益則非其考量重點18。與之不同者，商標法是以維護企業主本身

利益之觀點出發來保護商標權，而反射出維持公平競爭秩序的法律構造；然而公平

法則是藉由制止不正競爭行為之強制規範，而反射出表徵權人之保護19。所以在相 

                                                      
16 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20條案件原則第 8點參照。 
17 公平法在制訂過程中，當時的經濟部長李達海，即明確指出「公平交易法之主要任務在保障
競爭，而非保護競爭者，更非保護低效率的競爭者…」。參閱立法院公報，第 75 卷第 76 期， 
2。 

18 蘇永欽教授即指出，公平法第 20 條對於表徵保護設了「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此一
門檻，否則就只構成攀附或高度抄襲，主要即著眼於消費者保護。參閱蘇永欽（2001），「私法
自治與公平法的管制－公平法第 24 條的功用與濫用」，月旦法學雜誌，70 期，43。黃茂榮教授
亦表示公平法第 20條之保護法益為交易利益，並非競爭者之利益。黃茂榮（1993），公平交易法
理論與實務，9。 

19 小野昌延（1972），「不正競爭防止法と商標法」，收錄於工業所有權の基本的課題（下）

－原增司判事退官紀念，95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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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公平法之執行便應重視表徵顯著之評估，因其涉及公益與秩序維護必要性

之考量。 

2. 從相關案例論公平會之處理態度 

依照公平會之見解，所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係指該項表徵足

使商品之相關交易對象見到系爭表徵時，雖不必確知該商品主體之名稱，然有相當

人數會將其與特定商品主體產生聯想，故受保護之表徵須具有識別力，及實際的市

場經濟實力，本質上具有個別排他的經濟利益，始有其受法律保護的經濟價值20。

基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僅為適用公平法第 20 條之前提要件，若認

定過為嚴格將使許多個案無從依本條主張救濟，而不足以保障公平的競爭秩序，是

故公平會之上述見解，應值贊同。 

至於公平會在判斷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時，常在其函件裡

說明必須就「系爭表徵在市場上廣告促銷程度、推出市場時間、其商品在市場上銷

售狀況、營業規模、市場占有率及消費大眾之印象等綜合判斷」21。除此之外，對

於公司名稱是否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程度，依本文分析公平會

所處理過之案例乃係由下列諸因素選擇數項來加以考慮︰ 

(1)公司成立時間是否長久； 

(2)公司資本額及資產總額； 

(3)多角化經營程度； 

(4)各分業的市場地位； 

(5)行銷據點或經銷商數量； 

(6)營業活動是否易使相關大眾周知； 

(7)營業額居相關事業的排名； 

(8)特定消費群眾之印象及熟知程度； 

(9)廣告費用支出（廣告量）及廣告促銷程度﹔ 

(10)以公司名稱為網域名稱之網站瀏覽人數、網路業務多寡、網站語言種類及版

本數量。 

                                                      
20 參閱公平會（83）公參字第 60891號函。 
21 如公平會（83）公參字第 6419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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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被公平會認定不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案例中，值得一提的

是「貞觀公司」一案22。公平會認為，雖然「貞觀」為歷史上有名之名詞，但並不

能藉此推論「貞觀」公司必為相關大眾所共知。雖然有論者認為只要該表徵為相關

大眾所共知即可23，但本文亦贊同公平會之見解，蓋表徵本即在表彰商品或服務之

來源，因此在判斷上本應將表徵和其商品或服務一併考量，視其是否已經使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而非單獨只就表徵來做判斷。所以當相關大眾看見「貞

觀」只能聯想到歷史事件，而無法聯想到系爭公司時，即不構成相關大眾周知此要

件。 

(二) 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就公司名稱而言，對其侵害之最主要類型即是將現有公司名稱「相同使用」或

「類似使用」為另一個公司名稱，而造成其兩者間在適用上產生緊張關係，甚至會

使公眾在交易上有誤認混淆之虞。尤其就「類似使用」公司名稱之判斷，公司法修

正前就公司名稱類似所累積之實務認定基準，仍得作為公平法在個案判斷上之依

據。此外，依我國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

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24。對於此種規定，公平法應如何來評

價？其是否仍會構成本法之仿冒行為？以下亦一併說明。 

1. 判斷公司名稱類似性之基準 

對於判斷公司名稱類似性之基準，由於法規與學說並無提出明確的方式，所以

僅能從實務見解歸納找尋出若干基準。對此，我國實務向來都是從兩公司名稱的字

音（發音上）、字形（文字上）、字義（觀念上）來做綜合判斷，以認定公司名稱

間是否構成類似25。此外，公司名稱間除了在字音、字形、字義有相同或類似者

外，實務上很常見之情形還包括「以他公司名稱之簡稱為公司之特取名稱」。例

                                                      
22 參閱公平會第 98次委員會議討論案一。 
23 張澤平，前揭註 14書，95。 
24 商業登記法第 28條第 2項亦規定，商號名稱，除不得使用公司字樣外，如與公司名稱相同或
類似時，仍得准其登記。 

25 由於日本公司名稱中也經常使用同屬表意文字的漢字，所以其在判斷公司名稱類似性之基準
上，與我國實務也有許多相同之處。對於日本實務之判斷基準，請參照神崎滿治郎（1989），商
號．類似商號の先例と實務，金融財政事情研究會，17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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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般簡稱為「台塑」公司，則若僅以台塑為公司特

取名稱，其是否為類似？若以上述方法來判斷，認定上似乎有所疑義，但公司法修

正前之舊公司名稱預查審核準則第 12 條則將其視為類似26，以避免他人任意攀附他

公司商譽而造成世人混淆。本文認為，舊審核準則第 12 條之作法，應值得公平會

在日後認定公司名稱類似時來參考。 

2. 攀附知名公司名稱之行為是否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1) 公平會之處理原則 

公司法於民國 79 年修正時，為便利企業進行多角化經營，乃於第 18 條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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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規

定亦一直沿襲至今。在此規定下，國內常有一知名特取名稱而為多家不同事業使用

之情形。例如，以「太平洋」為公司名稱者，即高達兩百六十家以上，以「大同」

登記為公司名稱者，有二百家以上，以「長榮」為名者，亦有一百五十家以上27。

不過此種情形，似乎會給予不肖商人惡意攀附知名公司之商譽以遂行其「搭便車」

（free ride）的企圖，且對相關大眾而言，亦可能誤認誤信二者為同一企業主體所經

營或其間具有集團企業之關係而與之進行交易28。對於公司法容許此種公司名稱之

使用而准其登記之情形，是否為公平法第 20 條之「相同或類似使用」？如果不是

的話，公平法是否即完全肯定此種公司名稱使用行為？而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條

款，又能發揮何種規範作用？此外，依商業登記法第 28 條規定，商號不論是否與

公司經營相同業務，是否在同一縣市或直轄市，均得使用與公司相同或類似名稱。

同樣的，公平法應如何規範此種商號使用行為？凡此種種問題均值得吾人從學理和

實務面來一一檢視、評價。 

首先，針對上述爭議問題，公平會在第 20 條之處理原則第 14 點及第 15 點

中，已規定只要行為人合法使用其登記之公司或商號名稱，而無「積極」行為使人 

                                                      
26 舊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12條第 2項規定：「同類業務之公司，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二公司名稱相互間視為類似：…。以他公司名稱之簡稱為公司之特取名稱者。」 

27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查詢系統，http://www.moea.gov.tw（2004/4/29）。事實上，這些
特取名稱相同之公司間大多沒有任何關連。 

28 類似情形，若將著名商標使用於「不同類」之商品或服務，美國法院則認為此種行為會使著
名商標的強度受到稀釋沖淡（dilution），而禁止此種使用行為。J. Thomas MaCarthy（1984）,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Vol. 2, 2ed. 21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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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混淆者，就屬於合法的權利行使，不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規定29。換言之，當規

