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問題之提出 

一、背景分析 

由於新式樣之保護通常具有營業競爭上之意義，因此與維護競爭秩

序之公平交易法之間，亦不免產生密切之關係。 

例如就我國法而言：取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與公平交易法之間，

除了考慮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四十六條之排除規定外，如果涉及不公

平競爭之行為，仍可能與公平交易法產生競合，至於其在法律規範的適

用與補充上，則顯得頗為複雜（由於公平會在此部分曾進行不少之研究

報告，故於此不再贅述）。 

而在實務上更為棘手的是，對於未能取得專利保護的新式樣，究

竟有無請求公平交易法保護之可能？其中特別是關於「奴隸性抄襲行

為」在競爭法上之可罰性問題，更是充滿挑戰。因為如果從智慧財產權

之規範目的來看，由於其賦予權利人極強之排他專屬權，因此必須在符

合法律規定之嚴格要件後，始能受到保護。至於未能取得法律保護者，

則應屬於社會大眾自由利用的空間，不僅如此，該自由利用之空間還應

受到一定程度之保障。所以，如果就此部分允許創作人以公平法加以禁

止，則無異於以公平法為手段去擴張專利權之保護範圍，再加上競爭法

並無保護期間之限制，因此更不免令人擔心，其結果是否將導致智慧財

產權保護制度的落空。但是以公平法做為經濟秩序之基本規範而言，凡

該當構成要件之所有經濟活動行為，即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考慮兩

者之規範目的、保護要件及保護客體皆不相同，實不必以取得專利權或

其他之智慧財產權做為公平法之適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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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在兩個不同的規範目的之間，尋得一個合理的平衡，遂成

為本研究之主要重點。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分別針對美國、德國與歐體競爭法之規範及其實務理論

之發展而為分析檢討，並同時說明我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此相關議題上所

採取之立場與見解。 

有鑑於台灣目前對於新式樣產品保護之法律理論研究相當缺乏，

本研究之一部分乃採取美國立法與司法案件調查，著手進行研究。 

檢視、尋找一般美國新式樣商品保護之問題，配合其現行之法規、

案例加以研究分析。 

藉取美國聯邦法院所處理之實際問題為著眼點，做為研究的模式。 

所以本文有關美國法的部分，將以美國法學方法論（American 

Common Law Methodology）為基礎加以進行，討論每一個法律行為之方

向與背景，並加上立法目的與法律解釋之適用性，期能獲得客觀之結

論。在理論上，本計畫也將對美國當代法學界之著述文件加以分析研

究，從中可以取得一項可以引介之法律適用方式，做為我國公平會處理

相關案件之參考，使得未受保護之新式樣問題在台灣的商業競爭環境

裡，有適用的準據。 

至於德國法的部分，則將以德國實務與學說見解為主。從對於德

國實務經驗的介紹，以及德國法學界有關實務見解之批判與檢討當中，

明瞭如何解決奴隸性抄襲的問題。奴隸性抄襲的解決方式，實際上就是

不正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兩者之間，如何調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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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歐體法的部分，以藉由歐洲法院有關奴隸性抄襲判決的介

紹，逐步探討相關歐體協約的規定（第三十、三十六條）。此外，本文

亦將簡介歐體的「共同體新式樣法草案」，以明瞭歐體法的最新發展。

至於歐體各會員國的規定，受限於資料取得不易，只能概括地加以介紹。 

最後，本計畫將以比較法學之方法，針對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所

處理的相關案件，做一客觀的評論，做為日後進一步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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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式樣保護之客體及要件 

對於新式樣提供法律保護的目的，是因為早期著作權法僅對純美

術著作提供保護，對這類在產業上極具競爭意義的美術工藝產品通常排

除在外，但事實上，對於這種賦予工業產品更精美、高雅造型的創作工

作確實應予尊重，因此世界各國乃紛紛立法保護。 

新式樣之保護客體並非是針對技術上之發明，而是對於具有產業

或經濟上價值的實用性美學造型或設計所為之保護。因此新式樣保護法

的主要保護對象是那些具有一定造型水準且具有使用目的的作品；也就

是在具有特定使用用途之外，又同時可以感受得到一種特有風格的實用

性作品。 

依我國新修正之專利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稱新式樣者， 為對

於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因此要取得新式樣保護，

至少必須具備以下的實質要件： 

 

一、新穎性與獨特性 

所謂的「新穎性」，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係指，非為國內專

業領域所知悉，且亦非由相關或相近產也領域現有之造型所可推知者。 

而所謂的「獨特性」係指，受保護之新式樣必須超過一般的造型

水準， 而足以展現個人獨特風格或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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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我國專利法第一百零六條的關於新式樣保護用語，雖然也

是以「創作」稱之，但實與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強調之「創作」有

所不同。著作權法所保護的創作，以是否具有「原創性」為保護標準，

所以一般來說，只要的確是屬於非抄襲的個人精神上的創作即足。但是

在我國新式樣專利所要求的卻是「新穎性」，不僅須具備原創性，而且

必須是作者之首創 1。 

 

二、實用性或產業上可利用性 

新式樣保護之目的是為促進產業活動，並非為藝術創作之目的，

因此必須具備產業可利用性之設計或造型，始足當之。換言之， 新式

樣必須是可以在產業中製造或利用的產品（或國內有學者稱之為「物品

性」）。至於是屬於平面或立體造型，則非所問。 

這裡所稱的產業可以包括工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等等， 且不

以實際已利用於產業為必要。 

 

三、關於「適於美感」或「視覺效果」之區

1  參閱我專利法第一百零七條之規定： 

「I. 凡新式樣，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本法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申請前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見於刊物或公開使用者。 

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利者。 

II. 新式樣係熟習該項技術者易於思及之創作者，雖無前項所列情事，仍不得依本法

申請取得新式樣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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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專利法於民國八十三年修正時，特別將專

利法第一百零六條關於新式樣定義的「適於美感」要件刪除。此一刪除

的結果確實造成不少困擾，蓋此「美感性」要件，可以說是「新式樣」

與同樣具實用功能為目的之「新型」的主要區別之一。 

我行政法院在立法修正之後，只好不再討論美感的問題，而代之

以視覺創新感受、視覺效果等語 2。縱使覺得「美感性」之概念過於模

糊因而刪除，則代之以「視覺效果」等語，似亦未能有效解決問題。 

至於在德國新式樣法律保護的部份，早在 1928年帝國法院的判例

中，即認為新式樣保護法中所說的創作，主要是藉由該作品的造型與顏

色予以有美學的感受，而且不論其為雕塑之造型，或為平面之新式樣作

品。而截至目前為止，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也一直將「作品造型給予觀賞

者的品味感受」與「該作品是否應受新式樣保護」相互連結。並且此一

實務上的判決，也落實在德國新式樣保護法的具體規範中。  

2  例如行政法院八十七年判字第一二七 0 號就認為：「新式樣專利首重於物品之視覺

效果表現，藉由物品本身之形狀、花紋及色彩構組而成之創作， 形成新式樣專利之

保護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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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式樣法律保護體系     

一、新式樣做為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體系下

的一環 

一直以來，各國對於新式樣的法律保護制度就是極為分岐的。在

立法體例上，有將之納入專利權的範圍，有單獨立法，也有將之併入著

作權的法律保護體系下。而在權利的取得方面，有採取嚴格的實質審查

要件審查，也有採取簡易的形式審查程序。這主要是因為，以技術創新

作為做為保護標的的專利法來說，新式樣顯然較難滿足此一要件 ; 但

若以著作權保障文化創作成果的規範目的來看，新式樣之保護顯然又較

強調其產業上之應用。因此可以說，新式樣的法律保護方式一直是擺盪

在專利及著作權這兩大法律保護形式之間的，而其彼此間的交錯與競

合，也不斷被分析檢討著。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國際上關於新式樣之法律保護體系顯得至為分

歧，但是將之納入智慧財產權之概念與範疇，使之成為智慧財產權法律

保護體系下之一環，則無甚爭議。 

 

二、新式樣保護與著作權法的關係 

在法律體系的分類上，新式樣保護法係屬於智慧財產權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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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保護客體上，「新式樣」與著作權法所保護的「應用美術著作」

(applied art，在我國稱之為「美術工藝品」)，在本質上幾無明顯的

區別。 

我著作權法所保護的「美術著作」，依其創作目的之不同約可歸納

成以下兩大類：「以鑑賞為本位的純美術著作」、以及「以應用為本位的

應用美術著作（即所謂的「美術工藝品」）。因此「美術工藝品」的保護，

除了必須具備美術著作關於「原創性」的要求之外，還必須具備「實用

性」的要件，也就是，其必須是與「實用物品相結合的美術領域內創作」。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著作權法對於「美術工藝品的保護」就不免會與專

利法對「新式樣的保護」，產生保護客體上的競合。 

對於「著作權保護」與「新式樣保護」交錯的部份究竟該如何處

理，則頗值探討。 

在德國方面，帝國法院早在一九一一年的“Schulfraktun”一案

中首先加以討論，其主張著作權的應用美術著作保護與新式樣保護，這

兩者間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僅有程度上的區別而已。並且這兩個法律間， 

亦不存在著擇一的關係，換言之，只要能夠各自滿足著作權及新式樣保

護的要件，即可同受保護此一觀點，最後亦落實在歐盟一九九八年通過

的「新式樣保護指令」3。 

所以，基本上新式樣的保護介於「著作權保護」與「完全不受保

護的、只是一般具有實用功能的物品」之間，換言之，一個具有實用功

能的產品設計，若未能滿足著作權法對於應用美術著作高標準的保護

時，就可以尋求新式樣的保護。因此它是在為那一些尚未達到藝術品水

3  Directive 98/71/EC of the European Parl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3.Oct.1998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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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作品，提供免於受仿製的保護。就此而言，新式樣保護大多運用在

作品壽命週期較短的時裝界的造型作品上，因為此種商品的商業價值即

受限於對流行的適應能力。只是在德國實務判決方面，在此類作品壽命

週期較短的時裝界，反倒是比較常從公平競爭法角度，去對抗模仿的作

品。 

至於在我國法制實務方面，我國在民國八十三年修正的專利法

中，在第一百零八條第二款中，明文將「美術工藝品」排除於新式樣專

利保護之外。此一修正的結果，顯有意將排除「著作權保護」與「新式

樣保護」的重疊競合關係。但由於著作權的「美術工藝品」與「新式樣」

間，很難有一本質上的區別，逕自以立法強行割裂的方式，除了增加更

多的困擾外，對於釐清兩者間的重疊關係似無幫助。至於在我國實務方

面，則多以「是否為單一手工製品」做為認定美術工藝品的標準 4。因

此縱使有某些工藝設計作品的藝術創作程度很高，但若未能滿足手工製

作，或以量產的方式而為生產，則純屬於大量生產之工業產品實用家

具，不得享有著作權法保護。但就著作權與新式樣的保護客體而言，都

只是針對客觀表現於外之造型或設計，至於生產的方式或生產的數量如

何，都應該並不影響其保護標的才是。因此不論是實務上的解釋方式，

或專利法的修正方式，都未能合理解決此二者間的實質競合關係。 

 

三、新式樣保護與發明、新型專利的關係 

新式樣與發明、新型的保護，雖同受專利法所規範，但在本質上

4  參閱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三年上訴字第三五八七號；台灣高等法院八十七年上易字第

二 0 五六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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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並不相同。發明、新型專利兩者，皆屬技術層面的法律保護，亦即

所保護的對象是具有發明高度的技術，與新式樣所保護的「物品形狀、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自屬不同。因此在德國通常將發明、新型專利

統稱為「技術保護權」(technische Schutzrechte)，亦即其保護的是

「生產特定產品所需之技術的專屬權」，包括應用此一技術於製造產品

的權利、特定的技術理論(Lehre)與技術製程。5 

不過，以發明、新型專利所保護之技術製程等客體為基礎所製造

的產品，如具有美感時，則可能同時得以符合新式樣的要件。新式樣所

保護的是具有美感的物品造型，因此只有在技術已具體應用在產品上

時，兩者才有重疊的可能。 

另外，與技術層面有關的尚有「積體電路佈局」，此一電路佈局的

保護，由於目前已有單獨立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因此專利

法第一○八條第三款規定，將之列為申請新式樣專利的消極要件。所以

在法律上已不會有重疊保護的問題了。 

 

四、新式樣與商標的關係 

商標最重要的功能，在於表彰其商品的來源，以區別不同事業所

提供之同一或類似的商品。一般而言，商標具有以下四種功能：區別功

5 von Gamm, Geschmacksmustergesetz, München (1989), Einf. 21. 不過由於我國對新型

專利的定義，侷限於「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良」，因此技術方法、

理論或製程等並不列入。所以新型與新式樣所保障的都與物品有關，不符合發明專利

的技術，必須得以藉由物品的形狀、構造或裝置的空間型態(Raumform)具體表現，才

有可能符合新型專利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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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彰來源功能、信賴功能與廣告功能 6。就法律層面而言，前兩者

實具有主要的意義。 

依據我國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商標所使用之足以表彰商品

的標識，為「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因此一般學

者與實務皆認為，我國商標法只保護平面標誌，而不承認立體（或三度

空間）造型，得以成為商標的標誌 7。此一立法方式，顯然將減少商標

法與新式樣法律保護重疊之處，因為大多數得以申請新式樣的產品造

型，皆屬立體造型。 

商標與新式樣保護，兩者重疊可能發生在：系爭產品的造型，足

以表徵其產品的來源；特別是在事業對此一造型所享有的新式樣專屬

權，足以讓相關事業與消費大眾知悉或可得而知，系爭產品應為此一事

業所製造與銷售 8。 

然而，以未（商標）註冊或立體造型呈現的商品或服務標識，如

果其經由事業使用於市場上，而取得一定的區別能力，足以使消費者認

知該標識，則自維護正當交易秩序的觀點而言，當有加以保護的必要。

不過在保護方式上，各國有不盡相同之處。以德國商標法為例，其將商

標權分成兩種，一為形式商標權，即經由註冊而取得之商標權；一是實

6 參見謝銘洋，德國之商標制度與實務，收錄於氏著，智慧財產權之制度與實務，台

北(1995)，作者自版，第 205-208 頁。 
7 參見謝銘洋，從對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談商標法與公平交易法之關係，收錄

於氏著，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台北(1999)，作者自版，第 321 頁；陳昭華，我

國與德國關於商標權保護法制之比較與檢討，國際貿易法暨智慧財產權法學術研討會

論文，輔仁大學財經法律系主辦，1999/12/30，第 8 頁。  此一限縮得以申請商標保

護之標識的客體，為學者所批評，認為並不符合今日事業營業宣傳的需要，也與國際

潮流有所不符，因此應開放聲音記號圖與立體造型，成為商標標誌的客體。 
8 von Gamm, a.a.O., Einf.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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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商標權，即一定之表徵如果在特定交易範圍內，被認為是某項商品或

服務之標識，而能與他人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則無須註冊，

也能取得商標權，受到商標法的保護（德國商標法第四條）9。 

在我國法的部分，由於我國商標法是採取註冊保護主義（商標法

第二條），因此未經註冊的標章，除為著名標章 10之外，並不受商標法

的保護。可能的規範是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規定。參照公

平會所通過的「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稱

的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相當於特別顯著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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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點）。 

從公平會前揭的處理原則可知，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表徵」，除此

一特徵因不具識別力，而須經長期使用以取得「次要意義」外，如本已

具識別力的表徵，無須經由使用，以表彰其產品來源。因此在解釋上，

顯然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表徵」，其範圍大於德國商標法的「實質商標

權」，而無須有使用的事實存在 11。不過，在第二十條的構成要件上，

則有「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要件，因此對於「未註冊，且

未為普遍認知的標識」，將無法受商標法與公平法第二十條的保護，此

時尚須就個案事實，探究有無可能符合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9 關於德國新商標法的介紹，可參考謝銘洋，德國商標制度之重大變革，收錄於氏著，

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台北(1999)，作者自版，第 387-416 頁。 
10 依據商標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規定，商標法對於著名標章的保護，僅止於成為商標

註冊的消極事項。 
11 參見謝銘洋，從商標法與競爭法之觀點論著名標章之保護，收錄於氏著，智慧財產

權基本問題研究，台北(1999)，作者自版，第 285-286 頁。其認為，在公平會的解釋

之下，表徵得以包括已註冊與未註冊之標識，不論其是否有使用、是否已為消費者認

知，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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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說明可以得知：由於我國目前商標法的保護範圍，相較

於其他先進國家，顯然過於狹隘，因此使得新式樣與商標兩者之間所可

能產生的競合現象減少；反而比較可能與「未註冊為商標的表徵」，在

保護上有競合的可能。然而，受限於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規定，必須此一

表徵之知名度達到「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才為本條所保

護的對象，因此可知規範重心將落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解釋上。此一

處理方式是否妥適，實有待檢討 12。 

 

12 謝銘洋，前揭文，第 316 頁，即認為：「對於未註冊的表徵與未註冊的著名標章，

相對於註冊標章而言，均可謂實質標章，其雖未註冊，但往往因使用而為消費者所認

知，在交易上亦有其價值與意義，此亦為我國法院實務所肯認，未來在修改商標法時，

不妨考慮將其列入保護之範圍，以補形式註冊主義之不足。」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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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仿冒未受保護之新式樣與不公平競爭

規範 

一、美國對於新式樣之相關法律規範 

（一）不公平競爭之問題 

在美國經濟法律的世界裡，其支撐事業經營之基礎原則乃為自由

競爭，在此前題之下，所有事業經營者能夠在開放競爭的環境裡從事生

產、行銷與服務等工作，為其事業謀取最大的利益。從而，法律制度的

設計便是在一個哲學思想體系中，期能提供企業家開創事業先機，並也

能在另一方面確保消費者能夠在行銷環境中，從一系列的產品之中自由

地選擇貨品的供應者及服務者。自然在事業講求進步與效力之前提條件

下，法律必須對於可能造成損害之商業行為加以限制，並且確立商業行

為之正當性標準，使得不公平競爭之被害人得據以請求救濟。因此，由

事業經營與事業管理者基於企業之目的而造成損害之行為，美國之傳統

學理稱之為商業侵權行為 13（business torts）。 

對於一個企業團或個體而言，名聲或商譽應該是最重要的資產，

法律對於事業名聲之保護在積極上賦予其表張姓名之人格權，在消極上

也承認企業之隱私權，這隱私權之具體證明便在於法律體制對商業機密

13  See A. GUTTERMAN,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Ch 4.011, (BL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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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業秘密之維護，違反前述權利之行為可以統稱為不公平競爭 14

（unfair competition），受害之事業也有權請求防止該種情況再度發

生，並且請求金錢性之損害賠償。美國聯邦法律對於智慧財產權之保

護，基本上亦分別於專利、著作權以及商標等法律的網羅與交織，獲有

智慧財產權之人，法律賦予其一項絕對管理控制之排他權利供其使用、

支配及處分，法律對於侵權行為人會要求其停止一切相關可能再度危害

他人之活動，並且命其負損害的責任。故而在大部份的情形下，事業的

競爭者可以自由地激烈競爭，縱使那意味著某些人和他的事業要被無情

的市場所淘汰並且蒙受重大損失，法律亦不因此加以同情或者禁止競爭

行為。然而美國法律並不能容忍競爭者從事非法的不公平競爭或是掠奪

性的商業行為 15（predatory practices）。 

在智慧財產權尚未具體成形於法制架構之時代裡，美國的習慣法

用以處理不公平競爭之理論便是騙賣原則（palming off doctrine）。

此種傳統侵權行為理論，發生在一間公司試圖將其產品當作對手競爭者

之產品〝騙賣〞給消費者。舉例來說，如果某一家公司向消費者暗示其

與耐吉公司（NIKE）是關係企業，並且在耐吉的光環之下銷售其新式樣

之球鞋，則該公司有可能構成騙賣之商業侵權行為責任。根據騙賣商業

侵權行為理論，原告必須能夠證明（１）被告使用其企業所用之標語

（logo）、符號（symbol）或標章（mark）等表徵形式，（２）對於商品

的來源有造成混淆的可能性產生。至於消費者是否事實上被混淆則在所

不問。所以在適用上，法律判斷的構成要件基準就是消費者是否可能對

於模仿的產品來源造成混淆，而基本上，是類問題的本質在美國法裡係

屬於商標法之範疇。由於今日大多數的商品及服務都已紛受專利權、著

14  See H. CHEESEMAN, BUSINESS LAW 110 (3rd ed. 2000). 
15  Id. at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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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及商標權之保護，因此騙賣理論在聯邦法律體制下已日形式微，取

而代之的是直接引用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控告對手事業之侵害行為。 

 

（二）商標法關於商品外觀之概念 

1.概說 

與專利法之法源來自於憲法上之智慧財產權條款不同，美國商標

法制定法條之依據，是來自於國會有權規範州際商務活動的商業條款 16

（Commerce Clause），1946年美國規範現代商標問題之蘭姆法案 17

（Lanham Act）於焉誕生。一項商標是為人使用之任何文字、名稱、符

號、圖樣或結合前述之內容，商標可以用來指認和區隔生產者之產品，

建立其與他人所生產或銷售的產品不同之獨特性質，同時藉以指認貨品

的來源 18。著名的商標包括 Klennex已經成為家喻戶曉衛生紙的代稱，

Coke更是可樂飲料的象徵精神化身。在特殊的情形之下，美國也曾經

接受顏色 19或氣味 20成為商標的事實，這些較不具傳統性質之標章之所

以受到保護，是由於他們已經在競爭型態當中發展出智財權的次要意義

（secondary meaning），換言之，公眾對於該特定的生產者已經產生了

16  U.S. CONST. art. I §8, cl. 3. 
17  15 U.S.C. §§ 1051-1127 (1994). 
18  15 U.S.C. § 1127 (1994). 
19  在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 Co., 514 U.S.159, 34 U.S.P.Q.2d (BNA) 1161(1995).

案，法院判定乾洗機的金綠色燙衣墊片有其商品表彰的意義，從而燙衣墊片的金綠顏

色可以獲得商標權保護。 
20  在 In re Clarke, 17 U.S.P.Q.2d (BNA)1238, 1240 (TTAB 1990) 案，法院認為 Clarke

公司所生產之裁縫線的特殊香味已經成為其公司之代號，公眾可以經由產品之氣味辨

識公司之產品，故而該裁縫線之氣味得授與商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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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依存關係。 

如同專利法一樣，美國商標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便是提倡經濟活

動。為達此一目的，商標法授與權利人對於一項標章擁有絕對排他的權

利，只要該權利人持續的使用是項標章 21。商標之功能在於保護消費者，

使之能夠指認一項商品的來源，並進而區隔同業競爭間之生產者，消費

者也可以因此花費較少的時間搜尋產品，對於是否要購買該項產品做出

明智的選擇 22。基於使消費者容易指認特殊商品來源以及將品質與商標

等同視之的用意，商標法的積極意義是要鼓勵製造商用心維護其所生產

之產品的品質，藉以交換大眾對其事業的肯定、獲得商譽 23。更且，商

標權也保障製造商，賦予其訴訟之權利，藉以防止侵害問題之發生，從

而可以防範重罪之商業詐欺（commercial fraud）及較輕之商業欺騙 24

（commercial deception）。 

 

2.商品外觀保護 

如前所述，美國商標法除了對於文字、名稱、符號等承認其可產

生商標之作用外，產品容器之外觀以及產品本身亦可受到商標法的保

護 25，這類以外觀式樣及商品整體內容建立事業形象之表徵，美國通稱

其為商品外觀（trade dress）。蘭姆法案本身並未提及商品外觀這樣的

21  See 15 U.S.C. §§1051, 1114, 1127 (1994). 美國對於商標保護之概念散見於前述各

條文中，從商標之註冊到侵害訴訟之進行以及定義等。 
22  See 1 J.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ON 

§2.10[2], at 2-3 (3d ed. 1994). 
23  Id. 
24  15 U.S.C. § 1114 (1994). 
25  See MCCARTHY, supra note 10,§ 7.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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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但是此種保護態樣是從傳統商標法的支流法庭判決經驗中所產

生，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承認蘭姆法案在解釋式樣上應該保護商品外觀 26。 

商品外觀之隱含意義是事業的全部形象和整體儀表 27，它涵蓋著一

項產品的全體形象，並且包含下列特徵，諸如：大小、形狀、顏色或顏

色組合、紋路、構圖，甚或特殊銷售技能 28。商品外觀可為複合意義或

簡單意義，舉例來說，在複合意義下，如麥當勞速食店其餐廳的形狀以

及整體的門面及外觀、指示標示、內部廚房設計、室內裝潢、菜單設計、

供應服務的配備、服務生制服，以及麥當勞叔叔等，成為其餐飲事業總

體構成之形象，諸此種種曰之為「商品外觀」。而簡單意義下的商品外

觀則以單一物品之式樣為主，如可口可樂的玻璃瓶身形狀，或是一本書

的式樣皆符合此一定義之要件 29。 

在構成要件上，商品外觀必須具備區隔性 30(distinctiveness)及

非功能性 31（nonfunctionality）。除此之外，成立一件商品外觀侵害

之訴，原告必須再舉證，證明兩項近似的商品外觀產品，將會對大眾認

知商品來源的心理構成混淆。 

 

26  See Two Pesos, Inc. v. Taco Cabana, Inc., 505 U.S. 763, 23 U.S.P.Q. 2d (BNA) 1081 

(1992). 
27  See Blue Bell Bio-Medical v. Cin-Bad, Inc., 864 F. 2d 1253, 1256 (C.A.5 1989). 
28  See generally,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16, Comment a (1998). 
29  Harlequin Enters., Ltd. v. Gulf & Western Corp., 644 F.2d 946, 210 U.S.P.Q. (BNA) 1 

(2nd Cir. 1981). 
30  顏色本身遠永不可能具有本質上的差異性，除非在具備第二層意義的條件下，可

以受到商標法的保護，See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 Co., 514 U.S.159,162-63. 
31  See P. GOLDSTEIN,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INES, 363-79 (4th e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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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蘭姆法案 §43（a）之法理 

蘭姆法案 §43（a）32是將習慣法中商業侵權行為的騙賣原則法制

化的結果，其取代和擴充了原來聯邦商標法第三條之意義和範疇 33。基

本上 §43（a）將法律責任加諸於〝使用虛偽或使他人誤信之事實內容

或為虛偽不實陳述〞之人，涉法之行為人常以商業廣告或促銷之方式，

對其自身或他人商品、服務及商業活動之本質、特性、品質或產地做不

實之陳述 34。美國聯邦法院對 §43（a）通說之見解是，§43（a）可以

保護合格而未經註冊登記之商標，而所謂合格而未經註冊登記之商標，

是可以根據法案中第二條有關商標之構成要件做基本檢視，也就是說在 

§43（a）的解釋意義下，一項未經註冊登記的標章如要受到法律的保護，

必須先與美國商標法中之商標構成要件合致，方可以 §43（a）之衍生

意義加以保護 35。美國對於商品外觀之保護法理，便是根據前述通說而

來，學者認為此乃擴張傳統習慣法侵權行為法理作用使然 36。 

 

b. 區隔性與次要意義 

在商品外觀的案件裡，原告必須能夠證明該外觀足以構成法律意

義下的標章，進而將其產品從同類競爭者的產品中區隔開來 37，區隔性

32  60 Stat. 441, as amended, 15 U.S.C.§1125(a) (1999). 
33  134 Cong.Rec. H 10419 (daily ed. Oct. 19, 1988). 
34  Id. 
35  Inwood Laboratories, Inc. v. Ives Laboratories, Inc., 456 U.S. 844 (1982). 
36  P. GOLDSTEIN, supra note 19 at 377-79. 
37  Two Pesos, Inc. v. Taco Cabana, Inc., 505 U.S. 763, 23 U.S.P.Q.2d (BNA) 1081 (1992). 

 20 

                                                 



是主要構成要件之一。一項商品外觀可以被認為具有區隔性，如果該物

品已經是固有性的可區隔（inherently distinctive）或是其藉由次要

意義 38（secondary meaning）的取得，都可以產生識別力的效果，達

到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在傳統公式裡，Friendly法官將區隔性分成

四個階層加以認定處理：（1）總稱的，（2）描述的，（3）建議的，以及

（4）隨性和很炫的 39。一個總稱意義的標章是無法構成商標的，所以

也不能根據商品外觀之原理加以保護，因為此種標章在功能上，並無法

將一個製造商的物品從其他製造商中區隔出來。舉例來說，在社會上我

們將汽車統稱為車子，所以車子一詞的類似標章便不能自成一項商

標 40。建議性的標章是指那些需要應用想像、思考和認知，以求對於貨

物本質能夠產生認識性的結論者而言。建議性標章的例子，像是人們一

聽到台汽客運就能將之與特定公路客運事業聯結在一起。而另一方面，

一項隨性或者很炫的標章，常常與他們所適用的產品或服務沒有必然的

關係。這種例子像是我們覺得多芬一詞及看其標章外觀，便知道它是一

種流行香皂。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建議性的和隨性或很炫的標章具備固有

的可區隔性，從而可以得到蘭姆法案的保護。理由是他們「固有性的本

質」可以提供買受者清楚的指認一項產品的特定來源 41。 

所謂描述性的標章，指的是它能夠對於貨物的成份，品質或個性

38  國內學者或政府部門將本法律名詞翻譯成「次要意義」，然本文認為「第二層意義」

之用語較能反應出美國解釋所欲表達之意義。見下文註 44-50。 
39  See Abercrombie ＆ Fitch Co. v. Hunting World, Inc.,537 F.2d 4, 9, 189 U.S.P.Q. 

(BNA) 759, 764 (2d Cir. 1976). 
40  法院解釋曾經一度為有效之商標的標章，假以時日可能變成總稱性的意義，如果

該標章的所有權人放棄主張權利或是未能提供適當之保護。See, e.g., Murphy Door Bed 

Co. v. Interior Sleep Sys., Inc., 874 F.2d 95, 10 U.S.P.Q.2d (BNA) 1748 (2d Cir. 1989). 
41  Two Pesos, 505 U.S. 763, at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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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一項立即性的觀念於別人，但是，它卻不能幫人指認商品來源 42。

描述性的標章本身並非固有性的可區隔，因為當其用以描述一項產品之

時，它們並無法本然的指認一個特定來源。但是，透過次要意義的顯示，

描述性標章的可區隔性當可以滿足 43。一項產品的標章或是構造外觀可

以獲致次要意義，當該產品可以使用該標章單獨將特定的來源聯結在一

起 44。例如：「台糖」可以告訴大家他的產品以糖為主又是特定來源的

製造商。又如近來台灣新興的珠寶業者「鎮金店」就可以代表這種標章，

因為它不但告訴消費者它的特定商品是金飾，並且購買者經常從其特殊

造型外觀，即意匠類手法的雕刻可以輕易的指認出一個金飾商品源出其

店，因此，適用聯邦最高法院之解釋原則的結果，該標章具有次要意義，

應可獲得保護。 

最高法院在 Inwood Lab., Inc. v. Ives Lab.45案中解釋，要成立

次要意義，一個製造商必須證明，在大眾的印象中，一個產品特徵的主

要重點是能夠指認商品的來源而非指認產品本身。要成立次要意義消費

者必須在乎產品來自一個特定的生產者，同時也必須渴望該產品特徵的

價值在於它能反映生產者在大眾心目中的重要性 46。 

後來法院在適用次要意義的理論到產品構造形狀之時，卻造成一

些混淆。因為商標本是附著在商品之上用以指認商品，但是，一個商品

形狀和構造卻是商品的本身或是其本身的投射。如此一來，將此原理適

42 描述性的標章包括(1)似乎是對其所指稱之產品或服務做描述;(2)似乎是描述物品或

來源的地理位置;或(3)構成一個人的姓名字號等。See 15 U.S.C.§1052(e)-(f) (1999). 
43  Two Pesos, 505 U.S. at 769. 
44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13 cmt. e (Tentative Draft 

No. 2, 1990). 
45  456 U.S.844, 851 n.11, 214 U.S.P.Q. (BNA) 1, 4 (1982). 
46  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 §13 cmt. 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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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認定商品構造形狀是否可以得到商標法的保護之時，就必須檢視該

構造形狀是具備來源指認之功能，而非科技意義之功能。如果消費者認

為一項產品的構造和形狀所產生的作用只是在使用性上的功能而已，則

該產品構造形狀便無法獲得次要意義 47。其實在實務上，更有問題的是

權利人經常無法辨別何為產品構造形狀（product configuration），何

為商品外觀。 

在劃時代的案件 Two Pesos, Inc. v. Taco Cabana, Inc.中，聯

邦最高法院首度確立蘭姆法案在解釋上，可以將保護商標之相同法律作

用擴張保護商品外觀之上 48。要言之，最高法院認為「如商品外觀為固

有性的可區隔，則可以根據 §43（a）加以保護，無需另外再證明其已

獲致次要意義 49」。法院並且認為只有在描述性標章的保護案件才需要

證明次要意義，而固有區隔性的標章依法應接受保護，不論其是否已獲

致次要意義 50。 

最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進一步決定，以 §43（a）為基礎進行未

受保護之商品外觀的侵害訴訟時，如涉案之具體事實是關於產品設計的

話，則原告必須證明其產品設計具備次要意義，方能受到保護。在

Wal-Mart Stores, Inc. v. Samara Brothers, Inc.51乙案，被上訴人

原告 Samara Brothers是以設計和製造一系列的兒童服飾為主，而上訴

47  See Thomas & Betts Corp. v. Panduit Corp., 65 F.3d 654, 36 U.S.P.Q.2d (BNA)1065 

(7th Cir. 1995). 
48  505 U.S. 763, 23 U.S.P.Q.2d (BNA) 1081 (1992). 
49  Id. at 767. 
50  Id. 
51  Certiorari to the United States Co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No. 99-150. 

