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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過去二十年間，國內外經濟情勢劇變，公平法五度修正，商標法七次修正。
本文回顧公平法第 20 條仿冒表徵以及第 24 條欺罔或顯失公平相關實務，並探討其
中問題點。本文第一個重點是檢討公平會關於公平法第 20 條見解因為商標法修改
而必須變更之處，並提出因應商標法修改該條的修正建議：最好是將該條刪除後移
入商標法，並進一步合理化商標法。如果繼續維持本條，該條第 1 項第 1、2 款
「混淆」改為「混淆之虞」，第 3 款增加「混淆之虞」此項危險之結果。本文第二
個重點是檢討公平法第 24 條實務上的重要爭議，並對未來發展之方向提出建議:在
公平法的體系架構之下，可適度將消費者保護的職掌與考量納入公平法。至於立法
技術，可以在第 24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消費者保護的具體原則或是條列黑名單，
或者在第三章增訂一節，專門規範業者與消費者間（B2C）的不公平行為，其中可
以包括多層次傳銷以及從公平會實務中提煉出的當然違法行為。
關鍵詞：表徵、欺罔、顯失公平、混淆、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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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公平交易法自民國 81 年 2 月施行以來，倏忽已過二十一載，在公平交易委員
會以及法院的操作下，公平法以及相關實務處理之標準已脫離蹣跚學步的階段，慢
慢進入成熟的時期。在此二十餘年間，國內外經濟情勢劇變，公平法五度修正，商
標法七次修正，本文第一作者多次為文評析公平法第 20 條仿冒表徵1以及第 24 條欺
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實務2，當年所提出的觀點是否仍然有效？指出的問題點是否繼
續存在？公平會的見解是否會因為商標法的修改而有改變之必要？司法實務有哪些
新的見解？公平會近年的處分實務有哪些新的趨勢？引發哪些新的爭議？誠屬有意
義的一件事，因此有本文之作。
本文在架構上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整理公平會及法院關於第 20 條仿冒
表徵的見解，例如如何界定表徵、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相同或類似使
用、混淆、如何保護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從而檢討公平會見解因為商標法修
改而必須變更之處，並提出展望與建議。第二部份則是整理公平會欺罔及顯失公平
行為的判斷標準、將公平會認定適用第 24 條不正當競爭一般條款實務類型化、第
24 條與限制競爭行為以及特定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區分，從而檢討公平會實務見解，
並提出展望與建議。本文文末結語提醒注意會影響公平法第 20 條及第 24 條未來發
展的三個外部因素。

二、仿冒表徵
以往我國商標法可作為商標的營業標識極為有限（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在民國
1

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護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 (2002)。劉孔中，智
慧財產權運用與競爭秩序，經濟部智慧財産局，3 版，智慧財産培訓學院教材 27 (2008)。
2
劉孔中，「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30 (1994)；劉孔
中，「論欺罔與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標示或廣告」，公平交易季刊，第 8 卷第 2 期，1-36
(2002) ； Kung-Chung Liu, “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Taiwan,” 30(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Property and Copyright Law, 377-402 (1999)；劉孔中，公平交易法，台北：元照出版社，
165-185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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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 11 月 28 日以前限於「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聯合式」，民國 92 年
1 月 28 日以後增加「聲音、立體形狀」，民國 101 年 6 月 29 日以後增加「動態、
全像圖」），以及過於強調註冊保護制度，以致著名商標權人可以得到的保障有
限，或是無法註冊，或是不能禁止他人單純使用其商標（未以之申請註冊）之仿冒
行為，也無法對後者主張損害賠償。改善之道，以修改商標法最為直接有效，但是
立法者不願變動商標法基本典範，於是選擇參考當時德、日、韓不正競爭防止法之
類似規定，在公平法另闢戰場。
公平法第 20 條「針對目前嚴重之商業仿冒行為，就現行法所未能規範者，而
有礙公平競爭之行為」，禁止事業混淆相關大眾所共知之表徵的「商品主體」或
「服務主體」3。其中「相關大眾所共知」在 1999 年修改公平法時被改為「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不過在公平會的眼中，「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與「相關大眾所共知」意義並無不同，均是「指具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大
眾、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只是為使「本條構成要件更為明確」，才作此用
語之變動，並無任何實質之改變。此外，公平法第 24 條之概括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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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而且確實被公平會用來補充第 20 條。
由於商標法並非自外於一般競爭法之外，而是屬於整體競爭秩序的一環4，競爭
法是可以在商標法不足之處發揮補網之功能5。公平法第 20 條的立法固然可以填補
商標法規範的漏洞，然而也可能使理應由商標法規範的事項，逸脫到公平法的領域
來，而產生體系的紊亂，增加概念區分的困難以及解釋上的複雜性。
實務上運作的結果是，公平法對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的補充規定
已導致某種程度「典範轉換」6，也就是相關事業以公平法程序取代商標法的管道。
這樣的結果是否妥適，不能無疑。其次，商標法雖然經過幾次修正，不過並沒有放

3

見公平會 85 年 1 月編印，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17。
BGH GRUR 1980, 79.
5
Cornis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2(1) Cambridge Law Journal ,
53(1993)。相同意旨，亦見於商標法第 1 條之立法說明，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編印，商標法逐條
釋義，6(2004) 。
6
劉孔中，著名標章及相關表徵保護之研究，聯經出版公司，101 (20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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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過度強調註冊保護的制度7，因此公平法第 20 條繼續有補網商標法的功能，故仍
有必要為其建構可與商標法妥善區隔的理論與體系。

(一) 表徵的認定
第 20 條條文本身並沒有定義何謂「表徵」，而公平會所發布之「處理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原則」（101 年 3 月 3 日最後一次修正，以下簡稱第 20 條處理原則）
第四點將表徵定義如下：
本法第 20 條所稱表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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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識別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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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次要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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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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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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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商標法第 2 條規定，欲取得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者，應依本法申
請註冊。第 35 條第 1、2 項規定，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取得商標權。除本法第
36 條另有規定外，下列情形，應經商標權人之同意：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
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
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
認之虞者。第 68 條規定，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為侵害商標權：
一、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者。二、於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
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用近似
於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第 70 條規定，未得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
情形之一，視為侵害商標權：一、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使用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致
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二、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
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
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三、明知有第 68 條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
販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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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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條處理原則第 8 點例示六種可為表徵的情形：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商標；標章；經特殊設計，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原不具識別力之商
品容器、包裝、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取得次要意義者。值得注意的是，行政
院訴願委員會曾表示功能性設計固然著重技術性甚於外觀，然而其外觀設計若有自
由創作空間，仍有可能構成表徵8。此外，公平會也承認網站名稱9及著作名稱具識
別力者得為表徵10。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9 點則舉出五種不具表彰來源，而不能成為表徵的例子：
商品慣用之形狀、容器、包裝；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具實用或技術
機能之功能性形狀；商品之內部構造；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公平會裁決不屬於
表徵的案例有：勞力士蠔式錶殼、波浪型錶圈11，Chivas Regal 銀色之包裝盒及酒瓶
形狀12，都彭打火機六面體13，酥油燈玻璃容器蓮花座形狀14，達克金典系列皮面紋
飾15，茶盤上的圖樣16，等均屬於商品慣用之外觀造型而不具識別性。「凱復樂」抗
生素白紫色膠囊，因欠缺商品其他特徵，無法使該顏色產生特別意義，屬於商品普
通的顏色17。蠻牛飲料瓶採用深褐色是出於實用性的考量18，運動鞋的鞋頭及頂面之
縫製技術19，開關端子排列及底座造型20，以及皮包內隔層設計屬於商品內部構造，
均屬於實用或技術性功能，不足以表彰商品來源21。肯德基「外帶全家餐 399」屬於
商品本身之說明文字，而「紅、白、藍三色系之設色組合」為同業常見的用法，不

8

行政院訴願委員會 (85) 訴字第 00655 號決定書。
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98144 號處分書。
10
公平會 (81) 公處字第 007 號處分書；(82) 公處字第 024 號處分書。
11
公平會 (84) 公訴決字第 021 號決定書。
12
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40 號。
13
公平會 (85) 公訴字第 121 號決定書。
14
行政院 (86) 台訴字第 34695 號決定書。
15
最高行政法院 88 判字第 3098 號。
16
公平會 (82) 公訴字 50456 號決定書。
17
公平會 (85) 公訴決字第 067 號決定書。
18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02 號處分書。
19
公平會 (83) 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
20
公平會 (84) 公訴決字第 014 號決定書。
21
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第 3098 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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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表徵特性22。
在次要意義的認定上，公平會曾認定肯德基的「卡啦雞」及「卡啦雞腿堡」具
次要意義，而為表徵。公平會考量此兩項商品在一定期間內，出售數量相當可觀，
以及廣告行銷費用龐大，最後更佐證第三人所做的調查，認定有相當數量消費者確
實會將此二種商品名稱與肯德基速食店連結，足以表彰商品來源23。最高行政法院
同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有高達百分之 89.8 之受訪消費者將不具商品名稱之
黃、紅顏色組合之紅茶外包裝設計（無立頓紅茶之文字顯示）聯想為「立頓紅茶」
產品，是該「黃色系搭配紅標章」之包裝外觀易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自其外觀，產
生印象辨別商品之來源而取得「次要意義」，即屬表徵24。又於「免敏奶粉」案，
公平會認為免敏雖然為說明性文字，但是多年長期使用於其醫瀉奶粉而與其「安琪
兒」商標結合，並投資大量人力物力宣傳，使消費者對於使用「免敏」名稱之醫瀉
商品與代表產品單一來源之「安琪兒」產生聯想 25 ，不過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免
敏」一詞不具「創設性」，還是屬於商品說明，撤銷公平會之處分26。
引發各界較多討論的是，公平會強調著作物之角色必須使大眾能認出是出於單
一來源，方能被認為是表徵。然而皮卡丘27以及 HELLO KITTY28，都因為廣泛授權
的結果，常在各類媒體出現，以及常被製成各類產品，或是用於各種商品服務之
上，以致於消費者已經無法判定對帶有此種圖案商品的來源與是否為出於原授權
人，難道就因此不是表徵？