範企業名稱之商號法制可能與公平法之規範產生適用衝突時，公平會原則上是採取

尊重商號法制之立場。至於實務上的案例和學說看法又是如何，則在以下說明之。 

(2) 從相關案例論公平會之處理態度 

公平會在早期處理攀附知名公司名稱之案例，大多認為只要被檢舉人依公司法

在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則是以普通使用方法，來行使其公司名稱權，尚

非公平法第 20 條之「相同或類似使用」。只有在認為有攀附他人商譽時，才得依

概括條款第 24 條來處分。亦即，公平會在個案上是尊重行為人使用其已登記之公

司名稱，以避免公司法與公平法之適用衝突，但此種未著眼於攀附知名公司名稱可

能會引起公眾誤認混淆之作法，事實上已經引起許多質疑。無論是三商行一案中，

訴願委員所提出的不同意見書30；還是在雅虎公司案中，訴願機關所做出撤銷原處

分之決定31，均指出「行為人與檢舉人之標章近似或相同，而原處分徒以行為人使

用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公司名稱，應屬正當權利之行使，是否合於公平法第 2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意旨？不無待酌之處」。 

本文認為，在攀附知名公司名稱之問題上，由於以往公平會是採尊重商號法制

之立場，並將之明文規定於處理原則，以致在個案認定上由於已將公司名稱標明不

同業務種類視為「非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從而在論理上似乎即可推論該名稱之使

用「不會產生混淆」，而很難從實際交易現況加以判斷。惟，值得慶幸的是，公平

會似乎已正視到此問題之不合理性，而在民國 91 年 3 月首開先例對「台灣大哥大

事業公司」仿冒他人公司名稱依公平法第 20 條做出處罰，其後也處分幾個類似案

例。對於公平會這種回歸正軌之作法，本文加以贊同。以下，還要探討公平法第 20

條仿冒行為之效果：「產生混淆」，並藉以檢視在攀附知名公司名稱時，公平會如

何認定是否產生混淆。 

                                                      
29「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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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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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不違反本法第 20條規定」。「十五、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依商業
登記法登記之商號名稱，若無積極行為使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不

違反本法第 20條規定。」 
30 參閱公平會（84）公訴決字第 036號所附王弓委員之不同意見書。 
31 參閱行政院台 90訴字第 029572號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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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產生混淆 

1. 混淆之概念 

當行為人對商品或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後，接下來還要判斷該使用

行為是否會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而這也是公平法第 20 條規範之重

點所在32。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產生混淆，依照日本通說和美國判例法之規定，並

不以現實上發生混同為必要，只需要有發生混同的具體危險即為已足，故學者乃將

此要件解為「混同之虞」33。基於仿冒行為是最典型之不正競爭行為而具有高度的

可非難性，在執法時就不宜以高標準來認定其要件，以免難以達其規範目的；再

者，從保護相關大眾利益之觀點來看，只要行為有產生誤認混淆之可能，即應加以

制止，以使大眾能在正當的競爭環境下進行交易行為。因此，就公平法第 20 條

「致與他人商品或服務混淆」之解釋，也應該與美、日兩國相同，只要行為在客觀

上會引起混淆誤認之虞即可34。 

至於混淆之意義，通說認為除了包含使人誤認該不同商品是出自同一來源之

「狹義混淆」外，亦包括「廣義的混淆」概念，亦即除了誤認仿冒商品、服務為原

表徵人所有外，還包括誤認兩者之間為關係企業、或有投資、贊助、授權、加盟等

關係，亦即對於企業關連性之誤認35。之所以承認廣義混淆，在於利用既有表徵的

商譽信用而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乃為廣義混淆和狹義混淆之共通點，而此均應

                                                      
32 范建德（1999），「論著名商業表徵之應有保護」，智慧財產權，第 1期，83。 
33 三山峻司執筆，小野昌延編（1991），注解不正競爭防止法，青林書院，201；山本庸幸
（1993），要說新不正競爭防止法，發明協會，83。山本庸幸進一步指出，雖然解釋上不要求現
實地產生混同，但若僅以產生抽象危險來作為混同之認定標準，則又過度妨礙自由競爭，故混同

之虞仍必須以產生具體的危險為足。美國判例法則是明文承認在表徵侵害訴訟裡必須判斷該仿冒

行為有無引起「混淆的可能」（Likelihood of Confusion）。換言之，只要有混淆危險的存在即
可，不以確實引起混淆為必要。See 2 J. Thomas McCarthy,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
23:1, 50. 

34 此也是我國通說見解。參閱劉孔中（1994），「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
刊，第 2卷第 3期，15-16；范建德，前揭註 32文，頁 87；張澤平，前揭註 14書， 96；楊富強
執筆，賴源河編審（2000），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公司，333。 

35 劉孔中（1997），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五南出版公司，12；張澤平，前揭註 14 書，
96。日本法上關於狹義混淆之說明，參閱芹田幸子執筆，小野昌延編，前揭註 33 書，146；豐崎
光衛（1967），「競爭關係の必要性」，收錄於商標、商號、不正競爭判例百選，別冊ジユリス

ト第 14 期， 17。德國法上，其聯邦最高法院則將狹義混淆解釋為「企業同一性」
(Unternehmensidentität）之誤認。參閱徐火明（1997），公平交易法論－不正競爭防止法，三民書
局，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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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不正競爭法之規範，才符合其立法意旨。 

2. 公司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是否會產生混淆 

由上述可知，通說認為若表徵被使用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而客觀上已使人

產生混淆，或誤認其兩者間具有企業關連性時，則仍屬混淆之範疇，而為公平法第

20 條所規範36。由此推論，當一著名公司名稱被他人使用來經營不同業務種類，若

會使人誤認其間具有經銷或互相持股等關係，則同樣的也應屬公平法第 20 條之規

範範圍才是。然而，公平會對此向來抱持著否定見解，其認為企業只要依公司法或

商業登記法登記取得名稱使用權，即非屬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而是「普通使用」其

名稱，故不會使人產生混淆。但值得進一步細究的是，將公司名稱標明不同業務種

類，交易上就真的不會令人產生諸如關係企業之混淆嗎？公平會在個案上之認定標

準，又是如何？而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後，公司法第 18 條之修正理由說明到

「…，公司名稱倘涉及不公平競爭情事，依公平交易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辦

理…」，而公平會也一改以往尊重公司法之立場，首度以公平法第 20 條來處分冒

用他人公司名稱。公平會認定混淆與否之考量因素，是否有所改變？以下本文乃要

介紹相關案例，並就上述問題加以分析。 

3. 從相關案例論公平會之處理態度 

公平會對於公司名稱受公平法之規範，以往都認為只要其依公司法第 18 條取

得登記，原則上就應予以保障，除非有積極行為故意造成混淆，或有攀附他人商譽

情事，才會違反第 20 條或第 24 條之規定。然而，公司在其營業上使用其名稱，究

竟何為普通使用、何為積極行為不但難以區分，且此項見解是否過於謹慎而忽略公

平法本身之規範目的，也頗令人質疑。在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後，公平會終於在

台灣大哥大公司一案首開先例以公平法第 20 條來處分攀附知名公司名稱之行為37。

在該案中，公平會明白表示「只要使用公司特取名稱之方法，有使人與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即可能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

                                                      
36 公平會在「企鵝商標」案中，亦認為被檢舉人將著名之企鵝商標使用於錄音帶、雷射唱片，
雖然與檢舉人所使用於服飾類者有所不同，但也容易使人招致檢舉人對被檢舉人有授權或其他贊

助關係之混淆，故仍違反第 20條之規定。參閱公平會（85）公處字第 044號處分書。 
37 參閱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52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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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亦即，縱使是普通使用公司名稱之方法而非以積極行為使用，若會使人混

