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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 研究主旨 

智慧財產權法作為保護創作人之智慧結晶與工作成果之特別法

制，因為具有很強的排他性，所以設有保護之門檻（例如創作水準或形

式要件）以及保護期間之限制。但是不符合智慧財產權保護門檻、保護

期間已過或疏於申請智慧財產權法保護之智慧結晶與工作成果，是否一

律沒有其他法律的救濟途徑，始終是個令人困擾的問題，尤其是有無公

平交易法（以下簡稱公平法）補充適用之餘地，亦是公平交易委員會（以

下簡稱公平會）長久以來持續關心的議題。對此，公平會至少曾進行兩

項合作研究計畫，亦即「未受『專利法』保護之實體是否受『公平交易

法』之保護」（88 年合作研究計畫），以及「仿冒未受保護之新式樣與

不公平競爭規範」（89 年合作研究計畫）。 

 在前述研究基礎之下，公平會希望進一步藉本合作研究計畫釐清下

列問題： 

 

（一）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對商品（服務）外觀保護

之分野 

 

1.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判斷要件 

（1） 相同或類似使用之定義 

（2） 混淆之定義及強度 

 

2.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判斷要件 

（1） 舉證責任分配 

（2） 攀附他人商譽、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如何認定 

（3） 高度抄襲與亦步亦趨抄襲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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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二十四條與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對商

品（服務）外觀保護之分野 

 

（三） 國外對商品（服務）外觀保護情形 

 

二、 背景分析 

可用於保護商品（服務）外觀之智慧財產權法有：著作權法、

商標法及專利法（新式樣）三種，而公平法則是可以依據第二十

條及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對商品（服務）外觀提供競爭法上的保護。

因此在法律適用上會產生不同智慧財產權法之間的競合，以及智

慧財產權法與公平法競合的問題。本合作研究所關切的是第二個

問題，亦即如何在保護他人之智慧結晶與工作成果、自由競爭以

及防止不公平競爭之間達到最適的平衡。 

其次，公平法施行迄今九年餘，公平會適用公平法第二十條

之次數不多，總共只有十九件1，相形之下，其引用第二十四條作

成處分之案例則高達 478 件。公平會亦分別針對此二條規定制訂

（並已多次修正）處理原則。公平會在這些案件中已累積了一定

的經驗與見解，值得吾人從國外法制之比較研究作全面性的檢討

分析，以便公平會作為將來執行或修改公平法的參考改進意見。 

 

三、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合作研究採取實證研究與比較法研究的方法，一方面蒐集分

析公平會已有之處分實例，另一方面從國外法制提取可供我國參考

的精粹，以便相互輝印，為我國商品（服務）外觀之保護找到合適

 
1 2001 年 4 月 5 日取自公平會網站上之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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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至於研究的步驟則是比較研究歐洲聯盟、德國（以上由劉

孔中負責）、日本及大陸法制（以上由謝杞森負責），然後檢討我國

公平會的相關實務與法制，最後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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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對商品外觀保護之研究 

 

一、 商標法 

 

（一）商標的定義 

日本商標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商標，係文字、圖形、記號、

立體形狀或其組合，抑或上述與色彩的組合，而有下述之情形：…」該

條文雖稱立體形狀，而未明文包含商品外觀，但實際上即是指商品外觀

本身具有識別力且非屬功能性者，亦可作為商標來表彰商品來源而主張

應受商標法的保護，例如可口可樂的玻璃瓶形狀、派克鋼筆筆套的弓箭

羽毛夾，均可能成為立體商標而受到保護。這是日本於 1996 年 6 月 4

日修正商標法時所新增訂，並於 1997 年 4 月 1日實施，此乃參考美、

歐（含歐體）各國商標法而來，主要是希望能迎合世界潮流，並與歐美

各國並駕齊驅。 

不論業者選擇的是平面或立體之形狀作為註冊商標時，業者均可

將其商標使用在其所申請註冊的各種不同商品類別上，就擁有商標專用

權而受商標法的保護，因此其相同的商標即可能同時出現在各種不同類

別的商品上，來表彰係來自同一商業主體；然而所謂商品外觀則可能是

同一個業者所生產的各類不同商品都有其各自的商品外觀，甚至也有可

能出現同一商品以不同的商品外觀來展現（例如配合流行趨勢）。因此，

消費者若可從該商品外觀聯想到是某一家業者所生產而具有表彰商品

來源的功能，進而具有商標法所稱商標的功能時，即受商標法所保護。 

從上述之說明可知，日本商標法已將商品本身外觀含括在商標的

意義之內，這是因為當商品外觀可以表彰商品的來源時固然沒有問題，

但商品外觀並不必然可以表彰商品的來源，尤其是單純而司空見慣的一

般性造型或功能性的外觀，是不能主張商標法上的商標專用權（日本商

標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款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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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註冊主義與實質審查主義 