(二)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並非所有的表徵均為公平法所保護之標的，第 20 條限於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普遍認知的表徵。依據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2、3 點，本法第 20 條所稱相關事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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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相關

22
23
24
25
26
27
28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88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88 號處分書。本案並未提起司法救濟程序。
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判 1158 號判決。
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72 號處分書。
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判字第 3830 號。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045 號處分書。
公平會公處字 092030 號處分書；公平會公處字 092029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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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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認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是依據商品或服務而特定，若是商品或服務有專
業性或是限於某特定一群消費者，則是否為一般大眾所周知即不重要29。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0 點第 1 項明列在判斷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
時，應審酌的因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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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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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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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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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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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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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
在實務上，公平會並沒有逐一考量以上所列之因素，而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0
點第 3 項也明定，公平會應就第一項所列之考量事項，參照其他相關事項為綜合判
斷。公平會曾以「104」30以及「台糖」31已經被智慧局評定成著名商標，因而立即
推論此二商標已符合「普遍認知」，不再考量第 20 條處理原則所指的其他相關因
素。公平會原則上不說明到底要具備何種程度的知名度才算達到「普遍認知」，不
過將普遍認知所要求的知名度等同於跟商標法上的著名商標。
實務上認定屬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表徵，數量上相當多，包
29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107 號處分書曾表示：「被處分人係為一專業投資移民諮詢顧問公
司，其所引介有意願投資移民之交易者或潛在交易者，皆為社會中較有經濟基礎之特定階層，而
此一特定階層即為本案所謂之「相關大眾」。
30
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35 號處分書。
31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3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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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腦 筋 急 轉 彎 32 、 中 泰 賓 館 33 、 萬 客 隆 34 、 中 華 賓 士 35 、 三 陽 、 HONDA、 喜 美
CIVIC、雅哥 ACCORD、H 形服務標章36、企鵝37、GUINESS38、特使 SIGMA、特
使 SIGMA 圖、三陽圖、Bramax MAX-2、金帝、YAMAHA、兜風及圖、兜風及
GENUINE PARTS 39 、 悅 氏 及 圖 40 、 Louis Vuitton 41 、 LITTLE BOBDOG 42 、
BATMAN43、太古44、AVNET45 、金門特級高梁酒之表徵（白金龍標籤與長頸圓身
透明玻璃瓶）46、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47、黑松沙士48、MR. BROWN 伯朗咖
啡 49 、萬客隆及「MAKRO」商標及服務標章 50 、「蠻牛及圖」 51 、公賣局「參茸
酒」之瓶身標籤52、寶島鐘錶53、「台灣塑膠工業」、「台塑石化」54、「舒跑運動
飲料」外觀55、Hugo Boss 生產銷售 Elements Aqua 及 Boss No.1 二款香水之整體包
裝56、「CARTIER」商標57、台灣田邊及其五輪圖58、「特級高梁酒」、「金門 38∘

32

公平會 (81) 公處字第 007 號處分書。
公平會 (82) 公訴字第 50941 號處分書。
34
公平會 (83) 公訴字第 093 號處分書。
35
公平會 (84) 公處字第 029 號處分書。
36
公平會 (84) 公處字第 119 號處分書。
37
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書。
38
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
39
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85 號處分書；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度判字第 3238 號判決。
40
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230 號處分書。
41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16 號處分書。
42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91 號處分書。
43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97 號處分書。
44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107 號處分書。
45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163 號處分書。
46
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218 號處分書。
47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19 號處分書。
48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63 號處分書。
49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122 號處分書。
50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90 號處分書。
51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145 號處分書。
52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065 號處分書。
53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092 號處分書。
54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22 號處分書。
55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175 號處分書。
56
公平會認為本案的整體外觀包裝不算是商品表徵，不過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9 年訴字第
1004 號判決撤銷。
57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15 號處分書。
58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05 號處分書。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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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級高梁酒」及其所使用之「雙龍圖樣」59 、台灣大哥大60 、元富證券及「元富及
圖」 61 、福特汽車 62 、中華開發及圖、「中華開發」與「CHINA DEVELOPMENT
BANK」並列使用63 、國泰、國泰世華以及商標的圖樣64 、「104」65 、「美最時」
66

、可果美、Kagome 及圖 67 、「3M」、「Scotch-Brite」、「百利」及圖 68 、台糖

69

、蘋果日報、「壹蘋果網路」70。
相較之下，被認定非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數量較少，有：

狂 油 、 油 王 71 、 味 丹 綠 力 水 蜜 桃 72 、 「 戀 」 咖 啡 、 鮮 奶 油 73 、 「 BRAVO
EXPRESS」呼叫器 74 、磨擦消除劑產品商標「X-1R」 75 、「yageo.com」網域名稱
76

、「金墩米」77以及「日盛」眼鏡行78。

(三) 相同或類似使用的界定
關於相同或類似使用，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五點表示：
本法第 2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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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042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052 號處分書。
61
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43 號處分書。
62
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18 號處分書。
63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939 號處分書。
64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965 號處分書。
65
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35 號處分書。
66
公平會 (96) 公處字第 096182 號處分書。
67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11 號處分書。
68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63 號處分書。
69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34 號處分書。
70
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98144 號處分書。
71
公平會 (82) 公訴決字第 033 號決定書。
72
公平會 (83) 公處字第 018 號處分書。
73
公平會 (84) 公處字第 017 號處分書。
74
公平會 (84) 公訴決字第 011 號決定書，最高行政法院 85 年判字第 512 號判決支持公平會的
認定。
75
公平會 (85) 公訴決字第 103 號決定書。
76
公平會 90 年不處分決議書。
77
行政院 (90) 台訴字第 049193 號決定書。
78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9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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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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是否包括所有使用表徵的行為，還是限於用在該表徵原所使用的商品
或服務類別上，公平會見解有過變動，曾認為商標之使用與服務標章的使用並非相
同或類似的使用79，需將表徵用在用在該表徵原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務類別，始能稱
之為相同或類似的使用80。但在「企鵝商標」案件中，改變看法：「企鵝商標」原
被用於服飾商品，而被認定為仿冒表徵的乃是使用在錄音帶、雷射唱片的包裝上，
公平會還是認為此屬於相同或類似的使用81。在「悅氏（礦泉水）」商標案中，儘
管仿冒表徵的產品為淨水器、電子儀器、企管顧問等等，公平會還是以消費者會誤
認二公司為同一事業集團，有第 20 條第一項的適用空間82。
關於判斷是否構成相同或類似的使用，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2 點設立判斷的原
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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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體觀察及
比較主要部份原則。3.異時異地隔離觀察原則。

(四) 混淆的定義及認定
公平法第 20 條條文雖然使用「混淆」一詞，其實並不以實際上產生混淆為必
要，只要有產生混淆的可能性即可，也就是混淆之虞。混淆之虞有狹義與廣義兩
種，狹義的混淆是指對事業的來源的同一性產生錯誤，將不同事業混同為同一事
業。廣義的混淆是對事業的關聯性產生錯誤，也就是說相關大眾雖然知道系爭事業
與表徵所標示的事業為不同，但是誤認他們之間有經濟上、組織上或法律上（例如
授權或贊助）的關聯83，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6 點的文字似乎採取狹義的混淆的說
法：「本法第 20 條所稱的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而言」。然而公
平會在實際案例卻採取廣義混淆的看法，亦即將因為對系爭表徵的商品或服務的關
79

公平會 (85) 公訴字第 069 號決定書。
公平會 (84) 公處字 036 號處分書；(87) 公處字第 097 號處分書。
81
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書。
82
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230 號處分書。
83
張澤平，「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之研究」，經社法制論叢，313 (1993)；張瑜鳳，仿冒行為之
案例研究，三民出版社，12-13 (1995)；劉孔中、謝杞森，「仿冒商品（服務）外觀案件於公平交
易法第 20 條、第 24 條適用之研究」，公平會 90 年度合作研究報告五，68 (2001)；賴源河審編，
公平交易法新論，元照出版社，335 (2002)；黃銘傑，公平交易法，新學林出版社，485-489
(200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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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企業或是關連性產生錯誤而判定為混淆，例如中泰賓館案84、企鵝商標案85、黑松
沙士商品外觀案86、台灣大哥大案87、福特汽車案88、元富證券案89、國泰世華案90、
中華開發案91、台糖案92、壹蘋果電子報案93。
判斷是否有混淆之虞，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1 點舉出審酌事項有四：1.具有普
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其注意力的高低。2.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差異
化、價格對注意力的影響。3.表徵之知名度、企業規模及企業形象等。4.表徵是否
具有獨特的創意。
於具體的個案中，公平會判斷標準確實不出上述幾個。例如在黑松沙士外觀案
94