淆，仍會違反第 20 條之規定。因此，無論公司經營業務相同或不同，縱然合法使

用公司名稱，仍不得使人對商品或服務來源有誤認誤信38，此也才符合廣義混淆仍

須受公平法第 20 條規範之看法。事實上，無論行為人是否為普通使用，有無積極

誤導等加重行為，只要客觀上有使人混淆誤認之虞，即應該當第 20 條之規定。而

在第 20 條處理原則之規定下，常使得公平會認定行為人只是普通使用其公司名

稱，而轉由公平法第 24 條來規範攀附知名公司名稱之行為。究竟第 24 條之內涵為

何？其與第 20 條之區隔又要如何判斷？在公司法修正後，其對公司名稱是否還能

發揮規範功能？此等問題均值得吾人加以釐清，以找出在公平法上對公司名稱之一

合理適用規範。 

二、公平法第 24 條對公司名稱之保護 

(一) 攀附他人商譽 

按公司名稱要達到著名表徵而享有商譽，通常要經由經營者投注大量心血、金

錢於廣泛地域使用，以及長期從事廣告宣傳，並確保商品或服務品質優良，以贏得

消費者和同業肯定而來。而在市場上，由於交易資訊的不對等，商譽往往成為交易

相對人從事交易抉擇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故而，商譽往往有潛在的吸引力而具經

濟價值。攀附他人辛苦經營之商譽，不但無須花費廣告宣傳費用而可直接開拓知名

度，即使在消費者不會混淆的情形，也可能基於對商譽的良好印象而轉移到系爭商

品上，進而下意識地與之締結買賣39。只是，若攀附他人商譽後會引起消費者混淆

誤認，則應歸由公平法第 20 條規範；反之，若無混淆之虞，只是造成相關業者或

消費者產生一定品質上的聯想，長久下去不但使攀附者不當獲取利益，也會減損原

表徵之經濟價值。此種違反商業倫理之不正競爭行為，才由第 24條來加以規範。 

至於在無產生混淆之虞的攀附商譽情事，若要適用第 24 條規定，仍要符合

                                                      
38 陳櫻琴、葉玟妤（2002），「台灣大哥大事業公司攀附知名公司表徵案」，法令月刊，第 53
卷第 8期，8。 

39 李桂英（1993），從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論著名商標之保護，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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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此前提要件。事實上，何謂攀附商譽之認定，公平會在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已定出考量因素，主要為：1.遭攀附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該

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已被系爭行為所榨

取。2.攀附他人商譽判斷是否為本條所保護之商譽，應考量該品牌是否於市場上具

有相當之知名度，且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會產生一定品質之聯想。若公司在

不符合此等要件下而主張其商譽受到他人侵害，公平會也不能介入，其只能尋求民

事救濟。如此一來，才能嚴守第 24 條與其他法規範之區隔，而不會有過度侵犯私

權爭議之不當情形。 

(二) 稀釋理論（dilution） 

攀附他人商譽基本上乃是一種「搭便車」行為（free riding），亦即行為人只投

入些微成本就能坐享他人辛苦建立之成果。而攀附商譽所產生的結果，除了可能引

起相關大眾混淆誤認外，另一種常見的情形就是使該表徵產生稀釋、淡化，而減損

其價值。對於後者這種不會引起消費者混淆誤認的情形，法律仍給予保護，實係著

眼於該當著名表徵遭他人冒用後，可能導致表徵本身所擁有之經濟價值或顧客吸引

力之減少40。 

雖然第三人攀附表徵之商譽而使其價值受到稀釋，顯為不公平競爭行為，但從

另一角度而言，在無使人混淆之情形下，若擴大表徵的保護範圍，反而使其他人在

交易上的選擇自由大為減少。況且，社會的演進，都是以既存的成果為基礎而發

展，適度的模仿，並不當然予以禁止。由於稀釋理論並不以客觀上產生混淆為必

要，故倘加濫用，將使各種表徵受到過度保護，因此美、日法律都僅限於在著名表

徵的情形，才有稀釋理論之適用41。對於公司名稱之保護而言，他人的冒用行為究

                                                      
40 黃銘傑（2001），「商號之登記、使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商號法制、商標法及公平交易法
的三不管地帶？」，中原財經法學，6 期， 86；J. Thomas McCarthy（1995）, McCarthy’s Desk 
Encycoopedi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26（2nd）. 

41 對此，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 Accuride International, Inc. v. Accuride Corp., 871 F.2d 1531一
案中，即有很好之說明：「稀釋的制度，明顯係為保護強勢且知名的品牌所設。否則若不論任何

商標均得主張稀釋之保護，稀釋理論將成為助長反競爭之惡法。況且，非強勢或著名的標章，其

本身虛弱而平凡的外觀，根本無從產生可供第三人稀釋之識別力」。日本通說則認為，該表徵的

著名程度必須達於全國多數民眾所知，也就是要高於不正競爭防止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周
知程度」，才能適用稀釋理論。參閱滿田重昭（1989），「著名標識保護の問題の諸相」，收錄

於氏著，不正競業法の研究，發明協會，134；田村善之（2003），不正競爭法概說，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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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會造成混淆還是產生稀釋效果，也常成為個案上的判別重點。理論上，廣義混淆

與稀釋的發生，都會使消費者在心理上產生某種聯想，只是就稀釋而言，此種心理

上的聯繫並未使消費者直接的聯想到仿冒表徵與原表徵具有某種來源、贊助、聯結

等關係。有論者認為，此種區別並非易事，在承認廣義混淆之下，稀釋理論的適用

可說微乎其微42。不過，既然公平會將「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情事」

交由第 24 條所規範，而表徵的稀釋危險又是攀附他人商譽常見的結果之一，因此

兩者仍有判別之必要。以下即由實務的案例來說明。 

(三) 從相關案例論公平會之處理態度 

在公平會以攀附商譽為由而依第 24 條來處分公司之案件中，經常會提及被處

分人之使用行為會「稀釋淡化」該公司名稱，而使該他人利用其公司名稱在市場上

從事競爭之效力性受到影響43。由此可知，公平會有意藉「稀釋理論」來作為攀附

商譽之非難性基礎，亦即，攀附商譽既然會引起知名公司名稱有稀釋性的危險，則

應禁止此不公平競爭行為。不過，如同前述稀釋理論是在沒有產生混淆（含廣義混

淆）的前提下，才有適用餘地，而且此理論是例外地保護著名商標，其適用範圍本

應謹慎界定，但公平會在個案中經常以公司所營業務不同故無混淆之虞，再進而以

稀釋理論來處分行為人之攀附行為。如此作法，似乎將廣義混淆之內涵亦歸由稀釋

理論來評價，才使得第 24 條在實務上經常扮演吃重角色。然而，就理論而言，攀

附他人商譽而同時引起混淆之虞和表徵價值稀釋之時，只要適用混淆之虞的理論，

即足以保護該著名表徵；就法條適用而言，當行為同時該當公平法第 20 條與第 24

條時，只要適用前者即可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因此，正本清源之道，應是只

要行為人攀附知名公司名稱會引起混淆（含廣義混淆），即直接適用第 20 條規

定，而不再迂迴地以稀釋理論來評價該行為，如此也才能釐清第 20 條與第 24 條之

適用情況。 

                                                 
240。 

42 張澤平，前揭註 14書，115-116。 
43 如台塑加油站公司案（公平會（90）公處字第 122 號處分書）、寶島鐘錶公司案之行政院決
定書等（行政院決定書台 90訴字第 0597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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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法對公司名稱規範之評析 

(一) 公司名稱應由公司法或公平法規範之分析 

1. 公司名稱保護之核心概念─是否產生混淆 

按公司名稱是由文字所組成，而文字本為社會資源而得供大眾自由使用，故公

司即使使用相同或類似名稱，本無禁止之理。但是，為何法律會排除後設立公司選

用相同名稱，甚至在一定範圍禁止他公司使用類似名稱，道理為何，吾人便應仔細

加以探求，才能得出公司名稱保護之法理基礎。按公司是沒有形體的營利法人，為

使與之交易往來之人或政府主管機關能正確且迅速地認定交易對象或管理的商業主

體，而不致張冠李戴，故立法者才規定公司間不得使用相同名稱，並防止他人仿用

或冒用既有公司名稱以從事不公平競爭44。由此可知，當他公司使用類似之公司名

稱而在交易上使人產生混淆時，才有加以制止之必要。反之，即使公司間的名稱相

類似，但交易上不會造成相對人混同誤認時（如：彼此之經營市場不同），就不構

成公司名稱權之侵害，故原則上即無須予以禁止。因此，公司名稱在個案上是否要

予以保護而禁止他人使用近似名稱，最主要即應考量是否會使人產生混淆。 

然而，使用近似之公司名稱是否會使人引起混淆，本應參酌相關因素來做綜合

考量。亦即，公司名稱類似與否，只是認定混淆的因素之一，但過去論者似乎常把

焦點放在公司名稱之「類似性」上，而制式的認為同類業務公司名稱相類似，則會

使人混淆故應禁止之；不同類業務公司由於所營事業不同，故即使使用相同的特取

名稱，也視為不類似。此種僵化的見解，實為舊公司法第 18 條之不當規定所造

成。本文認為，基於公司名稱保護之核心為客觀上是否有引人混淆誤認之虞，而公

平法第 20 條之規範重心，也是侵害表徵後所產生之混淆，因此由公平法作為公司

名稱之主要規範，應較能達成保護公司名稱之效果。尤其是侵害表徵在個案上是否

有混淆之虞，往往涉及專業知識或市場資訊之綜合判斷，以公平會之專業能力而

言，應較能得出妥適之認定結果。 

此外，以公司名稱之保護方法而言，過去公司法是就全國所有之公司名稱以事

                                                      
44 鄭中人（1999），「論商號權與商標權」，收錄於國際貿易法暨智慧財產法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輔仁大學，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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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案審查之方式來進行第一線的把關過濾；此種立意雖佳，但由於我國現有公司