 

1.目的 

日本商標制度係採權利主義，任何人欲於其商品上使用商標，均

得請求國家為商標權的設定，在具備法定要件的情形下，國家不得拒絕

商標權的設定，因此國家不過是加以確認而賦予權利1。而當事人申請

註冊時，就其所提出申請書所記載之商標與指定商品的範圍，主管機關

為確認其請求是否合於法律所定之要件，從而作一連串的適法性判斷，

亦即對每一要件逐一審查其要件的合致性，其目的不外是確認商標權利

的範圍與適法性。 

 

2.功能 

對每一要件作實質審查並經審定公告確定後，對於後申請人有公

示作用，亦即後申請人可透過公報得知前人已申請註冊之商標以及註冊

的商品類別而避免提出相同或類似商標的申請，可減少事後的訴訟糾紛

及已使用與他人相同商標而被訴後才又改旋更張所浪費的行銷成本。倘

若採使用主義，則因主管機關不作實質審查，當事人有爭議時則必須至

法院訴訟，將增加訴訟成本。當然，在採註冊主義國家的主管機關所作

逐項實質審查也必須耗費不少的行政成本，但這是採權利主義下所不可

避免的耗費。因此，註冊主義與使用主義孰優孰劣實各有千秋，此乃政

策問題，惟美國社會因律師眾多且訴訟發達，加上高額度懲罰性賠償金

制度的採行，使當事人自行負擔訴訟所耗之所有成本而行政機關僅需花

費形式登記的少量成本，在此種背景下，其採使用主義當有其成因。 

 

 
1 網野誠，商標，平成 8 年 10 月 30 日第 3 版第 3 刷發行，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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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標專用權的定義與範圍 

 

1.意義 

商標註冊經主管機關實質審而賦予商標權後，對其所註冊之圖樣

即取得專用權而有排他使用相同或類似商標之權利（商標法第二十五

條）。因此，法律規定本質上屬於不能註冊之商品立體形狀（商標法第

二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款）自無法註冊而取得專用權，即便其已

因長久使用而產生次要意義仍無專用權。 

申請人所取得之專用權僅止於所登記之範圍，為避免造成混淆誤

認，其雖可禁止他人使用類似之商標，但申請人對該類似商標卻無專用

權，此與意匠權不同。蓋前者只是為了避免混淆，而後者則有創作的價

值且在實物上對類似的意匠有實質同一性的評價問題2，因此二者在本

質上即有所差異。 

 

2.範圍   

根據日本商標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商標權是依設定登錄而

發生。若商品或商品包裝的形狀是為了確保該商品或該商品包裝的機能

所不可欠缺的立體形狀，則不得登錄商標。且商標權的效力也不及於商

品或商品包裝的形狀是為了確保該商品或該商品包裝的機能所不可欠

缺的立體形狀的商標（日本商標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款、第二十六條

第一項第五款）。 

既然商標權是依設定登錄而發生，而其登錄範圍即不可能毫無限

制，否則即失其登錄意義，因此登錄商標的範圍需基於申請書所記載之

商標而定，指定商品或指定服務的範圍亦需基於申請書之記載而定（日

本商標法第二十七條）。 

 
2 同前註，第 6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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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權人在設定（指定）其商標權的專用使用權後，於其所指定

的商品或服務範圍內，專有使用其所登錄（註冊）商標的權利（日本商

標法第三十條），他人未經其同意而使用其所登錄的商標時，則會構成

侵害該商標權人的專用使用權。 

從上述相關規定可以看出，由於商標登錄有其範圍限制，若他人

所使用的是不同的商品或服務範圍時，則並無侵害商標專用權的問題。

若業者對商標權有疑義，依商標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有關商標權的效力

得請求特許廳判定，此時特許廳廳長應指定三名審判官判定之。 

 

二、意匠（design）法 

 