，公平會強調沙士的交易相對人為一般消費大眾，其注意力本來就較為有限，並

且沙士單價不高，一般消費大眾於選購時會投注的注意力較其他高單價商品為低。
同樣的見解也出現在「蠻牛」及「狂牛」案，公平會認為提神飲料的主力消費者為
上班族、學生、司機、勞力階層，多於倉促之際購買，施以普通的注意，即有誤認
的可能；再者，司機或勞力階層較耗費體力，對商品的注意力可能又更低95。
於下列情形，公平會認為並無混淆之虞：在黑松 HEY-SONG 及圖」商標與
「曼卡羅沙士」案，因為曼卡羅沙士雖然是咖啡色底，也使用上金下白條紋，不過
其使用是 U 型條紋，隔離觀察不會將之誤認為黑松沙士96。類似的判斷標準也出現
在認定「3 年二鍋」、「陳年 38°特級二鍋頭」與「特級高粱酒」97、「台利 GoodScour」菜瓜布與「百利 Scotch-Brite」98，以及「可果美」與「可美特」不混淆。於
「田邊製藥」案，公平會認為除了包裝上有註明「台灣田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公平會 (82) 公訴字第 50941 號處分書。
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書。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63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052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18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43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965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939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34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98144 號處分書。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63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008 號處分書。
最高行政法院 88 年判字 3989 號判決認同公平會的判斷。
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64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6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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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二者所生產的產品種類不同，購買者的動機或需求也均有所不同，不會造成
混淆99。又即便公平會認定無混淆之虞，而不適用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
然使用近似他人表徵的行為，仍有可能構成第 24 條的欺罔或顯失公平。第 20 條處
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第 20 條與第 24 條規定之適用原則：下列各款情形，於未符合
本法第 20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 24 條規定處理之︰1.襲用他人著
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2.抄襲他人
商品或服務之外觀，積極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對競爭者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前項情形，於商品外觀係屬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術者，不適用之。

(五) 對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的保護
對於未經註冊國商標的保護，原訂於商標法第 62 條之 1，但因我國採取註冊保
護主義，體系上有所扞格，加上仿冒外國著名商標也屬於不公平競爭的一種，所以
改列於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而刪除商標法中的規定100。然而與第 1 款、
第 2 款之規定相較，第 3 款的要件較為簡略，僅有於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相同或
類似的商標，並未提到「致他人混淆」。則「混淆之虞」是否為保障未註冊之外國
著名商標的前提要件？另外，第 3 款的外國著名商標在我國是否亦須為著名？再
者，此種的知名度是否須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公平會在 93 年「PINGU」及企鵝圖樣等商標案明確表示，第一，認定仿冒外
國著名商標，只需考慮商標是否相似以及商品是否相似，而不審查二者是否有混淆
之虞；第二，外國著名商標在我國也需要有相當的知名度，始為第 20 條第一項第
三款的保護客體；第三，所謂的「著名」必須達到「眾所周知」的程度，就文義而
言，可認為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相當101。司法實務關於第一個問題，
以「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理由，採取否定的看法102；而對第二個問題認為「外
國著名標商標」在我國亦須為著名，否則不易認定行為人之社會侵害性，不但調查

99

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05 號處分書。
見公平會 85 年 1 月編印，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17 (1992)。
101
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108 號處分書。
102
司法院第 38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司法院編「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十五）」，365 (19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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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且受外國機關認定的限制103；至於第三個問題則尚未表示意見。

(六) 因為商標法修改而公平會見解必須變更之處
回顧公平會實務的發展，大抵遵循第 20 條的處理原則，與本文第一作者十年
前為文評論時相較，改變並不多。換言之，當時所指出的問題，對公平會實務提出
的批評與建議今日仍然存在。例如：表徵的功能應重在區別而非來源，第 20 條處
理原則第 4 點應以區別功能取代來源功能，公平會應善用第 3 項本文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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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他事業附加適當表徵，以與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區別並避免混淆之虞，以及公平會應不受理財力雄
厚表徵權利人的檢舉案件，尤其是在其連證明表徵具有極高知名度之市場調查都未
進行的情形，不以有限的行政資源補貼有充分資源以民事訴訟途徑保護其表徵的表
徵權利人104。
以下僅就因為商標法修改而公平會見解必須變更之處加以討論。

1. 不應再允許明知他人著名註冊商標而以其中文字作為自己表彰營業主
體或來源之標識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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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公平會曾認為下列情形並無混淆之虞：84 年「異域
II—孤軍」電影名稱與「異域」一書並不混淆，公平會認為電影廣告均止於表明孤
軍為異域電影的續集，而不是原著的續集，加上一般大眾觀眾對電影續集多源於對
前一集的聯想，不是電影原著，理應不會產生對來源產生混淆 105 。「大黑松小倆
口」與「黑松」案件，因為兩者的商標圖形顯然有別，文字部份亦不得將「大黑松
小兩口」整體割裂解讀，而與黑松二字外觀、讀音、觀念判然不同，不致有混淆之

103
104
105

司法院 84 年 4 月 13 日廳刑（一）字 07260 號函，最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 839 號判決。
同註 6，第 226 頁以下。
公平會 (84) 公訴決字第 040 號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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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106。在 89 年「萬客隆」案件，公平會認為使用「INTERNET MAKRO」、「網際
萬客隆購物網站」與「萬客隆」及「MAKRO」不混淆，理由在於整體觀察系爭網
頁，可知該網頁所稱本公司並非萬客隆股份有限公司 107 ，「MAKRO」為普通名
詞，「INTERNET MAKRO」，意指網路之包羅萬象，「MAKRO」在此僅為普通
名詞的使用方式，而不是具有識別力或次要意義的特徵，無法表徵服務來源，難認
相同或類似的使用。
然而公平會上述見解對於著名商標「異域」、「黑松」、「萬客隆」及
「MAKRO」十分不公平，而且導致許多業者紛紛起而效尤108，因此民國 92 年商標
法修正時，以「近年來以註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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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所生侵害商標權之糾紛，愈來愈多，為
求明確，乃有明定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態樣之必要，又因係以擬制之方式規範『侵
害』之態樣」為由，增加視為侵害商標權之態樣，第 62 條第 1 款規定未得商標權
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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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又將之修正為第 70 條第 2 款：「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
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
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基於公平法與商標
法價值判斷不應矛盾的原則，公平會應刪除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
不再允許明知他人著名註冊商標而以其中文字作為自己表彰營業主體或來源之標識
的行為。

2. 應該以識別性取代特別顯著性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四點認為「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這也是

106

最高行政法院 86 年判字 2501 號判決認同公平會的判斷。
公平會 (89) 公處字第 090 號處分書。
108
例如「台塑加油站」、「全球寶島鐘錶」，公平會 (90) 公處字第 122 號處分書認為前者與
「台灣塑膠工業」、「台塑石化」不混淆，(90) 公處字第 092 號處分認為後者與「寶島鐘錶」不
混淆。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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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的見解。因為商標或表徵的最基本功能在於區別，只要能區別不同產品或服務
即可，不需要「特別顯著109」。商標法與智慧局也逐步邁向以「識別性」取代「特
別顯著性」。商標法民國 82 年修改時，第 5 條第 1 項以「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
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闡明「特別顯著性」
之意義，並增訂第 2 項「凡描述性名稱、地理名詞、姓氏、指示商品等級及樣式之
文字、記號、數字、字母等，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
之識別標章者，視為具有特別顯著性。」商標法民國 86 年修改第 5 條第 2 項時後
不再使用「特別顯著性」：「不符前項規定之圖樣，如經申請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
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之識別標識者，視為已符合前項規定。」而僅在其理由提及
「顯著性」：「現行第 2 項係屬顯著性之特例，指原不具顯著性之圖樣經當事人之
使用而產生顯著性之情形，其適用之項目係以列舉之方式規定，有欠周延。因第 2
項係第 1 項之特別規定，爰引第 1 項作負面概括方式規定，以資周延。」
智慧局編製的商標法逐條釋義經過一番辯證後終於也認為「有區別自他商品之
識別力者，為具有特別顯著性」：「二、第 2 項為商標必備屬性之規定，舊法稱為
「特別顯著性」，惟何謂特別顯著性？法律並無明文。現行商標法將其定義為「商
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得藉以與
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此種能讓消費者認識並藉之區別之特性學者有稱為
「識別性」者，實與「特別顯著性」相當。商標有無識別性（Distinctiveness）或特
別顯著性，究應如何辨別？應從「特別」與「顯著」說起：特別顯著性的用語，我
國於清光緒 30 年之「商標註冊試辦章程」即已出現，日本大正 10 年之商標法亦採
相同用語。何謂特別顯著？學說上有二種看法，其一是從商標之外觀立論，其二是
從商標之識別力立論：主前說者認為商標之外觀需有其特殊性，而特殊性可從兩方
面觀察，一就自我商品言，商標有別於商品上之裝飾圖樣亦有別於說明性文字，可
引起消費者之注意，另一係與業界之商標比較有其特別性可引起消費者之注意，該
商標即因特別而具有顯著性，能讓消費者認知其為商標；惟主後說者認為，特別顯
著性，乃商標藉以識別自己與他人商品或服務之能力，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不拘限

109

至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8 年訴字第 1004 號判決之見解，則為一種玄想：商品表徵與商標法
第五條第二項所指之商標識別性之意義近似，但並非完全相同，商品表徵之判斷，應視該商品有
無設計上之獨特性與整體性，而形成一個與其他商品區別之特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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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商標本身之外觀是否特別，應於具體案件中個案認定，需考慮相關消費者認知、
與商品或服務之關係、實際交易情況、使用方式等因素，有區別自他商品之識別力
者，為具有特別顯著性，反之則無。綜觀本項文義應採此說之見解。」
綜上所述，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4 點建議修改並精簡為：
本法第 20 條所稱表徵，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購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服
務、營業、設施或活動之標識，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服務、營業、設施或活動相
區別。