家數過於龐大，所以審查結果大多流於形式。相對的，公平會是當有公司提出檢舉

其名稱受到他人仿冒濫用時，再以事後救濟之方式進行個案、實質的審查，在綜合

考量相關因素後再做出是否有混淆之虞的認定45。後者之方式，不但較能節省行政

資源，且個案、事後的審查方式也較能掌握「是否產生混淆」之意旨。 

2. 公平法較能達成保護公司名稱之功能 

當公司法於上次修正中，主動限縮公司名稱之規範後，就有見解質疑若現有公

司之名稱發生爭議時一概交由公平會來審理，則公平會勢必會因耗費大量資源在細

微案件而無法達到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的目的。事實上，上述看法顯有誤解公平法之

嫌。詳言之，公平法第 20 條雖然是保護公司名稱之最主要規範，但並非所有公司

之名稱都能主張該條之適用，其必須符合一前提要件：「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此外，即令公司主張公平法第 24 條適用，則也必須個案上之侵害行為有

達到「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公平會才會加以介入。蓋因公平法是以維護競

爭秩序為主要目的，若只是單純競爭者之利益受損，而對整體交易秩序影響甚微

時，即無適用公平法餘地。由此可知，雖然公司法限縮對公司名稱之保護，但非謂

公司名稱所生之一切爭議即轉由公平法來承接，因適用公平法之前提要件，依然存

在，而該等要件，即在釐清公平法與其他私法規範之區別46。 

進一步言，公司法在修正後，實有助於公平會在實務上有效的執行公平法以妥

適的規範公司名稱。詳言之，由於舊公司法與公平法對於公司名稱之規範均含有防

止不正競爭之意旨47，因此當公司名稱取得經濟部之登記後，基於法規適用之調和

公平會多半尊重該公司使用其名稱之權利。亦即，當經濟部認為系爭公司選用之名

                                                      
45 處理公平法第 20條原則第 18點第 1項規定：「檢舉他事業違反本法第 20條規定者，應請其
以書面載明具體內容、真實姓名及地址。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會應做成書面紀錄，由檢舉人簽名

或蓋章」。 
46 舉例言之，若有公司之名稱受到他人仿冒濫用時，但其並不符合公平法第 20 條乃至第 24 條
之前提要件時，則其救濟之主要依據，便要回歸民法姓名權之保護，而向法院主張排除侵害並請

求損害賠償。 
47 舊公司法第 18 條於民國 35 年制訂之時，即在立法理由中提及：「公司對外維持信用，樹立

商譽，非一招一夕所能成就，故不容許他人仿冒影射，謀取不法利益。為保障公司名稱權，所以

規定在設立登記以後，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類似的名稱」。由此可知，舊法規範公司名稱亦含有

防止他人仿冒濫用等制止不公平競爭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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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並無仿冒使用他人相同或類似之名稱時，公平會在過去常常也會採取尊重立場而

持相同見解。但事實上，舊公司法在實務上很難達其規範目的，而公平會為避免法

規適用之衝突，乃採取謹慎之立場，僅在例外情形才介入制止系爭公司名稱之使

用。如此一來，反而使不肖業者得以攀附知名公司名稱，只要其無「積極」使用公

司名稱之行為，即不受公平法第 20 條之規範。但此是否符合公平法之立法意旨，

值得商榷。而當公司法修正後，由於其已不再含有防止不正競爭之精神，從而公平

會就不必再受限公司法之規定，而可大刀闊斧的執行公平法之相關規定，以有效制

止侵害知名公司名稱之行為。 

(二) 公平法第 20 條處理原則規定之不當 

1. 「積極行為」規定上之問題 

當公司間的特取名稱相同，而只標明不同業務種類，或是公司與商號名稱的特

取部分相同時，由於公司法與商業登記法對此均已肯定其合法性，因此公平會乃在

公平法第 20 條處理原則（下簡稱處理原則）第 14 點和第 15 點做相同規定，只有

在事業另有積極行為故意造成混淆，使交易相對人有混同誤認之虞時，才例外依第

20 條來處罰之。不過，究竟何謂積極行為？當公司或商號在對外營業時，表彰其名

稱，將名稱使用在廣告、產品或招牌上…等，都是常見的「合理使用」行為。但若

其名稱是冒用知名企業名稱，上述「合理使用」行為，仍可能引起混淆，卻是不爭

的事實。因此，對於公司以「普通合理方法」使用其名稱，但客觀上已有混淆之虞

時，依上開處理原則似乎仍不違反第 20 條規定。然此是否符合第 20 條之立法目

的，頗有疑問。事實上，公平會在台灣大哥大公司案中，即說明到「…若使用公司

特取名稱之方法，有使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營業混淆者，即可

能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平會在此已不再依處理原則來區分何為

積極行為或普通行為，只要使用公司特取名稱之方法會使人混淆，即違反第 20 條

之規定。此項見解，確屬的論，蓋是否產生混淆，才是第 20 條之規範重心，至於

是何種行為所引起，應非所問。 

2. 處理原則忽略公平法本身之規範目的 

由於公司名稱與商號名稱在使用上之規範，會與公平法第 20 條產生適用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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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因此，想必公平會為了維持法規範目的不相衝突和適用法律時之體系上要

求，才以公司法及商業登記法為基礎而制訂上開處理原則等規定。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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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司法為為達

成企業多角化經營目標，避免公司選用名稱上之困擾，才在第 18 條第 2 項後段增

訂之48。換言之，該條項之增訂，僅在方便企業之多角化經營，並無意提供他人搭

便車行攀附商譽之捷徑，倘公司在選用名稱時有產生混淆或引人錯誤聯想之不公平

競爭情事，自不得排除公平法之適用。況且，公司法第 18 條賦予公司名稱使用

權，應著重在行政管理，以形式審查來做事前監督之功能；至於在營業過程中，交

易秩序及公平競爭之維護，乃有賴公平法發揮其功能。由此分析可知，公司法第 18

條與公平法之規範意旨並不相同。 

綜上，前開處理原則第 14 點、第 15 點之規定，或許有其當初之立法背景。但

既然公司法第 18 條與公平法之規範意旨並不相同，且公司法在民國 90 年修正後，

已在修法理由說明公司名稱倘涉及不正競爭情事，則依公平法等規定辦理。則以

（舊）公司法第 18 條為基礎所制訂之處理原則相關規定，其立論基礎便有待商

榷。此外，該等規定在判斷上有許多不合理及矛盾之處，已如前述。雖然公平會在

近來處理相關案件時多已不拘泥該等規定而能正確掌握公平法本身之意旨，值得肯

定，但儘速修正不合時宜之處理原則第 14 點、第 15 點等規定，才是正本清源之

道。 

肆、公司名稱與商標之適用關係 

一、公司名稱與商標之結合 

(一) 將公司名稱註冊為商標之理由 

在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之前，依舊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公司對其名稱並無

絕對的排他權利，而僅於同類業務之範圍內具有相對的名稱專用權。由此可見，舊

法對公司名稱之保護，實有不足之處。更甚者，當公司法修正後，就公司名稱使用

                                                      
48 參見民國 79年公司法第 18條之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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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範，其作用僅止於企業主體之界定，故當公司申請設立登記，其名稱之預查不

但與營業項目脫鉤，且僅審查同名與否而不及於類似與否之審查49。若公司名稱有

被他人冒濫仿用等侵害情事，則應依公平法之規定處理。然而，公平法主要目的在

於維護一個自由競爭之制度與公平的競爭秩序，若單純只是個別企業的利益受損，

仍無公平法適用之餘地。因此，雖然公平法第 20 條對公司名稱之保護頗為周密，

但其適用前提為公司必須達到「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知名度，此即考

量到侵害知名公司名稱之行為較易引起公眾混淆而會破壞競爭秩序，故公平法才有

介入保護之必要50。 

由於根據公司法所取得公司名稱之專用效力相當有限，再加上受公平法所保護

之公司名稱又有一定門檻要素，而國內勢必有許多公司無法符合此要素。是以，公

司若要有效保護其營業活動，並避免他人仿冒其營業或商品，最有效之方式，就是

將其公司名稱另行申請商標之註冊，方可有效保護其權益。依我國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