Argued January 19, 2000-Decided March 22, 2000. 

http://supct.law.cornell.edu/supct/html/99-150.Z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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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告 Wal-Mart和其他供應製造商簽訂契約，約定以 Samara服飾的照

片為樣本，製造兒童服飾，供其在全國性的零售量販倉儲銷售。Samara

發現 Wal-Mart販賣其所謂“knockoffs”的設計產品時，旋即根據蘭姆

法案 §43（a）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 War-Mart侵害其未註冊登記之商

品外觀。在初審法院時，War-Mart主張，在法律上服裝設計本身並不

能直接根據 §43（a）之目的加以解釋成為可以合法保護之具有區隔性

的商品外觀 52。聯邦地方法院否定這項主張，在二審時，聯邦上訴法院

第二巡迴分區亦維持地方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在一致的意見中推翻了原審判決，並且解釋，生產者除

了可以根據 §43（a）請求保護已註冊登記之商標外，該條文亦可作為

防止任何人使用任何可能造成商品來源混淆之符號或圖案。法院說明 §

43（a）之構成要件，在文義解釋上有其模糊性，因此在適用上必須先

確定其範圍，商品外觀的確在本條文的適用範圍內。然而商品外觀在類

型基礎上，原來僅僅包括一項產品的包裝或是外觀，但是近年來，許多

上訴法院已將其事實範圍，擴張適用到涵蓋產品的設計上。觀諸蘭姆法

案的立法目的，法院假設這種商品外觀—產品設計，可以合致條文中之

符號或圖案的解釋是正確的。雖然 §43（a）並未明白表示，要求一個

生產者證明其商品外觀是可區隔的，但是，法院一致的見解均要求區隔

性的構成要件，因為如果沒有區隔性，則涉案之商品外觀便無從對來源

造成混淆。在評釋區隔性此一構成要件上，最高法院通常將標章區分成

兩種性質，一種是固有性的可區隔，另外一種，便是必須藉由次要意義

才可獲得滿足區隔性要件 53。 

最高法院就本案更進一步解釋，設計就如同顏色一樣，不可能在

52  Id. at 1. 
53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 514 U.S. 159, 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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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上具有區隔性。某類的文字標章和商品包裝具有固有的可區隔性，

是因為其特質來自一項事實，意即，將一個特定的文字附著在一個產品

上，或是將其圍繞在一個獨特的包裹上的真正目的，經常是用來指認商

品的來源。當法院無法合理的假設消費者對於一個附著在產品之上的文

字或包裝有著來源指認的既定印象時，固有的區隔性便無法出現。消費

者知道一項事實，產品設計正如同顏色一樣，他們幾乎是毫無差別的，

其特徵並非用來指認來源，而是用來幫助產品使其更有用或是更具吸引

力。最後，法院在結論中表示，商品外觀從 Two Pesos案件到本案的發

展，迫使法院將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產品設計，另一種是產品包裝，

但是在實務上，要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實有困難必須非常謹慎，否則對

於次要意義在構成要件的適用上容易造成錯誤的解釋 54。 

         

c. 混淆之虞法則（likelihood of 

confusion test） 

法院在決定是否商品外觀之所有人可以接受保護，除其商品式樣

本身之侵害可能性。滿足這項法則的要件，在於原告必須證明被告所製

造的相似性商品外觀會造成消費者的錯誤選擇。主觀性的要件像是故意

或是意圖，都必須另外加以證明，方能建立被告對公眾混淆商品來源的

非難性 55。雖然美國各級法院所考量之事實條件不一而同，但整體說來，

54  Wal-Mart Stores, supra note at 6. 
55  See, e.g., Clamp Mfg. Co. v. Enco Mfg. Co., No. CV 82-4352, 1987 U.S. Dist. LEXIS 

13427, at *5 (C.D. Cal. Aug. 14, 1987), aff’d, 870 F.2d 512, 10 U.S.P.Q.2d (BNA)1226 (9th 

Cir. 1989); First Brands Corp. v. Fred Meyer, Inc., 809 F.2d 1378, 1385, 1 U.S.P.Q.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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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實包括下列各項：1.商品外觀之相當近似程度；2.商品外觀之市

場強力性（strength）；3.該標章使用之範圍以及其使用之方式；4.當

消費者在做購買決定之時，相較於價格下，對於商品外觀重視之程度；

5.混淆事實的證據；6.被告騙賣其產品為商品外觀所有人之主觀意圖；

7.產品間是否藉由相同的媒介廣告；8.在類似功能下，大眾對於商品競

爭關係之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之事實考量因素，沒有一項能單獨

成為判斷案件之基準，法院必須在各案中逐一加以權衡，做出判決 56。 

儘管如此，在涉及關於產品設計，諸如流行服飾抄襲的案件，其

與一般傳統的產品外觀案件在處理上應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主觀要件

上，必須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有騙賣之意圖才可以成立 57。質言之，在

傳統的商標案件中，法院將被告意圖混淆之實與實際已造成混淆劃上等

號，是因為解釋適用的結果將法條嚴格化，可以滿足嚇阻仿冒之立法目

的。然而在外形設計的抄襲案件上，法院認為前述的嚴格嚇阻作用的解

釋並不適當，如果被告已經很適當的將其產品冠以自我品牌的標籤，而

法律又要嚴格禁止此類產品設計的模仿，則反而有可能因為矯枉過正的

結果，扭曲了整部蘭姆法案的立法目的 58。 

 

(BNA) 1779, 1783 (9th Cir. 1987). 
56  Meridian Mutual Ins. Co. v. Meridian Ins. Group, Inc., 128 F.3d 1111, 1115, 44 

U.S.P.Q.2d (BNA) 1545. 1547 (7th Cir. 1997). 
57  See Versa Products Co. v. BiFold Co., 50 F.3d 189, 201-05, 33 U.S.P.Q. 2d (BNA) 

1801, 1808-12 (3d Cir. 1995). 本案法院認為在涉及產品外表形狀這一類商品外觀仿冒

案件時，單單發現外觀的實質相似仍不足以證明已構成混淆之虞的要件。 
58  Id. at 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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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功能性之絕對抗辯事由 

在商品外觀侵害案件訴訟中，被告經常引用之絕對抗辯事由，便

是功能性原理（functionality doctrine）。此一原理之主要意義是，

如果被告可以證明其涉案產品之系爭商品外觀，對原告而言是為功能性

質而生，則其可免於侵害商品外觀法律責任之桎梏 59。此項功能性原理

之絕對抗辯原則的來源是法院判決經驗法則建立的，其主要目的是為避

免專利權和商標權之間本質性的潛在衝突，以便確保專利與商標不可同

時取得之原則 60。箇中之原因，不外乎專利權有其期間之問題，而商標

權的使用卻是永續性的。功能性原理要求商品外觀必須是非功能性的，

以便接受商標法的保護。如果建立商品特色的外觀式樣是由功能性質而

來，或者如該式樣設計之目的，僅是為加諸一項產品的功能性利益之

時，則其應選擇專利之途徑接受保護，法院以功能性原理來防止以功能

利益為特色之商品外觀獲得商標法之保護，以便在專利期間屆滿後，將

功能利益還諸社會大眾，以圓憲法中智慧財產權專利授與之神聖目的。

有問題的是，當權利人所主張的商品外觀，在實際上構成產品本身之

時，在一定的限縮意義上也有可能具備功能性，而這時當事人是否仍然

能夠根據 §43（a）取得商品外觀之權利？在 Hartford House, Ltd. v. 

Hallmark Cards, Inc.61案，美國上訴巡迴法院第十分區認為在卡片製

造商而言，紙張、文藻以及印墨是一張賀卡的功能性表徵，然而整張卡

片的構圖和設計與文字排列的整體組合，加上其他之特徵所構成的制式

59  See Vornado Air Circulation Sys., Inc. v. Duracraft Corp., 58 F.3d 1498, 1503, 35 

U.S.P.Q.2d (BNA) 1332, 1335 (10th Cir. 1995). 
60  See J. MCCARTHY, supra note 10 at § 7.26[1] at 7-113. 
61  864 F.2d 1268, 6U.S.P.Q.2d 2038 (10th Cir.), cert. denied, 488 U.S. 908, 109 S.Ct. 260, 

10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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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樣，實為一家具有特色的製造商的整體形象，也就產生了非功能性的

外觀，所以法律應提供商品外觀之保護 62。 

 

（三）專利法關於新式樣之概念 

1.專利法之基本法理 

解釋美國專利法之目的與範圍，必須先理解，在美國專利保護為

憲法所明文規定，其第一條第八項第八款，為美國國會制定關於著作及

發明等智慧財產權之法源依據，此與保護商品競爭為依歸的蘭姆法案之

法源在目的上有所不同。美國在 1994年簽署 WTO協定後，對於其本國

之專利法作出最新之修正，其牢而不破之三項基本法律原則乃始終遵循

著最高法院在 1979年 Aronson v. Quick Point Pencil Co.63所揭櫫之

法理：第一、專利法為提倡及獎勵發明而定；第二、其為促進發明之公

開以及刺激再發明之進行，因此允許公眾在專利權期間屆滿後自由實施

該項發明 64；第三、專利保護之要件採嚴格解釋之原則以確保科技概念

可以留在公共範疇（public domain）供大眾免費使用。因此美國聯邦

專利制度之基本規定，是對於創造新產品之發明家給予一項絕對獨家製

造和銷售新產品之排他權利，作為發明之獎勵。從而，受專利法之保護

之發明家，在保護期間內可以享受實施該項發明之獨佔利益，為此，對

於公眾，其以努力、創造，進而公開新穎具功能性及非明顯之科技和設

62  Id. 846 F.2d at 1274. 
63  440 U.S.257,262,201 U.S.P.Q.(BNA)1,4 (1979). 
64  美國自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後，將專利權保護期間自原來之１７年延伸至２０年，

以符合 TRIPS 之義務，與ＷＴＯ各會員國之專利保護期間一致。35 

U.S.C.§154(a)(2)(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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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作為回饋。在此規定之下，美國法院對於專利保護之基本概念是，未

被授予專利權之無體財產所有人，不可以排除他人製造和銷售系稱之發

明或式樣；此外，當專利保護期間屆滿後，他人可以享有未受限制之權

利從事製造和模仿曾為專利之發明 65。此一解釋背後之法理，是美國聯

邦專利法之制定，是為尋求在提倡發明與模仿精進發明之間的平衡點，

因為經由模仿來改良現有之發明乃為新發明之必要過程，也是建構競爭

經濟型態之活血泉源。法律在尋求刺激經濟之同時，亦不可忘卻專利權

人的獨佔權有其法律之限制 66。 

發明人為獲得一項專利，必須證明該項發明符合下列構成要件：

一、實用性 67（useful）；二、新穎性 68（novel）；三、非顯而易見 69

（nonobvious）；以及四、申請人在提出申請之時，有據實說明的義務，

以便其他人可以製造及使用該項標的 70。根據實用性原理（utility 

doctrine），發明專利之本身必須能夠執行其欲達成之功能，並且發揮

良善及滿意的效果，使國家及廣大的技能界因之受益。此外，在新穎性

的構成要件上，法理之解釋強調該項產品之前未曾有被發明之先例，且

該項發明知識亦從未公諸於世。最後，在非顯而易見構成要件之要求

下，系稱之發明代表著已知之知識原理的延伸，並且對於一個擁有通常

技能以及相關技術之人而言，在該項發明完成之時，是不能為既存於社

會上顯而易見的知識。 

65  United States v.Dubilier Condenser Corp.,289 U.S.178,186-87(1993). 
66  See Thomas & Betts Corp.v. Panduit Corp.,935 F.Supp.1399,1406,46 U.S.P.Q.2d 

(BNA)1010,1015(N.D.Ill.1996)(Panduit III)(citing Bonito Boats,Inc.489 U.S. at 146). 
67  35 U.S.C. §101 (1994). 
68  35 U.S.C. §102 (1994). 
69  35 U.S.C. §103 (1994 ＆ Supp. 1996). 
70  35 U.S.C. §11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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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國之專利申請程序，美國法律亦規定申請人必須在提出專

利申請時有完整說明的義務，此種義務慣以說明書為之，而說明書之內

容是與我國專利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相仿。說明書之應記載事項包括：

發明內容之文字敘述、製造和使用之方法及程序，並以完整、清楚且精

確之用語，以便任何具備該項相關技術之科技人員據以製造及使用

之 71。從前述之條文用意觀之，美國專利之立法目的，除了賦予權利人

一項絕對排他的實現利益外，同時也關切著社會大眾得以蒙受該項技術

之恩澤，因此法院在界定專利權之範圍時，常以社會利益與專利權人利

益之調和做為裁判之衡平量尺 72。更且，說明書亦必須包括一項以上之

獨立表示 73，主張申請人所申請之專利範圍。根據此一規定，法院之通

說見解咸認為專利權之保護僅限於說明書中所主張之內容，法律不當另

外隱含相關之商業利益 74。 

 

2.設計專利之問題(Design Patents) 

除實用性之發明專利外，美國專利法第一七一條到一七三條規

定，在物件之製造上，如有新穎、原味以及裝飾性之設計得享有本法之

71  35 U.S.C. §112 (1994). 
72  See Graham v. John Deere Co., 383 U.S. 1, 14,148 U.S.P.Q. (BNA) 459, 465 (1966). 
73 參照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要求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包括申請

專利範圍，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更進一步規定前條第一項第八款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

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其項數應配合發明或創作之內容。 
74  See Prior Commercial Use and Patent Infringement: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our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104th Cong. 

21 (1995).  See also Edmund W. Kitch,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20, 

J.L. & ECON. 265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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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75。第一七一條下所規範設計專利之重點在於為一個物件所從事的

設計，而非一個物件本身所必備之設計，因此，本條文可以涵蓋所有裝

飾性的設計包含外表性的以及組成性的結構之式樣 76，其保護之範圍則

為設計專利之權利人，可以絕對排除他人使用該項專利設計、外觀式樣

的模仿，或是直接銷售應用該項設計所製造出來之產品。 

在審查上，對於申請案件之重點，除前述一般實用性發明專利之

構成要件以外，便是確認係屬案件之設計必須為裝飾性質

(ornamentality)而非在功能性質，用以做為給予發明專利或設計專利

之區隔。其中重要的價值便在於保護期間之不同，蓋發明專利在 1994

年美國通過烏拉圭回合之執行法後，將原來之 17年延伸至 20年以符合

WTO之義務，而設計專利之保護期間適用較短之 14年。有趣的是，關

於設計專利之侵害，法院適用之通常法則是著作權侵害之分析法，原告

必須證明：1、侵權行為人接觸其設計；2、行為人與權利人之專利性設

計相當近似 77 (substantially similar)。在限縮的法律意義下，設計

專利之目的係為保護某種無法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更新和創作，因其設

計本身難以和功能之使用分隔而獨立存在。但是美國專利法第一七一

條，明定一項設計必須是裝飾性才得依本法申請接受保護，如果設計被

認定為純粹是功能性的考量，則其反而無法受到專利法之保護，所以純

粹功能性之設計或者複合功能之式樣在美國智慧財產權的體制之下是

不被承認的。 

舉例來說，在過去出現的案件裡，船身的設計、汽車儀表板之式

75  35 U.S.C. 171-173 (1994). 
76  See in Application of Zahn. 617 F.2d 261,268 (C.C.P.A.1980). 
77 J.H. Reichman, Design Protection and the New Technologie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i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19 U.BALT.REV. 6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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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以及冰箱外圍絕緣體之設計，皆無法得到專利權或著作權之保護 78。

在解釋上，法院對於一七一條構成要件中之裝飾性的解釋，是認為其為

功能性之相反用語，裝飾性意義隱含著在設計專利之權利主張中，該專

利是欠缺功能性要件 79。此外，在裝飾性之構成要件解釋上，法院所面

臨更深一層的問題則是，本構成要件是否亦要求所申請之設計專利的成

份組成，必須同時在美觀上有足夠的吸引力。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分

區在 Blisscraft of Hollywood v. United Plastics Co.80一案中詮釋，

裝飾性意味著一項設計必須是美學技能以及藝術概念之產品，才能滿足

裝飾性之構成要件該當。由於該案原告所設計之冷水壼在外觀上並無特

殊之美學線條，並且在式樣、顏色或其他地方亦無能引起美學之觀感。

因此，在該物件之整體及其細節概念中並無法涵蓋主要法律要求之藝術

特色。細論其事實部份，法院認為該冷水壼之蓋子、主體、把手以及底

部僅保留其各自獨立之特徵，當其用以結合彼此之部份成為系爭之產品

之時，則無法呈現整體之藝術效果，故而一般大眾對該冷水壼之回應僅

是一般有用的器皿，而不是一件具吸引力的廚具。法院根據前述之論

點，認為該設計無法合致條文中之裝飾性構成要件 81。在許多學者的見

解中，美國的智慧財產權法體制欠缺一套有效的保護，已迫使美國的設

計師及消費性式樣產品之製造商，在殘酷的商業競爭社會裡處於不安穩

的地位 82。 

78  Merg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Higher Life Forms：The Patent System and 

Controversial Technologies, 47 MD. L. REV. 1051 (1988). 
79  See generally Contico Int’l, Inc. v. Rubbermaid Commercial Products, Inc., 665 F.2d 

820,825,212 U.S.P.Q. 741 (8th Cir,1981). 
80  294 F.2d 694,696,131 U.S.P.Q. 55 (2d Cir.1961). 
81  Id. 
82  See J.H. Reichman, Design Protection After 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 A 

 32 

                                                 



 

3.設計專利之侵害認定 

美國最高法院早在一八七一年與 Gorham Mfg Co. v. White83案中，

即建立了設計專利侵害之認定準則，該準則之理論基礎與商標侵害認定

之防止公眾混淆說相當接近，法院認為如果「在一般觀察人的眼中，如

同一個購買者通常所會給予的注意力來看，兩個設計大致相同，而且如

果其類似足以欺矇該觀察者，誘使他誤認兩項設計互為彼此而購買其中

之一，則具設計專利保護之物品即受到侵害 84」。除了前述近似性認定

之標準以外，法院更進一步解釋，在積極作為上，受控告之產品必須盜

用專利設計產品用以區隔傳統藝術之新式樣，如果受控告產品並沒有表

張系爭設計專利之新式樣特性在其產品之上時，則專利侵害不成立 85。 

有關於設計專利之市場競爭問題，美國法院在著名的 Avia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v. L.A. Gear California, Inc.86案件中，判決

被告 L.A. Gear委託台灣公司製造之高筒球鞋侵害 Avia國際集團 420

及 301號設計專利之新式樣球鞋，法院引用前述法理判斷設計專利侵害

是否構成。法官在球鞋式樣表面上之認定直接提出結論性之見解，認為

被告 L.A. Gear公司所販賣之系爭球鞋鞋底與 Avia公司之 420號設計

專利鞋底實際上完全一樣，因為只要將兩者一比較便可以發現被告之鞋

底除了一個裝飾性紅點外，拷貝了系爭設計專利之旋轉效果圖紋、色澤

分隔之條紋以及支撐點之形狀，從而認定被告之行為構成設計專利之侵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Emerging Interim Models, 31 J. COPYRIGHT SOC’Y 267 (1984). 
83  81 U.S. (14 Wall)511,20 L.Ed. 731 (1871). 
84  Id at 528.. 
85  See Shelcore, Inc. v. Durham Indus., Inc., 745 F.2d 621, 628 n. 16,223 U.S.P.Q.584,590 

N. 17 (Fed.Cir.1984). 
86  853 F.2d 1557,7 U.S.P.Q.2d 1548 (Fed. Ci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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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此種侵害屬於「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之行為」87。而另外就 301號設

計專利之部份，法院認定 L.A. Gear公司將系爭球鞋之外觀新式樣「納

入」（incorporated）自己之產品的特性，特別是將鞋墊、鞋帶以及鞋

帶孔之組合式樣抄襲，因此，亦符合積極作為竊取專利產品的新式樣之

認定要件而構成違反 88。在本案當中，被告 L.A. Gear公司試圖以消費

者來源不同、市場區隔之法則為自己之行為辯護，其主張 Avia公司之

設計為網球鞋，主要銷售對象為網球選手，而 L.A. Gear公司之球鞋則

為兒童鞋，在消費市場區隔之前提下，沒有 Gorham案件中所建立之相

當類似的認定準則合致之情形發生。然而法院否定此種理論抗辯的適用

可能性，其認為判斷侵害是否存在，原告只需證明被告之球鞋盜用了專

利權人受保護之設計專利即可，不須另外證明其專利產品之市場亦被不

當佔據。法院在結論中甚至說明，當事人雙方之產品無須在同一市場中

有直接競爭之關係，事實上即便設計專利權人未曾推出任何產品在市場

上，只要有盜用的情形發生，法院仍應判決被告負法律上之責任。在強

度法理比較適用（A fortiori）之結果下，設計專利侵害行為之成立是

不以市場競爭關係之理論基礎為判斷依據，購買者之族群不同亦不能成

為被告抗辯之法理。職是之故，美國對於新式樣之保護的法理上依據，

仍在於專利權存在與否，而非市場競爭之相關利益問題。 

 

87  Id.原文法院引述地方法院之判決用語：〝One needs only to look at the two soles to 

see that the infringement exists.〞Pensa, Inc. v. L.A. Gear of California, Inc., 4 U.S.P.Q.2D 

1016 (C.D.Cal.1987). 
88  Id. at 853 F.2d 1557,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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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利權期間屆滿後之專利產品式樣保護問題—專

利法與商標法之競合 

前述之研究討論已經解釋美國專利法之主要立法目的，是希望藉由

對發明人提供獎勵之保障方式以及給予公眾在專利期間過後一項全然

自由模仿的權利，進而在兩者之間相互搭配平衡利益，以為提倡經濟活

動來增進人類福祉。另一方面，美國商標法之作用，國會期待藉著禁止

任意仿冒一些足以指認商品來源、品質之標章的方式，達到保護製造商

的信譽並可避免消費者混淆的目的，以俾提升經濟效益，改善大眾生活

之品質。因此，在法理上有待解決的問題，便是曾受專利法保護之產品

設計與式樣，是否可以在保護期間屆滿後再根據商標法之解釋獲得商品

外觀之保護呢？如果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便可能造成專利法與商標

法之立法目的之衝突產生。其他人對於一項特定式樣的設計專利物品的

製造權，將隨即原專利人權利種類之改變而被永久排除在外，也因而可

能原專利權人就原產品之設計，搖身一變成為新的商標權所有人之後，

他們就能夠永遠的壟斷製造一項實用的產品了。專利產品的製造商也因

而能夠向消費者索求更高的價格，如此一來，將會造成減少競爭的效

果，只因其他製造商再也無法製造該項曾經一度是專利的產品了。這種

結果也恐非立法者所欲見之情形，也更非美國反托拉斯法—休曼法的期

待。 

美國最高法院一度認為專利權人不可以為保有其壟斷優勢之持

續，而將一項過期的專利訴諸商標法登記成註冊商標。但限於事實背

景，最高法院特別將該項法律解釋的範圍，限制於專利申請之說明書的

內容以及申請專利範圍與必要圖式之轉移利用之情形。法院並未探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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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專利以結構與式樣轉求商標法保護之情形 89。 

後來聯邦各級法院當面臨專利權屆滿後，有關其式樣是否可以轉移

改請求登記成為商標之問題時，首先就必須先決定是否應該適用當然原

則加以禁止（per se prohibition）。當法院決定沒有當然原則禁止之

適用後，他們就必須再決定對於這類尋求商品外觀保護之期間屆滿之專

利式樣的適用法理依據，究竟應該適用§43(a)之傳統原理原則亦或對待

此類問題為特殊案件而採用不同的實務方法（approach）。結論是，在

最高法院未正式宣告任何適用的法理原則之前，聯邦各處法院的態度是

分裂的。有些法院認為單純使用傳統商品外觀之認定法則來處理這種問

題就已足夠 90，其他法院則認為可以將蘭姆法案中商品外觀之保護提供

給非功能性之式樣，但是應該使用不同的法則來針對區隔性 91、混淆之

虞 92、以及功能性逐一加以檢視認定。 

就功能性原則而言，大部份的案件認為蘭姆法案在解釋上並不能

保護具有功能性之商品外觀。但是，當權利人希望藉由蘭姆法案來保護

89  See Scott Paper Co. v. Marcalus Mfg. Co., 326 U.S. 249, 256, 67 U.S.P.Q. (BNA) 193, 

196-97 (1945). 
90  Thomas & Betts Corp. v. Panduit Corp., 138 F.3d 277, 46 U.S.P.Q. 2d (BNA)1026(7th 

Cir. 1998). 
91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第二巡迴分區，曾經解釋認為傳統的區隔性四種態樣認定法則

在此類案件適用上並不合宜．適當之法則用以認定專利式樣是否可以再尋求商品外觀

之保護，應該是檢視該式樣的特徵是否可以提供大眾對於該產品來源一項指認的標

記．因此生產者採用該式樣，設計上之主觀意念便成為認定之標準．要言之，如果生

產者對該式樣之用途的目的是為指認商品的來源而非提供功能性或裝飾性之目的，則

該產品的式樣便適格請求商品外觀之保護．See Knitwaves, Inc. v.Lollvtogs. Ltd., 71 F.3d 

996, 36U.S.P.Q.2d (BNA)1737(2d Cir. 1995). 
92  See Versa Prods. Co. v. BiFold Co., 50F.3d 189, 205-07(3d Cir. 1995).本案之討論見前

揭文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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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曾經在過去專利期間中被列入說明書中專利範圍之產品式樣時，功

能性原則的適用，並不當然排除一項曾經獲得專利保護之式樣可以另外

獲得商品外觀保護之途徑。此乃因為專利構成要件中之利用性或實用

性，並不要求一項產品比別人的更好或是更具競爭力，其只是要求該客

體對於產業上有可供之利用性而已 93。但是，在商品外觀之非功能性要

件的滿足上，競爭者並不需要其式樣有何特殊之處以尋求保護。職是之

故，法院通說咸以為在功能性與利用性之間仍存有某些空間以為產品式

樣作緩衝 94。 

在 Kohler Co. V. Moen, Inc.95案，美國聯邦專利暨商標局在行政

審查上，亦承認一項設計專利在其期間屆滿後，可以依法接受製造商轉

將該設計式樣登記成為商標接受保護。當原告競爭者 Kohler向法院挑

戰，認為專利暨商標局不當接受競爭對手 Moen公司所設計之水龍頭式

樣登記成為商標時，聯邦地方法院判決在蘭姆法案下的商品外觀權是獨

立分開的，並不影響到聯邦專利權之法益價值 96。後來原告不服，尋求

上訴，聯邦上訴巡迴法院第七分區仍就維持原判，並且說明容許一項設

計式樣獲得商品外觀之保護，並不會創造一個使用產品式樣的壟斷情

形。法院並進一步解釋其所根據的法理，乃在於一項產品既然可以在同

一時間當中因其性質接受不同之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所以在相繼的情

93  我國專利法對於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之構成要件有包含產業上之利用性，惟新式

樣專利則另以創作性為要件。此與美國之設計專利，要求具有裝飾性之要件有所不

同。見現行專利法第二十條、第九十八條與第一百零七條。 
94  Todd R. Geremenia,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Copy: Trade Dress Claims for 

Configurations in Expired Utility Patents, 92 NW. U.L.REV.799, 807 (1998). 
95  12 F.3d 632, 29 U.S.P.Q.2d (BNA) 1241 (7th Cir. 1993). 
96  Id. at 6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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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依循不同的智慧財產權法典的要件獲取權利，也就理所當然了 97。 

學者曾經批評無論法院適用的法則多麼的嚴格，只要法院容許非

功能性產品式樣可以接受商品外觀之保護，其原則即開啟了一條與聯邦

最高法院對於專利立場不相容的道路，那就是，大眾對於保護期間屆滿

後之專利應享有一項絕對的模仿權利 98。 

 

（四）美國公平交易法處理智財權保護之理論 

1.基本原則 

事業或個人努力獲取、使用和行使智慧財產權為自身謀求最佳之

利益，本是保護智慧財產權制度建立之立法目的之一，但有時智財權之

行使亦衍生公平交易法之相關問題。多年來美國皆將智財權之行使（特

別是專利權）置於公平交易相關法律之監督下。儘管學者對於美國公平

交易法之立法目的與政策在學理上有諸多分歧之意見 99，基本上，美國

公平交易法制定之初，休曼法案（Sherman Act）的通過實係衍生美國

習慣法禁止限制交易（restraints of trade）之行為理論，美國公平

交易法之主要目的，便在於管理私人經濟力量之運用以便防止壟斷、處

罰加特爾，以及積極意義上保護競爭及消費者利益。但在另一方面，美

國專利法對於一項專利權之存在之基本假設是認為其有效 100，當原告向

法院主張其專利權受侵害時，被告之抗辯除了可以積極主張其行為並未

97  Id. at 638. 
98  See Todd R. Geremenia, supra notes 82 at 807. 
99  See STEPHEN F.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1-11 (Foundation Press, 

Inc. 1993). 
100  35 U.S.C.28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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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侵害之外，亦可以主動攻擊原告之專利無效或超過保護期間。而另

一項積極抗辯之方式便是主張原告專利權人濫用(misuse)該項權利。當

然調和專利與公平交易法之問題主要來自於一個事實：亦即專利是一個

合法的壟斷。美國長久以來所面臨之公平交易相關之專利法律問題，都

是在於一端壟斷權利之授予，他端公平交易原則之適用範疇探討也開始

了。換句話說，美國法院素來所面臨相關專利在公平交易法上之問題便

在於法律承認專利權人有權賺取、壟斷其專利利益，但是權利人亦可能

不正當的行使專利權，以謀求法律雨傘保護下的壟斷利益。因此法院亦

必須尋求既存之公平交易法相關原則，以限制專利權人獲取利益之競爭

方式。相當明顯的，美國法律在釋義公平交易法與專利權之重疊替代，

主要之重點是在競爭問題上，檢視有無專利權之行使造成限制競爭之結

果。然而就法理上而言，專利權之本質便是可以藉由專利之壟斷獲取商

業利益，並且造成一定程度之競爭限制。美國法院通說的立場是，反托

拉斯之休曼法案從未豁免專利權人於該法案規範之外 101。如果以專利交

互授權契約之方式作成之結合或共謀，用以排除他人在競爭市場上，則

專利法不能對是項行為提供保障，並且該項行為已被認定為違反休曼法

第一條抑制貿易之非法行為 102。 

101  See United Stated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92 L Ed 701,68 S Ct 550 (1948); 

Zenith Radio Corp. v Hazeltine Research, Inc. 395 US 100,23 L Ed 2d 129, 89 S Ct 1562 

(1969); Blonder-Tongue Laboratories, Inc. v University of Illinois Foundation 402 US 

313,28 L Ed 2d 788, 91 S Ct 1434 (1971); Bendix Corp. v Balax, Inc. 321 F Supp 1095 

( DC Wis,1971); Mercantile Nat. Bank v Quest, Inc. 431 F2d 261(CA7 Ind, 1970) cert den 

401 US 956, 28 L Ed 2d239, 91 S Ct 977(1971); Carter-Wallance, Inc. v Riverton 

Laboratories, Inc. 304 Supp 357, affd (CA2) 433 F2d 1034 (DC NY1969); American 

Photocopy Equipment Co. v Rovico, Inc. 359 F2d 745 (CA7 Ill 1966). 
102  Milton G. Waldbaum Co. v Roberts Dairy Co. 325 F Supp 772 (DC Neb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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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利授權問題為公平交易法之重點 

一個清楚的領域，可以用以說明美國公平交易法規範專利權行使

之態樣，便是專利授權之相關問題，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Co.103案件當中，GE公司擁有三項製造燈泡及電燈零組件之專利，也因

為該專利賦予了 GE公司在當時具有製造、開發和販賣現代電燈泡之壟

斷力量。由於 GE公司在燈泡生產之供給上無法完全滿足當時市場之需

求，因此，將部份製造和銷售之權利授權給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GE公司要求西屋公司維持其零售價格必須保持在 GE

公司對其經銷商所固定價格之同一階層。此案之來由在於在美國公平交

易法裡，價格固定行為是屬於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最高法院

所面臨解決之問題便在於銷售價格固定行為之協議的違反性，是否也同

樣適用在專利授權契約上面？最高法院最後認為，一家公司可以將其專

利科技授權一個競爭者，同時附帶要求被授權人之生產製造產品，必須

依照授權人所規定之價格銷售。法院主要之理由在於 GE公司本身基於

專利權內容之區分，可以僅授權西屋公司製造或實施該專利於其事業之

上，而毋須將專利物之販賣權同時授予對方，則在此種情況下，被授權

人西屋公司則無權銷售，故而 GE公司仍然可以在其行銷體系當中，利

用其專利權之實施，維持其所欲銷售燈泡之價格，而此種壟斷價格卻不

會被公平交易法所挑戰。根據此一理論解釋之結果，法院結論 GE公司

有權以固定價格為附帶條件將專利權授權給他人實施，否則專利法所欲

保護之壟斷權利，則將失去意義 104。時至今日，GE案件之效力幾乎劃

103  272 U.S. 476,47 S. Ct. 192,71 L Ed. 362 (1926). 
104  美國當代公平交易法與專利法互動之衝擊莫過於正面討論專利權之壟斷力量的

範圍限制到底止何處，而非討論未受專利保護之產品的競爭問題可否藉由公平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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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整個世紀，該判例仍未被推翻 105，但是本案件所建立之專利權壟斷

法則，已受到例外之若干限制。第一、價格固定之契約條文不可以延伸

適用在未受專利保護之物品或方法 106；第二、GE案之法理僅適用在被

授權人開始訂定產品之價格上，其不可進而規範爾後下游銷售者之零售

價格，也就是說，授權人不可以從事零售價格維持之方式，用以約束他

人自被授權人所購買之專利物品的轉售價格。此項法理並非來自於任何

明示之專利政策，而是由於美國公平交易法通說之見解，認為零售價格

維持之行為屬於當然違法 107；第三、在交互授權之情形下，不論系原被

授權人之再授權（re-licensed）或是新創之次授權(sub-licensed)關

係，此種第二層授權之協議亦不可以在契約條文中固定價格 108。 

 

（五）法務部與聯邦交易委員會對於智慧財產

權與不公平競爭之處理原則 

1.智慧財產權授權指導原則的涵義 

由於 GE案件之後續問題衍生出學者間諸多的爭議，美國聯邦司法

部（Justice Department）與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予以規範。See Kaplow, The Patent-Antitrust Intersection: A Reappraisal, 97 HARV.L.REV. 