3. 相同或類似使用之判斷因素應增加觀念及聲音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相同或類似使用之判斷因素為外觀、排列、設
色。但是由於商標法已經開放聲音商標之註冊，因此公平法第 20 條所稱相同或類
似之使用，應該指使用在外觀、觀念或聲音相同或類似之表徵110，足以造成混淆之
虞者。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規定應與時俱進，增加觀念及聲音兩個判斷相同或
類似使用之判斷因素。

4. 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應增加動態、全像圖及聲音
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僅考慮文字、圖形、記
號、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但是商標法對於商標成分已經從列舉改
採例示的開放方式（「開放任何足以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皆能成為本法保
護之客體」），並舉出下列例子：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
像圖、聲音等。故建議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規定判斷表徵之考量因素增加動
態、全像圖及聲音。

5. 公平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的商標應該不包括已註冊商標
在 100 年 6 月商標法最新修正後，可以檢討的是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110

見劉孔中，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7)。日本最高法院於 1992 年
建立判斷混淆之虞的三個標準：外觀、讀音及觀念；只要有其中一個要素相同，就足以構成混淆
之虞，見 Heath, The System of 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in Japan, 95, 97-9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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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2 款是否仍需涵蓋已註冊之商標。公平會向來的實務之見解是本條包括已註
冊之商標111。如果從減少公平法與商標法的重疊著想，公平法第 20 條規定的商標
應該不包括已註冊商標112。固然民國 92 年以前，我國商標法對註冊商標的保護不
充分，不保護其外觀、包裝或商品化使用（例如將平面商標 Hello Kitty 作成立體玩
具），並且對已註冊之著名商標的保護也不甚周延，所以勢必仰賴公平法以禁止、
取締（而非設定權利）的方法補充商標法之不足。但是 92 年及 100 年的修法擴大
商標保護對象，100 年修正的商標法 70 條強化對著名商標的保障，大幅縮小以公平
法第 20 條補充商標法的必要。也就是說，商標法第 70 條幾乎可以完全涵蓋公平法
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及第 2 款對已註冊著名商標的保護113，已經不再需要用公
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及第 2 款重複保障已註冊「著名商標」。
其次，如果商標法第 70 條以及公平法 20 條適用於相同的保護標的，會產生法
律競合，而公平法會因為其規定較為嚴峻（第 32 條第 1 項設有超過損害額的賠償
金，第 35 條第 1 項所定的最高罰金金額一億元也遠高於商標法第 95 條所定的 20
萬）而優先適用，結果是商標法作為保障商標主要規範的立法目的會被淘空。
要避免上述與商標法立法政策目的背離的情況，可以透過解釋的方式，清楚劃
分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跟商標法的適用範圍，第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將已註冊商標
排除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之外，而優先適用商標法。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如同
上文所建議，要求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中「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知名
度要高於「著名商標」，為「具極高知名度，為絕大多數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知
悉」。

6.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表徵需具備極高知名度
從知名度大小的觀點來看，商標法「著名商標」與公平法第 20 條「相關事業

111

例如公平會 (83) 公處字第 093 號處分書，(84) 公處字第 038 號處分書，(91) 公處字第
091052 號處分書，(97) 公處字第 097034 號處分書。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54 號判決也採
相同見解
112
謝銘洋即採此見解，見氏著從相關案例論公平交易法上表徵之保護，公平會「公平法施行十
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96 (2002)。
113
儘管在概念上還是可想像出公平法第 20 條的適用空間，譬如以商標文字以外的部份或是非
文字商標表彰營業主體的名稱，不過實際上要以非文字作為主體名稱有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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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關係不外乎大於、小於或等於三種，公平會採第三
種見解。但是從立法者捨簡潔之「著名商標」，使用極為繞口「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觀之，如果將二者視為等於的關係應比較不符合立法者本旨。本於商
標問題應儘可能優先依據商標法處理、公平法畢竟只是補充商標法部分不足而不是
要取代商標法成為排他效力更強的超級商標法、公平法主管機關公平會介入本屬單
純私權利糾紛時應有比較嚴格的門檻要件（以免一方面浪費公平會有限而寶貴的行
政資源，另一方面對商標法主管機關的一般業務形成牽制）、公平法第 32 條最高
三倍的損害賠償規定高於商標法，避免造成壟斷而對自由競爭限制太大，以及智慧
局與智慧財產法院對主張取締減損其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著名商標要求其著名程度
較高等考量114，公平法第 20 條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不僅不應
視為等於商標法之「著名商標」，而且更應該認為高於後者，才屬合理的解釋115。
因此公平會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3 點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知名度
之要求，應提高到「具極高知名度為絕大多數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知悉」116，而為
家喻戶曉、童叟皆知的程度，例如中華電信、台電公司等。

114

智慧局著名商標保護審查基準 3.2 表示：「當二造商標之商品/服務之市場區隔有別且營業
利益衝突並不明顯，消費者不會誤以為其係來自相同或相關聯之來源，但如允許系爭商標之註
冊，可能會使據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遭受損害，此即為商標淡化保護所要解決的問題。由於保
護這樣的商標，已跨越到營業利益衝突不明顯的市場，對自由競爭影響很大，並造成壟斷某一文
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等之危險，為降低這樣的傷害與危險，商標淡化保護應限於保護著名
程度較高之商標，是以，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後段有關商標淡化保護之規定，其對商標著名程
度之要求應較同款前段規定為高。而有關著名商標認定之參酌因素及可檢送之相關證據與前述
2.1.2.1 及 2.1.2.2 相同，但其證據之證明程度要求較高，例如無論是商標使用於其商品或服務的期
間與範圍、商標廣告及宣傳的期間與範圍、以該商標銷售商品或服務的數量、金額或地理範圍
等，其要求的期間、數量、金額與範圍等均較長、較多及較廣泛。」智財法院 100 年行商訴字第
20 號判決表示：「該條款（按指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稱之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已廣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又判斷有無減損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其參酌因素有：對
商標著名程度之要求應較同款前段規定為高。」智財法院 100 年行商訴字第 29 號判決也表示：
「在判斷是否對著名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有減損之虞時，必須先判斷該著名商標是否已不僅表彰
於該使用領域內之商品來源及信譽，且係對一般消費者即包括非屬該使用領域之消費者而言，該
著名商標亦已代表一定之品質保證或特別之商譽。」
115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基本研究，台大法學叢書，287，117 (1999)。
116
商標法及其施行細則第 31 條關於著名商標之定義（本法所稱著名，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
已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不需變動。至於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未經註
冊之外國著名商標的保護，與 20 條第 1 項第 1、2 款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不
同，知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即可（見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108 號處分書），
不需達為絕大多數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知悉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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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展望與建議
展望未來，首先重申本文第一作者之前提出的一項建議：將公平法第 20 條刪
除後移入商標法（當然需要進一步合理化商標法）。近年來商標法對於著名商標之
保護可以說突飛猛進，再以公平法第 20 條補充保護的必要性甚低，因此根本之計
是追隨德國在 1994 年將相當於我國公平法第 20 條的規定從不正競爭防止法移到商
標法第 15 條第 2 項的走向117，在商標法一次解決著名商標保護的問題。至於以系
統性仿冒他人商標而取得競爭上之優勢或不當榨取他人著名商標之商譽的不正競爭
行為，是商標法無法處理的議題，所以應該可以適用公平法第 24 條不正競爭一般
條款加以網補，第 20 條處理原則第 16 點規定值得贊同118。
其次，就預防不正競爭之法理及競爭法與商標法法律應維持體系一致性而言，
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2 款使用「混淆」一字，而第 3 款完全不提「混淆」或
「混淆之虞」，實屬落後立法，因此建議前者宜改為「混淆之虞」，後者宜增加
「混淆之虞」此項危險之結果。

三、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
公平法第三章（章名「不公平競爭」）以禁止不公平競爭為宗旨，先逐條例示

117

同註 6，215。
公平會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 7（判斷顯失公平應考量事項）應該在第 20 條處理原則
第 16 點規定加以理解。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 7：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失
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易」者。其常見之具體內涵主要可分為三種類型：（一）不符合商
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1.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判斷是否違法原則上應考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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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攀附或抄襲之結果，應有使交易相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
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等。惟倘其所採行手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一致之抄襲）者，縱非屬
前述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判斷之。其常見行為態樣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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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抄襲。判斷高度抄襲，應綜合考量
（一）該項抄襲是否達「完全一致」或「高度近似」之程度；（二）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成本與
因而取得之競爭優勢或利益之關聯性及相當性；及（三）遭抄襲之標的於市場競爭上之獨特性及
占有狀態。(3)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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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具體的不公平競爭行為，最後才在第 24 條規定禁止不公平競爭的概括條款。
公平法第 18 條到第 23 條之 4 是不公平競爭的具體禁止規範，也可以說是第 24 條
概括規定的具體案例，彼此之間並不是基於一般規定與特別規定的法律競合關係。
反過來看，第 24 條除了為避免第 18 條到第 23 條之 4 有所疏失，而網補後者發生
的漏洞之外，還必須處理態樣繁多的新生不公平競爭行為。此外，公平法第 24 條
不僅是本法第三章的概括條款，同時也是本法的概括條款，所以不僅補充第三章，
而且也補充本法第二章119。然而補充是價值判斷的結果，也就是第 24 條之前第三
章及第二章的各條規定發生了就公平法整體目的而言不應該發生的漏洞，才需要以
第 24 條網補。至於公平會公平法第 24 條案件處理原則（最後修正 101 年 2 月 6 日
生效，以下簡稱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4 點：
適用本條之規定，應符合「補充原則」，即本條僅能適用於公平法其他條文規
定所未涵蓋之行為，若公平交易法之其他條文規定對於某違法行為已涵蓋殆盡，即
該個別條文規定已充分評價該行為之不法性，或該個別條文規定已窮盡規範該行為
之不法內涵，則該行為僅有構成或不構成該個別條文規定的問題，而無由再依本條
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反之，如該個別條文規定不能為該違法行為之評價規範者，
始有以本條加以補充規範之餘地。
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公平法個別規定是否已窮盡規範該行為，不能僅就各該
個別規定判斷，而必須取決於公平法的整體目的。因此只要公平法的整體目的認為
有以第 24 條補充的必要，第 24 條就可以介入，對於此種補充不能認為是將事業羅
織入罪120。
如下表所示，在 91 年至 100 年所有處分案件中，平均有四成以上的案件是依
據第 24 條處分，與其他各條相較比例確實較高，因此公平會是否有過度適用甚至
濫用第 24 條的情形，值得嚴肅加以審視。以下先簡短說明公平會二十年來對於欺