成。從而，公司名稱既以中文字構成，自得成為商標註冊之客體。而依商標法之規

定，任何人未經商標權人同意或授權，就不得在一定範圍內任意使用其註冊商標，

否則就會侵害他人之商標專用權，而必須負商標法上之民刑事責任。由此可知，將

公司名稱與商標相結合，即可使公司名稱受到商標法之規範，而享有多一層之保

護。 

(二) 公司英文名稱之保護 

按公司之英文名稱無論在國際貿易上還是對於在我國投資之外商公司，均為相

當重要之標識，其重要性經常不亞於中文名稱。是以，有關公司英文名稱之保護，

也成為一重要問題。以下乃分析說明我國實務和相關法規對公司英文名稱之規範，

再探討為何我國有不少公司都將其英文名稱註冊為商標之原因。 

                                                      
49 參閱公司法第 18條修正理由。 
50 公司名稱若要受公平法第 20 條仿冒規範之保護，必須符合「相關大眾共知」此前提要件；當
公司名稱未達此知名度時，雖然不排除必要時得適用公平法第 24條之規定，但個案上仍要有「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情形，蓋此為適用本條與其他法律區別之準據。有關公司名稱在公平法上之

規範，請參閱前揭「參」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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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法和貿易法之規定 

依照公司名稱及業務預查審核準則第 5 條之規定，「公司名稱之登記，應以我

國文字為限」。所謂我國文字，乃指中文字而言，至於外國文字，則不得登記為公

司名稱。至於公司之英文名稱，我國實務向來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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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並認為法人名稱須依法律登記者，始有受保護可言。故公司之英譯名稱

相同時，非侵害公司名稱專用權52。因此在公司法上，公司之英文名稱，並不具備

法律上「公司名稱」地位。 

依貿易法第 9 條之規定，當公司要經營輸出入等涉及外貿業務時，必須向國際

貿易局申請預查公司之英文名稱。而依現行規定，雖然國貿局會就「現有」登記廠

商和「過去」曾登記但因解散或撤銷登記等未滿二年之檔案資料予以比對後，如彼

此之英文名稱無相同或類似等混淆之虞，才會准予登記，使進出口廠商所取得之英

文名稱，乃具有一定專用權效力53。然而，美中不足者乃是該英文名稱之排他效力

僅及於出進口廠商，若他公司並無經營外貿業務而使用與出進口廠商相同或類似之

英文名稱，貿易法等相關規定亦無從規範此冒用行為，故其對於我國或外國公司之

英文名稱的保護，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2.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公平法第 20 條所規範之表徵，乃包括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

品容器、包裝、外觀等。而在公司名稱部分，是否尚包含公司英文名稱？對此，有

論者認為，由於公司名稱之登記，實務上以我國文字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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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無法以公平法第 20條相繩54。 

                                                      
51 經濟部 54.9.20.商 18847號函釋。 
52 司法院 72年 5月 2日第三期司法業務研究會。 
53 參照貿易法第 9條第 5項所授權經濟部訂定出進口廠商登記管理辦法之規定。 
54 林國全、馮震宇（2003），公平交易法對公司名稱規範與保護及範圍，公平會 92 年度合作研
究報告六，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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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公平會所處理之美商艾文特公司案55和德泰實業公司案56可知，雖然公

平會都認定系爭英文公司名稱並無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之規定，但理由並非其不具

備法律上公司名稱之地位故無從保護之，而是在客觀上無使人混淆誤認之虞。因

此，若日後在個案上擅自冒用他公司之英文名稱而致與他人之營業或服務相混淆

者，仍不排除有公平法第 20 條規定之適用。此項見解，值得肯定，蓋不公平競爭

法原本之保護利益即為公平的競爭秩序和消費大眾權益，若公司之英文名稱已成為

知名表徵而能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時，即應加以保護，無論公司法規是否承認英文

名稱之登記。退一步言，縱使認為英文名稱非公平法第 20 條之公司名稱，但當英

文公司名稱具有識別性，且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程度時，即屬第

20 條所規範之表徵，而有該條適用。如此解釋，方符合公平法之意旨。雖然如此，

但表徵適用公平法第 20 條之前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周知程

度，實務上必定有許多公司英文名稱無法符合之，故當其受到侵害時，仍然無法適

用該條規定。 

3. 商標法之規定 

依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

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成。而其中之「文字」，並不以中文為限，亦可註冊純外文之

商標，因此除了公司之中文名稱外，其英文名稱亦得註冊為商標57。相較於上述規

範，此不但有較周延之保護，亦有助於公司進行國際化之佈局。所以在實務上，保

護英文公司名稱之最佳方式，乃是將其註冊為商標。 

二、公司名稱與商標之適用衝突 

(一) 將他人公司名稱註冊為商標 

                                                      
55 公平會（87）公處字第 163號。 
56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175號。 
57 民國 47 年修正之舊商標法第五條規定，「商標所用之文字，包括讀音在內，以國文為主，其
讀音以國語為準，並得以外文為輔。外國商標不受前項拘束」。此等限制，不但對我國企業極不

公平，也有害其國際競爭力之提升，故商標法於民國 82年修正時，便將該限制刪除。參閱李茂堂
（1997），商標法實務，健行文化公司，31 以下。故在現行法下，以文字來申請註冊商標，即無
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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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商標法規定之缺失 

在我國現行規範上，若要取得公司名稱權或商標權，只要依各該規定申請登記

即可，故在某些情形，難免會發生公司名稱與商標間相互影響之衝突情形。尤其是

當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與商標中文字相同，但事實上兩者背後之企業主並無任何關

連時，爭議特別容易發生。此時，若有造成消費者混淆誤認等不公平競爭情形，本

應適用公平法之規定來加以解決。然而，為平衡公司名稱與商標可能產生的適用上

衝突，商標法本身已做了特別規範。首先，針對將他人公司名稱註冊為商標此爭議

類型，民國 92 年修正前之商標法乃在禁止商標申請之理由中，於第 37 條第 11 款

規定：「有他人之肖像、法人及其他團體或全國著名之商號名稱或姓名、藝名、筆

名、字號，未得其承諾者。但商號或法人營業範圍內之商品，與申請註冊之商標所

指定商品非同一或類似者，不在此限」。換言之，如果商標圖樣中有法人及其他團

體或全國著名之商號名稱，且該法人或商號營業範圍內之商品，與申請人註冊之商

標所指定之商品同一或類似者，在未得其同意前，不得申請註冊。 

上述規定雖然可保護法人（公司）名稱免受他人任意註冊為商標，但隨著近年

來工商業日益發展，申請註冊商標之案件乃大幅增加。同時，公司數目也不斷成

長，惟得使用之名稱數量有限，從而造成商標與公司名稱發生相同的情形，相對增

加。其中有小部分固然是故意以著名之公司名稱，做為商標申請註冊者；但其中大

部分可能是無意中巧合。對此情形，縱使商標文字與公司名稱相同而使用在類似商

品，交易上通常也不會使消費者混淆誤認其間具有關連性，但在舊法下，實務上將

會造成註冊商標處於高度不確定的狀態，因為隨時可能有公司冒出來主張本款規定

而主張該商標為無效，以致實務之相關爭訟案件極多58。 

由於在舊商標法下公司名稱對於商標有極高的排他效力，以致此不當規定常被

他人濫用來做為不公平競爭之手段。詳言之，當有心人士想就某著名名稱來註冊商

標而未能如願時，其就可將該名稱做為公司名稱之特取部分來申請設立公司，並進

而利用本款規定來阻止他人註冊。以實務上相當著名之「威而鋼公司」為例59，柯

賜海先生在明知威而鋼為著名商標之情形，仍設立「威而鋼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58 劉孔中（2002），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護之研究，聯經出版公司，187。 
59 參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3869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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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營業項目為飲料零售業），並在美商輝瑞公司針對「茶葉製成之飲料、咖