1813(1984). 
105  在 1965 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分裂的意見裡拒絕推翻 GE 案。See United States v. 

Hunck Manufacturing Co., 382 U.S. 197, 86 S.Ct. 385 (1965). 
106  See Coummer-Graham Co. v. Straight Side Basket Corp., 142 F.2d 646,647 (5th Cir. 

1944), cert. denied, 323 U.S. 726, 65 S.Ct. 60(1944) 
107  See United States v. Univis Lens Co., 316 U.S. 241,243-251, 62 S.Ct. 1088,1090-1094 

(1942). 
108  See United States v. Line Material Co., 333 U.S. 287, 293-315, 68 S.Ct. 550, 553-564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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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於 1995年提出反托拉斯法對於智慧財產權授權之指導原

則 109（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簡稱授權指導原則），藉以取代 1988年公布之反托拉斯法

對跨國經營上之指導原則（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中第三章第六節之有關智慧財產權部份條

文 110，同時也以此指導原則，公布法務部對智慧財產權交易之相關評估

方式與原則，並且在該指導原則中特別建立授權契約之反托拉斯法安全

地帶（safety zone），俾使中小企業以及一般發明家之事業經營不必受

到反托拉斯法之不確定性干擾。 

然而就商品式樣來源相關之商標問題以及產品區隔有關之不公平

競爭問題，該指導原則在開宗明義就指出，本授權指導原則只適用於智

慧財產權授權有關之專利、著作權以及營業秘密法和 know-how問題，

而不涵蓋反托拉斯法對於商標之處理。更進一步從其注釋中之見解，可

以看出美國公平交易法對於商標法中所重視的商品來源與品質保證之

保護法益，在案件處理上仍未明確。易言之，就相關案件及學者論述研

究顯示，美國有關商品來源或是類似新式樣之設計專利在公平交易法上

之探討仍未臻成熟。從而，美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完成，制定烏拉圭回

合協定法 111之後，旋即公布是項授權指導原則，且刻意保留德國法上關

109  原為 1994 年草案之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and Acqui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9 FR 41339 (August 11, 1994).後來正式公布於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ril 6, 1995). 
110  中文參考資料部份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美國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彙編」，

頁 318，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原文資料請參照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issued Nov. 10,1988),  
111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 Pub.L. No. 103-465, 108 Stat. 4809, 498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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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奴隸性抄襲對於商品來源在營業上競爭意義方面之問題探討，而特別

強調，雖然反托拉斯法原則可以適用在商標權上，但是該授權指導原則

只處理典型的專利、著作權、營業秘密等協議相關之科技轉移與更新問

題，而不處理典型有關於商標所產生之產品區隔問題 112。司法部與聯邦

交易委員會亟以該原則處理有關智慧財產權之公平交易問題，其所臚列

之行為態樣包括水平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s）、零售價格維持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搭售（tying arrangements）、獨家交

易安排（exclusive dealing）、交互授權與聯營安排（cross-licensing 

and pooling arrangements）、回饋授權（grantbacks）以及智慧財產

權取得（acqui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113。 

如前述解釋美國公平交易相關法律與法理見解，美國對於智慧財產

權之基本概念為，無效之智慧財產權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反而主張未受

保護之無效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時，卻有可能觸犯公平交易法。此種概

念，深植於美國司法裁判體系之中，也要難將美國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

之作用延伸到補充保護智慧財產權上 114。所謂未受保護之無效智慧財產

權，在解釋上，包括積極上，以詐欺或任何不正當行為（inequitable 

112  Antitrust Guidelines for the Licens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原文注釋 note 1:

〝These Guidelines do not cover the antitrust treatment of trademarks. Although the same 

general antitrust principles that apply to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ly to 

trademarks as well, these Guidelines deal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related 

issues that typically arise with respect to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 secrets, and know-how 

agreements, rather than with product-differentiation issues that typically arise with respect 

to trademarks.〞 
113  Id. at 24-31. 
114  See American Cyanamid Co., 72 F.T.C. 623, 684-85 (1967), aff’d sub. Nom. Charles 

Pfizer & Co., 401 F.2d 574 (6th Cir. 1968), cert. denied, 394 U.S. 920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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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向專利及商標局或著作權局非法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

在消極上，已屆期滿保護之專利權或著作權 115。在授權指導原則第六條

即宣示聯邦機構可以挑戰行使無效智慧財產權之行為，並論以反托拉斯

法之違反。本條文並進而論及行使或意圖行使以詐欺方式向國家主管機

關取得之智慧財產權，在其未被撤銷之前，如果相關行為也滿足休曼法

第二條關於獨佔貿易之不法行為構成要件，或是產生聯邦交易委員會法

第五條 116之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s of competition）構成

要件該當，則美國法務部與貿易委員會將處分是類行為 117。 

聯邦法院在 Argus Chemical Corp v Fibre Glass-Evercoat, Inc.118

一案中解釋得非常清楚，單純在專利暨商標局之不正當行為並不會構成

休曼法第二條論罪之基礎，除非該項行為同時涉及明知且故意之詐欺以

及第二條之構成要件合致之情形。此外，聯邦法院在 American Cyanamid 

Co.119案中亦宣告，只有在實際或意圖行使由不正當行為獲得之專利權

才可能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最後，在過去聯邦法院判例之經

驗裡，法院亦不時引用休曼法案，處罰以客觀上毫無根據之訴訟進行方

式，而行使主張無效的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120，可見聯邦各級法院以及主

管公平交易相關單位之通常處理原則是，將公平交易法作為輔助監督智

115  See R.DREYFUSS & R. KW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74-142, 363-411, 

634-663 (Foundation Press, Inc., 1996). 
116  15 U.S.C. §45(a) (1994). 
117  See supra note 112 at 32. 
118  812 F.2d 1381, 1384-85(Fed. Cir. 1987). 
119  See supra note 114 at 684-85. 
120  See Professional Real Estate Investors, Inc. 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 Inc., 113 S. 

Ct. 1920, 1928 (1993)(copyrights); Handgards, Inc. v. Ethicon, Inc., 743 F.2d 1282, 1289 

(9th Cir. 1984), cert. denied, 469 U.S. 1190 (1985)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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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財產權行使之正當性，而非補充其權利保護範圍之不足。 

 

2.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第五條適用在新式樣討論 

美國公權力執行公平交易相關法律的責任，大部份是落在法務部

反托拉斯處（Antitrust Division）和聯邦交易委員會之執掌中。就法

源技術性而言，只有法務部有權執行休曼法案，但是長久以來，聯邦交

易委員會皆以其委員會法第五條為法源依據處理不公平競爭之方法，而

法院也將第五條之權限擴充解釋到可以涵蓋所有休曼法案之行為，非但

如此，甚至可以涵蓋休曼法案所未規範之不公平競爭方法 121。困難的

是，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本身並未對不公平競爭方法作出法律定義，因

此，判例見解所作出之解釋內容更形重要。在 FTC v. Sperry & 

Hutchinson Co.122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聯邦交易委員會有權定義不

公平競爭手段，並進而禁止之，即便涉案之行為並未直接違反反托拉斯

法之文字或精神，委員會之解釋權與處分權仍然存在 123。後來最高法院

在 FTC v. Indiana Fed’n of Dentists124案中進一步解釋，在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下之〝不公平〞的標準是相當難解而困惑的，但其必要涵義

不單是涵蓋違反休曼法案及其他反托拉斯法之各種行為，同時也應包含

委員會基於其他理由所認定違反公共政策之各樣競爭方法 125。在另一方

面，聯邦法院也不認為聯邦交易委員會有權無限制地擴張解釋不公平競

121  FTC v. Cement Institute, 333 U.S. 683,694, 68 S.Ct. 793,800 (1948). 
122  405 U.S. 233 (1972).  
123  Id. at 239. 
124  476 U.S. 447 (1986). 
125  Id. at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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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方法，在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126案中，法院推翻

了委員會對 Dupont公司的處分決定。在結論中，法院說明在以第五條

對一個寡佔產業的事業行為貼上〝不公平〞標籤之前，至少要先找到一

些壓制性的戳記（indicia of oppressiveness），此種戳記之存在，便

在於例如：（１）證據顯示被告生產者有反競爭之意圖或目的，或者（２）

對於涉案之事業行為欠缺一項獨立正當之商業理由 127。 

在美國，至少有兩種法律見解認為聯邦交易委員會可以合宜地引

用第五條之解釋權，超越美國反托拉斯法律體系下之實質架構，以便處

理不同的不公平競爭的行為，或許此種見解之揚昇可為美國日後接受德

國奴隸性抄襲 128的概念時，可據以處理未受保護新式樣之不公平競爭問

題。當然，聯邦交易法第五條之重點，斷不能解讀為補充智慧財產權之

完整，而是針對類似奴隸性抄襲之競爭行為的不正當性提出防制。第一

項見解認為美國公平交易相關法規之實質主要考量是在競爭問題上，如

果在歷史經驗裡，公平交易法下之判例法對於美國商業社會之競爭意義

的認定是正確的，則聯邦交易委員會便不能獨自脫離判例法拘束解釋意

見之窠臼，將第五條擴充適用到新觀念的競爭行為上 129。事實上，此一

見解之主要目的，是希望整體聯邦公平交易法相關法規之調和作用，應

該著重在反競爭交易行為之審查，而非著墨於不公平行為之探討，但是

美國過去曾在 FTC v. Brown Shoe Co.130案件判定無害於競爭之搭售行

126  729 F.2d 128 (2d Cir. 1984). 
127  Id. at 139-140. 
128  見下文注釋 154 之本文部份。 
129  Se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F. Baxter,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Antitrust Division, 

51 ANTITRUST L.J. 23 (1982). 
130  384 U.S. 316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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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合法，也在 Atlantic Refining Co. v. FTC131案中處罰不具損害競

爭性質之獨家交易契約的安排，在在可以證明美國最高法院對於委員會

法第五條之不公平意義的解釋，不是限縮在反競爭之交易行為範疇裡，

也同時具有處罰違反商業倫理之不公平交易行為。 

另一項見解，為學者 H. Hovenkamp所提出，渠以為聯邦交易委員

會法之作用應限制在指認那些在經濟上反競爭之行為與措施，如此一

來，便可以與聯邦交易委員會成立之目的全然相符 132。該見解之根據為

聯邦交易委員會是一個規範管理機構，其比法院在公平交易議題上更為

專業，並且不必受制於嚴格之訴訟程序與證據法則 133。此外，在大部份

的案例裡，它所提供的基本救濟僅止於「停止和終止」（cease and 

desist）命令而已，並且其所做出之違反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的處分書

中，如果沒有同時認定涉案行為違反休曼法或克萊登法 134（Clayton Act）

時，則日後私人亦不能據以提起請求三倍損害賠償之訴訟。職是之故，

Hovenkamp認為將聯邦交易委員會法適用到沒有違反其他反托拉斯法之

不公平競爭行為，在學理上有其正當性，特別是應用在下列情形發生

時：（１）技術用語上無法涵蓋在反托拉斯法中之近似反競爭（seems 

anticompetitive）的不公平交易行為；以及（２）禁止該項錯誤行為

之社會成本相當低的條件下 135。 

131  381 U.S. 357 (1965). 
132  聯邦交易委員會成立於 1914 年威爾森總統執政時期，其組成目的是為執行所有

實質上意義之反托拉斯法，See M. Sklar, The Corporat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890-1916 at 328-332 (1988). 
133  See H. HOVERNKAMP, FEDERAL ANTITRUST POLICY THE LAW OF COMPETITION AND 

ITS PRACTICE, 536-38 (West ed. 1994). 
134  15 U.S.C. §§12-27 (1994) 
135  See H. HOVERNKAMP, supra note 133 at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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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從未有過任何判例，以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處分新

式樣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述解釋之思潮未必不會在其商業社會對於新

式樣概念的認知價值演變後發揮作用，藉諸保障未受智慧財產權保護之

新式樣的競爭利益。 

智慧財產權法與反托拉斯法共同的立法目的就是提倡創新以及增

進消費者福利，美國聯邦法院在 Atari Games Corp. v. Nintendo of 

America, Inc.136案中指出，乍看之下，專利法與反托拉斯法之目標與

目的並不相一致，但是兩法律體系實際上是彼此互補的，其共同意欲鼓

勵更新、刺激產業發展與加強競爭之目標是為相同 137。很明顯地，智慧

財產權法律以建立可行使之財產權的方式，提供了發明者製造新興有用

的產品、製程，致力於商品認同以及從事原始文義創作之工作誘因，使

得科技傳遞、技術更新和商業化過程加速成長。果真法律不提供智慧財

產權保護之時，仿冒者可以迅速地免費奪取創新者以及投資者之努力成

果。快速之仿冒會降低創新商業之價值，同時侵蝕投資之誘因，終究使

消費者受損。公平交易法之立法目的之一，既然也是提倡事業經營手法

更新，並且以禁止特定類型之事業活動規定保護消費者福祉，從而根據

前述判例之見解，或有可能將來聯邦機構及法院，可以引用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五條當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概念，處理未受保護之新式樣在商

業競爭活動上所產生之問題，進而藉由原始目的為保護消費者免於可造

成競爭事業利益損害之詐害性交易手段的不公平競爭方法條款，開創一

條對於小型事業提供間接性保護的新道路 138。 

136  897 F.2d 1572. 1576 (Fed. Cir. 1990). 
137  Id.  
138  在不與聯邦法律衝突的前題下，美國許多州已立法處理特定態樣的不公平競爭問

題，但遺憾的是，各州亦僅就傳統習慣法中之騙賣行為之類型予以法典化規範而已，

並未處理未受保護之新式樣問題及奴隸性抄襲問題。See, e.g., Uniform Deceptiv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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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如前所述，美國習慣法有關不公平競爭之法律，主要的理論基礎

是侵權行為，其涵蓋範圍包括所有可導致對於事業造成損害之欺矇或不

正當商業活動。質言之，不公平競爭法律的著眼，可剖析為兩層意義，

第一，不公平競爭的用語在傳統意義上，僅指故意混淆消費者有關商品

來源之侵權行為態樣；在其它的類型化範疇，不公平交易手段（unfair 

trade practices）則包括一切的不公平競爭的態樣。基於此一文義的

概念探討，不公平競爭在限縮解釋上，並不涉及壟斷及反托拉斯立法之

相關經濟侵害 139。 

何種事實構成不公平行為，必須根據個別商業活動的屬性和內容

加以檢測，由於個案事實的關聯與結構都可能造成認定上的差異，因

此，不公平競爭的概念在美國法中，只可以以類型化的違法商業行為態

樣加以歸納，得到其法律意義，而無法以抽象條文解釋研究其是否有公

平法之適用問題。職是之故，相通於我國之不公平競爭概念，在美國典

型的案件是指商標侵害問題 140，在另一層意義上，美國曾經因為商標法

及著作權法的法典適用性之不足，而以習慣法之私取理論（doctrine of 

misappropriation）平衡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所無法保護的無體財產，

但這也是因為特定之事實內容亦涉及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

新聞自由所衍生出來的商業價值問題。在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Practices Act and Revised Uniform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Act,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ABA1966).  
139  See generally. ALI,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 (Tentative Draft 

1993). 
140  J. Thomas McCarthy,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West Group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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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ssociated Press141案中，INS被法院禁止從 AP的公佈欄以及其早

刊之會員新聞中抄襲新聞編輯販賣，法院認為 INS必須停止從事前述行

為直到所有 AP的會員對於自己所獲得之一手新聞資料之「商業價值」

已經全然消逝為止。法院認為利用別人的經驗、技術、勞力及花費，而

轉移他人之財產利益之實質部分到自己公司是不公平競爭。其實法院根

據私取理論處理是類案件，是因為 INS這一類的行為人習慣性的拿走別

人的新聞資源，卻無法給予相當的回饋，故而應予以譴責 142。在解釋上，

造成前述判決結果的法理是衡平理論（equitable theory）的考量，在

財產法的概念上，正當付費的人應該擁有財產使用的利益。但是，對於

事業投資於有流行季節或是短期時尚的一些設計產品之活動，實在無人

能夠回答那些事物是過於流動（fugitive）或是稍縱即逝（evanescent）

性質而不能成為財產權的主體。當衡平法院面臨不公平競爭的問題時，

法院的立場是站在如果苦主原本花上實質的代價可以獲得相當的利

潤，而競爭者卻能夠在欠缺智慧財產權法的保護體系下，引取別人的工

作成果獲致自己的利潤，使他人相對受到損害，這時候，美國法院認為

此種工作成果已具備一切法律意義下的財產性質，可以將私取理論適用

在不公平競爭行為上，否則有違法律良知。 

有關美國習慣法適用在有關新式樣之不公平競爭問題，美國聯邦

最高法院在後來的兩個案件中，對於前述 INS案件的法理做出限定解釋

的結論。在 Sears, Roebuck & Co. v. Stiffel 143和 Compco Corp. v. 

Day-Brite Lighting, Inc.144, 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下級法院認定抄襲他

141  248 U.S. 215 (1918). 
142  See Baird, Common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50 U.Chi.L.Rev. 411 (1983). 
143  376 U.S. 225 (1964).  
144  376 U.S. 234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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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具專利權保護之燈飾設計之行為是不公平競爭之判決。主要意見之

執筆法官 Black，首先對於聯邦智慧財產權法律是否排除州法律中之不

公平競爭法的問題做出解釋，其認為如果允許一個州可以使用自己的不

公平競爭法，來防止抄襲他人未具專利保護之物件設計的話，則等於是

允許該州可以立法將公眾排除在外，因為在創造上過於輕微之設計是無

法晉陞於專利權之行列，依法必須落入公共使用之範疇（public 

domain），大眾可以自由抄襲而不會引起法律責任 145。此外，允許州法

律補充適用聯邦法律的結果，會導致一方面聯邦法律對特定的智慧財產

權提供一定期間的保護，而另一方面，州卻可以引用習慣法和州法，將

聯邦憲法標準所不承認的設計物件擴充其保護期間為永久性，實有違智

慧財產權具有保護期限之法理，如此一來，聯邦智慧財產權之制度將為

州法律所過度侵蝕 146。在本案的另一項較廣的附帶意見中，Black法官

對此類案件之最後解釋，言明當一項物件無法受到聯邦專利法，商標

法，或是著作權法保護時，州法律不可以禁止他人抄襲該作品。 

儘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Sears案件明確表示，聯邦智慧財產權

法律排除州法有關不公平競爭適用性的見解，然而在實務上，各州依據

競爭行為之特性仍然未曾放棄使用私取理論打擊在商業倫理上具備非

難性之競爭手段 147。有學者亦認為州立法或是習慣法的私取理論，在不

公平競爭規範之架構中，在一定的限制文義內仍有其適用之必要性。尤

其當法院拒絕對原創者提供保護，在又無智慧財產權法可茲引用的情況

下，競爭者可以藉此漏洞摧毀他人具有商業價值之商品設計或服務 148。

145  Id. at 239. 
146  Id.  
147  See Bond Buyer v. Dealers Digest Pub. Co., 25 App.Div.2d 158, 267 N.Y.S.2d 944 

(1966); Grove Press, Inc. v. Collectors’ Publication, Inc., 264 F.Supp. 603 (C.D.Cal. 1967). 
148  Rahl, The Right to “Appropriate” Trade Values, 23 Ohio St.L.J. 56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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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Rahl認為，前述情形是法院必須面臨的，在商業競爭開始階段的

取用和抄襲，會使一個原告將其產品或服務帶進市場的機會受挫。就如

同新聞消息一樣，只要新聞還是熱的，允許競爭者未經授權使用他人之

故事，而不給予某種消息釋放權之保護，則將有可能摧毀新聞業者盡快

收集消息與散布新聞內容之商業誘因 149。Rahl建議深具脆弱性之形式

價值是需要借助司法之幫助方得進入市場從事競爭行為，若非如此，則

因其脆弱性之被侵害可能性將使其商業競爭之理想無法圓夢 150。 

美國歷年來各級法院有鑑於時代之需求及社會競爭環境之改變，

以擴張目的之方法引用蘭姆法案§４３（a）保護原來條文文字中並不存

在之商品外觀，進而到產品設計上 151。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解釋是，既

然人類可能使用一個符號或一項設計在所有的事物上以便傳達各種意

義，所以在解釋蘭姆法案中關於商標客體之法條文義時便不應該是範圍

限縮的 152。故此，國會在一九九九年年底修正蘭姆法案，增加了§４３

（a）（3），明文訂定，根據本法未向當局註冊登記之商品外觀，可以提

起商品外觀侵害之訴 153。由此可以證明，在美國不論是立法機構或是司

法機構，在其理念上都未曾認為聯邦公平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可以作為處

理未受保護之新式樣仿冒問題之法源依據。屏除公平交易法而單純考量

智慧財產權法之立法目的以求保護一項產品之式樣及設計外觀，是美國

當代法律一致的處理態度。只要一項產品的式樣或是外觀不以功能性為

149  Id. 
150  Id.原文為: ”with values so fragile that they otherwise cannot make it.” at 67. 
151 See, e.g., Ashley Furniture Industries, Inc. v. Sangiacomo N.A., Ltd., 187 F.3d 363 

(CA4 1999)(寑具);Knitwaves, Inc. v. Lollytogs, Ltd., 71 F3d 996 (CA2 1995)(毛衣);Stuart 

Hall Co., Inc. v. Ampad Corp., 51 F.3d 780 (CA8 1995)(筆記本). 
152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Co., 514 U.S. 159, 162 (1995). 
153 15 U.S.C.A.§1125(a)(3) (Oct. 1999 Su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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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其可藉由次要意義的取得，得到商標法的保護，同時競爭者也可

以經由改變原創者之產品外觀之設計，利用原來的發明從事競爭。如此

一來，就美國智慧財產權法律可提供之保護而言，無關專利問題之各類

產品式樣，可以藉由蘭姆法案§４３（a）快速得到保護。而涉及專利權

之設計或式樣，在其保護期間屆滿後，發明者仍可以以該式樣另具指認

商品來源之意義，額外收割商譽的果實，相對的競爭者依舊可以自由變

換式樣，使用該原專利和發明方法從事競爭，消費者對於商品的肯定亦

不再有混淆之虞，令人不免佩服美國法院造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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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法上關於奴隸性抄襲的討論 

（一）「奴隸性抄襲」的概念 

德國競爭法上所謂的「奴隸性抄襲」（sklavische Nachahmung）

是指，以直接接收或是以模仿形式間接抄襲他人工作成果的行為。 

所謂「直接接收」(unmittelbare Übernahme)，就是指直接利用

或使用他人的工作成果，絲毫並沒有加入自己的心力與工作成果，例

如，翻製不受保護的攝影作品或表格形式；或甚至藉助掃瞄器材，將他

人的造型式樣直接據為己用。 

至於「模仿式的抄襲」(nachschaffende Übernahme)則是指，僅

以他人的造型作品為範本，然後再做不同程度的抄襲。 

事實上，這種區分方式是根據德國司法實務判決的結果而來。在

「直接使用」他人工作成果的情形大多被認為是違反競爭秩序的行為，

相反的，對於「模仿式的抄襲」行為，通常還必須具備其他特別的條件

予以佐證，才比較可能被宣告違反公平競爭秩序 154。儘管如此，這兩者

之間的差異依然存在，因為至少在模仿式的抄襲方面，原告在舉證上就

會比直接使用他人工作成果的情形來得困難的多。 

就本質而言，「奴隸性抄襲」所涉及的是一項對智慧財產權所提供

154  例如在完全一模一樣的仿製，則法院通常只要求必須具備最基本的「競爭法上的

特徵」即足(“Modeschmuck”, BGH GRUR 1979, 119f.)，但如果只是大部分相似的情

形，則法院除了要求必須具備最基本的競爭法上的特徵之外，還必須有明顯造成混淆

的危險或其他情況，才會進一步加以處理(“Beschlagprogramm”, BGH GRUR 1986, 

S.675); Vgl. auch Riemer/v. Gamm, Wettbewerbsrecht Komm., 4. Aufl., S.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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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法上的補充保護。但是競爭法所提供的保護和智慧財產權所提供

的創作成果的保護是無關的，競爭法所提供的保護，並沒有要創設一個

獨立的排他專屬權的意思，只是由於競爭法提供保護的反射結果，間接

地使原創作者取得排他的對抗權而已。所以競爭法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雖具有一定程度的補充作用，但是這個具有補充功能的競爭法，主要是

針對如何防止違反公序良俗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在保護作品本身。如果

一項他人創作被其他競爭者拿來使用，那麼競爭法的判斷重點在考慮它

的種類和使用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去區分，是否為正當的或不正當的使

用。此外，競爭法所提供的也不當然是永遠的保護，必須事業持續地滿

足競爭法的保護要件，才有適用法律的可能。     

不過有時候德國法院實務上在對一些重要的基本問題上，也經常

有不同的考慮標準。例如，對於完全利用他人工作成果的抄襲，多會做

出違法判決；但如果是涉及基本技術範疇的仿製，法院就完全不採納這

種補充性的公平競爭保護 155。另外還有一些判決認為，必須還要具備其

他不正競爭的特別情事下，才有提供競爭法補充保護的必要；此一見解

最後並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 156。 

所以目前在德國學說上討論最多的就是：究竟在什麼情況下，才

是屬於競爭法所要處理的特別情形。 

 

155  Z.B. “Huthaken”, RGZ 120, 94,97f. 
156  “Merkmalklötze“, BGH GRUR 1976, 4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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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關係 

  1.「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之獨立 

要釐清奴隸性抄襲與新式樣保護間的關係之前，得先分別瞭解智

慧財產權法與不公平競爭法間不同的規範意義與保護目的。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目的方面，主要是希望可以在兼顧公眾利益與

其他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對創作者的工作成果（不論是在科技的、精神

智慧的、美學的或商標法等範疇）提供一種完全不受干擾地使用其作品

的環境。從此一基本觀念轉換成法律制度的作法就是，一方面賦予發明

家、著作人或其他工作成果的權利人專屬排他的智慧財產權；但另一方

面，為了顧及公眾利益與其他競爭對手，此一專屬權的保護又必須在空

間上、時間上與性質上有所限制。因此如果超出此一保護條件的限制，

就不再受智慧財產權法律的拘束，此時利用他人作品的行為也不會被評

價為違法行為。 

但是競爭法的規範目的，是希望阻止任何不當競爭手段的發生。

所以它所關心的對象是行為人在從事競爭時所採用的手段與方式，包括

競爭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在內。而這點也正是衡量是否成立「奴隸性抄襲」

的關鍵；換句話說，「奴隸性抄襲」的保護重點不在作品本身，而在競

爭的行為方式，也就是在什麼情形下，這一類的競爭行為將違反公平競

爭秩序。唯一的例外是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 157對於事業名稱的

157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商業名稱之保護」第一、二項規定如下：「I. 在

商業活動中，所使用之公司或事業名稱、商號或特有稱呼、或其印刷字樣等，若與他

事業之名稱、商號或特有稱呼，已達到足以造成混淆的程度時，則被侵權人可以提出

不作為之請求。II. 若利用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濫用行為將造成混淆的情況下，被侵

權人還得提出損害賠償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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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但嚴格說來，本條在性質上較不具競爭法規之性質，而僅是一種

無體財產權的保護範疇，立法者只不過基於特別的目地性考慮，而將本

條置於不正競爭法規範中而已 158；但是在 1995年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

修法之後，本條規定已被刪除。 

 