119

相同意見參閱廖義男，「行政法院裁判之評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61-262 (1997)；
何之邁，公平交易法實論，355-356 (2002)。另有認為，第 24 條亦可補充消費者保護性質的案件
之規範不足，見蘇永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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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期，48 (2007)；陳櫻琴、李憲佐、蘇敏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的檢
討」，公平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148 (2002)；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公平法第
24 條法律適用原則與規範功能之再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84 期，51-59 (2005)。
120
不同見解請參閱陳櫻琴、李憲佐、蘇敏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的檢討」，公平
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131-13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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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或顯失公平的認定標準以及相關案例，再檢討近年較多爭議的案件類型，以審視
公平會是否適度劃分第 24 條補充適用的範圍，以及是否已設立發動本條的合理門
檻。

表一：各類處分案件之比例

製表資料來源：公平會121

(一) 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的判斷標準
第 24 條僅概括規定事業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
為，對於此概括條款，類型化具體案例不但有助於法律適用的安定性與可預見性，
同時更可以適度控制概括條款之適用範圍122。應如何具體適用 24 條，公平會除了

121

1981 年 到 1992 年 十 年 間 的 統 計 結 果 也 大 致 相 同 ， 詳 細 資 料 統 計 數 字 見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40
122
蕭文生，「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相關問題之研究」，公平會 1994 年度委託計畫，劉孔中主
持，1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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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 24 條設有一般性的處理原則外，也針對某些容易出現欺罔或顯失公平的交易
類型設有特別的行為規範或處理原則123。
從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2 點及第 3 點觀之，公平會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作
為發動的門檻，其同時也是劃分公平法與民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他法律相關規定
的標準。而依據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5 點，所謂「交易秩序」是指「符合善良風俗
之社會倫理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倫理之交易行為，其具體內涵則為符合社會倫理
及自由、公平競爭精神賴以維繫之交易秩序」。本處理原則第 5 點第 2 段說明認定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應考量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易秩序（諸如：受害人數之
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
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
案件，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
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
所謂的「欺罔」，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6 點第一段指出「行為於交易相對人，
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第二
段說明「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而引人錯誤的
標準為，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
為任何可能)，同時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合理判斷」為基準。所謂
「顯失公平」依據處理原則第 7 點，則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交
易」，具體內涵又分成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以不符合社會倫理
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以及濫用市場相對優勢地位，從事不公平交易行為。

(二) 具體的行為類型
於此依照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的分類邏輯124，類型化公平會認定為欺罔或
顯失公平的行為。

123

對於外國渡假村會員卡銷售行為之規範說明，對於電話行銷案件之處理原則，對
於收視率調查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非法委託家庭式代工處理原則，對於預售屋銷售行
為之規範說明，對於升學文理補習班資訊揭露之規範說明，對於大企業對中小企業價金
給付案件之處理原則，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之規範說明。
124

關於第 24 條所規範行為各種可能的分類方式，參見吳秀明，前註 120，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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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欺罔之行為
(1) 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a. 假借瓦斯公司安檢的名義，假安檢真推銷，使消費者誤認瓦斯安全設備公司
為瓦斯公司業者，而購買瓦斯安全設備。早期多於服務名片上署名瓦斯公司125，近
期則多在服務通知單上強調瓦斯公司的字樣，而以不顯眼之方式註記自己的公司名
稱或負責人126。
b. 依附於公益團體名義，而於公益活動之際行銷商品127。
c. 冒充或依附公家機關或其他有公信力的私人機構，例如以電話指定轉接方
式，依附於著名家電舊保證卡所載售後服務訊息128，或是宣稱政府要求加裝瓦斯防
爆器129，或是謊稱受政府機關之委託辦理130。
(2) 不實促銷手段
a.不實贈獎活動，包括未提供或未贈出所宣稱的贈品，或贈品數量嚴重不足
131

，或是未說明贈獎活動參加資格或使用條件132等。
b.提供不實資訊或陳述而促銷，如宣稱渡假村的會員資格可以輕易轉售，甚至

可以獲利，誘使相對人作成交易決定133，或不實宣稱「贊助清寒學童獎學金」，以
招徠訂戶134，或對於產品原產地為不實的陳述135。
c.虛偽招募家庭代工，但無意銷售代工成品，目的只在收取權利金費用136。
d.對於電話優惠資費或使用該優惠資費的限制，為不實的說明137。
125

如公平會 (82) 公處字 085 號處分書，(82) 公處字第 093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040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 09300 號處分書，(98) 公處字
98102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192 號處分書。
127
如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89 號處分書，(86) 公處字第 079 號處分書。
128
如公平會 (82) 公處字第 028 號處分書，(83) 公處字第 067 號處分書，。
129
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85 處分書。
130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22 號處分書。
131
如公平會 (83) 公處字第 083 號處分書，(85) 公處字第 026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039 號處分書。
132
如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97 號處分書，(83) 公處字第 113 號處分書。
133
如公平會 (100) 公處字第 100004 號處分書，(94) 公處字第 094046 號處分書。
134
如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15 號處分書。
135
如公平會 (83) 公處字第 062 號處分書。
136
如公平會 (100) 公處字第 100083 號處分書。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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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a.不當仲介，如隱瞞交易價格，賺取價差138，或是不主動告知斡旋金與內政部
版要約書的差別139。
b.代工契約未事先告知工作之高技術性、高失敗率，目的在於販售材料140，或
是雖然不硬性規定代工人要向自己購買材料，但並未告知原料之單價以及調配比例
等資訊141。
c.預售屋契約未載明公設比、持分面積或分攤之計算方式142。
d.銷售外國渡假村並未書面說明內容、價格、會員權利、解除契約之權利及方
式等資訊143。
e.保險契約未告知理賠條件，或契約成立要件144。
f.投標人假借他人名義參與投標，而使招標單位誤信有競爭存在145。
g 專利權的範圍與侵害的事實146。
h 從業人員的資格147。
(4) 損害他人的不實資訊
第 24 條處理原則所例示欺罔的類型只有為對自己產品或服務所為之不實陳述
或隱匿訊息。對他人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或其他信用有關事項為虛偽的陳述，公平
會常會同時判定為欺罔及顯失公平。
a.對他人商品的品質或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的不實比較廣告148。

137

如公平會 (99) 公處字第 099055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85) 公處字第 063 號處分書，(92) 公處字第 092169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068 號處分書。
139
如公平會 (87) 公處字第 078 號處分書，(89) 公處字第 084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059 號處分書，(98) 公處字第 098132 號處分書。
140
如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163 號處分書。
141
如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020 號處分書，(91) 公處字第 091025 號處分書。
142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75 號處分書，(98) 公處字第 098025 號處分書。
143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169 號處分書
144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05 號處分書。
145
如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089 號處分書，(91) 公處字第 091088 號處分書，(92) 公處字第
092023 號處分書。
146
公平會 (82) 公處字第 041 號處分書。
147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47 號處分書。
148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111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176 號處分書。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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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散布不利他人交易機會的不實資訊，如關於專利訴訟的不實訊息149，或是違
法聘任外籍人士150。

2. 顯失公平的行為
與「欺罔」相較，更多案件以顯失公平為由判定違反第 24 條，然而「顯失公
平」概念上更為抽象，於具體案例中之分析則更顯重要。
(1) 不符商業競爭倫理的不公平競爭行為
a.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又可以細分成：
(a)攀附他人商譽，多出現於仿冒表徵案件中被認為不構成混淆的情形151，或是
系爭商標於該案件中的使用方式不構成表徵152，或是稱己身的從業人員來自他人事
業153，或是宣傳方式給人整體印象是與他人事業有授權合作關係154。
(b)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如使用他人表徵為搜尋關鍵
字，或是網路索引，增加自己網站的到訪率155，或是抄襲他人文案156、資料庫157、
網站內容158。
b.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阻礙公平競爭之行為
(a)不當比較廣告
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七點說明，比較廣告中，對他事業之比較項目為欺罔或顯
失公平之行為 159 。稍早的案例，公平會並未明確區分欺罔或顯失公平的比較廣告

149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11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93047 號處分書。
151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64 號處分書，(95) 公處字第 094088 號處分書，(95) 公處字第
095950 號處分書，(97) 公處字第 097063 號處分書。
152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30 號處分書。
153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11 號處分書。
154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122 號處分書，(99) 公處字第 099030 號處分書。
155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35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154 號處分書。
156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93 號處分書。
157
如公平會 (100) 公處字第 100059 號處分書。
158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68 號處分書。
159
如公平會 (98) 公處字第 098125 號處分書，(99) 公處字第 099043 號處分書。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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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晚近的案例，如果對他人產品或服務本身為不實表示，原則上均認定為欺罔