啡、可可、巧克力粉」等飲料商品將威而鋼申請註冊為防護商標時，即被該公司以

違反本款規定申請評定無效。進一步言，設若柯賜海在威而鋼申請註冊商標之前，

即搶先成立威而鋼公司，且營業項目登記為西藥等商品，則在當時法令之規定下，

結果將是因為前已有特取部分為威而鋼之公司名稱存在，且所營業務又為西藥，輝

瑞公司乃永遠無法就其藥品取得威而鋼註冊60。然而，此種結果不但甚不合理，且

將造成不肖人士針對著名標章或名稱搶先成立公司，再以該特取名稱來阻止他人註

冊以遂行不正競爭或牟取暴利等企圖。 

2. 新商標法之規定 

有鑑於舊商標法第 37 條第 11 款規定有種種缺失，不但論理上有其矛盾之處，

實務運作上也衍生諸多問題，因此商標法於本次進行全盤修正時，乃將本款規定修

正為新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15 款及第 16 款。其中有關公司名稱部分，乃規定在第

16 款，其內容為：「有著名之法人、商號或其他團體之名稱，有致相關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者」，則不准予註冊為商標。在新法規定下，只有著名之法人（公司）名稱

被他人申請註冊為商標，才可能會受到禁止，一般公司之名稱，則不再如同舊法一

律受到保護。 

至於本款之修正理由，立法者乃提及「因現行條文第 37 條第 11 款將自然人之

人格權與法人、商號等商業團體並列，使保障商業秩序與保護人格權不分，保護法

益混淆，爰分為 2 款（第 15 款、第 16 款）規定」。由此可知，立法者認為商標法

之所以保護商業團體名稱，乃是為了保障商業秩序，避免公眾混淆該商標所指定的

商品和公司所生產之商品係屬同一來源或二者具有某種關連。基於新條文所保障之

法益為防止公眾混淆，吾人因而推論對於公司名稱並無一定知名度者，即使將其特

取名稱註冊為商標，客觀上也無使人混淆之可能，所以新法乃不再將其列為商標註

冊之消極事由；至於當公司名稱已達著名程度時，應否准許他人以之來註冊，仍應

視其有無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來加以判斷，而現行條文但書是以商標指定使用之商

品與法人、商號所營事業是否相同做為判斷標準，並不妥適，蓋此僅為考量是否會

引起混淆之其中之一因素，而非絕對因素。因此，新法乃將舊款但書刪除，而修正

                                                      
60 黃銘傑，前揭註 40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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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否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為準。 

綜上所述，本次修正時，立法者乃先確立保護商業團體名稱得免於被註冊為商

標，理論基礎是「會使公眾產生混淆」，並在條文中予以明文化。在此前提下，商

標法乃大幅限縮對公司名稱之保護，蓋使用一般公司之特取名稱做為商標，客觀上

並不會使人混淆；至於著名公司名稱也非得一律受有保護，必須在有致公眾混淆誤

認之虞，才得排除他人將其註冊為商標。由此可知，在新法規定下，前舉之「威而

鋼公司」案例，將不會發生。首先，柯賜海先生所設立之「威而鋼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應無達到著名公司名稱程度61；退一步言，即使該公司已達著名程度，

美商輝瑞公司將威而鋼註冊為我國商標，應該不致於使人誤認其與該公司有任何關

連，故無本款規定之適用。因此，不肖人士即使利用著名標章或名稱搶先成立公

司，也會因該公司不符合著名程度而無法以其特取名稱來阻止他人註冊商標，往後

此種不正競爭手段，將會大幅減少。 

(二) 將他人商標中之文字登記為公司名稱 

1. 舊商標法規定之缺失 

另一種公司名稱與商標可能產生的適用上衝突，乃是將他人商標圖樣中之文

字，登記為自己之公司名稱。同樣的，商標法對於此種情形，本身也已經有所規

範。依民國 92 年修正前之商標法第 65 條規定，如果是惡意使用他人註冊商標圖樣

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或商號名稱之特取部分，而經營同一商品或類似服務時，

如經利害關係人請求其停止使用而不停止使用者，即有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台幣 5 萬元以下罰金的刑責。依此規定，當公司名稱侵害先註冊之商標名稱

時，結果將有受刑事責任之虞，由此應可推論立法者對於註冊商標之保護較為重

視，希望以刑事手段來達成嚇阻他人以登記公司名稱之方式來侵害註冊商標。 

                                                      
61 至於如何判斷「著名」公司名稱之程度，應可參照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頒佈之「著名商標或
標章認定要點」裡面所列的判斷因素。從表面上來看，雖然該要點是在認定何為著名商標而非著

名公司名稱，但因為通說認為當公司名稱已達著名程度時，已具有物的標章地位而得受舊商標法

第 37條第 7款「著名標章」的保護（參閱黃銘傑，前揭 40文，94；李茂堂，前揭註 57書，81；
劉孔中，前揭 58 書，201），亦即，著名公司名稱已如同著名標章之地位。況且，實務上許多著
名公司也將其名稱註冊為商標，在判斷何為著名標章的同時，也等於在判斷何為著名公司名稱。

基於上述理由，吾人乃認為「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對於認定何為著名公司名稱，也應有其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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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歷年來實務運作之情形以觀，本條之規範效果相當有限，事實上很難

達成保護商標免於被他人登記為公司名稱之目的。最主要原因在於，本條規定他人

除了將系爭商標登記為公司名稱之外，還必須「該公司經營業務之商品與該商標指

定使用的商品為同一或類似時」，方能適用本條規定。此項要件之限制，乃形成相

當大的法律漏洞62，尤其當商標已達著名程度時，即使將其指定在不類似之商品或

登記為公司名稱，仍可能引人聯想其間具有某種關連性。而且依此規定可知，實務

上勢必會造成如何認定「公司營業之商品與商標指定之商品同類與否」之問題，若

法院因而將重心放在此等細節問題上，反而會忽略本條文之規範意旨在於「避免使

人發生混淆」。綜上，此項要件之限制，並不妥適。 

2. 公平交易法之補充適用 

由於舊商標法第 65 條之規定有其不當之處，以致在實務上適用情形相當有

限。但若任由他人將商標中文字使用為公司名稱，不但容易使人產生混淆，也有攀

附他人商標名聲等違反商業倫理之情事。對此情形，作為維護競爭秩序的公平法，

乃代替商標法而成為規範此等不公平競爭行為之主要依據。而分析公平會所處理過

之案件可知，公平會對於擅自使用他人商標中文字來做為公司名稱之行為，乃由其

本身立場來加以評價、規範，並未受舊商標法第 65 條規定之影響。例如，在蝙蝠

俠公司案63以及佐丹奴眼鏡公司案64中，雖然該公司所經營之商品與該著名商標指定

之商品並無相同或類似，依舊商標法規定本無侵犯商標權情事，但公平會仍然予以

處分。甚至佐丹奴眼鏡公司原本已被法院認定並無違反舊商標法第 65 條規定，而

判決無罪確定在案。然而，公平會基於維持競爭秩序之考量，而認為系爭商標之專

用權雖然曾經中斷，但客觀上該商標仍有被使用之事實，故行為人不得主張其是善

意使用「佐丹奴」名稱。如此看法，誠值贊同，蓋商標法主要是以保護商標權人之

利益為目的，當其專用權消滅時，原則上即不再加以保護；相對的，公平法主要在

於維護競爭秩序，若有不正競爭行為發生，便有制止之必要，至於系爭表徵是否有

經過登記或註冊，並非重點所在。 

                                                      
62 顏雅倫（2003），「企業如何因應公司名稱之紛擾」，律師雜誌，第 280 期，51；黃銘傑，
前揭註 40文，92。 

63 公平會（87）公處字第 097號。 
64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2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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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商標法之規定 

有鑑於過去舊法之缺失，以致實務上經常發生他人侵害著名商標之情事，本次

商標法修正時，乃大幅提昇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除了在新法第 23 條第 1 項所規

定之不得註冊事由中，增訂即使無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但有減損著名商標或

標章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之商標，仍然不得註冊。另外對於使用商標中之文字來做為

公司名稱之情形，新法第 62 條第 1 款則規定：「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

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

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者」，若

未得著名商標所有人同意，視為侵害商標權。 

在新法規定下，若他人使用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來做為公司名稱，縱使該公

司經營之業務與著名商標所指定的商品並無類似之處，但只要有減損著名商標之識

別性或信譽，仍被視為商標權之侵害。此與舊法受限於必須「經營同一商品或類似

商品之業務」，才有適用第 65 條規定之餘地，有很大不同。因此，如同前述之

「威而鋼」案例，雖然威而鋼生物科技公司所生產者是飲料，與威而鋼商標指定的

藥品並無類似之處；但新法修正後，只要輝瑞公司能證明該公司使用威而鋼做為其

公司名稱有減損威而鋼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即視為侵害商標權，而得依新法第 61