（一）意匠的意義 

日本意匠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意匠係物品的形狀、模

樣、色彩或其上之結合，透過視覺而引起美感者之謂。」依此規定，意

匠（即一般所稱之design 3 ，相當於我國專利法中的新式樣）的要件有

四：1.離開物品則意匠不存在（物品性）2.必須是形狀、模樣、色彩或

其結合（形狀、模樣、色彩性）3.透過視覺的感受（視覺性）4.引起美

感（審美性）4。尤其最後一個要件是其與立體商標最大的差異所在，

亦即商標主要在表彰商品來源，與「美感」無涉5。此外，第 4個要件

所稱「引起美感（審美性）」並非指狹義的「美」，事實上，每個人的趣

味性與感受性千差萬別，美醜的判斷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因此，應包含

逆轉的意味，引起醜感也應該屬於「廣義的美感」，在日本實例登錄意

匠第 365331 號的幽靈形狀之「上吊人形」亦通過審查6。 

 
3 高田忠，意匠，1998 年 4 月 30 日初版第 30 刷發行，第 27 頁。 
4 同前註，第 32 頁。牛木理一，意匠法的研究，平成 6 年 3 月 1 日 4 訂版發行，第 66 頁。 
5 同註 4，第 15 頁。 
6 牛木理一，意匠法的研究，平成 6 年 3 月 1 日 4 訂版發行，第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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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匠的優先申請與範圍 

有相同或類似的意匠，在不同日提出申請時，以最先提出申請者

得受意匠的登錄（同法第九條），亦即採先申請主義，而非先使用主義。 

提出申請意匠之人，其所創作出來的意匠必然無法脫離其物品，

因此在申請書上必須載明其意匠所施與的物品，以及其登錄意匠的範圍

（同法第六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十四條）。意匠既有其登錄的範圍，

故不同類物品即無侵害意匠權的問題。至於其保護期限則自登錄日起算

十五年（同法第二十一條）。 

 

（三）新穎性（新規性）的判斷基準 

依日本意匠法第三條規定，意匠亦須具備新規性（相當於我國的

新穎性）與創作力（相當於我國的進步性），否則仍無法申請意匠登錄。

因此，只要有下述情形之一，即不符該條要件：1.於日本國內或外國所

公知的意匠或與此類似的意匠 2.於日本國內或外國公開發行的刊物有

記載的意匠或與此類似的意匠。 

 

（四）意匠的類似與保護範圍 

關於物品形狀或模樣的外觀，雖沒有完全相同但感受上來能發揮

同一的美感特徵而屬於同一創作體範圍的意匠時，即是類似意匠，但日

本的意匠法並未對類似意匠下定義，此乃事實問題7。從而判斷意匠的

類似與否，對於物品中有意匠創作的主要部分，要能確實掌握而感受到

美感的特徵時，即屬於類似意匠而同屬一創作體之範圍，在該範圍內都

受到保護，為意匠權效力所及。此與商標或商品形狀外觀的類似判斷不

同，後者主要著重在標示的區隔，以免造成混淆誤認，與意匠的感受無

 
7 牛木理一，前揭書，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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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除非該意匠因多年行銷之結果出現次要意義而被商標化，否則意匠

與商標或表徵在本質上係不同之概念。 

 

三、不正競爭防止法 

 

（一）對商品外觀為相同或類似使用以致混淆之行為 

日本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不正競爭」，

如下列各款行為，其中第一款規定：「使用以相關大眾所周知之他人的

商品之標示（指表示有關他人之業務的姓名、商號、商標、標章、商品

的容器或包裝，其他商品或營業者。以下同。）為相同或類似的商品等

表示，或是讓與、交付、或為讓與或交付而展示或是輸出、或是輸入使

用其商品等表示的商品，而使他人的商品或營業產生混同之行為。」8

從該條款規定的內容觀察可知，主要在規範商品主體混同的行

為，其要件如下：1、該商品的容器或包裝需被廣為周知（即周知性）2、

商品之容器或包裝及其它商品的表示 3、為相同或類似的商品（含主體）

等表示 4、有產生混淆之虞。 

商品的容器或包裝應足以與他商品有所區格，若一般性的或該商

品通用的或功能性的容器或包裝，因不足以顯現出與他商品區別之處或

盛裝該商品所不能欠缺的形態，則仍無該條之適用（該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款參照）。其主要仍在於其所表示出來的容器或包裝有混淆之

虞，而不在於是否一看到該商品的容器或包裝時即可聯想到該商品的廠

商或其商標，倘一看到該商品的容器或包裝時即可聯想到該商品的廠商

或其商標，因已產生第二層意義（次要意義），當然亦受保護。因此，

在隔離觀察與整體觀察下是否產生混淆之虞，才是本條款著重之點。至

於是否有混淆之虞，仍要從相同或類似的使用來加以判斷，若因廠商作

 
8 該款係舊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合併歸納為一個行為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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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類似的使用，而引起該商品需求者誤認的可能，通常以需求者的

平均人為基準（但並不必然需超過百分之五十）9。 

表示的外觀、稱呼、觀念的近似與否，都是判斷的重要要素，而

且要整體觀察，即使上述三要素之一在形式上近似，但由於交易過程的

特殊考量，則有可能認為不構成類似的表示10。 

 