161

，而若是基於他人產品或服務內容推出不實或無法查證的表示，則構成「顯失公

平」162。
(b) 未經確認及通知先行程序對自身或他事業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以
書面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權利之表示
警告函案件一直是第 24 條的重要案件類型，到最近仍不斷發生163，公平會也
特別針對警告函發布處理原則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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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修正於 101 年 2 月 6 日生效）。第 24 條處理原則第 7 點說
明，對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相對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以書面散發他事業侵害其權利
之表示，如未經確認及通知之先行程序，足致對手之交易相對人心生疑慮，甚至拒
絕交易，則構成本條之顯失公平行為。
(c)依據真實事件對競爭對手為貶抑性的評論
如陳述或散布專利爭議案件，確有該專利案件於訴訟繫屬中，不能認為是屬於
足以損害他人營業之不實情事165。
c.假造有競爭情勢的招標案件
如假借他人名義或資格（借牌）參與招標，若招標單位本身已然知情固然不構
成欺罔，但對於其他參標者而言，喪失參與公平競爭之機會，並妨礙市場價格機能
運作，為顯失公平166。
d.提供競爭者無法提供而具有經濟誘因的贈品
贈品促銷固然是常見的商業手法，也可以說效能競爭的一環，畢竟贈品的成本
最終往往仍要回歸交易相對人負擔。然而某些情形之下，贈品的誘因會促使交易相

160

見吳秀明，「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的行為」，載於廖義男主持，公平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
告二，471。
161
同前註 151。
162
如公平會 (99) 公處字第 099043 號處分書。
163
如公平會 (82) 公處字第 041 號處分書，(85) 公處字第 165 號處分書，(87) 公處字第 074 號
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031 號處分書，(97) 公處字第 097126 號處分書，(99) 公處字第
099023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049 號處分書。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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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修正於 101 年 2
月 6 日生效。
165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158 號處分書。
166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27 號處分書，(97) 公處字第 097151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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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傾向與提供贈品者交易，例如以交易當時的市場上難以取得的米酒為贈品167。
(2) 不符合社會倫理手段從事交易之行為
a.以脅迫或煩擾交易相對人方式完成交易
使交易相對人在決定是否交易之自由意思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易。如先以
中獎誘使消費者參加說明活動，再長時間推銷，使消費者陷於疲勞轟炸而購買產品
或服務168。
b.利誘採購人員或有權決定交易對象或條件之人員而為交易
最明顯的例子是國中小學教科書選購時，針對教師預告或提供不當物品、或其
他經濟利益。教科書的選用人並非教科書實際購買人，廠商因此支付此類贈品所增
加的費用，則會轉嫁到購買人身上169。
(3) 濫用市場優勢地位
所謂市場優勢地位，處理原則說明係指具相對市場力或市場資訊優勢地位之事
業，利用交易相對人（事業或消費者）之資訊不對等或其他交易上相對弱勢地位，
從事不公平交易之行為。
a.市場機能失靈、供需失衡時哄抬物價
事業提供替代性低之民生必需品或服務，以悖於商業倫理或公序良俗之方式，
從事交易之行為。最明顯的例子是重大天然災害後，某些物資出現供需失衡，出現
哄抬物價的行為。如 921 震災之後水塔價格不合理調漲170，或是 SARS 期間口罩價
格過度漲價171，或因國際因素造成內需市場短期供需失衡，而囤積貨物或趁機漲價
172

。
b.資訊未透明化所造成之顯失公平行為
居於相對市場優勢地位者，未提供充分資訊，對相對人造成的影響可以分成兩

167

如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212 處分書，(91) 公處字第 091214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117 號處分書，(95) 公處字第 095015 號處分書。
169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39 號處分書，(96) 公處字第 096086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
第 100196 號處分書。
170
如公平會 (88) 公處字第 152 號處分書，(89) 公處字第 012 號處分書。
171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10 號處分書。
172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73 號處分書，(95) 公處字第 095056 號處分書，(99) 公處字第
099049 號處分書。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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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首先是影響相對人決定是否參與交易，第二是執行交易內容時對相對人權
益的影響。因資訊不充分影響相對人是否參與交易的例子，如加盟主未於加盟過程
未以書面告知加盟業事業經營現狀，權利金等相關費用金額或是其他交易重要資訊
173

。或如未積極充分揭露資訊，例如名人出席促銷活動的時間長短174，或滿額回饋

金的使用條件175，而招攬交易。對資訊揭露的要求，也往前推到需要給相對人相當
的時間審閱契約176。又航空公司對外宣稱價降，但藉由變更經濟艙等比例，實質上
維持原價，公平會認為此亦重要交易資訊不對等，而顯失公平177。
而執行交易內容，因資訊不透明所產生的顯失公平的例子，如定型化契約以概
括條款設定相對人的義務178，以及百貨公司未充分揭露專櫃撤櫃的標準，而對專櫃
廠商逕行撤櫃不再續約179。
c.阻礙交易相對人對己身行使權利
最典型的例子是代為保管契約180，或是不即時交付契約181，或是給付訂金後始
交付契約182。
d.市場交易地位不對等當事人間，締結不公平的契約條款
於此類案件，儘管不利於交易相對人的條款已被充分揭露，但是仍締結契約，
公平會仍會審核其內容是否對市場交易地位相對弱勢的一方造成不公平。例如瓦斯
公司以定型化契約要求後用戶負擔前用戶之欠費183，或房屋貸款契約定訂過高違約
金，以致於借款人無法行提前清償的權利184，或是規定無庸事前通知即可對借款人
要求提前清償185。或專利授權契約要求被授權人提供書面銷售報告，其中載明購買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如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100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103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33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45 號處分書。
公平會 (100) 公處字 100032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169 號處分書，(96) 公處字第 096143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14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010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94068 號處分書，(96) 公處字第 096117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14 號處分書。
見公平會 (86) 公處字第 181 號處分書。
見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92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169 號處分書，(96) 公處字第 096013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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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授權產品之購買者以及購買數量186。

(三) 與限制競爭行為以及特定不正當競爭行為之區分
第 24 條旨在補充其他特定不正競爭或限制競爭行為規範之不足，於此簡述公
平會近年與此相關的實際案例，並說明公平會的區分標準。與第 7 條聯合行為的區
別在於所有參與者是否執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的合意，譬如在借牌參與投標的情
形，只有借牌者真正參與投標，不能構成聯合行為187。第 19 條第 1 款的杯葛以損
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依據法律或行為準則所為而公開不利於競爭對手的訊息，則會
被認定不具此目的188。而與第 19 條第 3 款的區別在於利誘的程度必須具有高度商
業倫理可非難性。正如公平會所說，利誘必須是「利用顧客之射倖、暴利心理」
189

，如果利誘之物的價值並不高，僅一時難以取得，則亦不屬之。如以交易當時難

以取得的米酒作為贈品，公平會只論處第 24 條190。
與 20 條仿冒表徵的區別在於是否對相對人而言有混淆之虞，若無混淆之虞但
是抄襲他人表徵者則構成「顯失公平」191。第 21 條的不實廣告則限於對於第一項
所列事項為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不實廣告針對其他事項所為者，公平會將之列
為「欺罔」192。而不實比較廣告，若對自己產品或服務為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則
構成第 21 條，而針對他人產品或服務為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則屬於 24 條的「欺
罔」193。與第 22 條營業誹謗的區別在於所傳述的事項是否為真實即是否確有損害
營業信譽。即便所傳述事實為真，但基於此事實為貶抑性評論，則屬於「顯失公
平」194。而為不實或引人錯誤的陳述，雖然尚不足影響營業信譽，但如果有減損與
競爭對手交易的可能，則會被認為具備商業倫理之非難性而屬於顯失公平的行為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045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012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24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158 號處分書。
參見公平會公報，1 卷 6 期，99 (1992) 。
同前註 167。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63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85 號處分書。
如公平會 (94) 公處字第 094048 號處分書。
公平會 (95) 公處字第 095158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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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平會實務見解之檢討
過去二十年累積的案例，賦予「欺罔」以及「顯失公平」此二不確定法律概念
較為清楚的面貌，然而要檢討的是，公平會是否有過度擴張解釋的問題。

1. 一般性原則的釐清：交易秩序包括交易及競爭關係
本條所謂的交易秩序，應該作廣義解釋，包括交易關係及競爭關係的秩序。交
易關係是存在於供給者與需求者間的垂直關係，例如製造人與大批發商、大批發商
與零售商，以及製造人、大批發商、零售商與消費者的關係，通常以契約方式追求
對立的目標。而競爭關係是存在於同為供給者或需求者間的水平關係，追求相同的
目標，就是在於爭取締約機會而排除他方的競爭196。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也於 2008
年一改之前的作法，不再要求行為必須「出於競爭目的」、當事人間必須有競爭關
係、系爭行為在客觀上必須是有助於競爭（增進他人或自己之銷售皆可），在主觀
上必須具有增進競爭的意圖，而於該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以「交易行為」
（Geschäftliche Handlung）取代「競爭行為」，換言之，只要是與促進銷售有客觀
關聯性的行即為不正競爭防止法所要規範的對象197。公平會的實務對交易秩序一向
採取廣義的看法，值得肯定。

2. 爭議案例—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
第 24 條的概括條款固然可以發揮補網功能，然而若過度擴張解釋本條的目的
198