條請求除去此侵害65。 

此外，當公司名稱所侵害者為非著名之註冊商標時，新法仍在一定要件下予以

保護。依第 62 條第 2 款規定：「明知為他人註冊商標，而以該商標中之文字作為

自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致商品或

服務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者」，若未得商標所有人同意，視為侵害商標權。與著名

商標保護所不同者在於，當公司名稱使用商標中之文字時，必須有「混淆誤認」之

結果，才該當本款規定。反之，前者則是只要有「減損」之結果即視為侵害商標

權，至於有無混淆誤認，並非所問。當然若公司名稱侵害著名商標後有混淆誤認之

情形，仍有本款之適用，蓋由舉重以明輕之法理，即可得知。 

4. 公平法將回歸補充規範之功能 

有關將他人註冊商標中之文字登記為公司名稱之情形，由於以往商標法之規範

                                                      
65 所以威而鋼商標的所有人輝瑞公司，即可請求威而鋼生物科技公司變更公司名稱之登記。 



 論公司名稱之保護 123 

有很大的法律漏洞，導致實務上功能相當有限，所以許多商標權人乃轉而適用公平

法之規定。而新商標法第 62 條對此部分則是區分為「著名註冊商標」與「一般註

冊商標」而做不同規範。對前者而言，既然該商標已達著名程度，則想必也符合公

平法第 20 條之「相關大眾周知」的要件，此時若以著名註冊商標來做為公司名

稱，乃會產生法規範競合。而在仔細比較二者之適用要件後，吾人乃發現公平法第

20 條所規範者，限於有「產生混淆之虞」；而商標法第 62 條之規範，除了有「產

生混淆之虞」外，還包括該行為會減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換言之，商標法

對於著名商標之保護，乃更為周延。而有關侵害行為後之救濟，商標法第 61 條、

第 63 條也都有很完整之規範，商標權人不但可以要求公司變更名稱登記，還可請

求損害賠償。綜上所述，既然商標法對於侵害著名商標之規範較為完整且周延，則

競合時乃應優先適用商標法之規定66。至於就一般註冊商標而言，由於其未達相關

大眾周知的知名程度，所以不符合公平法第 20 條之前提要件，自無競合問題之產

生。故有關此部分乃直接適用商標法第 62條第 2款之規定。 

伍、公司名稱侵害之救濟與責任 

一、民事救濟 

(一) 民法姓名權受侵害之理論基礎 

按公司為法人，在法令限制內只要非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公司皆得享有之

（民法第 26 條參照）。而姓名為個人標誌及與他人區別之表徵，公司名稱亦有同

樣之功能，且姓名權在性質上也不具專屬性，故解釋上公司名稱權乃具有民法姓名

權之特性。我國實務上，向來也一貫認為「公司名稱權是公司之姓名權，所以得依

                                                      
66 公平會在民國 91年 10月 28日第 00576次委員會議第 7點說明也提到，「公司名稱與商標之
爭議，亦為公司名稱紛爭中，最常見之態樣之一。（下略）目前此一爭議情形，商標法已納入修

正草案中，故此部分未來如商標法修正通過，自可回歸商標法，以商標侵害處理。惟在商標法修

正通過前，可預見此類案件仍為本會處理公司名稱主要案例類型之一」。由公平會之立場亦可得

知，當商標法修正通過後，有關公司名稱同時涉及公平法與商標法之情形，便應回歸商標法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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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9 條姓名權被侵害之法則，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67。

因此，當公司名稱受到侵害時，許多公司在訴訟上乃依民法姓名權之規定來做為其

救濟依據。至於學說上，有見解認為關於民法上自然人姓名的保護規定，得類推適

用於法人、商號等名稱。但如公司法（第 18 條）、商業登記法（第 30 條）有特別

規定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此時民法僅有補充的效力68。實務上有法院亦採此看

法，其認為依（舊）公司法第 18 條規定，兩公司名稱只要標明不同業務種類，縱

其特取名稱相同或類似，其公司名稱仍視為不相同或不類似69。不過，本文認為上

述看法在公司法修正後，應不得再加以援用。蓋因新法第 18 條之意旨已指出，公

司法僅在賦予企業名稱使用權，「倘涉及不公平競爭情事，依公平交易法及民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70。所以，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僅如同一行政法規，並不具

有排除其他法律適用的效力。換言之，本條規定與民法、公平法等相關規定乃立於

一平等地位，而不再具有特別法之關係。故在現制下，若有他公司冒用已設立之公

司名稱而造成混淆，即應認定為侵害姓名權，而不得再援引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

來做為免責事由。 

(二) 侵害除去請求權 

民法第 19 條規定，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

賠償。所謂除去其侵害，一般通稱為「不作為請求權」，且此項請求權，以客觀上

違法侵害姓名權為已足，加害人有無故意過失，則非所問71。此外，依公平法第 30

條規定︰「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被害人得請求除去之﹔有侵

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若公司名稱受到他人冒濫使用，不論該侵害行為是

因而造成混淆而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還是因攀附他人商譽而違反第 24 條，公司均

得主張第 30 條之救濟規定。至於侵害除去之方法，最根本之道，當然是撤銷後登

記公司名稱之登記。然而，公司名稱之本質為人之標識，可作為識別公司同一性之

                                                      
67 司法院 72年 5月第 3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最高法院 80年台上字第 1479號判決、台灣高等法
院 84年上更（一）字第 203號判決。 

68 施啟陽（1996），民法總則，三民書局，102-103；王澤鑑（1998），侵權行為法，作者自
版，137-138。 

69 最高法院 85年台上字第 1273號判決。 
70 公司法第 18條修正理由參照。 
71 王澤鑑，前揭註 68書，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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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若將其名稱撤銷，則各種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將無附麗之處，甚至於會影響

公司之存續。所以，在理論上撤銷公司名稱登記似乎有其困難之處。實務上，我國

法院也否認當事人有此一撤銷請求權，其理由主要為「…。查公司法僅有關於變更

登記之規定或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為撤銷登記之處分，尚無公司自行為撤銷公司

名稱登記之規定，是原告請求被告公司之名稱應予撤銷云云，並無所據」72。 

雖然我國實務並不承認當事人有請求撤銷公司登記之權利，但如何有效保障公

司名稱權人之權利，仍為一重要問題。依照本文所查詢到之「美商雅虎公司」控告

「台灣雅虎電子商務公司」一案中，法院不但認為被告公司之名稱已造成混淆，而

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之規定，其並依同法第 30 條之規定，判決主文如下：「被告台

灣雅虎電子商務公司不得使用相同或近似於『雅虎』之字樣作為其公司中文名稱之

特取部分，並應向經濟部商業司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73。此項判決，不但相當

清楚明確，而且還命被告應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可謂能達成排除侵害之效果，

誠值贊同。事實上，當公司依公平法第 30 條之規定請求排除他人侵害其名稱時，

我國法院大多會命被告公司不得再使用其名稱，並應辦理公司名稱變更登記74。由

於受公平法第 20 條所保護之公司名稱必須具有「相關大眾周知」的知名度，若他

人使用與其相同或近似的名稱，則產生混淆的可能性就很高。但若只是個別的禁止

其使用名稱的行為（如禁止其使用於招牌、傳單或有引人聯想為關係企業等文

字），則僅為治標之道。因為該公司可能隨時以另一種方式來使用其名稱而再度使

人混淆75。所以正本清源之道，當然是禁止該公司使用其名稱，並應辦理變更登

記。因此，雖然我國法院否認當事人有撤銷公司名稱之請求權，但其命行為人變更

登記之作法，也能間接達到排除公司名稱侵害之目的，實不失為一可行方法。 

二、侵害公司名稱所負之行政責任 

(一) 公平會之實務立場 

依公平法第 41 條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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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 千 5 百萬

                                                      
72 最高法院 70年台上字第 1321號判決；彰化地方法院 89年訴字第 1021號判決亦同此意旨。 
73 台中地方法院 89年訴字第 3399號判決。 
74 如台北地方法院 88年重訴字第 702號判決；台北地方法院 90年訴字第 6285號判決。 
75 黃銘傑，前揭註 40文，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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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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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萬元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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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冒用他人