  2.「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的關連 

雖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競爭法的保護，在本質上與保護目的上

均有差別，但兩者間也並不是沒有關連的。例如在仿冒他人工作成果的

情況下（這裡也包括仿冒不受智慧財產權法保護的工作成果在內），競

爭法的基本原則當然有所適用，但由於立法者在規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時候，也已經針對這類情形有所評價，所以在適用競爭法的同時，當然

也要一併考慮立法者在智慧財產權法方面所做的利益衡量。 

在實務判決上我們經常可以發現，有些工作成果不僅被排除在智

慧財產權的保護範圍之外，並且也無法透過其他的法律規範加以保

護 159；或者有些未能滿足智慧財產權保護要件的造型或設計，還必須具

有其他的特別情況，例如被以不公平方法剝削其工作成果等等，才有可

能對之提供競爭法上的補充保護。此外，如學者 Hubmann160亦強調兩者

之間的關連性，並且認為，針對不正競爭法 § 1為利益衡量時，原則

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法益，-縱使不必成為決定的關鍵-，也都應該一併

加以考慮。總而言之，這裡有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競爭法上的保護不能

變成取代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的替代品。 

158  參閱 V. Gamm, a.a.O. GRUR 1978, S. 454. 
159  “Hummelfiguren I”, BGH 1952, 516ff. 
160  Hubmann, GRUR 1975, 23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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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此一見解也符合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問題所持的基本

態度。 

 

（三）「抄襲自由」與「工作成果的保護」-- 利

益的衝突與協調 

1. 「抄襲自由」原則 

在競爭法的領域中，利用別人工作成果的行為，是無時無刻不在

發生中的，對於這種不需要付費就隨便的 把別人的工作成果據為己有

的行為，是否合法？以及合法的界限或標準究竟如何？一直是競爭法上

的重大難題。 

關於抄襲自由（Nachahungsfreiheit）主要是源自於自由競爭之

基本原則，包括同類產品間的競爭在內，透過這種自由仿冒之權利，才

可以在產品不斷發展精進之同時也可以確保自由競爭之繼續存在，否則

只要有一點點小小工作成果就予以保障的話，其結果將逐漸導致市場壟

斷僵化的負面結果。所以說抄襲自由有時也是競爭過程中必不可缺之部

份。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工作成果之保障也顯得至為重要，對投資

者而言他們當然有權期待工作成果免於被榨取並請求受保護之正當權

利，而這也是競爭法之規範功能之一，就某種程度而言，提供工作成果

之保障也是為了促進整體經濟發展之利益而設，因為如果這些產品在銷

售時可免於被抄襲或模仿之競爭，則當然有助於任何改良或創新產品之

投資意願，最終並達到促進整體經濟發展或提升工作成果之水準與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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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要的是，如何透過立法與法院實務運作所逐漸形成之競爭

秩序是必須盡量去平衡這兩股互相對抗的力量，「使工作成果之保護與

抄襲自由」間得以調和。 

這其中智慧財產權所提供的法律保護 161，就是解決此一矛盾衝突

的重要制度性規範，例如科技類之產品，只要滿足保護要件，即可提供

一定期限之發明或新式樣專利，而如果是屬於產品之形狀、設計或式樣

等，則除可以取得著作權之保護外，也可能取得新式樣的獨占保護。所

以，對任何競爭者而言，都必須非常注意抄襲或仿冒他人工作成果之界

限。 

另一方面，此一矛盾衝突之解決除了智慧財產權的特別法律保護

之外，競爭法規也分擔部份之任務。特別是，當做為特別法之智慧財產

權領域，已經無法決定合法抄襲或仿製他人成果之界限究竟如何時，則

往往必須透過實務之運作，去援引競爭法之基本原則為判斷。事實上，

競爭法在解決此一矛盾衝突時，是非常有利之工具，特別是不公平競爭

之概括條款（如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但由於其規定內涵具有開放

及抽象之特徵，因此往往無法拿來座位解決此一緊張關係的有效判斷標

準。 

從保障投資之立場，剝削他人工作成果以及阻礙競爭等行為，是

屬於不公平競爭；但是對其他競爭者而言，也可以從主流之自由競爭觀

點去強調，抄襲或模仿是符合競爭之本質，並且是屬於自己合法競爭之

機會。雖然，這些論點的確都是屬於這兩個不同領域間之有效法則，但

是在具體個案中，應當由誰獲得此一市場機會，則往往依所涉及之利益

161 商品之保護，雖然也被歸在智財法保護體系下之一環，但此智財法係指有真正精

神作用之發明或創作而言，暫不包括商標法之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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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有不同之評價分析。在德國法院實務上，在面對抄襲之爭議時，

究竟應認為是符合競爭或違反競爭行為，通常都是依個案所涉及的各種

具體情況而為利益衡量，並逐漸累積發展成各種指導原則。例如在勞力

士金錶案中，雖然其新式樣保護期間已經屆滿，但法院仍依具體個案而

給予競爭法上的保護，即其是例 162。 

 

2.「原則 - 例外」的運作模式 

依長期以來的德國實務態度，以及通說見解，的確都認為：【在抄

襲或仿製他人產品時，若該產品若未取得特別法律（即智慧財產權法）

之保護，則屬於得自由模仿的空間。只在某些特別的情況下，該抄襲才

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競爭行為，而例外地被歸入§1UWG的不正競爭概括

條款中。】 

至於這種「原則—例外」（die Regel－Ausnahme－Systematik）

的處理方式，主要是出於兩種基本之思考： 

首先，是從法律體系的角度出發，智慧財產等特別法之保護，一

直被認為是工作成果之保護邊界，若超出此一範圍，即屬於自由利用的

領域。 

其次，則是從公平競爭之功能性角度出發，認為在競爭法之領域

只懲罰不公平之競爭手段而已，並未由排他專屬權利所取代。因此，競

爭法對抄襲所提供之補充保護不能被當做是一種對工作成果之保護，而

只是一種對行為手段的評價，亦即只考慮該利用他人成果手段與方式是

否公平。換句話說，競爭法所要禁止的並不是『是否』有抄襲之事實，

162 “Chibo／Rolex〞, BGH GRUR 1985, 876ff.＝NJW 1986,381；Tchibo／RolexII, BGH 

NJW 1992, 275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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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如何』（wie）的抄襲，因此其所關心的是，伴隨抄襲而來的違反

競爭之情況。163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歸結出的一個判斷標準是：抄襲行

為原則上是被允許的，只在例外有違反善良風俗的不公情事才會禁止。 

此一 「原則—例外」的觀念，是德國帝國法院時期發展出來之觀

念，早期之法院實務並大量廣泛禁止抄襲仿冒行為，認為這些奴隸性抄

襲是剝奪以及寄生他人工作成果之行為，故當然違反公平競爭秩序。但

此一理論當然也會遭受到廣泛之批評，主要的理由是認為這些判決完全

無視於立法者『允許自由仿冒並以智慧財產權作為合法與否的認定界

限』的決定，並且在實際上將第一條不正競爭法的概括條款推向成為第

二個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保護。164。 

之後，在經過不斷檢討與調整之後，才終於確立了：「從事營業競

爭者，必須忍受在智財法之保護範圍外之抄襲及模仿競爭，只有在抄襲

模仿過程中有特別應加以非難之特別情事，才得加以禁止。」 

 

3. 理論與實務之落差 

觀察德國學界之通說，並比較其實務之運作後，可以很清楚的發

現，「原則—例外」的處理模式雖然是主流之意見，但在面臨「仿冒自

由競爭」與「工作成果之保護」具體衝突之個案上時，此一標準還是無

法提供一個系統而無矛盾之解決方法。這個「原則—例外」的處理模式

之所以無法理想解決這兩互相對立之規範力量，最主要是因為在這裡必

須去平衡的兩股利益，是屬於各自獨立之兩個層次，所以無從解決起。 

163 Laube, Wettbewerbsrechtliche Schutz gegen Nachahmung und Nachbildung 

gewerblicher Erzeugnisse, ZHR 156(1992), S.485.  
164 參閱 Laube,a.a.O., S.486, Fn.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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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條式的「原則—例外」基本原則，是把公平法自由競爭之

原則當作是絕對的競爭秩序，並且堅持一定要透客觀法律的規定才能對

工作成果提供保護，所以任何有關限制抄襲自由的措施，大概都不是自

由競爭政策所能忍受認為，但如此一來，又很容易會和其他有關之工作

成果權之保護，失去了必要之協調，因為一定要透過客觀法律的規範才

能對工作成果提供保護，這是件是很難被期待的事。所以我們會發現，

法院實務的腳步並不那麼容易經常與法律保護的概念取得一致。 

而造成實務與理論有所落差的另一個主因，通常是因為法院實務

在具體化公平競爭行為的時候，往往欠缺有效之判斷標準，以做為合法

或違法仿冒行為之區別界限。如果依法院實務之標準來看，幾乎任何一

個產品之抄襲者，要不是被認為有造成營業來源混淆之危險，就是有剝

削產品之商譽，或者被認為是不公平之妨礙競爭行為。因為依法律之基

本原則，既然競爭法之概括條款是為了處理例外情形所做的保留，那麼

就應該堅持地將不公平之仿冒，排除在外。因此最後判決的結果究竟如

何，往往就取決於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到底是比較強調抄襲自由之基本

原則呢，還是比較從違反公平競爭之觀點出發。 

所以難怪有學者認為，幾乎每個個案都是在賭運氣 165。 

 

165 Laube,a.a.O., S.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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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國競爭法上關於「奴隸性抄襲」的態

度 

 1.並不以取得新式樣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為

前提 

競爭法上關於抄襲保護的問題，即通常所稱之為「奴隸性抄襲」

（sklavische Nachahmung）―經常被拿來做為處理新式樣及美術工藝

品保護等方面的問題。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處理這類奴隸性抄襲的原則是：如果某一產

品的造型設計被人模仿，但是現行的其他法律卻無法提供保護時，那麼

只要在模仿之外，還伴隨有其他的不公平競爭情勢時，則通常會被認為

是「剝削他人工作成果」的行為，屬於競爭秩序之違反。在這個問題上，

德國實務一罐的態度是，不論該產品是否仍在新式樣的保護期間內或已

經超過保護期間，都還是可以透過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 §1的概括規

定，提供補充的保護 166。因為就本質而言，不正競爭法所要保護的商品

特色，本來就不同於智慧財產權所要保護的發明或創作，不正競爭法的

主要目的是在禁止不正當的競爭行為，至於該被仿冒作品是否取得智慧

財產權法保護，並非重點 167。此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也強調：在認定

仿冒行為是否違反公平競爭義務時，並不一定需要先成立侵害新式樣的

保護為前提 168。原則上，只要原產品的造型或設計具有「競爭上的意義

或特徵」(wettbewerbliche Eigenart），則縱使該產品不能滿足新式樣

的保護要件，或新式樣保護期間已經屆滿，都仍然可以尋求不正競爭防

166 “Zündaufsatz ”, BGH GRUR 66, 97ff. 
167 V. Gamm, Die sklavische Nachahmung, GRUR 1978, S.456. 
168 “Oval-Puderdose”, BGH GRUR 1976, 100ff., WRP 1976, 37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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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法 §1的保護 169。 

在滿足「競爭上的意義或特徵」的前提下，目前在德國競爭法所

處理的奴隸性抄襲，主要包括幾個類型：   

   1.此一抄襲行為將造成營業來源的混淆； 

2.掠奪他人商譽的行為； 

    3.妨礙競爭的行為；以及 

4.其他還必須具備特別情況，始構成違法的仿冒行為。 

 

總而言之，判斷是否構成「奴隸性抄襲」的重要前提是：不論該

產品是否受到新式樣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也不論行為人的抄襲是

否觸犯這些特別法的保護規定，凡只要所借用的是別人具有競爭意義的

產品造型時，就可能會違反競爭法；特別是，如果經由這種借用或抄襲，

會在交易秩序上造成產品來源的誤導，而這種情形又是抄襲者被合理期

待，應由其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誤導者，則違法性更高 170。 

 

2. 「奴隸性抄襲」的保護客體 

奴隸性抄襲的保護客體(Schutzgegensatnd)，主要在保護造型

（Gestaltung），一般來講，這些造型通常都可以享有新式樣或著作權

法關於應用美術著作的保護。所以競爭法上的保護與智慧財產權法的保

護，經常有很大重疊的部分。 

169
“Büromöbel Programm”, BGH GRUR 82, 305-307；但也有學者表示不同意見 vgl. 

Tilmann,Der wettbewerbsrechtliche Schutz vor Nachahmungen, GRUR 1987, 865ff., 869. 
170 “Vitra Progamm”, BGH GRUR 84, 59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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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客體方面，競爭法上的成果保護也和智慧財產權保護採取

相同的原則，只針對具體表現的設計或造型而來，並不包含對抽象觀念

的保護，因此如風格、觀念等等，並不成為競爭法上的保護客體，例如

系列的玩具造型製造商，就玩具的使用目的、材料、風格、服飾的主題、

題材，或遊戲的概念（Spielidee）等等，因是屬於公共所有的部分，

所以不得據為私有。 

另外，作品所涉及的基礎技術部分（功能性外觀），因也是屬於公

共財的部分，所以也不在競爭法的保護範圍。 

關於奴隸性競爭的保護範圍，也經常被擴張到「決定造型的重要

特徵」（wesensbestimmende Merkmale）在內。就這點而言，也等於是

禁止以違反公平競爭的方式，去接收或借用他人的「造型上的特徵」

（Ausstaltungsmerkmalen）171。 

只是非常重要的是，當競爭法在介入或干預的時候，執法機關也

應該同時注意到，必須保留足夠的發展空間給其他的競爭者，以免因為

過度干預的結果，反而使得其他的競爭者完全沒有進入市場發展的機會

和能力。 

 

3. 奴隸性抄襲保護的重要前提-- 必須具備「競爭

上的意義或特徵」 

在判斷「奴隸性抄襲」問題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

原產品的所具備的特色有達到應該給予競爭法上保護的必要 。 換句話

說，競爭法所要禁止的仿冒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是該工作成果具有

171  Vgl. Eichmann/v. Falckenstein, Geschmacksmustergesetz Komm. 1992, Einf. Rdn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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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上的意義或特徵」（wettbewerbliche Eigenart），始足當之。因

此，必須該工作成果的整體造型或其個別的外觀特徵，在交易秩序上具

有提示「營業來源」（betriebliche Herkunft）或是具有「產品特色」

（Besonderheiten des Erzeugnisses）者，始有予以保護之必要；至

於保護的範圍，不僅及於整體造型的保護，也針對其中個別的特徵外觀

的保護。 

所謂的「產品特色」是指，在市場上，該特色可以做為辨識商品

來源的依據 172、或是可以做為與其他商品區別的特徵 173。但是對產品的

印象，倒是並不一定要和具有辨識來源作用的特徵互相結合不可。例

如，雖然只是產品包裝上的顏色和圖案，但由於其在本質上就具有表彰

來源的辨識功能，因此經常會與該產品的印象或概念緊密結合 174。但如

果保護的就是該產品造型本身時，則通常還必須特別審查，該造型是否

具有此等辨識功能(Hinweisfunktion)。 

  德國競爭法實務上對於禁止抄襲的保護，通常並不以產品具備新穎

性(Neuheit)或獨特性（Eigentümlichkeit）的要求為前提。換句話說，

「產品是否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以及「產品是否具備新式樣的保護要

件」，這二者間並不需要等同並論，是屬於各自獨立判斷 175。但就一般

實務來說，如果是屬於全新的造型外觀，則通常還是會比一些「已知」

的造型設計更具有辨識效果。 

172  “Buntstreifensatin I”, BGH GRUR 1962, 144ff. 
173  “Ovalpuderdose”, BGH WRP 1976, 372ff.  
174  Vgl. “Zündaufsatz”, BGH, GRUR 66, 97ff., 101; Köln, BGH GRUR 1983, 457; Gloy 

in FS für Oppenhoff, 1985, S. 95. 
175  “Ovalpuderdose”, BGH WRP 1976, 372ff.;“Vitra Progamm”, BGH GRUR 84,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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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果產品的造型設計可以滿足新式樣保護的要件時，雖然也可

以拿來做為該產品造型是具有「競爭上特徵」的間接證據：例如當某一

產品設計滿足新式樣保護的要件時，則只要該新式樣保護的創作部份具

有表彰產品或來源的特徵時，則通常該受保護的部份都會被評價為具備

「競爭上的特徵」。 

但是這兩者間仍有所差別：「競爭法保護」與「智慧財產權保護」

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前者並不是在強調其精神創作的程度如何。因此這

裏所稱的「競爭上的特徵」是指，該產品的式樣特徵，在市場上是否具

有表彰來源或商品品質的功能(至於商品是否在市場有效流通，並非此

處之必要條件)；此外，關於產品獨特性的認定，通常是發生在新式樣

登記提存的時點，但是產品是否具備「競爭上特徵」的認定，則通常是

始於侵權行為發生的時點 176。 

至於在認定產品式樣是否具備「競爭上的特徵」時，除非是非常

吸引人的造型，或是極為成功的工藝作品，否則至少必須該造型設計有

超過一般的平均水準，或是其式樣相對於其他的類似產品而言，是具有

特色的。由於產品的造型設計必須具有個別化的特色，才可能具備辨識

的功能，所以，如果只是以塑膠製品仿製被普遍認知的天使原木雕

像 177，或是取材自一般性符號或象徵來做為項鍊的墜飾 178，則都是屬於

不具競爭意義上的特徵。由此可見，在判斷產品式樣是否具有競爭法上

的意義時，也不是可以漫無止境地擴張認定標準的。但是產品的式樣是

否具有區別營業來源或產品特徵的功能，並不一定需要和創作高度有所

關連，這種辨識功能也可以是一種不具原創性的造型外觀，通常只要在

176  a.a.O., BGH WRP 1976, 372ff. 
177  “Spritzgussengel”, BGH GRUR 70, 245. 
178  “ Moderschmuck”, BGH GRUR 1979, 1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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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著名（Bekanntheit）即可。所以在判斷是否屬於應予禁止的奴

隸性抄襲行為，對於獨特性的考慮往往遠不及顯著性的考慮 179。     

另外，由於工作成果同樣也值得保護，因此所有心神上的花費與

勞力上的付出，有時也可以拿來做為提供競爭法保護的參考依據。    

最後可以歸納的說，雖然法院實務在判斷產品的造型設計是否具

備「競爭法上的特徵」這個不確定法律概念時，難免有寬嚴不同的判斷

標準。但至少都有一個相同的認識，那就是，這些被抄襲的商品都必須

具有一定競爭上的價值，否則就不會產生商品來源混淆、掠奪他人商譽

或阻礙競爭的情事了。 

  

4. 奴隸性抄襲的類型化工作 

a. 造成「營業來源混淆」 

（i） 關於營業來源混淆的認定 

在認定模仿的結果是否會造成營業來源的混淆(betriebliche 

Herkunftsverwechslung)時，最主要的判斷標準，還是得先確定原商品

的特徵是否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 

所以，如果在被指控抄襲的產品上找不到原商品的特徵時，便不

存在違法抄襲的問題。又如果沒有混淆的疑慮時，則通常也不會成立誤

導商品來源或剝削別人良好商譽等違反競爭秩序的行為。甚至德國實

179  Vgl. Eichmann/v. Falckenstein, a.a.O. Einf. Rdnr.11, “Zündaufsatz”, BGH, GRUR 
1966, 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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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180在某些情況下，雖然認為可能有些造成混淆的疑慮，但只要沒有更

進一步地以違反競爭秩序的方式取用別人的特色時，通常也會加以容

忍。 

早期德國實務的判決比較強調行為人的主觀意圖(subjektive 

Komponente)，認為只要欠缺此種主觀意圖，通常就不會被認為有“足

以造成商品來源混淆或因此所產生的詐騙商品來源的客觀危險“181。但

實務發展至今則認為，假設競爭者推出一件具有美學內涵的藝術製品，

並且獲得市場之熱烈回應。此時若該特殊的造型外觀也同時具有表彰來

源的功能或作用時，則任何模仿或借用行為都可能涉嫌依附他人作品，

違反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1之規定。又縱使考慮到商品造型的近似，

有可能是因為時尚風格或流行趨勢的因素所造成，因此必須保留一些創

作空間給這些市場競爭者來從事產品的競爭，但法院仍然堅持，不同商

品間的造型，仍應有所區隔才是（groesserer Abstand）182。除非，其

所利用的部分造型，是屬於競爭法上不許獨占的形式或外觀（例如，該

造型是屬於配合技術所必要），就此部分他方當事人自不得請求排除。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必須就有關的個別造型要素加以審查之外，

還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雖然檢查的結果顯示，所有相關的個別造型要素

都是為了配合技術所需的，但仍然應該進一步審查的是，縱使與被仿冒

商品採用完全相同的造型特徵，但如果還是有其他的科資替代的造型外

觀可供選擇的話，則仍有競爭法上的適用 183。 

180  BGH GRUR 1980, 238ff.; BGH GRUR 1983, 378ff. 
181  Vgl. “Rosenthal-Vase”, BGH GRUR 1958, 289ff.; “Buntstreifensatin”, BGH GRUR 

1962, 144ff.  
182  “Hummel III”, BGH GRUR 1970, 250, 253. 
183  “Rollhocker”, BGH GRUR 1981, 51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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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的情況下，判斷某一產品造型是否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以

及判斷某一產品是否享有新式樣保護時，由於都是針對同一造型設計而

為審查，所以在理論上來說，是否構成仿冒或抄襲的問題，不論是在競

爭法或是在新式樣保護法，所獲得的結論應無不同才是。但事實上，這

兩者間卻常有出入。這主要是因為，判斷產品間是否構成新式樣的抄襲

或仿冒時，最主要是以提出登記的造型產品進行整體的觀察比較；但是

在競爭法上判斷是否構成抄襲或仿冒時，則多以市場上流通的原版製品

作為認定的依據，因此只要是顧客依現行的商業或法律關係所能夠取得

的產品，即可被拿來作為認定的客體 184。另外，從競爭法的觀點而言，

如果只是在依附他人特徵的作品上為不同的標示或名稱、或只是使用不

同的包裝、或只是在產品外觀上載明製造廠商等等 185，都還算不上是已

經採取足夠的措施去避免混淆。 

另外還有一種造成來源混淆的危險，就是關於包裝造型的模仿 186。 

 

 (ii). 原產品與競爭產品間必須保持「足夠的

距離」 

經由上述說明可以發現， 只有當仿製品與原商品間沒有保持足夠

的距離（ausreichender Abatand）時，才會引起商品來源混淆的危險，

而被視為違反競爭秩序。因此，如果模仿者明知其行為有可能造成商品

184  “Rotaprint”, BGH GRUR 1963, 152ff.  
185  “Zuendaufsatz”, BGH GRUR 1966, 97ff.; WRP 82, 233f.; “Fahrradschutzbleche”,   

   BGH GRUR 1963, 328ff. 
186  Köln, BGH GRUR 1983, 457f.; WRP 1986, 30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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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的混淆，但卻未採取合理或可行的因應措施以避免或降低商品混淆

的危險時，則顯然違反不公平競爭規則。 

另外，如果只是直接取用他人工作成果的行為，雖然不見得一定

被視為違反競爭秩序，但如果涉及競爭秩序時，則其情節往往會比仿製

的情形更為嚴重。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用他人工作成果的行為往往就

被當成是一模一樣的抄襲看待 187。 

對一項藝術造型作品而言，縱使在設計的時候有所謂的時尚品味

或流行趨勢必須配合，但應該還是有足夠的創作空間可以讓它和競爭產

品間保持一定的距離。因此，我們實在很難對這些「直接取用他人工作

成果(unmittelbare Übernahme)」或「幾乎完全相同的抄襲行為(fast 

identische Nachahmung)」找出合理的藉口與說辭 188。因為只要還可以

期待有其他不同的造型空間的話，那麼對於這種大幅依附他人造型的抄

襲而言，就無法再以「該造型必須受限於現有的工藝科技」或「此等造

型是屬於配合時尚趨勢的設計」等理由，來解釋或主張其行為之自由

了 189。所以凡一項產品的造型設計與時尚趨勢差別愈大的時候，則其他

競爭者愈必須和他保持相當大的距離，以免涉及抄襲的嫌疑。 

另外，當我們在觀察某樣特徵是否為該商品的特色時，還必須特

別注意，該特色是否為現階段的流行時尚或者只是其他屬於市場上的普

通造型而已。如果結論是肯定的話，則該特色就不能為一家事業所獨

占，而也只有如此，才不至於對其他的競爭者產生過於嚴苛的認定。例

187  Fritze, GRUR 82, 522ff. 
188  “Buntstreifensatin II”, BGH GRUR 1969，292.; “Spritzgussengel”,  BGH GRUR   

   70, 245f.; WRP 1976, 371ff. 
189  “Büromöbelprogramm“, BGH GRUR 1982, 305ff.; “Rollhocker”, BGH GRUR  

    1981, 51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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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人造纖維的方式來仿製流行的真皮服飾時，由於重疊的部分是屬

於時髦的或流行時尚的元素，因此很難期待或是要求其他競爭者都必須

放棄這類型的相關造型 190。又如果某一商品是由數個造型要素連合而成

的話，則除了要考慮該商品之使用目的及其暢銷性之外，還必須檢視每

個個別的造型要素是否還有其他不同形式或式樣可以替代；換言之，也

就是必須檢視每個個別的造型是否屬於技術上所必須具備的結構要

素 191。由於不同的技術設計，不僅會對產品的整體美學觀感產生影響，

甚至還會影響產品的使用功能。因此經常會發生一種狀況就是，如果大

幅修正技術方面的設計，往往會抵觸原來的使用目的, 但小幅度修正的

結果又無法避免會產生來源混淆的危險 192。不過總而言之，如果一件產

品具有極強的競爭意義，並且也具有許多可以替代的造型要素時，則最

好還是與該產品保持相當的距離。 

至於是否可能期待競爭產品與原產品保持相當的距離，主要還是

從「該造型特徵(Gestaltungsmerkmale)很明顯地不是屬於非有不可的

要素」193做為出發點。在德國實務上，縱使允許採取別人相同的造型，

但仍然要求至少必須在顏色方面與原產品保持一定程度的距離 194。 

 

190  “Skai-Cubana”, BGH GRUR 1962, 315ff. 
191  “Rollhocker”, BGH GRUR 1981, 518f. 
192  “Notizklötze”, BGH GRUR 1979, 705f.; “Play-Family”, GRUR 1980, 235ff. 
193  “Rollhocker”, BGH GRUR 1981, S. 519. 
194  “Schlümpfe”,  BGH GRUR 1984, 52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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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掠奪他人商譽」 

以廣告 195或商品標示 196的方式來掠奪他人商譽的行為

(Rufausbeutung)，也可能造成仿冒，也是屬於不公平競爭規範形式之

一。 

如果要建立一套禁止掠奪他人商譽的規範，則被仿冒的產品必須

證明其產品的造型及包裝的確與眾不同，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而相對

的，其競爭對手則必須盡量證明，其與原產品間具有最起碼的不同之處

（即保持最低限度的距離）。 

為了促銷的目的，利用與原產品幾乎完全一致的外觀形式，來依

附一項聲譽良好之他人產品時，則此一抄襲行為當然觸犯公平競爭秩

序。例如一個價值數千馬克的典型高級手錶(ROLEX)，被人以外型特徵

相似的仿製品在坊間以４0馬克販售，此時雖然並無混淆的問題，並且

勞力士錶之新式樣保護已屆保護期間，但法院認為仿製者是以利用原產

品製造商所建立的商譽、形象，來利誘消費者低價購買仿製產品 197。又

借用高品質家具製品之名聲，實際上卻是在促銷次級的仿冒品家具，也

是違反公平競爭的行為 198。另外，若寢具製品的原製造商已經成功地改

變國內消費者的使用習慣，接受了使用粉彩色條紋的床單，但之後若有

其他的競爭者亦以幾乎完全一致的床單商品投入市場時，則此一行為亦

將違反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 §1之規定 199。 

195  “Rolls-Royce”, BGH GRUR 1983, 247f. 
196  “Dimple”, BGH GRUR 1985, 550ff. 
197  “Tschibo/Rolex”, BGH GRUR 1985, 878f. 
198  “Le Corbusier-Möbel”, BGH GRUR 1987, 903ff. 
199  “Buntstreifensatin”, BGH GRUR 1969, 292f. 

 74 

                                                 



這也就是說，在通常的情況下，其他競爭者不得以幾乎一樣或完

全一致的仿製品，去依附已成功開闢市場的先鋒產品。因此，凡只要是

屬於這類掠奪他人商譽的方式所從事的競爭，就是違反公平競爭的秩

序，至於此一行為是否會導致產品來源混淆的危險，則非關重點 200。 

又雖然這一類的依附行為大都發生在銷售業績良好的商品上，但

是在原產品市場反應良好的消息公開之後，對於才開始製造此類產品的

業者而言，並不見得就當然違法。畢竟在某種程度上，並無法禁止市場

競爭者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點進入市場。因此，如果製造商首次在市

場上推出新產品，則競爭者加以仿製的行為未必即違反競爭義務；甚至

在製造商已成功開發此一新產品，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有可能會產生混淆

危險的情況下，競爭者也未必不能進行模仿（Nachbildung）。通常在這

種情況下，仿製者所必須負擔的義務，就是必須盡量以不同的造型，例

如賦予不同之名稱、不同的包裝、或不同的廣告等等，來和原競爭產品

作一區隔 201。 

 

 c.「阻礙競爭」  

對競爭者造成負擔的「阻礙的行為」（Behinderung）也可能構成

非法仿冒的要件。關於這一點，不僅適用在檢視廣告行為上，也可以用

來檢視產品本身的造型或產品包裝上的造型。 

200  “Spritzgußengel”, BGH GRUR 1970, 244ff.; “Tschibo/Rolex”, BGH GRUR 1985, S.  