或要件 199 ，則會侵蝕其他條文的功能、破壞公平法的體系及其與其他法律的平

195

如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93047 號處分書。
參見 Baumbach/Hefermehl, UWG, Allg. Rdnr. 8-10 (2004).
197
參見 Keller/Harte/Henning, UWG-Kommentar, 2. Aufl., (2009), §2 Rdnr. 11, 59.
198
如公平會依據公平法第 24 條、第 1 條以及憲法，推論出具市場優勢地位的事業有不危害市
場交易秩序之不作為義務，而光泉等三大乳品公司同時漲價，違背此義務，即為顯失公平的行
為，見公平會 (96) 公處字第 096140 號、第 0960141 號及第 0960142 號處分書。嗣後行政院院臺
訴字第 0970087749 號決定撤銷原處分。
199
如於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未認真配合民航局的降低票價要求，反倒以變更艙等比例的方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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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第 24 條適用實務上爭議最大的莫過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不論是從案件
數量 200 ，還是國內文獻的討論來看都是如此。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與訴訟相類
似，為權利人保障自身權利的方法之一，如果要使權利人能選擇訴訟或訴訟外的方
式保障其權益，則不應使其擔心以訴訟外方式主張所受的限制會高於訴訟法201。從
實際的角度來看，權利人也的確有必要以警告函的方式解決侵權的問題202。然而另
一方面，侵權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也需要保障不陷入他人訟累或負擔查證他人權利
與糾紛的勞費203，否則會增加其營業上及交易選擇上的困擾。此二者的衝突，也正
是警告函的爭議之所在。
在權利未經司法機關確認前，他人智財權訴訟以外之第三人的利益應該優先於
智財權人，也就是說後者對第三人發警告函時應該受到限制。理由在於權利人/警告
人較容易確定及判斷其權利是否存在，而且權利人/發函人的權利排他性強，已可衡
平保護其利益204。而若從權利人/發函人的競爭者的角度來看，受信之第三人往往不
會查證該函之真偽，而傾向拒絕與被指控侵權之人交易，以避免惹上麻煩。警告函
極有可能因此影響競爭者與其交易相對人的交易關係205，在利益衡量上削弱了警告
函的正當性。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公平會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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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正當行使權利的要件，確實有其必要206。警告函處

減少低價票的數量，而實質維持原價。公平會認定消費者因無法事先得知，反因行程已排定而不
得不選擇購買高價票，故航空公司有「欺罔」行為，又同時認定消費者因資訊不對稱而陷入錯誤
的交易決定，航空公司構成「顯失公平」行為，見公平會 100 公處字第 100032 號及 100 公處字第
100033 號處分書。行政院分別以院臺訴字第 1000109050 號、第 1000107361 號決定書撤銷原處
分。
200
二十年來共有 1022 件處分依據第 24 條所作，其中有 118 件都是關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
函。
201
參見 Helmunt Köhler\Joachim Bornkamm, UWG,§ 4 Rdn. 10.171 (2011).
202
參見呂光，「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之實務觀察」，全國律師，第 15 卷 1 期，56-58 (2011)。
203
同前註。
204
同註 202。
205
同註 202。
206
司法院釋字第 548 號，肯認本處理原則的合憲性。但羅昌發對處理原則有強烈不同意見，公
平會公報，第 10 卷 1 期，96-103 (2001)；亦參見黃銘傑，「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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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理及規範邏輯釋疑」，全國律師，第 15 卷
1 期，4-15 (2011)。對司法院釋字 548 號的批評，見黃銘傑，「智慧財產權警告函與公平交易法之
適用」，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交會－相生與相剋之間，498-500，元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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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則第 3 點以及第 4 點以有無踐行先行程序為判斷是否為正當行使權利的一項標
準，而非以之為絕對、單一的判準，正如大法官釋字第 548 號解釋所說其僅為一種
例示。警告函處理原則所列的判斷標準大致可接受，但關於警告函實務運作仍有幾
點尚待釐清。
(1) 對競爭者所發的警告函仍需受公平法規制
處理原則第 2 點適用於對自身或他事業之交易對人所發的警告函，對競爭者所
發的警告函固然不適用此處理原則，但是依據公平法第 45 條，仍然必須是「行使
權利之正當行為」才不受公平法之規範，但是公平會卻認為：「智慧財產權人如發
現市場上有可能侵害其權利之產品之情形下，其對直接侵害之製造商或立於相等地
位之商品進口商或代理商，為侵害之通知並請求排除，則為依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
為，無論其內容真偽虛實，均屬智慧財產權爭議，不涉及不公平競爭，故無公平交
易法之適用」207。然而對於侵權人行使權利之行為，若內容虛偽，又具有妨礙競爭
的效果，沒有理由排除公平法適用208。99 年修正警告函處理原則第六點，擴大處理
原則適用範圍，將對非屬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的侵權人所發的警告函納入。此並
不表示，對於同一產銷階段競爭關係侵權人所為的任何警告函均無公平法的問題。
(2) 未完成登記之專利受讓人、被授權人仍得發警告函
公平法第 45 條之適用以智慧財產權存在為前提，若權利自始不存在，自無正
當行使可言。有疑問的是，若已取得專利權，但尚未登記就發出的警告函，是否是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最高法院認為，專利取得不以登記為要件，雙方當事人
間意思表示一致即可209，採登記對抗主義。然而未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是否包括
侵權人？公平會之前的處分採肯定的見解210，不過引發實務上有所爭執211。98 年司
法院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結論採取否定說，認為專利法的登記對抗制度是在保障交

207

見公平會 (91) 公處字第 091116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107 號處分書。
類似意見，參見黃銘傑，「智慧財產權侵害警告函案件內容分析－以公平交易法為中心」，
台大法學論叢，第 32 卷 5 期，146 (2003)。
209
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 736 號判決。
210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 097096 號處分書。
211
最高行政法院 85 判字 289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6 台上 1685 號判決採取肯定見解。台灣高雄
地方法院 97 智字 8 號判決，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94 年重智（一）字 21 號判決採否定見解。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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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第三人，若非對專利權之讓與、信託、授權或設定質權有所爭執，則不屬於保障
的對象212。公平會最近的見解，亦轉為肯認未完成登記的專利權人所發的警告函是
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213。
(3) 警告函所載侵害權利的內容、範圍、相關的事實必須具體詳盡
警告函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受信人容易判斷內容真偽，因此發函時，應該檢
附處理原則所定的判決、調解書或鑑定報告全文。另外，不論是否經過鑑定、裁判
或調解程序，發函人至少應將對可能侵害其權利之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此一情事列
於警告函內，以顯示發函人的確已採取行動維護權利214。
(4) 二階段審查是否違反公平法
依據公平法第 45 條的規定，警告函審查程序在邏輯上可已分成兩個階段215。
第一階段是判斷是否為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若為否定，無第 45 條的適用，下一
個階段才審酌不當警告函違反公平法哪一個條文。警告函處理原則的先行程序，即
為判斷是否正當行使權利之重要參考標準。由警告函處理原則第五點觀之，即便違
反先行程序，並不當然違反公平法，仍要再依個別具體情形認定。此種見解值得肯
定，畢竟不當行使權利，不當然等於公平法上的不法行為，還是要依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個案認定。然而 2005 年以前，公平會在認定未踐行先行程序
後，多即推定違反第 24 條216。在最近的案例，發函人若未踐行先行程序，原則上
就構成「顯失公平」，剩下的問題只有警告函對受警告之交易相對人有無影響的可
能，若是有，則為「足以影相交易秩序」的「顯失公平」行為，而合致第 24 條
217

。新的判斷方式雖稍有進步，但仍過於簡略，並未說明何以發函人未踐行先行程

212

司法院 2009 年度智慧財產法律座談彙編，33-36 (2009)。
如公平會 99 公處字第 099070 號處分書。
214
劉孔中，「公平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衝突與調和」，月旦法學雜誌，第 104 期，100-101
(2004)。
215
相同見解，見黃銘傑，「行政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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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理及規範邏輯釋疑」，全國律師，第 15 卷 1 期，11 (2011)。
216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34 號處分書、(93) 公處字第 093049 號處分書、(94) 公處字第
094083 號處分書。較少的案子有提及警告函收受者之交易決定有無影響的可能，如 (91) 公處字
第 091203 號處分書。
217
如公平會 (97) 公處字第 097096 號處分書、(98) 公處字第 98166 號處分書、(100) 公處字第
100049 號處分書。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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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則上就構成「顯失公平」，因為先行程序之踐行僅為判定是否為正當行使權利
的標準之一，只能決定有無公平法適用的餘地，而與是否「顯失公平」無關。

3. 裁定罰鍰時需要考慮發函人的主觀要素
公平法第 30 條及第 31 條雖然並未規定違反公平法的民事責任的主觀要件，但
是仍然應該採過咎原則，也就是至少有過失，如果有故意，則會進一步引發第 32
條的三倍損害賠償。至於行政罰，大法官會議解釋 275 號已要求行為人要有故意過
失。公平會對於警告函處以行政罰時，僅援引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的內容，實
際上並未考量警告人的主觀要素218。此舉與大法官會議解釋所揭示的原則不符，應
有所改進。

(五) 歐盟不公平商業活動指令的啟示
近年國外在不公平競爭法方面，最大的變革莫過是歐盟發佈關於事業與消費者
間之不公平商業活動指令（簡稱不公平商業活動指令，歐盟會員國必須在 2007 年
12 月 12 日以前施行符合此指令內容的國內法）219。該指令完全從消費者保護的角
度出發，而規範事業對消費者的不公平商業營業220，也就是說將消費者保護的考量
導入不正競爭法的領域。不過這樣的發展，與其是說是歐盟國家積極想將不正競爭
法的保護擴及到消費者保護的領域，還不如說是歐盟欲規範不正競爭行為的必然。
因為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101 以及第 102 條只授權歐盟制定限制競爭的規範，不正
競爭的部分只能借用消費者保護的授權基礎，方能制定歐盟層級的規範。無論如
何，不公平商業活動指令對於我國如何在公平法架構下兼顧消費者保護，還是有相
當啟示意義。
歐盟指令針對直接涉及消費者的案件提供一套完整的規範以及判斷標準，其規