（二）單純對著名商品表示為模仿與販賣的行為 

同條同項第二款所規定模仿他人著名商品表示之行為亦屬「不正

競爭」之行為，該條文規定：「與他人著名的商品等表示為相同或類似

之使用作為自己的商品等表示，或是使用其商品等表示的商品為讓與、

交付、或為讓與或交付而展示、輸出、或是輸入的行為。」11本款主要

是針對冒用著名表示（標示）的顧客吸引力或不當侵害其價值的行為加

以禁止，以免產生搭便車（free ride）或稀釋（dilution）著名表示的情

形12。 

 

（三）模仿商品形態的販賣行為 

同條同項第三款所規定之「販賣」模仿品行為亦屬不正競爭防止

法所稱之「不正競爭」之行為，該條文規定：「將模仿他人商品（自最

初被販賣之日起算經過三年者除外）形態（與該當他人的商品為同種類

的商品（在無同種類的商品的場合，為與該當他人商品之機能及效用為

同一或類似的商品）而通常所有之形態除外）的商品為讓與、借貸、或

為讓與或借貸而展示、輸出、或輸入之行為。」13受本款保護對象的他

 
9 參芹田幸子所撰，收編於小野昌延，不正競爭防止法，青林書院，平成 3 年 10 月 30 日初

版第 2 刷發行，第 99-152 頁。 
10 同前註。 
11 本款係平成 5 年 5 月 19 日修法時所修正（平成年 6 年 5 月 1 日施行）。 
12 松村信夫，不正競爭爭訟之上手的對處法，平成 10 年 5 月 13 日第 1 刷發行，第 16 頁。 
13 本款係平成 5 年 5 月 19 日修法時所增訂。本款與前二款條文內容之中譯文均引用行政院

公平交易委員會編譯，日本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民國 85 年 4 月，第 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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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商品必須是自最初販賣之日起三年內，若三年內沒有請求禁止，則不

得再主張之。該款在當初增訂時雖亦慮及意匠的實質審查常需費時兩三

年的時間以致難以保障生命週期較短的商品，但同時也參考歐陸國家

（尤其是法、德）對高度抄襲的不正行為加以非難的相關案例而通過該

款條文。然從事後民事法院對該款的適用情況觀察（詳參下述修法後的

四個案例），法院所考量的僅是是否構成高度抄襲而侵害市場先行者的

利益，而不考慮其是否合乎意匠法應有的門檻要件。 

此外，同種商品（若無同種商品的情況下，則和該他人商品的機

能及效用同一或類似的商品）一般通常所具有的型態的模仿則不在禁止

之列，亦即不同種商品間其商品機能與效用是相同或類似時，其所模仿

的是一般通常所具有的商品型態時，也不被禁止。本款增訂後，不問是

否成為其他「知的財產權法」（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法）所保護的對象，

只要在三年內都可請求禁止模仿他人商品形態的行為，其保障了為商品

化而投入資金及勞力者的利益（即市場先行的利益）14。 

日本在修法前有關侵害商品形態的典型案例有紋理化粧紙事件，

東京高等法院不認為紋理化粧紙的原畫有與純粹美術般的高度藝術

性，故而不承認其著作物性（該商品的design亦無意匠登錄），因此不

能依據著作權請求損害賠償。但因被告對於商品的模樣，分寸不差的模

仿，而且在原告商品販賣相競合的地區廉價販售，使原告商品的販售價

格難以維持，被告的商業行為已超越公正自由競爭所許可的範圍，已構

成侵害值得法律保護的原告營業活動，因而認可原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15。原告利用獨創設計來提高商品的價值是值得法律保護的營業活動利

益，法院認定被告已構成違反公序良俗態樣的侵害營業活動的不法行

為，這是有關應用美術的法律保護在舊法下所出現的判決。完全模仿他

 
14 同註 11。 
15 平成 3 年 12 月 7 日的東京高等法院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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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商品形態而該商品形態不合乎意匠法、著作權法創作性要件，在舊法

中又無規範上述的模仿行為的情況下，本判決具有重大之意義。新修正

的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明定其法律上地位，不但可請求損害賠償，且得

作為請求禁止模仿的標的。上述判決的理論值得日後判例發展的深思

16。 

修法後的案例方面，有下列事件： 

 

1、寶飾盒外觀事件（大阪地院判決平成七年十二月十二日） 

   本案原告向地院起訴主張被告高度抄襲（dead copy），違反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製造」、「販賣」模仿品行為，