   878; “Le Corbusier-Möbel”, BGH GRUR 1987, S. 905. 
201  Vgl. “kettenkerze”, BGH GRUR 1970, 547ff.; “Fahrradschutzbleche”, BGH GRUR  

   1963, 32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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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位德國製造商在市場銷售其仿製於國外的某商品，但該外

國商品已經在德國之鄰近國家銷售，並且在近期內也會在德國銷售，則

此時即有「違反競爭的阻礙行為」存在。這裡所稱的阻礙係指，其仿製

行為將使得原產品製造商在德國地區的銷售增加了很大的行銷風險 202。 

仿製季節性時裝作品的行為，也是屬於競爭秩序的違反。因為當

競爭者在同一季中以完全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的之仿製品來與原商品

競爭的行為，已經涉及了阻礙原時裝作品創作者之成果收益，並藉此為

自己省下設計費用 203。另外，又如果一位市場競爭者從其競爭對手處仿

製了多款時裝式樣，特別是，如果其所抄襲的是最暢銷的式樣，或者是

對時裝款式最細節的部分都做鉅細靡遺抄襲的話，也將構成違反公平的

競爭。其不正當之處在於它是有計畫的、且屬於大量的抄襲 204。 

由於以上這類行為的問題是在於，其會阻礙開發原產品的競爭對

手，因此被歸類為阻礙競爭的行為，而不適用於造成商品來源混淆的行

為類型。但應注意的是，若是被仿製的原商品並無特色，換句話說，就

是其特徵不具競爭法上的意義時 205，或者是抄襲者並未採用原產品的新

的造型特色時 206，則該仿製行為並無違法。至於在檢查某項仿製是否構

成非法阻礙競爭的行為時，只要行為人對其行為環境有所認識即足，並

不需要去確認行為人是否存有阻礙競爭之意圖或有無損害競爭對手之

意圖 207。 

202  Fritze, GRUR 1982, 523ff.; “Ovalpuderdose”, BGH WRP 1976, 370ff. 
203  “Hemdblusekleid”, BGH GRUR 1984, 453ff. 
204  Vgl. Tilmann, Der wettbewerbsrechtliche Schutz von Nachahmungen, GRUR 1987,  

   865ff.; “Werbeplaene”, BGH GRUR 1987, 360f. 
205  “Modeschmuck”, BGH GRUR 1979, 119f. 
206  “Spritzengußengel”, BGH GRUR 1970, 244ff. 
207  BGH WRP 76, 371ff.; Tilmann, GRUR 1987, 86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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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其他構成仿冒的特殊情況 

在一般的情況下，要指控仿製行為違法，往往還必須針對一些特

別的情形(besondere Uumstände)提出證明。 

但是德國法院實務方面並不堅持，這些用來舉證違法仿製的特別

條件，一定要屬於主觀的範疇 208。 

此外，在判斷是否屬於可避免的商品來源混淆的危險方面，也不

需要另外提出其他的不當事項加以佐證。在一般的情況下，法院只要確

認，該仿製行為確實會造成商品來源的混淆，以及此一混淆的危險，原

本只要透過仿製者合理且可行的措施就可以加以避免的話，即為以

足 209。又既使在指控掠奪他人商譽或阻礙競爭的仿製行為上，法院通常

也並不要求必須另外提出其他舉證。 

所謂「其他的特別情形」包括有：例如以偏離自己原來主要的發

展方向而去抄襲別人作品，在明明有其他造型式樣可供選擇的情況下，

依然去採用別人作品的主要特色時，就可以做為加強證明構成不公平競

爭的條件 210。此處所稱的「偏離自己原來主要發展方向」的情形，並非

用來做為主要證據或論點，而只是具有加強補充論述的功能而已。畢

竟，縱使從不正競爭的觀點出發，還是任誰也不能規定，作者不得依時

尚風格去改變其研究發展方向；再者，面對新競爭者的挑戰，原市場老

208  “Beschlagprogramm”, BGH GRUR 1986, 673ff. 
209  “Vitra Programm”, BGH GRUR 1984, 597; “Rollhocker”,  BGH GRUR 1981, 517ff. 
210  “Büromöbelprogramm”, BGH GRUR 1982, 305ff.; 類似的判決還有“Hummel I”, 

BGH GRUR 52, 51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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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不能被置於較不利的競爭地位 211。假設在市場上享有專屬販賣權的

大批發商唆使一製造商替他製造幾乎相同但卻較為便宜的產品，則此一

行為亦屬於不公平競爭的手段；並且如果製造商對此情況也有認識的

話，則即使該仿冒行為只涉及有限度之市場，也是違反德國不正競爭防

止法 §1之行為 212。又例如，單只是以仿製品比原件產品更價廉物美這

件事，並不當然可以做為不公平競爭的認定標準 213；但如果是以外觀上

不亦察覺之低劣品質來仿製他人美學造型的作品，而該式樣造型又具有

來源特徵的性質時，則該等仿冒就會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214。此外，以一

具有競爭上意義的產品做為授權契約談判的樣品，並且該產品有助於領

先其他競爭者，若最終授權契約的談判破裂時，談判對手仍不得私自仿

製或拷貝該產品式樣；又或者一位代工製造商，若私自將受委製之產品

式樣據為己用，也是一種違反契約的行為 215。換言之，針對一件委製的

產品，受委製之他方即不得為不利於原作者之使用。 

 

（五）關於「保護期限」的問題 

正由於競爭法上禁止奴隸性仿冒並沒有保護期間的限制，因此實

務上對於利用他人工作成果的情形，通常還必須伴隨其他不正競爭的行

為時，才會宣布違法。 

211  Eichmann/v. Falckenstein, Geschmacksmustergesetz Kommentar, Einf. Rdnr. 29.  
212  “Deutschlandecke”, BGH GRUR 58, 351ff., 354.  
213  Vgl. “Apfelmadonna”, BGH GRUR 1966, 503ff.; “Spritzengußengel”, BGH GRUR 

1970, S. 244. 
214  “Zündaufsatz”, BGH GRUR 1967, 97ff.  
215  “Brombeer-Muster”, BGH GRUR 1983, 377ff.; “Mantelmodell”, BGH GRUR 1985, 

44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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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抄襲時裝式樣方面，法院通常肯定該設計具有最低限度

的競爭法上意義，但在另一方面則是以時間來限制或調整其對時裝款式

的保護 216。但是學者認為，服裝業的設計本來就因為具有季節性而享有

較短的新式樣保護週期，若再以時效性來限制其在競爭法上的保護，未

免不夠公平 217。因為雖然流行服飾設計的生命週期較短，但只要在流行

的當季，並且只要其整體美學的造型高於一般平均設計水準者，不論是

屬於布料的設計、襯衫、兒童服飾、針織衫、或毛衣、T恤等的設計，

都應該可以禁止別人加以仿冒 218。至於這類商品的式樣或設計是否具備

競爭法上的保護價值，主要是從是否「已知（Vorbekanntes）」來判斷，

亦即，如果該商品是屬於第一次推出，且在市場上被推薦為具有特色的

新款服飾設計時，就具有競爭法上的意義 219。至於這裡所稱的「短週期

的保護需求」(kurzlebiges Schutz-bedüfnis)，通常來講，就是以流

行的當季為限。至於這一季會流行到什麼時候，則必須依一般的需求情

況來決定 220。 

德國實務上對於禁止違反競爭秩序的的抄襲行為，到底有無保護

期間上的限制，並未明確的回答。如果是有計畫的大量抄襲別人產品行

為，此時法院並不會特別去考慮，原產品是否已經在市場使用相當時間

了 221。如果原產品具又競爭上意義的話，則不論多久，只要它能夠繼續

保有其競爭上的特徵，就可以不受時間限制受到保護；所以在時裝界或

許可以預測保護的時間，但在家具或建築業方面就完全不適用；又縱使

216  “Modeneuheit”, BGH GRUR 1973, 478f. 
217  Englert in FS Ulmer, 1973, S. 304.  
218  Vgl. “Hemdblusenkleid”, BGH GRUR 1984, 453; Stuttgart v. 27.2.1987 –2U 198/86. 
219  BGH GRUR 1973, S.480 
220  Jacobs, GRUR 1984, 455f. 
221  “Werbepläne”, BGH GRUR 1986, 360f.; “Formulare”, BGH GRUR 1972, 12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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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新推出的遊戲，也未必要像新款服裝設計那樣，在給予保護的同

時，還必須限制它的一般平均保護期限 222。因此，如果原產品喪失競爭

上的特徵，則其不作為（禁止仿冒）請求權的期限也將屆滿。此時其他

的競爭者才可能無償的仿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此所謂「競爭上的意義」，是一種法律概念。

從程序法的觀點來看，其判斷的時點，應該以每次侵權行為發生當時為

準。因為如果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商品，而且具有重要的市場價值的

話，那麼這種特色或許可以在市場上維持好幾年，此時對於那些仿冒者

而言，是不可能在沒有其他原因的阻擾下，主動放棄這些具有競爭意義

的商品的。所以只要有不正仿冒行為，就應該賦予原產品製造商不作為

請求權 223。 

 

（六）小結 – 幾個觀察的結果 

1.在德國學說或實務上對「奴隸性抄襲」的主要立

場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不公平競爭法」之間的保護，在本質

上與保護目的上均有差別。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在賦予創作人一個專屬

222  S. Krüger, Der Schutz kurzlebiger Produkte gegen Nachmungen (Nicht- technischer 

Nereich), GRUR 1986, 123f.; 另外，奧地利和瑞士在關於「魔術方塊案」的判決中，

也都不約而同的表示此項禁止仿冒的保護並沒有任何時間上的限制，Vgl. OGH GRUR 

Int. 1982, 64ff.; SchwBG GRUR Int.1983, 754ff.   
223  Fritze, Verderben due Juristen die guten Sitten im Wettbewerb?- Untersucht am 

Beispiel der sklavischen Nachmungen, GRUR 82, 52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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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他權，以保障其人格的或財產上的經濟利益；至於競爭法的規範目

的，則是在維持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因此這兩者之間各自平行獨立，

在認定仿冒行為是否違反公平競爭義務時，可以有自己的保護標準，並

不一定要以先成立侵害新式樣的保護為前提。 

但是雖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不公平競爭法」之間的保護，

在本質上與保護目的上均有差別，但兩者之間也並不是毫無關連。所以

學者多主張，在考慮適用競爭法的同時，也應一併顧及立法者在智慧財

產權方面所做的利益衡量。而表現在實務上的情況就是：法院對於有些

未能滿足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式樣或造型，通常還必須具備其他不公平競

爭的情況，才有可能提供競爭法上的補充保護。 

 

2. 觀察德國實務處理「奴隸性抄襲」的結果--呈現

各種變化關係，因此必須就具體個案的情況來決定 

由於在適用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 § 1時，必須就具體個案的動機、

目的、手段、其他配合條件及其影響等等，做總體的考量。但如此一來，

每個個案便可能因為含有各種不同的條件組合而異其結果。例如，以低

價販售模仿式的間接抄襲商品時，通常較不會被當作是具備違公平競爭

的特殊情形；但若是同樣的行為發生在一模一樣的直接抄襲時，就會被

當成是不公平競爭的行為。而這些都顯示著，在各項受檢視的事實條件

之間確實存在一種變化關係（Wechselbeziehung）。而這種變化關係，

在討論「產品特色」問題時，就表現得特別清楚。凡是被仿製的個別產

品特色愈多，則其在指責違法仿冒行為時，所需舉證的其他違反公平競

爭秩序的特別情形就較少； 反之，若被仿製的個別作品特色愈少，則

其需舉證的情形就愈多。 

另外，如果把法院一項有關抄襲智慧財產作品的行為，不當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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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藝技術有關的案件，而當作是違反公平競爭的個案來審理，則此等

判決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出自於這種變化關係所造成的（例如法院在這

時候會考慮到原產品的造型是否普通、該設計是否只是屬於附合流行或

時尚的一部份而已、以及是否保留足夠的創作空間給其他競爭者等

等 224）。 

 

3. 受此變化關係的影響，類型化工作的意義較為有

限 

 由於法院在檢查仿冒行為是否構成競爭秩序的違反時，必須綜合

考慮各項可供舉證違反公平競爭的特殊情形，但由於其彼此間存在著前

述的變化關係，因此若要逐一細列各項可供舉證違反公平競爭的特殊情

形，再據此作出的類型化標準，則往往由於穩定性不太夠，所以在意義

上就較為有限。 

事實上，帝國法院早就曾以「人造花判決」225當作範例，指其具有

a)欺瞞、混淆商品或其他誤導； b) 非法增加財富與；以及 c) 詐取等

行為， 而被宣告違法。另外聯邦最高法院也曾在判決中作出類似的結

論說明，並時常被當作範例，例如：a) 對商品來源的誤導(客觀存在一

種混淆的風險，與主觀的混淆意圖無關)；b) 掠奪他人商譽(在這裡並

不是指造成商品來源的混淆的情形，而是直接造成商品本身的混淆，也

就是所謂的以假亂真與；c) 阻礙競爭的行為(除了一般的抄襲行為之

外，還有再構成損害的其他情勢)。所以大部份的參考書都特別強調，

對公平競爭的保護主要是針對商品來源的混淆、掠奪他人商譽、與阻礙

224  “Ovalpuderdose”, BGH WRP 1976, 371f. 
225  “Künstliche-Blumen”, RGZ 135, 385ff,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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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這三種行為。 

 另外，有學者 Callmanns又再加上「增加財富的意圖」

（Bereicherungsgedanke) 作為第四種不公平競爭的類型。當然也有學

者認為，這種補充式的競爭成果保護根本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設計 226。 

 

4. 關於「行為人主觀因素是否列入考量的問題」 

 行為人的主觀要素是否也會被扯入這種影響裁判結果的變化關

係當中，則頗有疑問。在 “Deutschlandecke227”的判決中倒是曾經出

現過這種，類似考慮主觀要素的判決理由：假若原產品缺少競爭法上的

意義或特徵，致大眾在看到另一產品時，並不會和原產品的造型特徵有

任何聯想，但只要是抄襲的行為，特別是在主觀上帶有不正當因素者，

即屬非法。然而比較值得懷疑的是，聯邦最高法院在此判決中是否真的

（雖然有此判決理由）想要將「真正的主觀行為構成要件」(例如：混

淆的意圖、掠奪的意圖、或阻礙競爭的意圖)納入違法仿冒行為的認定

標準，或者只是在藉此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在法院實務的判決中除了

考慮混淆商品來源的要件之外，還有其他的情形也可以拿來做為認定不

正競爭的標準。此一假設並不離譜，因為聯邦最高法院在說明本案事實

時，始終沒有繼續檢討行為人的主觀意圖，反而是以客觀的行為表現，

諸如違反誠信、違反契約、與不當招攬（Abwerbung）等，加以說明。 

 但有一段時期內，聯邦最高法院仍然在缺乏客觀行為要件的情形

下，繼續以主觀的混淆意圖與掠奪他人商譽的意圖當作替代要件。例如

226  Vgl. Vierheilig, GRUR 1977, 704ff. 
227  S. BGH GRUR 1958, 351ff.,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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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ffeinfrei228”的判決中，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引用了混淆商品來

源與掠奪商譽等客觀要件，但也把行為人的主觀意圖納入重要的考慮因

素。只是，這種情況到了”Centra”判決時，又有所改變。依該判決之

見解則認為：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可以引用主觀的不當競爭因

素來舉證他人剝削商譽的行為是違反公平競爭法第一條的規定 229。因此

不論被告在主觀上是否蓄意且有計劃地去造成商品來源的混淆、或竊用

他人商譽，並非重點，判斷被告是否有違公平競爭原則，仍應以其客觀

行為為斷。 

 自此之後，新的判決總算才走回了正路 230： 

如果是在缺乏客觀行為條件的情況下，單以具有混淆的意圖（或

具有阻礙的意圖、損壞的意圖等），或只是以行為人不負責任

地縱容發生混淆危險等的主觀因素，均不得用來舉證違反了公

平競爭法的行為。 

縱使是行為人有目的、有計劃的企圖，但只要沒有其他客觀行為

的佐證，例如不斷故意順著競爭對手的研發方向，並抄襲數件

競爭對手的作品等，尚不足以構成不正競爭行為的要件。 

228  Vgl. BGH GRUR 1963, 423ff. 428, 429. 
229  S. BGH GRUR 1966, 38ff., 42. 
230  Vgl. “Ovalpuderdose”, BGH GRUR 1976, 370f.; “Pulverbehälter”,BGHZ 50, 12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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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體法有關奴隸性抄襲之處理 

（一）歐洲法院判決的啟示—“Beele” 

歐洲法院有關「奴隸性抄襲」的案件，最常為學者所引用

的—“Beele”案 231，因此本案可以說是瞭解歐洲法院對於奴隸性抄襲的

重要參考。本文特地將本案重要見解摘錄於下： 

 

1. 判決要旨 

歐洲共同體條約有關貨物自由流通的規定，並不禁止長期以來在會

員國銷售產品的商人，依據其內國法的規定，對於其他會員國所製造的

產品，聲請法院禁止其銷售。 

聲請禁止的要件，可以是因為系爭產品彼此間幾乎相同，而造成不

必要的混淆(unnötig Verwechslung)；而且此一產品相似性的發生，並

不具必然性存在。 

 

2.案例事實 

位於海牙的專利法庭，對於法院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Vertrag zur 

Gründung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第一七七條，有關貨物自由

流通規定的解釋，做出判決如下： 

本案是出自兩家荷蘭廠商之間的法律爭端。其中一家廠商是一進口

商，其將在瑞士所製造的產品予以進口，並且自一九六三年起在荷蘭銷

231 EuGH vom 2.3. 1982, RS 6/81, Slg. 707(716) – “Beele” =WRP 1982, 45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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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電纜運輸設施(Kabeldurchleitungs-vorrichtung)；另一家廠商，則

是自一九七八年在荷蘭銷售由德國所製造的電纜運輸設施。瑞士的電纜

運輸設施先於德國的產品銷售，並且在荷蘭是受專利法所保護。不過，

在德國製的產品輸入荷蘭後，瑞士產品已經過了專利的有效期限。 

進口瑞士產品的荷蘭廠商乃對另一家自德國輸入產品的荷蘭廠

商，向海牙的專利機構，聲請假處分(einstweilige Anordnung)，其主

張：德國製的電纜運輸設施，是對瑞士產品的奴隸性抄襲，並且據此要

求禁止另一廠商在荷蘭銷售德國製的電纜運輸設施。 

海牙的專利機構同意此一聲請，因此被告廠商就向海牙的專利法庭

聲請上訴。專利法庭認為：德國製造商可以生產與瑞士製造商不同系統

的電纜運輸設施，而未喪失其產品在品質上的經濟性與技術性，但不應

造成兩種產品的混淆。專利法庭調查結果： 

在荷蘭銷售不再受專利保護之產品的廠商（以下簡稱上訴廠商），與

另一長期以來在荷蘭銷售相同種類產品的廠商（以下簡稱原廠

商），兩者產品有不必然地幾乎近似，並且是因為上訴廠商不必

要的混淆所引起； 

依據荷蘭的法律，上訴廠商對於原廠商所形成的狀態，從不正競爭

的觀點而言，是違法的； 

荷蘭法賦予原廠商權利：得向法院聲請，禁止上訴廠商繼續在荷蘭

銷售此一產品； 

原廠商產品是在瑞士製造，上訴廠商產品是在德國製造； 

上訴廠商產品是從德國進口，不同於原廠商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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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決理由 

歐洲法院首先指出，荷蘭法如同大多數的歐體會員國一般，對於

防止奴隸性抄襲的原則，主要是透過法院判決的方式，加以發展。如同

歐體執委會所強調的，歐體層面迄今為止，仍未嘗試去整合會員國有關

防止奴隸性抄襲的規定。 

這種解釋說明了會員國之間貨物自由流通的障礙，根據第三十條

的規定，得以採取所有措施加以禁止，例如採取數量上的輸入限制等。

不過歐洲法院曾一再地指出(„ Cassis de Dijon“, Slg. 1979, 649; 

„ Kommission/Irland“ , Slg. 1981, 1625)，由於缺乏對產品生產與

銷售的規定，因此對於共同體內部交易的障礙，如果是因為內國法規定

的不同所致，只要此一規定並不區別當地產品或輸入產品，則這樣的障

礙必須被忍受；並且，基於消費者保護與維持正當交易秩序的觀點，如

認為此一禁止仿冒的措施，有其必要性存在，即是合法的。所以，在此

必須加以檢驗的是：專利法庭處理禁止仿冒的措施，是否符合這個要件。 

內國法有關禁止對他人產品的奴隸性抄襲、造成混淆的抄襲，在

實際上，如果得以保護消費者與促進正當的交易秩序，則是合於公共利

益的目的。對於共同體的內部交易而言，障礙的存在如果是基於內國法

有關產品銷售規定上的差異所致，則可能是合理的。這種在規定上的強

制要求(zwingende Erfordernis)，實際上是符合一九六七年於斯德哥

爾摩所修正的巴黎保護產業財產權公約第十條之一的基本思想。根據巴

黎公約的規定，任何會造成與競爭者產品混淆的行為方式，都必須加以

禁止，而且此一規定在大多數的會員國裡，基本上皆獲得其法院判決的

承認。 

在本案裡必須去回答：專利法庭的判決是否為達到前述目標的必

然方式？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地，對於專利法庭判決中所述之法律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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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與方式，加以研究。 

首先，從問題的文義出發，專利法庭禁止產品銷售的理由為：此

一產品與被模仿的產品幾乎相同，並且造成不必要的混淆，此一模仿現

象是不具必然性的。此外，法院判決也指出，關於這種模仿是否為必要

的判斷，不僅是從技術性的觀點，亦須從經濟性或商業性的觀點加以觀

察。 

第二，對於本案訴訟而言，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原產品的瑞

士製造商與德國製造商之間，具有協議或依賴關係，因此再荷蘭銷售系

爭產品的行為，確是可議的。法院最後認定，對於他人產品的奴隸性抄

襲行為，逾越了消費者保護與正當交易秩序的強制要求，因此不為法院

判決所支持。 

 

4.判決啟示 

從“Beele”案裡，吾人可將歐洲法院的見解整理如下： 

歐體法尚未整合會員國內國法裡，有關奴隸性抄襲的規定； 

歐洲法院延續其一貫看法，只要其內國法防止奴隸性抄襲的規定

沒有去「區別當地產品或輸入產品」的話，縱使此一規定會造

成交易障礙，還是必須被容忍； 

會員國內國法裡有關禁止奴隸性抄襲的規定，如果得以保護消費

者利益，以及促進正當的交易秩序，可以認為是合於公共利益

的目的。此一規定上的強制要求 232，並且符合巴黎公約第十條

232 所謂的「強制要求」(zwingende Erfordnis)，是歐洲法院在“Cassis de Dijon”一案，

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強制要求可以說是不成文的阻卻違法事由，亦即除了歐體協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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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精神。 

歐洲法院在有關奴隸性抄襲的認定上，可以說是認同海牙專利法

庭的認定。有兩個要件： 

抄襲產品與被抄襲產品兩者間，幾乎相同，而此一相近似是

可以避免的（亦即不具必然性存在）； 

此一近似引起不必要的混淆。 

至於認定的標準，除了從技術性的觀點加以觀察外，經濟性或

商業性的觀點，亦應一併加以考量。 

 

從以上的啟示可知，歐體法有關奴隸性抄襲的規範，實涉及了對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三十六條的解釋，以及巴黎公約第十條之一對

於各個歐體會員國的影響；更精確的說，其實就是歐體各會員國有關奴

隸性抄襲的規範為何，有無一具普遍性的處理原則存在。 

因此以下本文將分別探討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三十六條有關

工業所有權的規定，以及歐體會員國對奴隸性抄襲的規範（德國法的部

分，則不多加贅述）；並且由於近年來歐體試圖極力整合各會員國對於

新式樣保護的法律規定，與研擬創立「共同體新式樣法」，本文亦將介

紹此一最新的發展趨勢。 

 

三十六條所列舉的要件外，歐體法院認為，為了配合法律上與事實上的發展，應有其

他法益得以使會員國的交易障礙被合理化，尤其是基於消費者保護與環境保護的要

求。參見陳麗娟，歐洲共同體經濟法，台北(1998)，五南出版，第 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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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三十六條規定 

由於歐體並未有一統一的不正競爭防止法，因此要如何整合歐體

各會員國之間對於不正競爭的規範，避免形成共同體內的交易障礙，即

成為歐體法的重要課題。 

儘管如此，歐體法上仍有部分條文，與防止不正競爭有關，可供

吾人加以參考。例如歐洲煤鋼共同體協約(Vertrag über die Gründung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第六十條第一

項，禁止以採取不正競爭的方式競爭。不過從實務上的經驗可知，本條

規定並不具重要性存在，可以說並未發揮其功能。此外，歐洲共同體條

約第三條第 f款，賦予共同體建立一真實、沒有扭曲之競爭系統的義

務，亦即建立一公平與合於效能競爭的環境。所以即便是歐體法並未具

有一統一的不正競爭防止法存在，但在歐體法層面，可以說已具有一標

準（可稱為「共同體標準」Gemeinschaftsmaßstäbe），而使會員國內國

法必須與其一致。233 

至於歐體會員國之間有關不正競爭的規範，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三十條的規定，如果足以形成與限制進口數額效力相似的影響，則是

被禁止的；本規定即所謂的「貨物自由流通原則」。不過第三十六條前

段又規定，在基於公共道德、秩序、安全理由；為保護人體、動物、植

物的健康與生存；為保護具有藝術、歷史或考古價值的本國文化遺產；

為保護工業所有權與商業所有權(gewerbliche und kommerzielle 

Eigentum)的情形下，將形成第三十條的例外。所以歐體各會員國得以

為保護其工業財產權，於法規範上形成排除「貨物自由流通原則」的效

233 Vgl. Ernst Steindorff, Unlauterer Wettbewerb im System des EG-Rechts, WRP 1993, 

1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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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如何調和「貨物自由流通原則」與會員國對其「工業所有權」的

保護，即為本文以下所欲探討的部分。 

由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三十六條的規定，其內涵並不十分

明確，因此在實務運作上，可以說大多仰賴歐洲法院於個案中，以判決

加以釐清，因此以下本文所說明的，將以歐洲法院於相關個案中所表示

的見解為主，並以學者的意見為輔。 

 

1.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六條的適用範圍 

本條所規定的「工業所有權與商業所有權」，在適用上並不只限於

一般所指稱的商標（包括服務標章在內）、專利、新型、新式樣、商號

名稱、來源標示等權利，著作權（包括鄰接權）234與不正競爭 235的保護

亦包括在內，可說是與目前一般所稱的「智慧財產權」的內涵相一致。

除此之外，從“Cassis de Dijon”一案後，歐洲法院亦將維護正當的

交易秩序，如同對於健康的維護與消費者保護一般，列為在檢驗上所必

須加以參酌的觀點。因此在有關歐體法防止不正競爭的規範上，第三十

六條的解釋與適用即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34 EuGH 8.6. 1971 (78/70), “Metro/Deutsche Grammophon”, Slg. 1971, 487; 18.3. 1980 

(62/79), “Coditel”, Slg. 1980, 881; 20.1. 1981 (55/80; 57/80), “Musik-Vertrieb membran”, 

Slg. 1981, 147.  
235 列入防止不正競爭的原因，是因為歐體協約第三十六條在立法史上，是 GATT 條

約第二十條所謂的「例外規定」，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引人錯誤之行為的發生。Vgl. 

Spengler, Die Behandlung des gewerblichen Rechtsschutz im Rahmen des EWG-Vertrages, 

GRUR Int. 1958, 321ff. (322/23); Friedrich-Karl Beier, Herkunftsangaben und 

Ursprungsbezeichnungen im Gemeinsamen Markt, GRUR 1959, 277ff.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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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利之組成與行使分離原則的建立 

為了區別是否為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六條所許可的進口限制，

歐洲法院在判決中，嘗試以工業所有權的「組成」(Bestand)與「行使」

(Ausübung)做為區分。在“Consten and Grunding”一案，歐洲法院首

先認為：「工業所有權的組成，是屬於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二二二條與第

三十六條保護的範疇；而權利的行使，則仍受歐洲共同體條約所訂定之

原則的規範」236。在往後的個案裡也指出 237： 

「條約雖不涉及各會員國對於工業財產權的組成，然而權利的行

使，則是協約的禁止規範所得加以干涉的對象」 

「條約第三十六條所許可之對於貨物自由流通原則的限制，必須

是為了保障具財產權性質的特殊客體 238(spezifische Gegenstand)」 

雖然歐洲法院採取分離「權利組成」與「權利行使」兩個部分，

作為其選擇是否介入會員國之間有關工業所有權保護所產生的交易障

礙，然而這種處理方式似乎是有問題的。有學者指出，歐洲共同體條約

第三十六條所保障的，不僅止於各會員國現行的法規，也非僅止於單純

對權利組成的確保，還包含會員國未來的立法權限；各會員國的政府機

關與法院，對於法律的解釋與適用，以及以此所保障之工業財產權的行

使，一併包括在內 239。此外，權利的組成與行使，難以有一清楚的界限，

236 關於本案之說明，請參閱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台北(1999)，三民出版，

第 194-195 頁。 
237 EuGH 31.10. 1974 (14/74) „Centrafarm/Sterling Drug“; „Centrafarm/Winthrop“, Slg. 