公司名稱之行為，無論是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還是第 24 條，公平會均得命其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以一定罰鍰。逾期不改正者，並得加重處

罰。至於實務上公平會究竟如何做成處分，茲以「台灣田邊食品公司」為例76，公

平會之處分主文為：「被處分人以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著名表徵為

公司名稱，並積極攀附他人商譽，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

法第 24 條規定」。「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顯失公

平行為。「處新台幣 30 萬圓罰鍰」。而在公平會首次以本法第 20 條來處分冒用他

人公司名稱之「台灣大哥大事業公司」77，其處分主文為：「被處分人以相關事業

及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台灣大哥大公司著名表徵『台灣大哥大』，就電信業務之經

營，於廣告、網站、加盟商招牌及申裝書等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行為，致與他人營

業及服務設施及活動相混淆，違反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被處分

人應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二) 公平會得否處分當事人變更公司名稱 

由上述可知，公平會所做的處分只是命行為人停止該「不當使用」公司名稱之

行為，並無要求當事人變更公司名稱之意。只是，為保護公司名稱權人之利益以及

避免公眾產生混淆，當發生冒用他人公司名稱之情事時，治本之道當然是請求其改

正公司名稱。公平會僅是處分行為人個別的不當使用公司名稱之行為，似乎只能達

到治標的效果。對此，有學者認為，個案上可否進一步要求被處分人不得使用其公

司名稱，並非公平會所能置喙，蓋公司名稱之使用應依公司法之規定，欲進一步禁

止被處分人使用公司名稱之爭議，宜循其他民事救濟程序主張。因此，知名公司名

稱受他人仿冒時，在競爭法上之評價，公平會處分下令其停止使用，在其後並無可

能進一步完全禁止被處分人使用該公司名稱78。 

                                                      
76 參閱公平會（90）公處字第 105號。 
77 同註 37。 
78 陳櫻琴、葉玟妤，前揭註 38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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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本文認為上述看法有待商榷，且依公平法之相關規定和法理推論，公平

會應得處分命當事人變更名稱登記，理由如下：1.公司法第 18 條之修正理由已經述

及，公司名稱若涉及不公平競爭情事，依公平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辦理。亦即，當

公司名稱完成登記後，並非等同於取得保護傘，公平法仍應以自身立場來評價該名

稱使用行為是否有不正競爭情形。因此，上述見解認為「公司名稱之使用應依公司

法之規定」，似已誤解立法者之本意。2.依公平法第 35 條「先行政後司法」之規

定，當事業於停止侵害行為後再為相同或類似違反行為者，行為人即負有 3 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刑責。從實際案例觀之，仿冒他人公司名稱很可能會牴觸本條規定，蓋

因在公司名稱很類似之情形，即使行為人以通常方法來使用其名稱，仍易引起混淆

而有違反本法第 20 條之嫌。此時，為避免日後可能涉及刑事處罰之不利益結果，

公平會似應在最初之處分即命當事人變更名稱。3.由公平法第 41 條之規定觀之，公

平會得命事業「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此皆為行政法上「下命

處分」之性質79。而公平會若命當事人變更公司名稱，也屬於條文所規範之「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的範疇，而同屬於下命處分之性質。是以，公平會處

以變更公司名稱之作法，於法有據，並無違反依法行政之精神。4.或有見解認為，

公平會之處分與法院判決畢竟有所不同，前者只是行政機關的單方作為，若其能剝

奪被處分公司名稱之使用，似乎過度侵害當事人之利益。但是，公平會之處分並無

實質確定力，被處分人若有不服仍可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以資救濟，且在爭訟期間

即使其不改正行為，也不會受到本法第 35 條刑事處罰之結果，已如前述。因此，

承認公平會能命行為人變更公司名稱，在現制下並不會有過度侵害人民利益之情

形。 

綜上所述，當交易上有侵害著名公司名稱之行為而違反公平法規定之情形時，

此時公平法並非只是單純保護該公司的私益，而是著眼於維護整體競爭秩序以及避

免消費者產生混淆之公益。因此，公平會必須針對個案情節，如行為人之違法動

機、所得利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而做出適切處分。若違法情節嚴重時也應能

命當事人變更其公司名稱，以徹底除去侵害，而非如同前述學者認為禁止他人使用

其公司名稱只能尋求民事救濟。總之，對於個案情節而做出輕重不同之處分，才能

達成公平法之規範目的。 

                                                      
79 下命處分，係指命相對人為特定之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的處分。參閱吳庚（2003），行政法
之理論與實用，作者自版，341。 



128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陸、結論 

有關公司名稱之保護，雖然公司法在民國 35 年修訂之時，就已在舊法第 26 條

增訂有公司名稱之相關規定80，而其立法意旨除了有保障公司名稱權之作用外，也

有維護交易安全、避免消費者遭受混淆誤認等防止不公平競爭之旨，實為廣義競爭

法之一環。但是，經由吾人之分析可知，以同類業務和不同類業務來區別公司名稱

權之效力過於僵化，不易達成防範不正競爭之功能，再加上為便利企業進行多角化

之經營，公司法逐漸放寬公司名稱之規範，惟此舉也造成實務上之爭議不段發生，

最後導致民國 90 年公司法修正時，就公司名稱之使用規範，只限於同名之審查，

若有涉及不正競爭情事時，則交由公平法與民法等相關規定來處理。自此，公司法

對公司名稱之規範，僅有單純賦予公司名稱權之功能，而不再有防範不公平競爭之

旨。 

就公司名稱之侵害類型而言，絕大多數均屬於不公平競爭之範疇，因此有關公

司名稱之保護規範，在我國現制下是由公平法來扮演最主要角色，即為一正確之立

法方向。蓋因公平法不但是維持交易秩序，確保公平競爭之法律，且其又有專責機

關公平會來執行本部法律，以公平會的專業能力而言，對於市場上各種資訊的判

讀、解釋，一定能較其他機關得到更準確之結果。而公平法實施十餘年以來，公平

會除了制定處理公平法第 20 條案件原則，使案件在認定及適用上可能產生之問題

作一原則性之宣示外，經由相當多案件之處理亦累積豐富之經驗並逐漸發展出可茲

依循之處理模式。惟在處理公司名稱受侵害之情形而言，公平會過去囿於公司法第

18 條之規定，而採取相當謹慎之立場。此雖然可避免法律適用上之衝突，但是否符

合公平法本身之立法意旨，頗有疑問。而隨著公平法第 20 條修正後改採「先行政

後司法」之法律效果，加上公司法第 18 條修正後已成為單純之行政管理法規，而

不再有防止不正競爭之意旨，公平會已逐步使第 20 條之適用回歸正常化。在近年

的案例處理上，公平會已逐漸正視公平法第 24 條被過度適用的問題，而能確實掌

握該法第 20 條之各項要件，並賦予妥當解釋而加以適用，如「台灣大哥大事業公

                                                      
80 舊公司法第 26 條規定：「同類業務之公司，不問是否同一種類，是否同在一省市區域以內，
不得使用相同或類似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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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案81，「元富投資顧問公司」案82等，使該條發揮應有之功能，誠值肯定。未

來，希望公平會對於侵害著名公司名稱之情節重大者，能依公平法第 41 條所賦予

之職權做出「命當事人變更公司名稱」之處分，以達成保護公眾免受混淆誤認，以

及有效制止不公平競爭之效果。 

                                                      
81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1052號。 
82 公平會公處字第 0920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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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a Company Name 

Hung, Yu-shiu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otivated by disputes that often arise from the usage of a company 

name.  Among these, the most common stem from one company’s adopting part of the 

name of another company either in the same or in a different field and from one 

company’s registering the name of another company as its own trademark. Besides these 

reasons, disputes may arise because one company adopts and uses as its own company 

name certain words from another company’s trademark. These and other problems with 

respect to the usage of a company name have long been important concerns for law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and as such, served as the rationale behind making  amendments 

to Article 18 of the Company Law in 2001. Under current regul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cisiv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a company name is the Fair Trade Law. To be sure, 

the number of questionable cases that have involved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FTC has 

been considerably high. For these reasons, this paper not only discusses related theories 

and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usage of a company name but also looks at some relevant, 

practical cases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reader’s overal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company name, good will, trademark, English company name, confusion, 

free ride, di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