請求被告損害賠償，但遭地方法院判決原告敗訴，其理由大致歸納如

下：（1）原告所設計寶飾盒的大小尺寸、形狀等的基本型態與其他公司

的寶飾盒沒有太大的差異，而原告所主張其寶飾盒有其個別的特徵部

分，實際上並不具有型態上的特徵，無法明顯表彰係原告之商品來源。

（2）原告所主張盒蓋與盒身經防銹處理、貼付合成皮革，內部崁入厚

紙版，打開時顯出重厚的外觀云云，其有關材料與製法等事項，不只難

以顯示其型態上的特徵，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足認其材料及製法有何特異

之處，況且所謂「顯出重厚的外觀」也是非常不明確，此等商品的表示

都不能說是具有型態上的特徵。（3）原告商品的外觀與其他商品有共通

的基本型態，其些微的差異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足以證明可以成為吸引顧

客注目來交易的焦點。詳附錄（案例 1）。 

 

2、隔熱排水管外觀形態模仿事件（大阪地院判決平成八年十一月

二十八日） 

 
16 出澤秀二等五人合著，不正競爭防止法的實務，平成 8 年 3 月 22 日初版第 2 刷發行，第

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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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開發空氣調節器所用的隔熱排水管，並以「防止結露用 SCS

隔熱排水管」為商品名稱加以製造販賣。依當事人提供之證據所示，原

告商品係實際長度二十公尺長螺旋方式與蛇腹方式的隔熱排水管，被告

商品則為五公尺長蛇腹方式的隔熱排水管。又原告主張其商品具有新穎

性的形態，原告主張被告模仿其商品外觀形態，侵害其營業上利益，違

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惟法

院認為原告所述者不過是同種商品通常有的形態，並不該當不正競爭防

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之「商品形態」，故而不受該款之保護。

詳附錄（案例 2） 

 

3、龍形鑰匙環完全模仿事件（東京地院判決平成八年十二月二十

五日） 

原告主張其所製造販賣的龍形鑰匙環係廣為週知，而被告模仿其

商品形態，造成與原告商品的混淆，其已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三款之規定，請求法院禁止被告製造販賣其商品，並負

損害賠償責任。法院判決被告不得再製造販賣如附件所載之龍形鑰匙

環，並賠償 740 萬元。其理由大致如下： 

由於製造與販賣鑰匙環的廠商極為眾多，且各式各樣不同種類的

鑰匙環也非常多且價位不高，雖然原告商品形態有其一定的特色，但從

其銷售量與眾多廠商及各種不同種類的鑰匙環相較來看，尚不足以看出

該商品形態能表彰係來自原告所產製，無從認定原告商品廣為週知，故

而不該當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至於同條項第三

款的模仿他人商品形態之「模仿」，係指作出實質上同一形態的商品而

言。即便二商品形態不完全同一，但其差異部分僅屬細微，且客觀上從

商品整體性觀察，二商品的形態被認為具有實質同一性時，仍構成不當

競爭。 

本件原告商品本體部分係全體金屬製呈扁平狀，刀柄及刃體與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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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交叉，縱長概略呈十字形，雙刃的古洋劍其刀尖向下，龍從古洋劍下

方刀尖部分向上纏繞刃體、鍔部、刀柄，向左卷曲二圈的螺旋狀浮雕，

本體部分上端有孔與鏈連結，鏈的另一端有一圓形環可將鑰匙套入；龍

的前足攀掛在刀柄與鍔部的交叉部分，頭部在刀柄上端，從右上方向左

下斜，瞪眼開口見牙呈威嚇狀，龍的臉部、鱗部有幾分淺顯的浮雕並有

鋸刃狀的背鰭；本體部分大約縱長 6.8 公分、橫寬約 2.7 公分；本體部

分表面的洋劍十字中心部分鑲有圓形狀紅色塑膠玉；整體的色彩有金屬

光澤並帶有黑味的銀色。而被告商品本體（略，造型大致與原告相同）

縱長約 8公分、橫寬約 4公分，所鑲圓形塑膠玉係薄紫色，龍顏與鱗的

雕刻較深，鋸刃狀的背鰭則較小。 

被告主張其商品形態與原告商品有諸多不同之處。惟法院認為二

商品形態的基本構成、形態重要構成要素之一的龍的具體形態與本體部

分色彩大體均相同，僅有些微差異，二者的形態極為酷似，可謂具實質

同一性。又本案中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有與原告商品形態極為酷似的

先行商品出現，而被告也無法證明有第三者的商品與設計早於原告的商

品。綜觀上述的判斷，堪認被告商品高度模仿原告商品，侵害原告營業

上之利益，被告不得再製造販賣其商品，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詳附錄

（案例 3） 

 

4、穿孔（pierce）品高度抄襲事件（東京地院判決平成九年三月七

日） 

原告主張被告模仿其商品，違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及回復信用的登報道歉。惟法院判決原告敗