1976, 811; 14.7. 1981 „Merck/Stephar “, Slg. 1981, 2063.  
238 這裡特別是指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保護而言。 
239 Vgl. Friedrich-Karl Beier, Gewerblicher Rechtsschutz und freier Warenverkehr im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und im Verkehr mit Drittstaaten, GRUR Int. 1989, 603, 6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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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歐體法院是在為自己創造一個非常具有彈性的介入工具 240。所以

這種方式是否得以解決貨物自由流通原則與工業所有權保護兩者間的

衝突，同樣受人質疑。 

 

3.合法行使權利與濫權行使的區別 

條約第三十六條第二句規定，對於貨物自由流通原則的限制，不

得以恣意的差別待遇，或者是造成會員國間貿易的隱藏性限制為之。 

除了上述兩種限制外，歐洲法院在其判決中，更具體的指出 241：「對

於會員國所賦予之權利的合法行使，受條約第三十六條的保障，反之如

果是權利行使的濫用，例如在共同體內部維持或取得人為的封鎖

(künstliche Abschottungen)時，則是被禁止的」。 

從以上的判決可以得知，法院試圖就權利的行使，再去區分「合

法行使」(rechtsmäßige Ausübung)與「濫權行使」(mißbräuliche 

Ausübung)兩種類型。合法性的認定，基本上是依據各會員國的內國法

加以認定，如果被認定為濫權行使，則依據歐體法以及協約第三十六條

第二句，不得為恣意的差別待遇，以及判決中所謂的「人為封鎖」。 

此一對條約第三十六條的解釋，是一比較適當的方式。所謂的合

法行使，是指符合其權利功能、保護目的的正常行使。至於濫權的界限，

則是在權利人為恣意的差別待遇，或者對市場為人為的封鎖，例如採取

防止平行輸入的行動等。這種解釋方式可以得出比較清楚的界限，並且

法院得以在個案中去衡量歐體法上貨物自由流通與自由競爭的原則，以

240 請參閱何之邁，前揭書，第 198-199 頁。 
241 22.6. 1976 “Terranova/Terrapin”, Slg. 1976, 1039= GRUR Int. 1976,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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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工業所有權採取適當的保護。242此外，此一方式也可說兼顧了歐體

法與各會員國的內國法，以避免輕重失衡的現象產生。 

 

4.小結 

從以上有關歐體法的探討可知，在未有一統一的不正競爭防止法

的情形下，歐洲法院試圖藉由對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三十、三十六條的解

釋，以【原則上尊重各會員國內國法有關工業所有權的保護規定，但必

須避免因此造成交易障礙】的觀點，去調和「貨物自由流通原則」與「工

業所有權保護」兩者間的衝突。 

由於目前歐體已有不少整合各會員國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指令產

生，因此各會員國對於相關智財權的保護要件，在指令的規範下將趨於

一致，所以可以從指令得出較為明確的內涵。至於在權利行使的部分，

是否合法或濫權行使，原則上由各會員國的內國法加以認定。然而，在

認定上可能將因為各會員國在競爭法規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此時必

須仰賴歐洲法院在個案中加以審查，視其有無造成恣意的差別待遇，或

者市場上的人為封鎖等。在此尚必須有賴法院以個案累積的方式，類型

化其處理的原則。 

所以欲明瞭歐體法對於奴隸性抄襲的規範，尚必須進一步探討各

會員國的規定，以下本文將處理此一部份。 

 

（三） 各會員國之內國法規定 

在大多數的歐體會員國裡，皆承認一個原則，就是： 

242 Beier, GRUR Int. 1989, 603, 6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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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未受特別法所保護的產品造型，是屬於公共財

(Gemein-gut)，而得以為任何人所加以仿造。不過，在符合某些要件下，

法律會賦予一「補充性的保護」(ergänzende Schutz)，藉由其內國法

裡的不正競爭防止法，以便對工作成果給予適度的保護】。 

此一補充性保護，是在於避免受反競爭行為的侵害。因此，只要

這種競爭行為具有某種不公平的特質，不正競爭防止法就有介入的空

間。這種行為，在歐洲各國通常即稱之為「奴隸性抄襲」(sklavische 

Nachahmung; slavish imitation; imitazione servile; imitation 

servil; imitación servil)。243 

 

1.「奴隸性抄襲」的意義 

就目前歐體各國而言，「奴隸性抄襲」的概念可以說迄今為止，尚

未有一清晰的輪廓存在。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奴隸性抄襲是一種造成混

淆、而應當被禁止的行為。就法制層面而論，大多數的歐體各國，並未

將奴隸性抄襲，列為某一特別規定所欲加以規範的對象，而通常藉由一

防止不正競爭的概括條款 244，將其視為一種具有不公平競爭性質的行

為。只有義大利民法將之納入條文、明文加以規範：「在無損於保護具

區別力之標識(Unterscheidungszeichen)與工業財產權的規定下，以下

行為為不公平競爭：(1)對於名稱或有區別力之標識的使用，足以造成

243 José Manuel Otero Lastres, Zur Rechtsfigur der sklavischen Nachahmung, GRUR Int. 

1986, 232, 233. 在英文的部分，有使用“slavish imitation”，也有使用“slavish copying”

者。See Guy Tritt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Europe, London 1996, Sweet & Maxwell, 

p.241; Aidan Robertson/ Audrey Horton, ‘Dos the United Kingdom or the European 

Community Need an Unfair Competition Law?’, [1995] 12 EIPR, 568, 576.   
244 例如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法國民法第一三八二、一三八三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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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合法使用之名稱或有區別力之標識的混淆，或者對於競爭者的產

品，為奴隸性的抄襲，或者以其他種類或方式，造成對競爭者產品或活

動的混淆」（義大利民法第二五九八條第一款）。245 

儘管歐體各國大多認為，奴隸性抄襲是法律必須加以規範的對

象，然而在規範的理論與方式上，仍有困難有待克服：對於未受智慧財

產權所保護之產品的抄襲，是在什麼特殊的情況下，抄襲者的行為會被

認為是具有不公平的性質？在回答歐體各國對此一問題的看法之前，我

們不妨先看看大多數會員國都有加入的巴黎公約，其對於不公平競爭的

規範為何。 

巴黎公約第十條之一規定如下： 

「(1)各會員國應有效確保各成員免於不公平競爭的危害。 

245 Vincenzo Di Cataldo, Das Verbot der sklavischen Nachahmung im italienischen Recht, 

GRUR Int. 1983, 162. 其他兩款規定為：「(2)散佈足以減損他人產品與活動信用的消息

或評價，或者霸佔他人產品或事業之優點；(3)以其他不合於商業倫理之手段，直接或

間接損害其他事業。」本文所參考的德文翻譯如下：Art. 2598 Codice Civile: 

“ Unbeschadet der Bestimmungen über den Schutz der Unterscheidungszeichen und 

gewerblichen Schutzrechte begeht unlauteren Wettbewerb, wer: 1. Namen oder 

Unterscheidungszeichen benutzt, die geeignet sind, Verwechslungen mit den von anderen 

rechtmäßig gebrauchten Namen oder Unterscheidungszeichen herbeizuführen, oder die 

Erzeugnisse eines Wettbewerbers sklavisch nachahmt oder mit irgendeinem anderen Mittel 

Handlungen begeht, die geeignet sind, Verwechslungen mit den Erzeugnissen und der 

Tätigkeit eines Wettbewerbers herbeizuführen;  2. Nachrichten und Werturteile über die 

Erzeugnisse und die Tätigkeit eines Wettbewerbers verbreitet, die geeignet sind, diesen in 

Mißkredit zu bringen, oder sich Vorzüge der Erzeugnisse oder des Unternehmens eines 

Wettbewerbers anmaßt;  3. direkt oder indirekt irgendein anderes Mittel benutzt, das mit 

den Grundsätzen der beruflichen Korrektheit unvereinbar und geeignet ist, das 

Unternehmen eines anderen zu schädi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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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任何違反營業或交易上之商業倫理的競爭行為，即屬不公平

競爭。 

  (3)以下情形應特別加以禁止： 

任何足以造成與競爭者之產地、產品、營業活動或商業活動

有所混淆的行為，且不論其方式為何； 

任何在交易中，足以貶低競爭者於產地、產品、營業活動或

商業活動之聲譽的錯誤聲明； 

足以在交易中，使大眾對於產品的取得、製造種類、重要特

性、使用性或數量，陷於錯誤的陳述或聲明。」 

從條文規定可知，巴黎公約亦如同德國、法國等歐體會員國一般，

針對不公平競爭設有概括條款的規定（第十條之一第二項），亦有若干

的例示規定（第三項各款）。在第三項的例示規定中，第一款為混淆行

為，第二款為剝削他人聲譽的行為，第三款則為引人錯誤的行為；此三

款皆為常見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有特別加以規範之必要。至於其他

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則得以依據第二項規定加以禁止。 

然而「奴隸性抄襲」的要件，是否得從巴黎公約的規定導出？從

上述規定加以觀察，似乎難以得到明確的要件，因此仍必須進一步探究

歐體各會員國的內國法規定，才能加以確定。 

 

2.「奴隸性抄襲」的要件 

以下係就本文就所蒐集到的歐體會員國規定，說明其對於奴隸性

抄襲的認定與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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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抄襲行為的存在 

就目前歐體各會員國的法體系而言，並沒有任何規定去規範抄襲

行為所需具備的本質特徵為何，尤其是針對奴隸性抄襲的要件。 

不過比較可以確定的是，任何一種抄襲行為，就其本質而論，都具

有榨取他人工作成果的性質。也就是說，抄襲者將他人的工作成果，作

為典範加以利用，以得出自己的成果。從理論上可以想見，抄襲行為的

要件與其程度，必然在以下兩個端點之間擺盪：一個是將造型外觀精確

的再現，彷彿其樣品般的抄襲；另一個端點，則是模仿者投入其創造力，

而因此「新創造」出來的個人成果。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可以想見有各

種層次的抄襲行為，並且在認定上，自然越近似於被抄襲的造型，越會

被認定為是抄襲行為。 

關於這個部分，在越是與被抄襲之造型不近似時，就越有爭議。

對此似乎難以找出一個精確的標準，加以解決。不過，由於模仿自由並

不是各國在智慧財產權法所加以保護的對象，因此在解釋上應可採取此

一態度：只要此一抄襲行為，在與其他相關狀態共同觀察下，足以認為

其具有不公平的性質時，即可能得以構成奴隸性抄襲。246 

 

b. 奴隸性抄襲的違法類型 

「混淆」： 

歐體各國大多承認：奴隸性抄襲必須足以造成混淆，才是各國

246 José Manuel Otero Lastres, a.a.O.,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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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競爭防止法所欲加以禁止的對象 247。 

「混淆以外的其他類型」： 

至於除了混淆之外，還有沒有其他類型也足以構成奴隸性

抄襲，則似乎難謂有普遍的共識存在。 

 

（四）最新發展：歐洲共同體新式樣法草案 

以下本文將針對歐體近年來，正在研議立法的「共同體新式樣

法」，有關不正競爭的部分，加以介紹。其中最值得吾人加以注意的是，

研議中的共同體新式樣法，特別針對符合一般註冊要件的「未註冊共同

體新式樣」，給予防止抄襲與使用的保護。此一規定可能將影響各會員

國對於奴隸性抄襲的規範，值得吾人特別加以關注。 

 

1.綠皮書與 MPI草案 

一九九一年時，歐體公佈所謂的「新式樣法律保護綠皮書」

(Grünbuch über den rechtlichen Schutz gewerblicher Muster und 

Modelle)。在此一綠皮書的附錄內，即包括「歐洲共同體新式樣法」，

以及「整合各會員國新式樣法的指令」二份草案。就內容而言，此一共

同體新式樣法的草案，有相當大的程度是與德國 Max-Planck研究所（以

下簡稱 MPI ），在一九九○年所討論的歐體新式樣法草案相同 248。依據

學者的轉述，原草案對於共同體新式樣的保護，即區分「未註冊」與「已

247 See generally Alison Firth, Aspects of Design Protection in Europe, [1993] 2 EIPR, 

42-47. 本文作者認為，唯有抄襲所造成的混淆(confusion)，不正競爭法才加以規範。 
248 Max-Planck 所草擬的歐體新式樣法，其條文與說明，可參見 GRUR Int. 1990, 55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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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的新式樣，對於未註冊的新式樣，在首次公開或公開使用後，三

年內得享有不受抄襲的「非形式保護」(formlose Schutz)。249 

至於在保護的要件上，MPI的草案，要求必須具「新穎性」(Neuheit)

與「獨特性」(Eigenart)，歐體原草案則是以「區別力」

(Unterscheidungskraft)將兩者概括列入。250 

以下摘錄 MPI草案的相關規定 251： 

 

（第十一條：非形式保護的禁止抄襲 Formloser Schutz gegen  

Nachahmung）252 

「符合第四條至第九條保護要件的共同體新式樣，自創作人或其

權利繼受人，首次公開或公開使用之時起二年內，在共同體內即不受抄

襲之侵害，且無須申請註冊。」 

（第十二條：藉由註冊所得到的保護）253 

249 Annette Kur, Neue Entwicklungen im Musterrecht, GRUR Int. 1992, 528. 
250 Ebenda.  
251 GRUR Int. 1990, 566f.  
252 Artikel 11 ( Formloser Schutz gegen Nachahmung) : “ Gemeinschaftsmuster, die die in 

Art. 4 bis 9 aufgeführten Schutzvoraussetzungen erfüllen, werden innerhalb von zwei 

Jahren, beginnend mit dem Tag ihrer ersten Veröffentlichung oder öffentlichen Benutzung 

durch den Entwerfer oder seinen Rechtsnachfolger, in der Gemeinschaft auch ohne 

Anmeldung zum Musterregister gegen Nachahmung (Art. 13 Abs.1) geschützt. ”  
253 Artikel 12 (Schutz durch Anmeldung zum Musterregister) : “ Gemeinschaftsmuster 

können beim Amt zur Eintragung in das Musterregister angemeldet werden. Entsprechen 

sie den in Art. 4 bis 9 aufgeführten Schutz-voraussetzungen, so genießen sie vom Zeitpunkt 

der Anmeldung an Schutz für eine Frist von 5 Jahren, die bis höchstens 25 Jahre verläng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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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新式樣，得已向主管機關申請註冊於登記簿上。如合於

第四條至第九條要件的新式樣，從申請時起即受五年以上之保護，並得

延長至二十五年。」 

（第十三條：保護範圍）254 

「(1)共同體新式樣的保護範圍，依據其樣式的整體印象，包括各

種與所保護之樣式相一致的各種造型；第十一條所屬的案例，則只限於

所保護之樣式的抄襲 255。 

(2)整體印象的一致，是指在表現的形式上，彼此無法實質地加以

區別。 

(3)保護範圍的判斷，必須考量受保護之樣式的特性。」 

 

從以上規定加以觀察，未註冊的新式樣如果要免於抄襲行為的侵

害，必須符合各個申請成為共同體新式樣的要件。這些要件，包括樣式

的定義（第四條）、具新穎性與獨特性的樣式（第五、六、七條）、優惠

期間（第八條）256，以及在使用新式樣時，不得違反公共秩序與善良風

werden kann. ”  
254 Artikel 13 (Schutzumfang) : “ (1) Der Schutz von Gemeinschaftsmuster umfaßt jede 

Gestaltung, die mit dem geschützten Muster nach ihrem Gesant-eindruck übereinstimmt; 

im Falle des Art.11 gilt dies jedoch nur, wenn es sich um eine Nachahmung des geschützten 

Musters handelt. (2) Eine Übereinstimmung im Gesamteindruck liegt vor, wenn sich die 

Gestaltungen in ihrer Erscheinungsform nicht wesentlich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3) 

Bei der Beurteilung des Schutzumfangs ist das Ausmaß der Eigenart des geschützten 

Musters zu berücksichtigen. ” 
255 原始條文規定與此一草案有所出入：「防止抄襲的對象（第十一條），只限於對樣

式的相同榨取，或者幾乎相同的榨取。」 
256 所謂的「優惠期間」(Schonfrist)，是為了在評定申請註冊共同體新式樣時，必須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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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第九條）。 

所以從ＭＰＩ草案條文規定看來，未註冊的新式樣保護，要取得

在二年內不受抄襲行為的侵害，仍須符合一般註冊所需的要件。依據

MPI草案的說明，對於某些以樣式競爭的產業，必須給予無形的保護，

以避免其尚須藉由一般註冊的程序，才能免於抄襲的侵害。主要原因是

在於：新式樣的登記必須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成本（如填寫許多申請表

格、繳納費用以及評定程序的耗時等），對於像是季節性產品、流行樣

式的保護而言，正常的註冊程序實緩不濟急 257。 

MPI的草案說明裡，也簡略說明了一些歐體會員國的相關規定。例

如法國法是藉由特別立法的方式，只要求季節性產品（或流行產品

Modewaren）具有最低限度的樣式，即給予保護；德國法則是藉由法院

判決，對於季節性產品，依據不正競爭的規定，予以防止抄襲的保護。 

至於在荷比盧三國制訂統一的新式樣法時，此一問題也受到熱烈

的討論，最後他們將之排除在新式樣法的規定內，而以不正競爭的規定

去防止抄襲。 

最後 MPI認為，將防止抄襲的規定納入共同體新式樣法內，會比

適用不正競爭的規定，符合法安定性與可預見性的要求。而且對於流行

產品而論，防止不公平的抄襲是相當適當的保護方式，並且於實務上得

以避免因不同國家在不正競爭法上的不同規定，而使得保護因此落空的

問題。258 

 

查其是否具備「新穎性」與「獨特性」，而給與其創作人或權利繼受人測試其新式樣

的期間。此一時間有一年。 
257 Vgl. GRUR Int. 1990, 575f.  
258 GRUR Int. 1990,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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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體新式樣法草案」 

於一九九三年底，歐體提出正式的新式樣法律保護指令 259與共同

體新式樣法 260草案。對於前述「未註冊新式樣」的保護，在共同體新式

樣法草案裡，亦有保留，但在文字上則有所修正，相關規定如下： 

（第七條：日期）261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句與第六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日期是指： 

受保護之未註冊的共同體新式樣，其保護之日自創作人或其權利繼

受人，或為創作人及其權利繼受人所告知或採取行動的第三人，首次

得為公眾使用之日起算。 

已註冊之共同體新式樣，其日自申請註冊之日，或有主張優先權

時，自優先權日起算」 

（第十二條：保護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起算日與期間）262 

259 COM(93), 344 final—COD 464; 德文本可參閱 GRUR Int. 1994, 511ff. 
260 COM(93), 342 final – COD 463; 德文本可參閱 GRUR Int. 1994, 492ff.  
261 Artikel 7 (Stichtag): “ Der Stichtag im Sinne von Artikel 5 Absatz 1 Satz 1 und von 

Artikel 6 Absatz 2 ist  a) im Falle des nicht eingetragenen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s der Tag, an dem das Muster, für das Schutz geltend 

gemacht wird, vom Entwerfer oder seinem Rechtsnachfolger oder von einem Dritten 

aufgrund von Information oder Handlung en des Entwerfers oder seines Rechtsnachfolgers 

zum ersten Mal der Öffentlichkeit zugänglich gemacht wurde.  b) im Falle des 

eingetragenen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s der Tag der Anmeldung des Muster zur 

Eintragung oder der Prioritätstag, wenn eine Priorität in Anspruch genommen wird.”  
262 Artikel 12 (Beginn und Laufzeit des Schutzes des nicht eingetragenen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s) : “Ein muster, das die im 1. Abschnitt genannten 

Voraussetzungen erfüllt, wird durch ein nicht eingetragenes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 formlos für eine Frist von drei Jahren, beginnend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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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註冊的共同體新式樣，如符合第一節之要件者，自第七條第

一款所規定之日起三年內受無形的保護。」 

（第二十條：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權利）263 

「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之權利人，得禁止他人未經其同意，而抄

襲其新式樣，或在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保護範圍內，使用此一新式

樣，或者使用其抄襲的成果。前述的使用，包括採用此一新式樣之產品

的製造、提供、流通或利用，或者基於上述使用之目的，而輸入、輸出

或占有此產品。」 

 

從以上草案規定可知，對於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其保護前提，

仍須符合一般註冊所需的要件。除了防止抄襲之外，新的草案還多了禁

止使用的規定，包括「直接使用此一新式樣」以及「使用抄襲後的成果」，

可以說是強化了對未註冊新式樣的保護。依照草案考慮理由第二十點的

說明，除了阻止對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抄襲之外，有必要將保護延長

至使用此一新式樣之產品的交易中，做必要的限制。 

依據學者的看法，此一保護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基本思想，是

dem in Artikel 7 Buchstabe a genennten Tag, geschützt. ”  
263 Artikel 20 (Recht aus dem nicht eingetragenen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 : 

“ Das nicht eingetrageene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 gewährt seinem Inhaber das 

Recht, es Dritten zu verbieten, das Muster ohne seinen Zustimmung nachzuahmen, oder ein 

Muster zu verwenden, das in den Schutzumfang des nicht eingetragenen 

Gemeinschafts-geschmacksmuster fällt und das Ergebnis einer solchen Nachahmung ist. 

Die erwähnte Verwendung Schließt insbesondere die Herstellung, das Arbeiten, 

Inverkehrbringen oder die Benutzung eines Erzeugnisses, in das das Muster aufgenommen 

oder bei dem es verwendet wird, oder die Einfuhr, die Ausfuhr oder den Besitz zu den 

genannten Zwecken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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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有必要整合歐體各國有關「保護短生命週期的流行產品

(Modeartikel)、防止其受抄襲」的原則。不過在規定上並未侷限於流

行產品所需的造型，因此其他造型亦得受此一規定的保護。264 

然而，在本條規定後，是否將會對歐體各國的內國法有所影響？

不僅是九八年通過的歐洲新式樣法律保護指令正式指令，已明文表示不

涉入各會員國其他法規的原則，而且，包括正在立法中的新式樣共同體

法（草案第十七條）也都採取相同立場，可見對於奴隸性抄襲的規範，

仍須仰賴各國的規定。不過，共同體新式樣法此一立法方式，仍會帶給

各國一個啟示，那就是：在有不公平的情形發生時，尤其是針對沒有任

何個人工作成果在內的抄襲，為了保護創作人的創作與付出，有必要延

長競爭法上的保護規定。265 

 

3.「共同體新式樣法草案修正建議」 

在一九九八年歐體新式樣法律保護指令通過後，歐體即恢復討論

已中斷許久的共同體新式樣法。至於在九三年提出草案建議之後，暫時

停止討論的原因，除了是等待指令通過之外，另一原因是歐洲法院於九

四年提出一份重要的建議書 266，使得歐體執委會在規範共同體新式樣法

264 Annette Kur, ‘Die Zukunft des Designschutzes in Europa – Musterrecht, Urheberrecht, 

Wettbewerbsrecht’, GRUR Int. 1998, 353, 359.  
265 Vgl. Kur, GRUR Int. 1998, 353, 359.  
266 Gutachten 1/94 des Gerichtshofes vom 15.11.1994 (Uruguay Runde). 參見歐體執委會

所提出的共同體新式樣法修正建議書(Amended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on Community Design, COM(1999) 310 fin 以下簡稱 Amended proposal)，第二

頁。建議書全文可自歐體網站下載：

<http://europa.eu.int/comm/dg15/en/intprop/indprop/desig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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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須採取與共同體商標法一致的法律基礎。267 

以下本文將簡介此一修正建議有關「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規

定： 

 

（第十二條：保護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起算日與期間）268 

「1.符合第一節要件的樣式，應受本法有關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

規定，三年期間的保護。保護期間，自此一樣式於共同體內首次得為公

眾使用之日起算。 

 2.第一項所謂共同體內使樣式得為公眾使用者，是指以註冊的方

式公告、陳列、使用於交易中或以其他方式公開。但於共同體相關要素

的專業領域內，如無法在一般交易過程裡為人所知者，不在此限。如只

能在明確或不明確的秘密情形下，才得以向第三人公開者，不被視為得

為公眾所使用。」 

267 Amended proposal, pp.2-3.  
268 Article 12 (commencement and term of protection of the 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 1.A design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under Section 1 shall be protected by 

an 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 

design was first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ithin the Community.  2.For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paragraph (1) a design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ithin the Community if it has been published following registration or otherwise, 

exhibited, used in trade or otherwise disclosed therein, except where these events could not 

reasonably have become known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business to the circules specialised 

in the sector concerned, operat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design shall not, however, be 

deemed to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for the sole reasonthat it has been 

disclosed to a third person under explicit or implicit conditions of conf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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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共同體新式樣的權利）269 

「1.已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權利人，享有利用與禁止他人在未得

其同意下，利用此一新式樣的專屬權利。前述之利用，尤其包括採用此

一樣式產品的製造、提供、流通、輸入、輸出、或使用，或者基於上述

利用之目的，運用或占有此一產品。 

  2.未註冊共同體新式樣的權利人，享有禁止他人採取第一項所

述之行為的權利。惟所非難的利用行為，必須是源自惡意抄襲(copying 

in bad faith; bösgläubigen Nachahmung)所保護之樣式的成果。 

  3.已註冊共同體新式樣，如其於登記簿上之註冊，與供大眾得

以使用的行為，不合於第五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時，此一新式樣的延期公

告，適用第二項之規定。」 

令人較為好奇的是：何以在本次修正建議中，對於未註冊共同體

新式樣的保護，只限於必須是防止「惡意抄襲」的行為？修正建議對於

第二十條的解釋，並未就添加此一主觀要素（惡意）的理由，加以說

269 Article 20 (Right conferred by the Community design): “ 1. A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shall confer on its holde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use it and to prevent any third party 

not having his consent from using it. The aforementioned use shall cover, in particular, the 

making, offering, putting on the market, importing, exporting or using of a product in 

which the design is incorporated or to which it is applied, or stocking such a product for 

those purpose.  2. An un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shall, however, confer on its holder 

the right to prevent the acts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only if the use contested results 

from copying in bad faith the design protected.  3. Paragraph (2) shall also apply to a 

registered Community design subject to deferment of publication as long as the relevant 

entries in the Register and the file have not been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52 paragrap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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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70；在考慮理由第二十點，也只有指出「防止抄襲」，且未提及惡意

與否的問題 271。因此就修正建議的內容而言，實無法得知為何加入「惡

意」此一主觀要素的理由，無法得出明確的答案。 

 

270 參閱第二十條規定的說明。Amended proposal, p.6.  
271 Amended proposal,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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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兼論國內相關實務之分

析與檢討 

一、從美國法角度－觀察我國商品表徵與新

式樣之保護問題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關於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主要是參考

日、韓「不正競爭防止法」之規定訂定 272。而其立法目的是以獨立於專

利法、商標法或著作權法中所分別禁止之仿冒型態外，另外針對一些不

誠實的競爭行為加以管理，藉以同時禁止仿冒他人之商品或服務表徵，

以期維護商業之競爭秩序。然而論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規定之仿

冒，必須了解其立法基礎係以商標概念作為出發點之仿冒態樣，只是本

條所規定之範圍較之商標法為廣，其兼顧了商品容器、包裝、外觀，以

及其他足以顯示他人商品或營業服務之表徵。除此之外，第二十條所保

護之客體亦包含了與商業主體有關之營業表徵，再者，如再以條文內容

同一性之原則並加探討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同時還臚列了外國著名

商標為保護之對象，更可以理解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制定，原係以擇

取商標意義之仿冒為其規範對象，而非保護以外觀之利用性(見專利法

第九十八條)，或是物品之形狀的創作(見專利法一百零六條、一百零七

272  見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公平交易法草案」，(院總第一三七五號 政府提案

第二九七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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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273)。但是，就公平法第二十條在整部法典之定位，是用來處理不公

平競爭之獨立態樣，特就與事業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之仿冒行為加以禁

止，因此，在適用上，便有必要討論公平交易委員會是否可以引用公平

法第二十條，處理未受專利法保護之商品式樣的仿冒問題。 

就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其構成要件為：(一)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商品表徵；(二)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三)致於他

人商品混淆。從文字的關聯性來看，欲促使公平會引用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達到保護目的之新式樣，其本身不但需要滿足表徵之意義外，仍然

該表徵同時必須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方可。何謂表徵？在解

釋上有其困難性與模糊性，字詞本身在我國法律當中並沒有固有意義，

而立法者亦保留該名詞之法定意義解釋權，開放給行政機關與法院補充

解釋。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中 274，分別以第八

點正面例示和第九點之負面例示之技巧，試圖精確地能夠將可能產生商

品表徵作用之表徵例示說明。既然標題為例示，則其態樣意味著並未窮

盡，是否因此增加了項目解釋的空間，而使得公平會有權介入保護一些

未受專利權保護之新式樣，而有所謂高度模仿之非難可能性情形發生？

與新式樣有關之商品外觀，就公平法二十條之立法目的而言，也是將之

比諸與商標之作用相當，只是其範圍較商標法所規定之意義較廣，尤其

商標法所保護者係以商標註冊為限，公平交易法則無此限制，毋寧說是

公平法所策重者為該商品外觀已具備識別力或取得次要意義，而能表彰

273  原專利法在八十三年修正之前，新式樣專利之要件尚包括美感，此一要件與美國

設計專利之裝飾性要件，有其相通之處，惟裝飾性要件之解釋是美感的概括名詞。 
274  見 88.3.17.第 384 次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3、4、5、7、10(1)(2)(3)(4)(5)、11(1)、

12(1)、13、14、15、17、19 點。88.3.20(88)公參字第 007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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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來源建立獨立的商業形象，否則公平交易法也就不必在最近一次修

法當中，將原來易生解釋混淆之「大眾所共知」改為「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以行銷學之考量因素作為市場區隔認知之用，作為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的主要構成要件之一。 

如更進一步深究處理公平交易法二十條原則第八點與第十點之綜

合意義，則吾人可以得知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表徵，較

之我國商標法對於商標權保護之概念為廣。將美國蘭姆法案中 §43（a）

之次要意義法理學，以及功能性排除抗辯解釋之法理引進，作為處理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之審酌要件，使得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可以作為處理保護經註冊及未經註冊之商標的法源依據，甚或本條

款之效力亦擴及保護未獲專利權之新式樣的利器 275。然而有疑問的是，

首先就商標法而論，我國採取註冊保護主義，未經註冊之商品表徵可以

循依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請求體系外之保護，在法理上是否允

當，殊值思考。此外，商標法第六條及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之解

釋概念所得而可提出申請商標註冊之標的者，乃指平面意義之各種文

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等，立體性之物件的整體在我國

顯然是欠缺商標保護要件的。從而在引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保護已具備次要意義之商品表徵時，不免使人做出公平法對於商

標法有補充意義的解釋 276，此一觀念就公平交易法之立法宗旨，在第一

條即闡明是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而制定，應與商標法保護專用權排除競爭之特殊背景立法目

的不盡相同，兩個體系的地位應是平行，並無由解釋兩部法典之法律位

階或是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 

275  見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頁 89-93，民國八十二年版。 
276  黃茂榮上揭文，頁 114。 

 111 

                                                 



在美國，公平交易相關法律依其作用之不同而分別與智慧財產權法

獨立並存，法院、聯邦法務部及聯邦交易委員會，一向的處理方式是將

公平法用以監督管理智慧財產權使用上的正當性，也經常檢視權利人是

否不當借用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傘，而不斷擴張自己在財產權外的其他壟

斷利益與競爭利益。當法院論及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律保護之不足時，其

一致的態度是尋求智慧財產權法律體系內之解釋，作為補充，而非將公

平交易法可以作為維護交易秩序之理由，介入智慧財產權應保護及可保

護之範圍的戰爭。很明顯的，商品意義下所投射的商業競爭關係之法

益，是來源與品質所創造的經濟價值，而公平交易法(至少就美國反托

拉斯法而言)的制定所指向保護的法益，是一個事業的經濟力量所能伸

展和求利的空間 277。也就是說，商品外觀之競爭關係下，法律所強調保

護者乃係有關商品來源地之廠商以及其所投注於商品生產的心血與智

慧，並且期待消費者不會因為其他廠商的矇混而受騙上當。法律所非難

的，是競爭行為與手段的不正當性。反托拉斯法的重點，則是在於立法

防治任何可能造成效率市場破壞的非法壟斷與貿易限制的行為，蓋因其

立法目的在於借用法律制度能夠介入經濟市場機能的維護，使其免於私

人經濟力量的不當破壞，使得各事業能夠完全的、充分的、公平的競爭。 

新式樣在市場上之競爭利益在於商品造型與設計上之精緻，使產品

獲得消費者肯定，才有經濟價值可言。自然一個產業致力於其產品的創

作與設計時，如果想要獲得在市場上絕對的競爭優勢，應是以申請新式

樣專利權為策略，以求專有可以排除他人未經同意使用相同之方法、技

術製造、販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由國外進口專利物品的獨占權利。

以公平交易法保護自由競爭市場的角度來看，這種權利的存在，對於市

場公平競爭必然是有所妨礙的，然而由於這種獨占權利的賦與係法律基

277  See S.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1-11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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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護鼓勵創作發明所設計之機制，從而市場必須一定程度內容忍此種

壟斷的情形。否則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中，為何立法者要選擇明示，

將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排除於本法之適

用範圍外？可見新式樣所有人，對於自身權利之保護應該先認識其造型

和設計上應先符合專利法對於新式樣專利權之構成要件，以求合於專利

法之特殊政策目的。而後新式樣如因商品外觀之意義而轉化成來源表徵

之地位，且在其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時，才適合探討是否

因此取得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保護的資格。法律

制度之建立應尋求體系上之穩定性與一致性，不應鼓勵競爭者一方面可

以因專利權之特殊性質可以合法排除公平交易法的介入干涉，而另一方

面，又以嚎嚎之音要求公平交易法作為商業倫理的捍衛者無限期保護其

專利權外之競爭利益，悠然穿梭於兩法之間的時光遂道之中。 

如前所言，美國法院實務上解決未受保護之新式樣的法理學，乃在

於獨立個別依照專利法與商標法的立法目的與權利構成要件尋求解

釋，確定權利種類和範圍。如此一來，不但解決了新式樣未申請專利或

未達專利要件是否應該加以保護的問題，也解決了專利保護期間屆滿

後，其他競爭者可否抄襲其外觀的問題。明確的將一項新式樣商品，在

不同領域的智慧財產權法中定位其競爭的價值，也避免了主管機關與法

院必須扮演調和公平法與專利法的角色的尷尬。而從公平會所訂定之處

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觀之，本原則之理論基礎尚不致於與德國法

或美國法相違背，有趣的是，公平法第二十條因抄襲行為本身的不正當

性，而將商品外觀的競爭問題放置於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責任架上，使得

公平會無法置身事外於新式樣保護問題。 

我國在公平交易法實施以前，最高法院曾經在日商百點修正液筆乙

案中，認為日商百點公司所出產的修正液筆，已先後於日本及美國獲得

 113 



新式樣專利及設計專利，雖然在我國並沒有取得專利權，但是，由於其

造型特殊，設計精心，外觀包裝更富美感，因此正是「予人觀察產品是

否相同，最明顯之表徵」。再者，最高法院認為由於日商並未在台灣市

場直接經營其修正液筆之事實，並不能據認為其無訴訟利益，只要原告

有委由在台灣之代理商申請進口銷售，其已為台灣消費者所愛用，則被

告之抄襲行為有可能使消費者對產品產生誤認混淆之虞。 

最高法院所採用之法理，乃是奴隸性抄襲之不競爭觀念，進而判決

全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278。最後，高等法院更審，認為台商千陽公司之

行為已經全盤剽竊日商百點公司商品，導致消費者產生嚴重混淆誤認之

虞，顯然有悖正當商業競爭秩序，違反誠信商場交易風俗，並且惡意損

害日商產品銷售經營，自應構成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之侵權

行為 279。遺憾的是，當時的法院將重點擺在仿製行為是否為罔顧商業道

德之探討，而認為不當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及奴隸性之仿冒矇混行為是所

謂不公平競爭行為，並未再細究系爭未受專利保護之新式樣，是否在構

成要件上已分別可以取得商品外觀之識別力與次要意義，或是否達到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的標準。僅簡單的以該新式樣

「廣為世界各國及中華民國消費者愛用，聲譽卓著」之原因，逕斷以合

致於外國商品外觀的要件，判定我國法律應該要加以保護，似有在事實

審酌上稍嫌草率。職是，日後法院更應該建立合法抄襲的標準在哪裡，

以避免廣大族群的中小企業，誤認抄襲行為本身在新式樣專利權內外已

不具備任何正面意義，因為終究會被判定違法。結果造成兩項缺陷：(一)