218

如公平會 (92) 公處字第 092134 號處分書、(98) 公處字第 166 號處分書。
Directive 2005/29/EC of 11 May 2005 concerning unfair business-to-consumer commercial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84/450/EEC, Directives 97/7/EC,
98/27/EC and 2002/6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J L149/22.
220
指令說明第 1 點，見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OJL149/2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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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架構分成三個階層，最上層的一般性概念是不公平商業活動，此指營業人違反職
業上注意義務，而干擾或可能干擾一般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在這上位概念之下，又
分引人錯誤的以及侵犯性（Aggressive）的商業活動兩個行為類型，而分別規定其
要件。第三層就是採取當然違法的立場，列舉下列具體 31 個引人錯誤以及侵犯性
商業活動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黑名單」(依據本指令第 5 條第 5 項，此項黑名單
當然構成不公平商業活動，對所有會員國均有適用）：
（引人錯誤的商業活動）
1. 不實宣稱為某行為準則的簽署者。
2. 未獲必要授權而標記信賴標章、品質標章或類似標章。
3. 不實宣稱行為準則已獲得公權力或其他機關的背書保證。
4. 不實宣稱營業人（包括其商業活動）或產品已獲得公私立機構審核、背書、授
權；或是在未遵守上述審核、背書、授權的條款下作前述宣稱。
5. 誘餌廣告（Bait Advertising），亦即以特定價格要約購買產品，但卻未揭露其有
合理的事由相信其無法在合理期間內以合理數量（需考慮該商品及其廣告之規模
與價格）供應該商品或使第三人以該價格供應等同之商品。
6. 上鉤後轉換商品的要約引誘（Bait-and-Switch），亦即先以特定價格要約購買產
品，卻拒絕展示該商品、接受訂單或在合理期間供貨，或展示有瑕疵的樣品，而
以銷售其他商品為目的。
7. 不實宣稱在很短期間內供應產品，或在很短期間內只能依特定條件供應，以誘使
消費者立即決定，並使其沒有足夠的時間或機會在資訊充分情形下做出決定。
8. 業者在消費者承諾參與交易前，允諾所提供的售後服務會以營業人所在國官方語
言以外的語言為之，但在其參與交易後卻以其他語言提供此種服務。
9. 宣稱或以其他方式營造可以合法出售法律禁止銷售產品的印象。
10. 將消費者法律上的權利當作營業人給予的特殊優惠。
11. 置入性行銷（Advertorial），亦即業者付費給媒體以編輯內容（Editorial）方式
促銷產品，卻未在內容中或以消費者可以清楚辨識之圖像或聲音告知。
12. 對消費者若不購買產品時其或其家人之人身安全風險做出實質上不正確的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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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有意誤導消費者關於產品生產者的方式促銷。
14. 建立、營運或促銷多層次傳銷，其中消費者支付對價以取得主要是基於介紹其
他消費者加入（而不是產品的銷售或消費）為計算基礎的報酬。
15. 不實宣稱營業人將停止營業或搬遷經營場地。
16. 宣稱產品將有助於贏得射倖遊戲。
17. 不實宣稱產品有助於治癒疾病。
18. 傳達實質上不正確關於市場情況或可能找到系爭產品的資訊，意圖使消費者以
次於一般市場條件購買該產品。
19. 未如實給予競賽性促銷活動所承諾的獎賞。
20. 對於宣稱免費贈送的產品，收取高於運送、取得產品必要之費用。
21. 在行銷文件中附加收據或類似文件，使消費者誤以為其已訂購產品。
22. 營業人不實宣稱或給人類似印象，其行為並非基於營業的目的，或是假裝自己
是消費者。
23. 給消費者不實印象，認為其所購買產品之售後服務只能在他國提供。
（侵犯性商業活動）
24. 讓消費者有印象認為若其未訂約即不能離開營業場所。
25. 業者依國內法無正當理由而忽視消費者要求其離開該消費者家中進行登門銷售
之行為。
26. 依國內法無正當理由，持續以電話、傳真機、email 等遠距通訊方式進行擾人的
推銷。
27. 要求欲請求保險金的消費者提供無關的文件，以阻礙其行使其契約權利。
28. 於廣告中勸說兒童購買所廣告的產品，或勸說兒童要求其父母購買。
29. 惰性銷售（Inertia Selling），亦即要求消費者為退還或保留業者主動供應而消費
者沒有要求其提供之產品付費。
30. 明白告知消費者，若其不購買產品或服務，會危及營業人的工作或生計。
31. 給消費者錯誤的印象，其已贏得或將要贏得獎賞或類似的利益，但實際上並無
此獎賞或類似利益，或是要消費者支付金錢或負擔費用以領取獎賞。
在適用順序上則是從具體到抽象，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黑名單上的行為，才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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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是否符合引人錯誤或是侵害性商業活動的要件。如果也不屬於此二類的商業活
動，才訴諸一般性的不公平商業活動。
歐盟指令所建構的規範體系，其實與我國第 24 條以欺罔及顯失公平為主軸的
規範體系，有類似之處。引人錯誤的商業活動重在保障消費者的交易決定自由不因
資訊不充分而受到影響221，而侵犯性的商業活動則是要防止因暴力、心理或其他壓
力而影響消費者的自由決定權222。指令提到的保障交易資訊完整性的考量，也是第
24 條「欺罔」的核心概念。侵犯性商業活動所禁止的騷擾、脅迫等對消費者交易決
定的不當壓力，則可以被第 24 條「顯失公平」所涵蓋。雖然不公平商業活動指令
沒有直接使用類似我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的概念界定發動門檻，但是仍然可以
對公平會認定對消費者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時甚有助益。公平會近年裁決不少涉
及消費者保護的案子223，亦有學者認為第 24 條可補充消費者保護性質的案件之規
範不足224。因此，事實上已經很難再說消費者保護只是公平交易法的間接目的。

(六) 展望與建議
公平會利用第 24 條保護消費者的案例很多，但是卻不以消費者保護名之。有
鑑於消費者保護法的施行只是靠地方政府在有限經費下配置的少數消費者保護官，
成效有限（三聚氫氨毒牛奶、塑化劑、過期商品等事件層出不窮），所以在公平法
的體系架構之下，適度將消費者保護的職掌與考量納入公平法，應該是我國現有法
治生態下發展的選項。至於立法技術，可以考慮在第 24 條增訂第 2 項，規定消費

221

見指令說明第 14 點，見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OJL149/24.
見指令說明第 16 點，見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OJL149/25.
223
如審查美容業消費資訊是否透明、是否簽訂書面契約以及銷售方式是否顯失公平，見公平會
公處字 094047 號處分書，公處字第 094045 號處分書。公平會也要求百貨公司「滿千送百」的促
銷方式，必須對消費者充分揭露所贈送禮劵使用方式的限制，見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033 號
處分書。在以籃球明星麥可喬丹之出席為號召的促銷活動中，公平會主要以主辦單位未顧全消費
者高度期待，而認定此促銷方式為一般大眾所非難，而構成不可忍受的顯失公平行為，見公平會
(93) 公處字第 093103 號處分書。在兩岸直航票價案，公平會特別保障消費者不因資訊不對稱，
而可能做出錯誤的交易決定，詳見前註 199。
224
見蘇永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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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0 期，48 (2001)；陳櫻琴、李憲佐、蘇敏煌，「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概括條款的檢討」，公平
交易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148 (2002)；吳秀明，「競爭法上之概括條款－公平法第 24 條法律適
用原則與規範功能之再檢討」，政大法學評論，第 84 期，51-59 (200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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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護的具體原則或是條列黑名單，或者在第三章增訂一節，專門規範營業人與消
費者間（B2C）的不公平行為，其中可以包括多層次傳銷以及從公平會實務中提煉
出的當然違法行為（即黑名單）。

四、結語
經過二十年的運作，公平會之案例與相關的處理原則，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體
系，並規範市場運作。不過公平會的見解及公平法本身仍有許多地方待改進，已一
一指陳於上文。在此僅提醒商標法、國際上不正競爭防止法（例如歐盟以黑名單的
方式列出當然對消費者不公平行為類型）以及消費者保護需求的發展，而其對公平
法第 20 條及第 24 條走向重大的影響，值得國人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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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and Practice of Articles 20 and 24 of the FTA
－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Liu, Kung-Chung
Hsueh, Ching-Wen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economic situation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changes. Along with it, the Fair Trade Act (FTA) and the
Trademark Act have been revised five and seven times respective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gal practices of Articles 20 and 24 of the FTA and look into issues arising therefrom.
Its first focal point is to analyze the views on Article 20 by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that need be to adapted to the revised Trademark Act and also to propose an amendment to
Article 20, namely either to delete it from the FTA and insert into the Trademark Act, or to
at least replace “the same or same-classed goods” stipulated in (1)(iii) with “the same or
similar goods,”“confusion”stipulated in (1)(i)and (ii) with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and
to add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to (1)(iii). The second focal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that consumer protection be included as one of the objectivesof Article 24. It
could be achieved via adding Paragraph 2 to Article 24 or adding a specific sectionto
Chapter 3 toprohibit the unfair practices by businessesagainst consumers (B2C).
Keywords: Symbol, Confusion,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Consumer Protection,
Deceptive or Obviously Unfair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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