訴，理由大致如下： 

原告的商品一係具有使用穿孔者從耳朵取下時防止穿孔收縮的機

能及效用的一種醫療用樹脂製的穿孔用的保護具；商品二是具有佩帶時

防止對金屬過敏的機能與效用的醫療用樹脂製的穿孔佩帶用保護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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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張其曾與被告簽訂商品供給契約，被告自原告處進貨銷售並收受商

品說明資料以及其他促銷商品的相關資料，嗣後被告自行製售之商品係

模仿原告之商品；被告則辯稱該商品係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三款括弧中所規定之「同種商品的通常形態」，並無違法之處。 

法院認為所謂「同種商品的通常形態」係指為了達到該商品機能

及效用所不可避免而必須採用的商品形態的情形，因此即使一個非常嶄

新而其機能與效用在相同或類似商品中也未曾見過，但其形態卻是為達

到該機能與效用所不可欠缺而必須採用的的形態時，即是該款所稱之

「同種商品的通常形態」，而為該款適用所除外的行為，但若以通常具

有的形態為基礎作部分變更或附加其他裝飾要素而不是只是細部的情

況下，該商品的形態就不合致該款括弧中所具備的要件，當然就有該款

的適用，因此在判斷之際對比模仿的對象商品時即不應該著重在共通的

基本型態上，而應該就兩商品非通常具有的具體形態是否同一或酷似來

判斷。法院分別就原告與被告的商品具體比對後，認為被告商品一是一

卡子形態，正面觀察是左右對稱的單純桶形，雖然其中心軸位置有本體

的軸部插入用的貫通孔的類似圓筒形的桶子是二商品的共通點，但沒有

像原告商品的環狀突出部的設計，而且原告商品頭部形狀是平坦的原盤

狀而被告商品球形本體的頭部是球狀頭部形狀完全不同，由於其相同處

是該類商品通常的基本形態，因此在認定是否具實質同一性時即不應考

慮該點，故認為不具實質同一性。至於商品二的部分，二商品的基本形

態和色彩係共通，但被告商品的表面平滑，正面觀察左側較細向右側漸

寬，整體是矮胖的漏斗狀臼型，而原告商品整體基本上是桶狀形態，表

面有三條突出環狀的設計，故二商品不具實質同一性。綜上，原告之訴

無理由。詳附錄（案例 4） 

從上述第 3、案例的日本龍形鑰匙環完全模仿事件對照我國

「Top-Gun Cop」玩具機器人案（港商宏光公司檢舉明儀玩具公司高度

抄襲，83 公處字 102 號）以及玳瑁花紋老花眼鏡盒案（本案不處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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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檢舉人「舉照片證明」玳瑁花紋眼鏡盒於外國早在數十年前已出現）

觀察，我國在處理未合致「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要件但卻是

高度抄襲的案例經驗，可謂有過之而無不及，只是日本在修法後已將高

度模仿商品形態的行為明定違法，而我國則仍以不確定概念的「欺罔或

顯失公平」來規範。 

因此，若我國公平交易委員會在政策上欲採與日本對市場先行者

的營業利益加以保護的相同見解，則似可仿日本立法例，亦即將著名商

標問題回歸到商標法的修法或另行立法解決，另則刪除公平交易法第二

十條規定，而將高度模仿商品形態之行為明定為違法來取代第二十條。

至於何種程度會成立高度抄襲，這是商品整體實質認定之問題，業者必

須體認到模仿的程度越高，其被非難的可能性就越高，而這種外觀高度

模仿的禁止與發明無關，並不致使業界技術受阻礙，它比較像美術著作

的理念，但並無著作權法中合理使用的問題，如此才能促使業者獨立開

發設計自己的商品外觀。當然此一作法，多少難免會弱化專利法中新式

樣專利規定的功能，但因二者法律效果不同，應不至於產生完全替代效

果。 

 

（四）不正競爭防止法與商標法、意匠法的關係 

新修正之不正競爭防止法可謂對知的財產權具有補充之關係，尤

其不正競爭防止法修法的重要理由之一為意匠的實質審查期間過長，為

保護市場先行者之利益與某些商品之生命週期不長，根本等不及冗長的

審查期間，因此有必要以不正競爭防止法加以保護。 

從日本最近幾年的大幅度修法，包括立體商標的保護、商品形態

模仿的規制等均已明文化，對於商品的外觀或包裝應加以保護，至此已

無爭議可言。有問題者，乃在於模仿到何種程度將會被禁止？除商品本

身的自然形狀與具功能性的外觀，以及機能不同的不同類商品間，不會

侵害他人權利外，通說認為應採實質相似的理論（當然包含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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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產品本質的差異性頗大，也只能依賴日後不同案例的累積才能看出