違反罪型法定應具備明確性的原則。因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結果，根

278  見判決主文於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七十七年臺上字二五七九號判

決。 
279  見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七十八年上更(一)字第卅五號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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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同法第三十五條行為人可被課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脫離專利與

商標相關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判斷價值標準後，立法者原意鼓勵競爭者可

任意汲取公共財加以仿效，以達成社會間相互學習刺激求進步之目的也

會受到挫折。 

我國自公平交易法施行後，八年多來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理第二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相關問題時 280，不論系爭之商品表徵是否涉及新式樣

之仿冒問題，公平會皆嚴謹的守著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的構成

要件作探討，逐案審查。公平會在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函請鑑定三得利威

士忌商品一案，解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禁止的仿冒行

為，必須在構成要件上所仿冒之表徵，能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之要件，且使用之結果，會造成交易相對人對於商品之來源或製造

者產生混淆者，始有前開條款之適用 281。雖然表徵一詞在我國法律體系

中，惟獨出現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一條中，而公平會採用類

似於美國之法理加以定義。根據公平會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原

則第四點，表徵之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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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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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認知其表徵該商品或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至

於前述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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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公平會處理相關案件，早期以著名的腦筋急轉彎案為研究依據之里程碑，見行政

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八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卷，第六期，第二頁；公研釋

○三九號：在學科名稱上加註「新」、「新論」等字樣，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之疑義，

公平會八十一年八月五日第四十四次委員會議討論案。 
281  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八十八年四月七日第三百九十二次委員會議「三得利威

士忌」商品研析意見。 

 115 

                                                 



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 

可見，就抄襲他人無專利權商品之外觀，公平法是否應介入的爭

點，應不在於該商品外觀是否涉及新式樣專利權之問題，而在於該商品

外觀是否合致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特別是，否定說論

點中所關心過度保護智慧財產權會助長智財權濫用，以及一旦期間屆

滿，即屬公共財，不宜再用公平法擴大保護範圍或延長保謢期間等云云

理由，固然言之成理。但在公平會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九點第三款明示

將專利權之使用技術與功能性形狀排除在保護的行列外，實在看不出以

第二十條介入保護無專利權之新式樣會與專利法律體系和政策相扞

格，蓋社會大眾自由抄襲已落入公共財範疇之技術的權利，並不會因為

公平會的介入而受到影響。公平會在智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所檢舉之

「腰掛式擴音機」案，正確的解釋：「因申請發明、新型之商品外觀多

涉功能性，若為達成某特定功能，勢必為某種基本結構者，則可判斷此

為基本功能之要求。從而基於人類技術之持續發展，此仿襲行為自可阻

卻違法。惟若商品外觀無專利權或專利期已屆滿，而加以仿襲，且仿襲

部分無涉技術需求，如屬新式樣範圍，則恐仍具非難性。因係外觀美感

之創作，而此種創作並非困難，縱再加以保護，亦無礙市場競爭。且因

無功能上之技術問題，稍加變化即可輕易避開完全抄襲，則似無理由作

完全抄襲 282。」從而，由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已然存在

於我國公平法之體系中，如果無專利權之商品外觀能夠在客觀證據上顯

示其已足夠當之本條文中之保護客體，則前述公平法應否介入之問題，

在於肯定說與否定說各自堅持學理根據之同時，從美國與德國實務上之

理論基礎與認知，也肯定了在法律條文解釋功能發揮下，兩種學說之爭

282  參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四百零三次委員會關於「智音電子企業有限公司檢舉允亞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案」決議，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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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可休兵矣。那就是，公平交易委員會有權根據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處理是類問題。 

前述國內商品外觀案例之檢舉人，在訴訟策略上，多半以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配搭第二十條，進行對於自身商品外觀兩道防線的保護

戰。由於第二十四條本身文意的抽象性與概括性使得討論公平交易法應

否介入處理無專利商品外觀之抄襲問題更形複雜。複雜的原因在於，第

一、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不公平競爭之補充條文進入干預無法構成商品表

徵意義之新式樣是否得當？第二、商品之高度抄襲問題涉及重要之商業

倫理的價值判斷，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時的客觀依據在哪裡？第三、第

二十四條可以用來保護第二十條所不能保護的新式樣商品外觀時，是否

代表著第二十四條本身在作用上有創造另類權力的效果？ 

如本研究計劃前述美國法部分所言，基本上學者認為，美國聯邦交

易委員會法第五條對於「不公平競爭方法」以及「欺罔行為或措施」的

禁止規範目的是用來阻卻與反扥拉斯法政策相衝突之種種行為，而休曼

法案最重要政策之一就是確保市場能夠貼上激烈競爭的標記。因此，儘

管美國有學者概括的建議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中之不公平或欺罔

行為，在解釋上應包括消費者侵害、公共政策或不倫理等競爭問題的適

用。但是從美國法院過去八十年來對於聯邦交易委員會法案一貫的態度

都是採取狹義而限縮之方法，可以解釋其立法者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與政

府機關不要過度或不適當的介入競爭者合理的自由行為，免得整個國家

的競爭體系受到主觀性倫理認知價值的干預而破壞 283。 

雖然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中「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文字用語

283   See E.I. du Pont De Nemours & Co. v. FTC, 729 F.2d 128-137. See also S. ROSS, 

PRINCIPLES OF ANTITRUST LAW 177-79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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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內容有相似之處，而與德國法所謂

「背於善良風俗」行為之距離似乎較遠。但是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處

理相關案件引用第二十四條之時都將保護主體包括競爭者及消費者，使

其無分軒輊，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精神卻是以消費者利益為

依歸，其在立法之初即有補充習慣法、休曼法及克來登法之用意，從整

個立法目的及體系上論之，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實難與美國聯邦

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相提並論。 

公平會在處理新式樣仿冒問題之時，內部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

點政策上指向雖未構成第二十條構成要件時，如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

情事，抑或競爭者被認為抄襲之情事將對競爭者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等類似情形，皆欲以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加以適用處理。然而，公平

會所面臨的另一法理學上的問題便是，第二十四條中之欺罔、顯失公平

等文字用語之概念與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法第五條之文字構思頗為神

似，但是將其用以解釋處理新式樣仿冒，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時，

又好像以德國競爭法精神之觀察方式放入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第四點

第二款中非難不合商業倫理的榨取行為，以之補充解決是非善惡莫衷一

是，市場效能難以計算之攀附及不當模仿之問題，此種解釋原則在方法

論上是否正確適當，符合現代比較法學理論，實有待商榷。只恐第二十

條與第二十四條之處理原則會在文義解釋與概念價值的調和上，將有一

番掙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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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德國比較法觀察－兼論我國公平法

相關規範 

（一）公平交易法處理「商品仿冒」之相關規

定 

公平會在處理有關「商品仿冒或抄襲」等問題時，最常利用到的公

平法相關規定有公平法第二十條、二十四條，以及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

原則第十六點、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之適用等。先列表如下： 

公平交易法實體條文 相關之處理原則 

1.公平法§20ＩNr.1：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

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

名稱、商標、商品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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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平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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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 

左列各款情形，於未符合本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構成

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之： 

（一）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遂尚未

至混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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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抄襲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積極榨取他

人努力成果﹐對競爭顯失公平﹐組以影響交易秩

序。 

（三）前項情形﹐於商品外觀係屬公眾得自由利

用之技術者﹐不在此限。 

b.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之適用第四點第

二項】： 

榨取他人努力工作成果之行為：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行為﹐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故屬於不公平競

爭行為。惟於是否構成違法之判斷上﹐應衡量

榨取行為帶給社會大眾之利益以及損害被榨取

者及競爭秩序之不利益，並考量榨取者其手段

之不當程度，以及被榨取之標的是否著名等各

種因素加以衡量。常見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

為有下列幾種類型： 

（1）依附他人聲譽。 

（2）依附他人著名廣告。 

（3）不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但

如其行為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者，則適用

該條之規定）。 

（4）利用他人已投入廣告行銷之努力或成本，而

推廣自己商品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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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可以說是競爭法上處理仿冒問

題的最主要條文之一。依該條所欲規範之仿冒行為，必須具備以下三構

成要件： 

a. 被仿冒之商品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表徵」； 

b. 仿冒者對該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c. 因仿冒者之使用致仿冒者之商品與被仿冒者之商

品「產生混淆」。 

因此若事業未具備前開三構成要件者，尚不得認為其行為符合公

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仿冒規定。由於「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以及「產生混淆」這兩個要件，在法律規範上較無爭議，因此作者於此

僅討論「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所涉及之概念與內涵。 

 

a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之概念與內涵 

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四點】規定： 

「Ｉ.本法第二十條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

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徵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 

II. 前項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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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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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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與商品服務來源產生聯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區別商品或

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 

另外，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三點】規定： 

「本法第二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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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之保護客體必須是達到「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商品或服務表徵」，始足當之。對於尚

未達「普遍認知」階段的「表徵」﹐應不在本條保護之列才是。 

 

b.「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與「著

名」的關係 

公平會在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中﹐對於「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的認定﹐是否必要達到「著名」的階段﹐頗有疑問？ 

雖然國內有學者認為﹐公平交易法對於表徵之保護﹐似不必如著

名標章那樣﹐要求其具有相當廣泛的知名度 284；但也有主張「相關事業

284 參閱如蔡明誠，網域名稱在台灣的法律保護問題，中興法學，第 45 期，第八十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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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與「著名」應屬同義，以免造成法律體系上的混

亂與法律適用上的錯亂 285。 

依經濟部智慧局於八十八年三月九日所公佈的【著名商標或標章

認定要點】第二點規定：「本法所稱著名商標或標章，係指商標或標章

於我國境內相當廣泛範圍內﹐已為相關公眾所共知者。」其第二款規定：

「所謂相關公眾所共知，係指商標或標章已為通常或可能接觸其所使用

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相當多數大眾所熟知者而言。」此外，智慧局在商標

法施行細則原草案三十一條之一內容為：「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所稱

著名之商標或標章，係指商標或標章有客觀證據堪認已廣為相關公眾所

共知。」但是公平會認為，所謂「相關公眾所共知」，係指與該商標或

標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發生交易關係之人而言，故應與公平法第二十

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概念相同。因此，智慧局在

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所修正公佈的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有關著

名商標或標章之名詞釋義時，乃調整為「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所稱著

名之商標或標章，指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該商標或標章已廣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同時，智慧局也有意在商標法施行細則定案

後，再將「著名商標或標章認定要點」之相關名詞配合調整。 

由此可見，從主管機關的立場，顯然認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與「著名」的概念，應採相同之標準。並且公平會在處理公

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著名外國商標」時，亦皆以該商標

之使用是否已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為要件。依此結果看

來（先不論此一結果是否妥當），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對於「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認定﹐是採取相當高的保護標

285 謝銘洋，從商標法與競爭法之觀點論著名標章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

頁 30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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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必須要達到「著名」的階段，始符合本條之保護要件。 

又智慧局雖然在「著名商標或標章」的釋議中，有意改採「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統一用語，以免與公平法之用語有所不

同，而造成法律解釋或適用上的困擾。但公平法本身，似乎仍繼續將「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與「著名」此二名詞互相流用；例如在【處

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款】中，所使用的是「襲

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而不是採用公平法第二十條「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用語 286。 

 

2.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規定，具有補充的作用

與功能。因此不當仿冒行為之禁止，當然也可以藉助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加以處理。但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已經對一部分的違法仿冒類

型（混淆）有所規範，並且採取非常高的保護標準（必須是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才為本條之保護客體），因此如要透過公平

法第二十四條去補充適用違法仿冒的其他類型時，是否應採取一致之保

護標準？或如果採取不同之保護標準時，是否又會造成體系上的齟齬杆

格等等？都頗值思索。 

 

a.【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  

在公平會處理商品仿冒的實務上，若該抄襲並無造成混淆誤認之虞

286  至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所使用之「外國著名商標」用語，因是屬

於商標法之慣用語，再加上本條款之立法，使得公平法第二十條在體例上顯得支離破

碎，因而於此處暫不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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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之規定，就具有舉足

輕重地位： 

【左列各款情形，於未符合本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構成

要件時，得以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之： 

（一）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遂尚未至混

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二）抄襲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積極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對競爭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三）前項情形﹐於商品外觀係屬公眾得自由利用之

技術者﹐不在此限。】 

 

b.【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之適用第四點第二

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係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規定。但行為是否

構成不公平，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之適用第四點】規定，可

以先從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其次再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到

侵害加以判斷。因此雖然無從或很難認定交易相對人間之交易行為，是

否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但若其行為已經違反競爭效能的原則，對於其

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而言，已構成顯失公平，而使市場上公平

競爭本質受到侵害，從而其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構成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之違反。據此公平會歸納出的違法類型包括： 

【1. 榨取他人努力工作成果之行為：榨取他人努力

成果行為，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故屬於不公平競爭行為。

惟於是否構成違法之判斷上，應衡量榨取行為帶給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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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之利益以及損害被榨取者及競爭秩序之不利益，並考量

榨取者其手段之不當程度，以及被榨取之標的是否著名等

各種因素加以衡量。常見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有下列

幾種類型： 

（1）依附他人聲譽。 

（2）依附他人著名廣告。 

（3）不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但如

其行為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者，則適用該條之規

定）。 

（4）利用他人已投入廣告行銷之努力或成本，而推

廣自己商品之銷售（.....）。】 

 

Ｃ. 小結 

觀察公平法第二十條規定，以及前述兩項【公平法二十條處理原

則】、【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適用原則】，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 

第一、公平法所禁止的抄襲或仿冒行為，並不僅以造成「混淆誤

認」為限，還包括「攀附商譽」或「其他榨取他人努力工作成果」等不

公平競爭情事在內。 

第二、從【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看來，其對於商品外觀之保

護﹐似並不以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為前提﹐而是以該商品外觀是否達到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為判斷標準。因此，縱使某產品外觀

設計具有相當高程度的藝術水準，但若其外觀尚未為市場普遍認知﹐使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一看到該產品外觀，即聯想到其商品來源為何者﹐即

不在本條保護之列。相反的﹐雖然該產品之外觀造型尚未達到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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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保護標準，但若是該外觀已成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並

具有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時，亦得成為本條之保護客體。 

至於在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方面，不論是從【處理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或是從【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之

適用第四點】的保護要件來看，似乎都不以取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為前

提 287；反倒是比較關心，被仿冒之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是否「著名」等因

素（但這兩個處理原則是否採取相同的保護標準，仍有待進一步之討

論，詳見後述之說明）。 

第三、公平法對於「具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商品外觀」與「非功能

性之一般商品外觀」的保護﹐為區別對待。 

公平法對屬於功能性之商品外觀，不僅直接規定「具實用或技術

機能之功能形狀」不得成為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二十條處理原則

第九點第三項】；並且認為，若抄襲之「商品外觀係屬公眾得自由利用

之技術者，不適用之。」【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三項】。 換句話

說﹐只要是屬於「技術性、功能性」之商品外觀﹐大概只能依智慧財產

權取得專屬權利保護﹐在此保護領域之外﹐即屬於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

術﹐既不能依公平法第二十條取得保護﹐更無法依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加

以保護。就此部份，公平會亦表達相同之態度與立場 288。 

至於在非技術性之商品外觀方面，只要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

件，或是符合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二項之規定，就

可以分別適用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就此部份之檢討與分析，

287  但是公平法對於「具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商品外觀」，則有例外之考慮（詳請 

見下述「第三」之說明）。 
288  參閱「德國雙人牌剪刀案」，收文日期 83/11/11，第 239 次委員會議討論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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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請見以下之說明）。 

而此一區別方式，是否意味著： 

( i ) 我立法者在決定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此二者間之互動時﹐

已經事先排除如發明、新型專利、或是與技術功能有關之新式樣專利

等，尋求公平法保護的可能性 289。因為如果依【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九點

第三項】所明白表示的﹐一些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形狀﹐不得成為

表徵。因此，縱使該技術功能形狀已經取得專利保護﹐都不得成為公平

法二十條之保護客體，更何況是未取得專利保護之其他功能性外觀。 

( ii )對於未取得新式樣專利、或新式樣專利已經屆滿之技術性、

功能性外觀﹐依【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三項】，也可能被解釋成

係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術﹐所以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 iii ) 但是對於取得新式樣專利之技術性功能外觀，是否有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由於【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三項】的精確用語是：「前項情

形，於商品外關係屬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術者, 不適用之。」因此﹐是

否可以反面解釋成：只要抄襲的是「非屬於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術性的

商品外觀」，就可以適用「前項」（即第十六點第二項）的規定，進而有

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可能性。但如此一來，卻不免又將整個公平法

對「仿冒技術性、功能性商品外觀」的基本評價，又予以打亂！    

289  此一區別方式﹐可能與當初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立法目的，主要是在補足商標法之

不足﹐有相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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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技術性、功能性之 

商品外觀】 

 仿冒【非功能性之商品外

觀】 

（有關此部份之詳探討， 

詳請見後述之說明） 

§20 §24 §20 §24 

（Ｘ） 

1.不論是否取得專

利或其他專屬特別

權利之保護﹐皆無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

適用。【公平法二十

條處理原則第九點

第三項】 

（Ｘ） 

1.商品外觀係屬於

公眾得自由利用之

技術者﹐不在二十

四條保護之列。【公

平法二十條處理原

則第十六點第三

項】 

但是對於取得專利

保護之技術性商品

外觀﹐是否納入第

二十四條保護之

列？【反面解釋公

平法二十條處理原

則第十六點第三項

之規定？】 

 

（Ｏ） 

1.不論是否取得智

慧財產權保護，只要

符合公平法第二十

條之要件，即得加以

保護。 

 

 

（Ｏ） 

1.不論是否

取得智慧財

產權保護，於

未符合公平

法二十條之

要件時﹐仍有

可能依公平

法第二十四

條加以保

護。【公平法

二十條處理

原則第十六

點第一、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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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公平法對於非技術性之商品外觀的保護方面： 

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二項】規定看來，

若事業有抄襲仿冒他人「非技術性、功能性」之商品外觀時﹐縱未造成

混淆，則只要符合以下要件﹐仍得依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加以規範： 

（一）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務表徵，遂尚未至混

淆，但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二）襲用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積極榨取他人努

力成果﹐對競爭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i）、 在第（一）項的要件方面： 

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的規定，在滿足

「抄襲」「著名表徵」之要件，並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時，

此時縱然無混淆誤認，亦屬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所非難之不公平競爭行

為。 

本第（一）項之規定，除了以「著名表徵」來取代「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較為特殊之外，基本上關於其保護標準

大致仍與公平法二十條相當，只是一個規範的是「因仿冒所造成的混

淆」，另一個規範的是「因仿冒所造成的攀附商譽」。 

【然而，在德國的競爭法上，並沒有像我國分屬兩個不同條文（公

平法第二十條、二十四條）的情形。因為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是將仿冒

所造成的混淆、攀附商譽或其他不正競爭情事，都一起歸類於 §1 ＵＷ

Ｇ的概括條款中加以處理。其並未像我國公平法第二十條那樣，將「仿

冒所造成的混淆誤認」獨立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外，而成為一獨立的

仿冒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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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第（二）項要件方面： 

首先，本第（二）項就有關「商品或服務外觀 290」的用語究竟如

何﹐顯然並未統一。 

例如﹐在【公平法二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使用「商品容器、

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以及「服務表徵」，在【處理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稱「商品或服務外觀」，而在【處

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第四點第二項】又稱「不當仿冒他人商品

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由此可見，在公平法中所提到「商品外觀」的

用語，可能都有不同的解釋或內涵。 

至少本第（二）項所稱的「商品外觀」，在概念與內涵上，似乎不

應該與公平法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本文所稱之「外觀」為相同解釋。由

於公平法二十條所稱之「表徵」涵蓋的意義非常廣泛，舉凡具有識別力

或次要意義，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特徵者﹐均屬之。例如，從公

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所要保護之「商品表徵」來看，至少應該

涵蓋了：（I）「他人姓名」291；(II)「商號或公司名稱」292；(III) 「商

標」293；（IV）「商品容器、外觀」等 294四大類型，最後再以「其他顯示

290 由於本文之重點在討論商品外觀，因此有關服務外觀的問題，先暫不予處理。 
291 關於使用「他人姓名」的情形，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三款以及第三項已經有

所規範。 
292 關於「不同類業務公司，使用相同或類似之公司名稱或商號，是否違反公平法第

二十條第一項之規定」？通說多認為此時公司法以及商業登記法有優先適用之餘地，

參閱黃茂榮，公平交易法理論與實務，1993 年，頁 376 以下。 
293 關於使用他人「商標」的情形，在此較為分歧。有學者認為，此時商標法應優先

於公平法適用，公平法在本條僅限於未經註冊之事實上標章或表徵，以補商標註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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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商品之表徵」作一概括規定。所以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之「商品容器、外觀」應該只是「商品表徵」的其中一項而已；換言

之，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所稱之「商品外觀」是具備表徵的功能與作

用的。 

但是從公平會的實務運作經驗來看，【公平法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

十六點第二項】所要保護的「商品外觀」，似乎與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一款的「外觀」採取不同的觀念，而只是把它當成「不具表徵作用

之一般商品外觀」加以處理而已，以便於與【公平法第二十條處理原則

第十六點第一項】的「商品表徵」加以區別或對照。可是公平會所公布

的【適用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第四點第二項第一款】：「….（3）

不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看起來又將「外觀」和「表

徵」並列。 

由此看來，「商品外觀」一語在公平法中至少包含兩種意義，在公

平法二十條的「商品外觀」是具有「表徵」的資格，但是公平法二十四

條在對「商品外觀」提供仿冒的保護時，似乎又不以具備「表徵」功能

為前提。 

法律用語的不統一，除了可能會造成法律解釋與適用上的混亂

外，甚至會造成體系上的疑慮。尤其是，公平法二十條對仿冒行為的保

護客體要求嚴格，一定要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才有可能依二十條取得保護；但如果是依【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

不足；參閱蔡明誠，前揭文，第 88 頁。但另外也有學者主張，如果一仿冒行為同時

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並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不公平競爭時，應優先適用公平交

易法之規定，關於理由之說明，請參閱謝銘洋，「從商標法與競爭法之觀點論著名標

章之保護」，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1999 年，頁 298 以下。 
294 關於「商品容器或外觀」之保護，正是本文所要處理的重點，因此公平法對於商

品容器或外觀之保護，詳請見下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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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十六點第二項】規定去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結果，對仿冒「商

品外觀」的保護標準就降得非常的低，不僅不必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也不必具備「表徵」的資格。甚至縱使為普通之商品外

觀，也有可能依【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取

得保護。但此時，不免造成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間的價值失衡。 

蓋從本第（二）項要件來看，顯然只以「抄襲」「商品或服務之外

觀」，而有「積極榨取他人努力工作成果之情事」為前提要件；至於該

商品外觀是否「著名」或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共知」﹐則

顯非所問。在此不禁要問，公平會是否打算透過【公平法第二十條處理

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的規定，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來降低【公

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對抄襲仿冒之保護門檻？ 

因為原本公平法第二十條是就仿冒「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共

知」之「商品或服務外觀」所造成的「混淆誤認」,加以規範。如果抄

襲的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共知」之「商品或服務外觀」，雖無

混淆誤認，然而只要有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情事者，依【處理公平法第

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則屬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範疇。 

但是在【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加入的情形下﹐由

於本第（二）項受保護之「商品外觀」並不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為前提﹐這將使得任何抄襲「商品外觀」的行為﹐都可能被評

價為積極榨取他人之努力工作成果﹐而落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範範

疇中。而其結果，不僅會使【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以及【處

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對「著名商品表徵」的保

護﹐形同被架空；並且會使公平法在仿冒的價值及規範體系上，顯得有

些混亂而矛盾。 

舉例而言，若「被抄襲之商品外觀具表徵作用、但卻未達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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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程度，並且有混淆誤認之虞」時，該如何處理？

由於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的適用，必須以該表徵「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為前提，因此自無二十條之適用，此時，公平會則應繼

續檢查是否符合「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之情

況，而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但如此一來，我們忍不住要質疑：

「如果抄襲具表徵作用、但又未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商品

外觀﹐致混淆誤認之虞」（即【表徵】+【混淆】）﹐就可以用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加以處理的話﹐那麼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列出那麼高的保護標

準（【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表徵】+【混淆】），大概就無

甚用武之地了。 

除非我們解釋﹐公平法二十條第一項之所以採取較嚴格的保護標

準，是因為行為人所抄襲仿冒的是「著名表徵」的緣故，所以罰則較重。

但縱使果真如此，仍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同樣是「仿冒著名表

徵」，在【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的情況﹐又

是依二十四條，而不是依罰則較重的二十條加以處理？而更讓人好奇的

是，立法者在這裡是否真的有意在同樣是仿冒「著名表徵」的條件下，

對造成「混淆」、或是「攀附商譽」行為，再為區別評價？或者這只是

因為欠缺整體性考量所產生的價值矛盾現象？ 

由於【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在加入時，

欠缺整體性的關照，不僅「商品或服務外觀」的用語，產生法律解釋和

適用上的困擾；更因此在仿冒問題的規範上，呈現出公平法第二十條與

第二十四條間的價值失衡，並使得公平法第二十條的地位變得奇怪而特

殊。因為如果在「抄襲仿冒」的問題上，承認要件嚴格的公平法二十條

的是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特別規定的話，那麼將使得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的地位變得舉足輕重，甚至取代成為競爭法上處理「抄襲仿冒」問題的

主角，而公平法第二十條將淪為只是在進一步檢查有無刑事責任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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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但這顯然不是當初立法者的原意，既不符合公平法二十四條做為

概括條款的功能，更不是一貫公平會實務立場所能接受的。總而言之，

不論從何種角度的解釋結果，都是個極度不理想的狀態。 

從比較德國法觀點可以得知：德國不正競爭法對於仿冒的處理，

不論是因此所造成的混淆、攀附、或其他不正榨取的情形，都是在同一

要件下，為相同評價。從來就沒有向我國公平法那樣，把關於仿冒問題

的處理分成兩大部分：其中對於【仿冒造成混淆】的情形，是由公平法

第二十條來處理，而【仿冒未造成混淆的其他不正競爭情事】則是由公

平法第二十四條來處理；猶有甚者，對【仿冒造成混淆】的問題，公平

法二十條的保護標準非常的高，而對【其他仿冒情事】的保護標準 295﹐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則又降低保護門檻。因此在我國法上，有關抄襲仿冒

問題所造成的體系上的困擾，顯然要紛亂的多了。 

295 特別是透過【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二項】的解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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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會相關實務案例分析 

1. 公平會處理抄襲仿冒行為之立場 

  1. 「三得利威士忌」＆「太陽神話威士忌」  

收文日期：88. 4. 7.   

（註：台北地方法院函請鑑定案） 

鑑定內容 商品是否受新式

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長方體龜甲花

紋酒瓶、以及商

品之標貼設計等 

（X） 

（1）在商品容器

部份並未取得新

式樣專利保護 

（2）商品名稱之

標貼設計等，並

未提及是否取得

其智慧財產權法

之保護。 

（X） 

（1）在商品容器部份：公平

會尚無法認定，係爭容器之

外觀已具識別力而構成公平

法所稱之「表徵」。 

（2）在商品名稱、商品標貼

及圖樣設計部份： 

a）在「三得利威士忌」商品

名稱部份，已為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

徵」。 

但二商品之標貼以及圖樣設

計等，尚不致有混淆情事產

生。 

 

※（0） 

認為被告商品之標貼設

計﹐有企圖影射原告商

品之嫌，並且被告「太

陽神話威士忌」酒瓶係

於台灣製造，威士忌為

比利時酒、卻於頸標以

日文標示（太陽之意）﹐

似乎有企圖使消費者誤

認成原告商品之嫌。因

此有§24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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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潮靈除濕劑」與「除濕靈」   

 (八八)公處字第００７號處分書 

檢舉 

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製商品包

裝圖 

（O） 

「克潮靈除濕劑

包裝圖」已取得商

標專用權。 

 

※（X） 

(1)「克潮靈」產品之知名

度，已成為「相關大眾所

眾知」之商標。 

 

(2)並無混淆之虞。 

（O） 

雖無混淆之虞，但是被檢舉人

卻於民國八十五年故意變更

商品包裝圖，抄襲檢舉人之商

品圖樣（在商品包裝之構圖及

設計上，為類似之處理，顯有

藉以魚目混珠之意），故認為

有積極攀附商譽及榨取他人

努力成果之情事。 

 

 

Ｐ.Ｓ. 本檢舉案之商品之包

裝設計，是否具有「表徵」之

功能，並未單獨討論。(與黑

松沙士案的判斷方式似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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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家禮砲 21年蘇格蘭威士忌」  ＆  「皇家查理士 30年精釀威士忌」 

（ROYAL SALUTE 21 YEARS            （ROYAL CHARIS 30 YEARS 

OLD BLEND SCOTCH                      OLD BLEND SCOTCH WHISKY）                                  

WHISKY）         

                                                 收文日期：88.6.9.  

鑑定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

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製商品容

器、包裝、外

觀設計等。 

（X） 

商品容器、包

裝、外觀設計

等，並未取得新

式樣之保護。 

（X） 

「皇家禮砲」之名稱在國

內雖具有一定知名度。至

於前揭商品包裝、外觀是

否具有識別力，依法院所

附資料，尚難據為論斷。 

由於公平法§20之適用，

以被仿用之客體為商品或

服務之表徵為前提，今依

卷附資料既無從顯示「皇

家禮砲」之外觀及包裝特

徵是否具有表徵作用，自

無構成§20.Ⅰ.Nr.1 之適

用。 

 

 

（0） 

a）「皇家禮砲」於國內經長期

而廣泛銷售，具一定知名度，

原告亦曾投入相當之行銷廣

告費用等成本。 

b)二產品間，雖尚未致混淆，

但整體意象、線條結構及輪

廓，再配合今黑底色及浮雕設

計，仍予人相似之印象，而易

引起消費者注意。故此一高度

襲用原告知名商品「皇家禮

砲」外觀之行為，不惟有積極

榨取原告努力成果，亦有攀附

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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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松沙士＆斑馬先生加鹽沙士             

收文日期：86. 6. 25. 