軌跡，此與著作權法中是否構成抄襲（已超越合理的使用範圍）亦採實

質相似說如出一轍。 

 

（五）責任與舉證 

業者的行為若同時合致商標法、意匠法與不正競爭防止法時，由

法官依法規競合原理擇一適用。並無行政權限劃分之問題。日本不正競

爭防止法僅有民事或刑事責任，無行政責任，由於行政不介入，故並無

行政主管機關，因此業者向地方法院提起請求禁止行為之訴時，須自負

舉證責任，並無行政主管機關依職權調查與舉證之問題，更無行政訴訟

之問題。而業者在舉證時必須先證明商品的外觀或包裝是自己先開發設

計，否則若自己亦是模仿而來，當無請求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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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中國大陸對商品外觀保護之研究 

 

一、商標法 

 

（一）註冊主義  

商標法第四條第一項1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個體工商業者，對

其生產、製造、加工、揀選或者經銷的商品，需要取得商標專用權的，

應當向商標局申請商品商標註冊。」同法第十一條亦規定：「申請商標

註冊的，應當按規定的商品分類表填報使用商標的商品類別和商品名

稱。」顯見其亦採註冊主義，未經註冊者不能取得排他的專用權。 

 

（二）實質審查主義 

商標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註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准註冊的商標

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因此，事業欲擁有商標專用權，必須經主管

機關商標局實質審查後核准公告才能擁有之。其作用在於使後來申請者

得以知悉哪些商標業經註冊，可事先避免重覆或紛爭。至於商標爭議則

由國務院工商行政管理部門設立的商標評審委員會負責處理（商標法第

二十條）。 

 

（三）商標「專用權」 

 

1.意義 

商標法第三條規定：「經商標局核准註冊的商標為註冊商標，商標

註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受法律保護。」因此，若他人未經商標註冊人

的許可，不得在註冊商標所核定的相同或類似商品上，使用與該註冊商

 
1 台灣法條中所稱的「項」，在大陸的法律則稱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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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否則即構成商標侵權行為和不正當競爭行為2。 

 

2.範圍 

註冊商標的專用權範圍依第三十七條規定，是以核准註冊的商標

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但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類型，依商標法第三

十八條規定，有下列四種情形：（1）未經註冊商標所有人的許可，在同

一種商品或者類似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2）

銷售明知是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的（3）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

標識3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標識的（4）給他人的註冊商

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 

對於上述第（1）種情形的侵害必須具備商標相同或近似，且商標

標示的商品為同一種或者類似商品兩個特點。如果不在同一種商品或者

類似商品上使用與他人的註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或者在同一種

商品或者類似商品上使用與他人的註冊商標不相同或者不相近似的商

標，因不同時具備上述兩個特點，便不會造成商品出處混淆，使消費者

發生誤認誤購的情形，就構不成商標侵權行為4。 

此外，對於馳名商標5因法律允許擴大保護其範圍，故擅自在不同

類別但性質相同或者相似，甚至性質亦不相似的商品上，使用與他人的

馳名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也構成不正當競爭行為6。 

 

 
2 黃赤東、孔祥俊主編，反不正當競爭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北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年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第 170 頁。 
3 對於商標標識的印刷，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另訂有<<商標印刷管理辦法>>。 
4 同註 2，第 172 頁。 
5 對於馳名商標，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於 1996 年 9 月 14 日另有發布<<馳名商標認定與管理

暫行規定>>，依該規定第三條：「本規定中的馳名商標是指在市場上享有較高聲譽並為相

關公眾所熟知的註冊商標。」第四條：「商標註冊人請求保護其馳名商標權益的，應當向

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商標局提出認定馳名商標的申請。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商標局可以根

據商標註冊和管理工作的需要認定馳名商標。」 
6 同註 2，第 1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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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外觀可否申請商標「專用權」 

商標法第七條規定：「商標使用的文字、圖形或者其組合，應當有

顯著特徵，便於認識。使用註冊商標的，並應當標明"註冊商標"或者註

冊標記。」顯見其並不包括立體商標與商品外觀、形狀，因此商品外觀

無從申請商標「專用權」。 

 

二、專利法（外觀設計專利） 

依專利法第二條規定：「本所所稱的發明創造是指發明、實用新型

和外觀設計。」該條所稱「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狀、圖案、色彩

或者其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上應用的新設計（專利法施行

細則第二條第三項）。亦即相當於台灣專利法所稱的「新式樣」。由於發

明與新型與本文無關，故此處僅針對「外觀設計」論述。 

 

（一）要件 

外觀設計專利必須符合新穎性的要件，亦即授予專利權的外觀設

計，應當同申請日以前在國內外出版物上公開發表過或者國內公開使用

過的外觀設計不相同或者不相近似（專利法第二十三條）。 

 