（註：本案經再訴願機關將原處分撤消並發回原處分機關重為決定。公平會並

於民國 89年 2月 24日重新處分，(89)公參字第 8808280 號）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

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抄襲商品之容

器外觀、設

色、圖樣等。 

※（X） 

「黑松沙士」取

得商標保護，但

商品之容器外

觀等，並未取得

新式樣專利之

保護。 

 

原處分： 
※（X） 

1.「黑松沙士」飲料於市場上銷售

之時間頗久，在相關消費大眾間已

建立一定之聲譽。 

2.在商品容器外觀部分，尚未達

「表徵」之作用。（所以也不必特

別去討論，是否有因為相同或類似

之使用而造成混淆）。 

 

重新處分： 
※（O） 

1.「黑松沙士」之商品容器外觀已

足以構成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之表徵；並早已為國內消費大眾

所共知。 

2. 被處分人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並足以與原商品相混淆。 

 

原處分 
※（O） 

認為有抄襲商品之容

器外觀等情事，極易

使消費者誤認係爭商

品為「黑松沙士」之

系列產品；被檢舉人

並未積極將其產品與

檢舉人產品區隔，是

屬於攀附檢舉人聲

譽、榨取其努力成果

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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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IVAS REGAL起瓦士 12年蘇格蘭威士忌 ＆ GOLD RIVER蘇格蘭麥香 12 年威士忌 

檢舉內容 商品是否受新

式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製商品之

包裝、形

狀、外觀及

設色等。 

※（X） 

系爭之酒瓶瓶

身、包裝盒顏

色、設計等，

並未取得新式

樣專利之保

護。 

 

※（X） 

 

1. 「CHIVAS REGAL 起瓦

士 12 年蘇格蘭威士忌」

是國內著名商品。 

2. 尚未達「表徵」之功

能。 

 

(雖可證檢舉人所生產之

「CHIVAS REGAL 起瓦士

12 年蘇格蘭威士忌」是國

內著名商品，然從該商品

容器外觀觀之，為常見之

威士忌酒瓶身，其造型相

當簡單，就市面上相同容

量之酒瓶皆為相類設

計，並不具顯著性，亦難

謂具有識別力，無法單獨

表彰商品之來源，自難謂

為系爭商品之「表徵」。

另該項包裝圖樣、顏色及

相關描述性說明文字，…

亦非系爭商品之「表

徵」。 

 

 

 

 

※（X） 

（1）§24係對具有商業競爭倫理

非難性之不公平競爭行為之禁

制規範，故如事業倘僅參考他人

產品外觀之設計而無不當仿襲

他人外觀、表徵或攀附他人聲譽

情事者，自不得以§24論處。今

二產品在外觀上既可明顯區別

品牌之不同，消費者於選購時不

致混淆，被檢舉人自無攀附他人

聲譽情事。 

 

（2）然二者相似之處在酒瓶瓶

身及商品銀色之包裝盒部份，系

爭之酒瓶乃標準傳統公瓶其銀

色方形包裝乃一般性包裝，二者

皆無專權利可言。至於商品外包

裝之構圖顯有不同，無混同相似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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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優鮮沛蔓越苺」案                       

收文日期： 84.9.18 

檢舉內

容 

是否取得新

式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製商

品容

器、及商

品包

裝、外觀

等。 

※（X） 

該商品容

器、包裝及

外觀並未取

得新式樣或

其他智慧財

產權之保

護。 

※（X） 

(1).該容器及商品

外觀設計等，尚非

消費者用以識別商

品來源之特徵，未

達「表徵」之作用。 

※（O） 

被檢舉人就其「KING JUICY」商品，取用與由

於被檢舉人採用與「OCEAN SPRAY」同義及其

商標圖案所象徵之「海浪」中文名稱。所以有

仿襲檢舉人外觀，及依附檢舉人聲譽之情事，

以達其促銷自己商品的目的，此等「搭便車」

之行為，顯有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註：檢舉人 OCEAN SPRAY之中文公司譯名於

七十九至八十三年間，即係「海洋浪花」)。

被檢舉人「海浪」中文商標名稱極易導致消費

者進一步與檢舉人 OCEAN SPRAY英文名稱產生

聯想，或甚至誤認就是 OCEAN SPRAY中文版商

品 ，…..。） 

（Ｐ.Ｓ.值得注意的是，本處分案並不是依

【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第十六點】，

而是依【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原則】進

行判斷。其認為：「依【處理號公平交易法第

一十四條原則】，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係不

公平競爭行為的概括規定，而所謂不公平競爭

者，係指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的非難性。如

事業不當模仿他人商品外觀或有攀附他人商

譽之情事，即屬榨取他人努力 成果之行為，

不符商業競爭倫理，為不公平競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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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桂格三寶燕麥」＆「澳洲佳穎三寶燕麥」       

收文日期：87.7.18/ 88.6.29/ 88.7.16 

檢 舉 內

容 

是否取得

新式樣保

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1）商

品名稱

「三寶

燕麥」完

全相同。 

（2）商

品包裝

圖之整

體設計

如出一

轍，有造

成產品

來源混

淆。 

※（X） 

「三寶燕

麥」名稱及

商品包裝

圖之設

計，並未取

得商標或

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

保護。 

※（X） 

（1）「三寶燕麥」

一詞為商品之說

明，該名稱並不具

表彰商品來源之

功能、故不具「表

徵」之作用。 

（2）系爭商品之

包裝圖設計並非

特別顯著，且未產

生具區別商品來

源之次要意義，故

尚難認係屬於商

品之表徵。 

※（X） 

【處理公平法§20處理原則第十六點】： 

（1）【第十六點第一項】： 

認為檢舉人之商品名稱以及包裝圖設計尚未達

「表徵」之功能，故被檢舉人尚無攀附他人商

譽之嫌。  

（2）【第十六點第二項】： 

a). 商品外包裝形狀部份：  

  一為長方形新鮮屋紙盒，一為圓形鐵

罐，再加上標示明顯可辨、故尚無混同

誤認之虞。  

 b). 就商品名稱部份：  

雖然雙方之商品名稱均以「三寶燕麥」為

名，但該名稱僅為商品之一般說明，並獨創之之

特別命名；且二者之字體有別，英文名稱不同，

加上所指稱「三寶」之內容也並不相同，故

尚難認為有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情事。  

c). 就包裝圖設計之部份：  

二商品雖均以淡黃色為底色，並以一碗

煮熟之米飯在前，一位農夫埋首於麥田中工作

在後，構成包裝圖案。惟查淡黃色系呈現燕麥之

顏色乃一般商品慣用之設計方式，此外，二商品

關於米飯及農夫之圖案設計亦有不同，故尚難認

有抄襲他人之外觀，積極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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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IORDANO「全棉防皺褲」與 HANG TEN「全棉防皺休閒褲」               

收文日期：86.9.25  

(註：台北地方法院函請鑑定案) 

檢舉 

內容 

是否取得新

式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被告仿製

原告「全

棉防皺

褲」之樣

式體裁、

標籤等。 

※（X） 

該商品之樣

式、體裁、標

籤等，並未取

得新式樣專

利權。 

※（X） 

(1). 該商品之樣

式、體裁、標籤，

並無任何顯著與眾

不同之獨特地方，

因此無法作為辨識

商品來源之表徵。 

(2). 這些商品外

觀、樣式不屬於相

關大眾所共知之商

品表徵，則購買者

尚不致以其整體外

觀之相似而對商品

來源產生混淆。 

※（X） 

(1). 「事業如有抄襲相關大眾所共知之他

人商品表徵，積極攀他人商譽，榨取其力成

果，雖未符合第二十條之要件，亦有違同法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惟須事業以積極行為，

高度抄襲或故意引人誤認所銷售商品與被

攀附者間具有某種關係，始足認定，否則自

無本條之適用。」 

(2). 公平會論述無第二十四條適用的主要

理由：「防皺褲」的剪裁、式樣、標籤位置

雖頗為相似，但此為一般休閒褲所通用之表

示方式。另一方面則是在強調，二商品之標

識，「只要消費者稍加注意即可辨識，尚不

致對其二者間之關聯產生誤認，亦難認被告

有積極攀附原告之商譽或榨取其努力成果

的情事。」 

(Ｐ.Ｓ. 換句話說，公平會一方面肯定，該

休閒褲式樣屬於一般之商品外觀，屬於自由

仿製的範圍。另一方面則是表明，競爭者已

適當的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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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白蘭氏兒童雞精」與「康味爾兒童雞精」 

收文日期：85.4.17.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檢舉抄襲產

品容器、標

貼及外包裝

設計。 

※（X） 

就產品容器或其

外包裝、設計等，

並未取得如新式

樣或其他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 

※（X） 

（１）外包裝盒之設計,

尚無法成為相關大眾辨識

商品來源之依據，未具「表

徵」之作用。 

（２）既無法成為相關大

眾辦識商品來源的依據，

因而在交易上購買者尚不

至於因整體外觀之相似，

而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 

※（X） 

本案不予處分。 

於研析意見中僅說明：「一般

消費者可經不同口味辨識不

同廠牌之雞精，亦難謂被檢舉

人攀附他人廠牌努力之成

果，有搭便車之嫌，自無違反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註：由於公平會決議中，擬

就不處分之理由加以補強，蓋

公平會決議中認為，本案雖不

予處分，但被檢舉人仍有道德

上之可責性，應予以警示。作

者限於資料，故無法進一步研

析其內容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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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祖雪餅」﹠「花旗冰 Q雪餅」          

收文日期：85.9.19 

（註︰本案為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請公平會鑑定案） 

鑑定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花旗冰 Q雪

餅」仿製「元

祖雪餅」 

※（X） 

（1）檢舉當時，

檢舉人就「雪餅」

一詞尚未取得商

標專用權。 

（2）系爭產品之

內外盒包裝設計

等，並無取得新式

樣專利之保護。 

※（X） 

（1）是否達「表徵」之功能，公平

會並未清楚表示意見。 

（2）是否有混淆誤認之虞公平會僅

提到︰「縱雪餅一詞已為元祖公司

長期使用，惟就雙方之外包裝設

計、內包裝組合、產品口味質感及

行銷管道，綜合比較，皆不致因產

品以雪餅一詞惟產品行銷之相同或

類似使用而有混淆類似情事…。」 

 

在本案中，公平會

並未繼續討論是否

有§24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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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蜈蚣牌癢痛油膏」＆「金蚜蚣油軟膏」          

 收文日期：84.4.6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

樣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仿製商品

之容器、

包裝、外

觀。 

※（Ｘ） 

「蜈蚣及圖」

取得商標保

護，但商品之

包裝及外觀設

計等,未取得

新式專利之保

護. 

※（Ｘ） 

(1）檢舉人「蜈蚣及圖」取得商標保護，

並印製於包裝盒之正面做為其蜈蚣牌蜈

蚣油軟膏包裝之主要部份。(在商標部

份，兩者商標均經標準局獲准註冊登記在

案，亦經評定非屬相同或類似商標；此外

兩者之商標名稱、製造者，皆不相同，應

不致發生混淆。) 

（2）在商品之包裝盒部分：兩者顏色均

以白色為底，再配以紅、綠、黃色圖案，

規格大小相同。惟被檢舉產品之外包裝因

製造者及其他標示皆標示皆相當清楚，消

費者只須施以一般之普通注意，即可輕易

區別，再加上藥品並非商品，故不會導致

混淆誤認。 

 

(PS.1 本案在判斷商標是否混淆的部

分，主要是依標準局之意見，並未如「喜

伯登運動休閒品」案，強調縱使為註冊商

標，仍應符合「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

知」之要件﹐才有公平法第二十條之適

用。 

PS.2 本案在判斷商品包裝盒的部分，並

未如「黑松沙士」案般先說明，該等商品

之包裝及外觀是否具有「表徵」之功能，

即討論有無「混淆誤認」之虞。） 

 

 

在本案中，公平會並

未繼續討論是否有§

24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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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仿冒托腹帶案                           

收文日期：86.3.17  

（註：台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請鑑定案） 

鑑定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除產品之材

質不同外，其

剪裁、式樣、

外包裝、商標

包裝上之圖

文及產品功

能介紹、產地

標示等均完

全相同。 

 

（1）「LEADING 

LADY」為國內註冊

商標。 

（2）關於產品之

剪裁式樣、外包裝

及包裝上之圖文

設計等，並未取得

新式樣專利之保

護。 

 

 

※（X） 

a）無法證明該產品之式樣及其相

關設計已達「表徵」之作用。 

b）「故縱有仿冒系爭產品，並使

用相同商標、外包裝等行為，尚

難認斷被告有違反公平法§20 之

情事。」 

 

在本案中，公平會並未

討論是否有§24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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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DF 經國號戰機組合玩具模型、工具組案          

收文日期：86.6.18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保

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銷售仿製之組合

模型玩具； 

 

 

b）銷售仿製之組

裝工具組。 

※（X） 

 

兩者皆未取得新式

樣專利之保護. 

※（X） 

 

a)在仿製之組合模型部

份：系爭商品尚未達「表

徵」之作用。 

 

b）在仿製之組裝工具組

部份：尚未達「表徵」

之作用。 

※（X） 

 

銷售仿製之組合模型部

份： 

  兩種商品之包裝有明顯

差異，亦無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銷售仿製之組裝工具組部

份： 

  系爭商品係屬一般用品

加工所需之工具組，其包

裝方式尚難認有特殊設

計，況且兩造商品之包裝

方式與標示亦有明顯差

異，故亦無影響交易秩序

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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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哈雷摩托車」造型鬧鐘案       (85)公參字第 8408702-014 號函；(86)公訴字第

056號撤消原處分；(89)公處字第 053號再為處分 

檢舉

內容 

是否取得

新式樣保

護 

公平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抄襲

商品

造

型。 

※（X） 

（並未取

得新式樣

專利之保

護）。 

※（X） 

該商品外觀

尚未達「表

徵」之作

用。 

 

原處分： ※（X） 

a.)本案被檢舉人之高度抄襲行為誠具某種程度之商業倫

理非難性，或為公平法上「顯失公平」之不正當競爭行為。 

b.)然檢舉人本身之產品造型亦屬於抄襲著名商品，且未

取得我國智慧財產權之保護客體。若提供檢舉人公平法之

保護（等於認定「抄襲所得之外型」應受公平法所保護），

反而對其他競爭者產生「不當之進入競爭障礙」。 

（公平會決議：被檢舉人之高度抄襲行為雖有可議，然經

衡酌檢舉人所付出代價與其所欲要求公平交易法保障權

利客體之價值，則顯有極大差異，故未達處分之構成要

件。） 

再為處分：※（○， 但有不同意見書） 

【商品之造型外觀未取得新型或新式樣專利之保護，原則

上應開放供社會大眾自由使用，事業若出於善意予以模

仿，並加以創新改良，因其效果能促進整體產業之研發創

新，尚無值得非難之處。惟事業如不願付出努力，僅係一

成不變抄襲他人苦心創作之成果，再以掠奪所得之結果與

原創作人在同一市場進行競爭，不僅對被抄襲者之權益造

成損害，更對以價格、品質及服務等效能為中心之公平交

易秩序構成戕害。而此種不當模仿他人商品外觀行為，在

非屬功能性之美感造型創作，尤具有可非難性，蓋一般而

言，美感創作較發明或新型專利之創作更容易獲致成果，

且創作上具有更大可能性，若事業在稍加改良變化即得避

免抄襲之情況下，卻帶於為此努力，而一成不變地加以抄

襲，除對整體產業之創新無所助益，亦對其他遵守公平競

爭秩序之競爭對手構成顯失公平，係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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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腰帶式霹靂包擴音機                       

收文日期：87.6.3./87.7.5./88.4.15/88.6.30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抄襲「腰掛式

擴音機」之商

品外觀 

 

 

 

 

(X)  

「腰掛式擴音

機」之商品外觀

並未取得新式上

保護 

（X） 

具「表徵之作用」，但卻未

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之程度。 

（X） 

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條原

則第十六點第一項】：尚

未符合「著名」之商品表

徵的構成要件。 

 

(2) 依【處理公平法第二十

條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

是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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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事？ 公平會的結論是否

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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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國雙人牌剪刀之外觀式樣                   

                    收文日期 83.11.11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保

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 

 

 

抄襲商品

之外觀設

計與功能 

※（X） 

該產品德、美、日等

多國得新式專利或

工業設計權（然專利

保護期間多已屆

滿），但並未在中華

民國取得新式樣專

利或其他類似之權

利。 

※（X） 

倘商品之外觀具有實用或技術性之

機能特徵者，必須以取得專利權才

能享有排他專屬權，否則即應歸大

眾自由使用。因此若以不正競爭法

禁止他人模仿未受專利權保護之功

能性商品外觀或包裝，則無異變相

取得此種功能性外觀之獨佔排他

權，殊非公平法規範之所在。 

 

 

※（X） 

系爭功能性之設計

在我國既無專利權

之保護，則在國內

屬於公眾得自由利

用情形。因此被檢

舉人縱有類似之設

計，亦非§24所要規

範之行為。 

（第二十條處理原

則第 16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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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 機 器 案                        

收文日期：88.3.16 

（註：板橋地方法院函請鑑定案） 

鑑定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樣

保護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抄襲「轉槳式料位

計」、「線纜浮球式

液位計」等產品之

外型、大小結構、

顏色等案。 

※（X） 

就商品之外型、

大小結構或顏色

等，並未享有新

式樣專利等獨

權。 

※（X） 

具實用或技術機能

之功能性形狀或內

部構造，因不具表彰

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功能，非公平法§20

所稱之「表徵」。 

 

 
 
 

※（X） 

系爭商品本身之形狀具有實用

或技術性之機能特徵，屬於工

業用具，不同於一般消費品。

故倘事業未就系爭商品外觀取

得專利權，則該等特殊功能外

觀係屬公眾得自由利用之技

術，倘他人使用該相同或類似

之外觀，且於商標上清楚標示

其商標，尚難謂有積極攀附商

譽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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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喜伯登運動休閒品」案             

收文日期：87.7.30/ 88.1.29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

樣保護 

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 

 

 

檢舉仿冒

他人之商

標(使用

於不相同

或不類似

之產品 

 

 

 

 

 

 

 

 

 

 

 

 

 

 

 

(O) 

檢舉人之

「SHIBORDIN

及螞蟻圖」取

得商標專用

權。 

※ (X) 

(1).縱使是檢舉

人已註冊之商

標，仍應符合「相

關大眾所共知」之

要件，才有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條之

適用。 

(2).由於檢舉人

檢送之資料，尚難

明該商標已為相

關大眾所共知，自

無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條之適用。 

※ (X) 

公平交易委會主要是依「處理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條原則十六點規定」而為判斷： 

(1).檢舉人之商品非著名商品表徵，亦無攀

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a）.本案係爭之標的--「商標」雖符合公平

法所稱之「商品表徵」，但仍難以證明該商

標己為著名商標，或具有高知度。 

b).再者，檢舉雙方在不同領域經營鞋類與

襪類產品，且被檢舉人之商品已於明顯處標

示公司名稱，且行銷時間已久，銷售量亦相

當龐大，故難謂為有攀附商譽之情事。 

(2).檢舉人之行為非屬抄襲他人「商品或服

務外觀」榨取他人之努力成果： 

「依前開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所規範

者，商品外觀往往是直接引起消費者購買該

商品之關鍵因素，因而實務上抄襲商品外觀

之案件亦層出不窮，惟為有效懲處此類高度

抄襲行為之違法性，不正競爭法在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規不足以提供保障的情形下，應適

度介入。惟有別於前項規定係規範所謂的

「商品表徵」，本項則係保護「商品外觀」。

本案所涉之仿冒標的係公平法所稱之「商品

表徵」，而非「商品之服務或外觀」，顯非本

處理原則所規範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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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TBG」雜誌案                                 

 收文日期：88.1.7. 

檢舉內容 是否取得新式

樣保護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 

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 

 

抄襲冒「TBG」

雜誌之名稱及

其標示方法 

※(O) 

檢舉人就

「TBG」取得註

冊商標即服務

標章 

(Χ) 

(1) 並未討論是否達到「相關大眾所共

知之表徵」。 

（2）認為兩造商品，不論雜誌方面之

排版設計、文字標語、語意內容等，皆

明顯不同，「TBG」三字並非單獨使用係

標出英文全名後，再簡寫成這三個字，

因此應無混淆誤認之虞。 

 

� 

 

並未討論有無§24

之適用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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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平會實務處理模式之分析與歸納 

以下乃作者綜合公平會處理抄襲或仿冒行為的實務態度之後﹐所

做的歸納與整理。首先可以歸類成以下二大類型：「具技術機能之功能

性商品外觀」與「非功能性之一般商品外觀」。 

 

a.「具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商品外觀」 

§20 (X) 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商品外觀，不具表彰商品來

源之功能，也不同於一般消費品，必須以取得專

利權才能享有排他專屬權。（若以不正競爭法禁止

他人模仿謂受專利權保護之功能性商品外觀，則

無異變相取得此種功能性外觀之獨佔排他權，書

非公平法規範之所在。） 

ex：【德國雙

人牌剪刀】 

ex：【ＶＬ機

器】 

§24 (X) 倘功能性設計外觀未取得專利權保護，即屬於公

眾得自由利用之技術。 

（若他人使用相同或類似之外觀，且清楚標示其

商標，尚難謂有積極攀附、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

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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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非功能性之一般商品外觀」 

類型一 －1： 

§20 

(X) 

1.商品名稱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表徵」，但不致混淆。 

2.商品包裝或外觀，尚未達「表徵」之作用   

ex：【三得利威士

忌】 

ex：【克潮靈除溼

劑】 

ex：【皇家禮炮 21

年蘇格蘭威士

忌】 

 

§24 

(O) 

檢舉人之商品包裝或外觀，雖未達「表徵」

之作用，但該抄襲模仿仍有攀附商譽或榨取

他人努力成果之情事。 

 

類型一-2： 

§20 

(X) 

1.商品名稱，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表徵」，但不致混淆。 

2.商品之造型外觀，尚未達「表徵」之作用。 

ex：【起瓦士 12年

蘇格蘭威士忌】 

 

§24 

(X) 

商品之包裝外觀顯有不同﹐消費者於選購時不

致混淆﹐自無攀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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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二 -1： 

§20 

(X) 

並未討論該商品名稱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2. 商品之造型外觀，尚未達「表徵」之作用。 

ex：【優鮮沛蔓越

莓】 

§24 

(O) 

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類型二 - 2： 

§20 

(X) 

 

並未討論該商品名稱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2. 商品之造型外觀等，尚未達「表徵」之作

用。 

 

ex：【桂格三寶燕

麥】 

ex：【ＧＩＯＲＤ

ＡＮＯ全棉防皺

休閒褲】 

ex：【白蘭氏兒童

雞精】 

 

§24 

(X) 

 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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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二 - 3：  

§20 

(X) 

並未討論該商品名稱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商品之包裝設計等，尚未達「表徵」之作用； 

3. 並無混淆誤認之情事。 

 

ex：【元祖雪餅】 

ex：【蜈蚣牌癢痛

油膏】 

ex：【仿冒托腹帶】 

□ 

 

公平會並未討論是否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

適用。 

 

 

類型三- 1： 

§20 

(X) 

1. 商品之造型外觀，尚未達「表徵」之作用，

更無「著名」之情況。 

ex：【哈雷摩托車

造型鐘】 

 §24 

(O) 

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類型三- 2： 

§20 

(X) 

1. 商品之造型外觀已達「表徵」之作用，

但尚未「著名」。 

ex：【腰掛式霹靂包擴

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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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Ｘ) 

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類型三- 3： 

§20 

(X) 

1. 商品之造型外觀，尚未達「表徵」之

作用。 

ex：【經國號戰機模型

玩具】 

§24 

(X) 

無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3. 小結 

綜合上述類型可以發現： 

1.在公平會處理的第一大類、「具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商品外觀」案

型中，不論是公平法【處理第二十條原則】、或是公平會的立場與態度

式都是較為嚴格的。原則上該等產品若未取得發明或新型專利、或其他

類似之排他專屬權保護者，公平會多主張其為公眾得自由利用之公共

財，允許自由仿冒。至於取得專利權或其他類似權利保護之產品，則又

多委由智慧財產權法加以保護，公平法亦不輕易涉入。此一立場，亦大

致與德國學說及實務立場相當。 

2.在公平會所處理的第二大類―「非功能性之一般商品外觀」案

型中，還可以分成兩大部分觀察。 

（a）第一部份（包括「類型一- 1」~「類型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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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份其實可以發現到，在這裡的「商品外觀」固然可以拿

來當作「新式樣保護的客體」，但原生產者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為了

要展現其智慧創作的高度，而是想要把它拿來做為「商品標識」的一部

份加以使用。 

◎ 比較「類型一-1」和「類型一-2」 

固然這些「商品外觀」本身都沒有取得新式樣保護（其實從新式樣

的保護目的而言，也不適合每個產品的外觀或包裝設計等，都可能取得

專屬權能），但由於其商品名稱本身多享有名氣，因此該不具特色之商

品外觀，也可能逐漸成為消費者辨識該產品來源的依據之一。所以公平

會在處理這些案型時，會將「商品外觀」與「著名商品名稱」結合，認

為「商品名稱」縱無混淆，亦有攀附商譽之情事（類型一-1）；除非該

「商品外觀」顯不相同，此時才無攀附商譽情事（類型一- 2）。 

◎ 比較「類型二 -1」、「類型二 -2」或「類型二 -3」

的情況 

在這些類型中，這些「商品外觀」本身也都沒有取得新式樣保護，

但是公平會並未特別去討論，該系爭之商品名稱是否享有名氣。換言

之，公平會在處理這些案型時﹐並未將「商品外觀」的判斷與「商品名

稱是否著名」的條件加以結合。 

 但是公平會在「不討論商品名稱是否著名」、「商品外觀不具表徵

作用」、以及「將商品外觀的判斷獨立於與商品名稱的判斷之外」的相

同條件下，卻分別有三種的處理方式：即「有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類型二 -1）、「無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類型二- 2）、以及「根本

未討論是否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類型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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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由此可見，抄襲仿冒問題的處理，常因具體個案的不同情狀而

有不同考量。或者這種情況也的確印證了德國學者的批評：幾乎每個個

案都是在賭運氣。看不同法院在判決理由中，到底是比較強調抄襲自由

之基本原則呢，還是比較從違反公平競爭之觀點出發。 

   

  （b）第二部份（類型三）： 

與第一部份較為不同的是，原生產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商品

的造型設計」可以做為「新式樣保護的客體」，但如果系爭產品的造型，

足以表徵其產品的來源時，則該產品的設計或造型本身也可以拿來做為

「商品標識」的一部份。所以作者特別在此另外加以討論。在這類案型

中，事業名稱或商品名稱比較不是強調的重點。 

但是檢討公平會處理的結果：對於仿製具表徵作用、只是尚未達

著名階段之商品外觀行為，認為沒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作用（類型三-

-2）；但是對於仿製不具表徵作用、亦不著名之商品外觀行為，卻認為

有違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情事（類型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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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決的可能性 

1.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對仿冒行為之規

範 

                  No 

                         ( X ) 

                                         

                 

              

Yes 

     

 

 

                    No                                              

 

( X ) 

           

                                                                        

Yes 

（保護前提） 
是否具有競爭法上

之意義或特徵 

是否具有不正競爭之特

別情事（違法類型）： 
1.混淆 
2.攀附商譽 
3.阻礙競爭 
4.其他特殊之不正競爭情

事 

                       

 

 

 

 

 
法律責任追究 

說明： 
 何謂「競爭法上的意義

或特徵」？請參閱前

揭論文。 
 
2. 競爭法上的抄襲保

護，原則上並不特別強

調，被抄襲的產品必須

以取得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為前提。但如果為具

獨特性之產品，則顯然

較普通、或無個性之商

品容易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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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公平交易法關於抄襲仿冒行為之規範 

 

                       No                      Yes 

                              

                                               (X) 

           Yes 

                  

                        Yes                    Yes 

 

                            

                                         

       P.S.          No                        No 

 

                                               

 

                                             Yes                                                

                                      

          Yes 

                                          No 

 

被抄襲的唯一般具美

感機能之商品外觀 

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普遍認知」之

「表徵」 

是否有積極榨取他

人努力工作成果之

情事 

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

條規定 

 

是否造成混

淆誤認 違反

公平

法第

二十

條 

是否有積

極攀附 
商譽之情

事 

被抄襲的是具實

用或技術機能之

功能性外觀 

 

原則

上，並

無公

平法

之適

用 

違反

公平

法第

二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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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 這段過程顯然有法律邏輯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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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 

a. 法律理論上的歸納與整理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法」間既獨立又關連的互動關係，一

直是不正競爭法在處理「仿冒」問題時，最為棘手的難題之一。 

因為從競爭法的規範目的而言，是希望阻止任何不當競爭手段的

發生。所以它所關心的對象是，行為人在從事競爭時所採用的手段與方

式是否公平，包括競爭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在內。而這點也正是衡量是否

成立「奴隸性抄襲」的關鍵；換句話說，「奴隸性抄襲」的所關心的不

在作品本身是否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他所關心的是競爭的行為、或手

段方式究竟如何。換言之，競爭法所要禁止的並不是『是否』有抄襲之

事實，而是『如何』（wie）的抄襲，因此其所關心的是，伴隨抄襲而來

的違反競爭之情況。 

雖然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競爭法的保護，在本質上與保護目的上

均有差別，但兩者間也並不是沒有關連的。例如在仿冒他人工作成果的

情況下（這裡也包括仿冒不受智慧財產權法保護的工作成果在內），競

爭法的基本原則當然有所適用，但由於立法者在規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

時候，也已經針對這類情形有所評價，所以在適用競爭法的同時，當然

也要一併考慮立法者在智慧財產權法方面所做的利益衡量。 

因此如何在「仿冒自由」與「工作成果的保護」間取得一定的平

衡，遂成為各界努力的方向。作者在本文中介紹了學說所發展出來的「原

則 – 例外」的運作模式，也同時介紹了實務所呈現的落差與恣意；更

由此可見，此一問題的複雜性。 

此外，作者在本文中也嘗試回答：競爭法上對於仿冒之禁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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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以被仿冒之商品已取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為前提；這在我國公平

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上也表現的非常清楚。因此，縱使具有很高的智慧創

作內涵，但若該商品外觀未能成為消費者辨識商品來源的標準，自不在

保護之列；反之， 縱使未符合智慧財產權之保護要件，但若是該商品

外觀已成為表徵、甚至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就能夠滿足公

平法的保護前提。 

由此可見，公平法對於是否介入商品外觀的保護，當然有源自其

規範目的的保護標準，並非獨依賴該商品外觀是否已智慧財產權保護為

準據。商品外觀已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確有利於原製造商，但並非

受保護的充要條件。 

 

b.規範上的檢討 

比較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對於仿冒問題之處理、並觀察我

國公平交易法對於仿冒之規範後可以發現： 

我公平交易法一共利用兩個條文（公平法第二十條、以及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來處理因為仿冒所造成的不公平競爭。公平法第二十條

所處理的只是【因仿冒所造成的混淆】，至於【因仿冒所造成的其他不

正競爭情事（包括攀附商譽、不正榨取他人努力工作成果等）】，則交

由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來處理。 

就作者個人意見認為，同樣都是利用公平法來處理【因為仿冒所

造成的不公平競爭情事】，在法律規範上應可不必如此複雜。更何況由

於在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在規範評價上的不能協調（就此部

份之意見，請參閱本文前揭說明），更平添問題的複雜與不可理解。 

 170 



在德國法競爭法上，並沒有像我國分屬兩個不同條文（公平法第

二十條、二十四條）的情形。因為在德國不正競爭法是將仿冒所造成

的【混淆】、【攀附商譽】或【其他不正競爭情事】，都一起歸類於 §1 Ｕ

ＷＧ的概括條款中加以處理。其並未像我國公平法第二十條那樣，將

【仿冒所造成的混淆誤認】獨立於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外，而成為一

獨立的仿冒類型。 

因此作者個人的建議是： 

1. 如果可以考慮刪除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則可以把所有【因

為仿冒所造成的不公平競爭情事】，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混淆】、【攀附

商譽】或【其他不正競爭情事】，都納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規範中。

如此一來，則前述所產生的各種價值衝突或矛盾的情形，都可加以彌

平。此一體例接近於德國競爭法之規範。又為避免與美國聯邦交易委

員會法第五條之用語混淯，造成解釋方法錯亂之矛盾情事發生，因此

可以進一步考慮一併修改第二十四條之文字，以求與德國競爭法中【以

競爭為目的而為背於善良風俗之行為者】之用語一致，則奴隸性抄襲

之概念得以全然落實在我國公平交易法對於智慧財產權的補充保護作

用上。 

2. 如果考慮到修法的工程浩大，或者至少可以考慮把【公平法

二十條】、以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一、二項】

所保護的前條要件，作一整體性的調整與平衡。避免出現【公平法二

十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一項】極端嚴格（作

者註：此一保護標準遠高於德國實務之要求。），但是在【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第二項】卻又極端放鬆的現象。若能夠調

整此二者間的重大差異，則我國競爭法對於仿冒的規範大致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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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調整的標準，何妨以「表徵」作為保護前提，蓋必須一商品

外觀具有識別力、或達到次要意義的作用或功能時，才有加以保護之

必要。否則如為一般普通商品，相關大眾並不以該外觀作為購買之辨

識標準時，則該抄襲仿冒較無不正競爭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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