（二）實質審查主義 

 

1.目的與功能 

專利局受理和審查專利申請，外觀設計專利申請經初步審查沒有

發現駁回理由的，專利局應當作出授予外觀設計專利權的決定，發給相

應的專利證書，並予以登記和公告（專利法第三條前段、第三十四條、

第四十條）。 

 

2.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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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設計專利權被授予後，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未經專利權人許

可，不得為生產經營目的製造、銷售其外觀設計專利產品（專利法第十

一條第二項）。而其專利的保護期限為十年，自申請日起算（專利法第

四十五條後段）。 

 

（三）專利權的範圍 

專利權是國家所授予（專利法第三條後段），但當事人申請外觀設

計專利時，應當提交請求書以及該外觀設計的圖片或者照片等文件，並

且應當寫明使用該外觀設計的產品及其所屬的類別（專利法第二十七

條）。又一件外觀設計專利申請應當限於一種產品所使用的一項外觀設

計。用於同一類別並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產品的兩項以上的外觀設

計，可以作為一件申請提出（專利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同一類

別，是指產品屬於分類表中同一個小類；成套出售或者使用，是指各產

品的設計構思相同，並且習慣上是同時出售同時使用（專利法施行細則

第三十六條第一項）。因此，其專利權的保護範圍以表示在圖片或者照

片中的該外觀設計專利產品為準（專利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故其不

同類別商品即無侵害之問題。 

 

（四）侵害的救濟 

對未經專利權人許可，實施其專利的侵權行為，專利權人或者利

害關係人可以請求專利管理機關進行處理，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

訴。專利管理機關處理的時候，有權責令侵權人停止侵權行為，並賠償

損失；當事人不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人民法院起

訴；期滿不起訴又不履行的，專利管理機關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強制執行

（專利法第六十條）。其制度可謂行政與司法並存的雙軌制，同時行政

又受司法之審查。 

此外，對於專利申請權或者被授予的專利權發生爭議時，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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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請求專利管理機關處理，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當事人

因專利申請權或者專利權發生糾紛，並已請求專利管理機關處理或者向

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可以請求專利局中止有關程序。依照前款規定請

求中止有關程序的，應當向專利局提交請求書，並附具專利管理機關或

者人民法院的有關受理文件（專利法施行細則第十五條）。 

 

三、反不正當競爭法 

 

（一）對商品外觀的保護 

反不正當競爭法第五條規定：「經營者不得採用下列不正當手段從

事市場交易，損害競爭對手：（一）假冒他人的註冊商標；（二）擅自使

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或者使用與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稱、

包裝、裝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購買者誤認為是該知名

商品；（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

商品；（四）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優標誌等質量標誌，

偽造產地，對商品質量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 

由於商品的通用名稱、包裝、裝璜通常只有經濟意義，有關經營

者不享有專用權。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凝聚著特定企業

的商品信譽和商品聲譽，為了維護正常競爭秩序，保護企業和消費者合

法權益，必須對其給予法律保護，授與特定企業壟斷使用權，禁止他人

仿冒。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大量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由於

不符合申請商標註冊或申請外觀設計專利的條件，或因經營者自身的原

因沒有申請商標註冊或外觀設計專利，從而得不到有關知識產權法的保

護，一些投機取巧的業者乘機大肆仿冒，製造市場混亂，欺騙消費者，

為更有效保護知名商品特有名稱、包裝、裝潢，嚴厲打擊各種盜用他人

競爭優勢的違法行為，故有上述第二款之規定。從該條第二款規定可

知，受保護的商品需（1）以「知名」商品為限，（2）被仿冒的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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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包裝、裝璜必須為知名商品所 "特有" ，（3）擅自對其名稱、包裝

或裝潢為相同或近似的使用，（4）產生混淆，造成購買者的誤認7。 

為使上述規定能有更明確的適用，國家工商行政管理局另外發布

「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璜的不正當競爭行為的

若干規定」（以下簡稱「禁仿的若干規定」），該規定第三條對於反不正

當競爭法第五條所提及的名詞均有進一步之闡明： 

 

1. 所稱「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知名度，為相關公眾

所知悉的商品8。 

 

2. 所稱「特有」是指商品名稱、包裝、裝璜非為相關商品所通用

迸具有顯著的區別性特徵。 

 

3. 所稱「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是指知名商品獨有的與通用名稱

有顯著區別的商品名稱，但該名稱已經作為商標註冊的除外。 

 

4. 所稱「包裝」是指為識別商品以及方便攜帶、儲運而使用在商

品上的輔助物和容器。 

 

5. 所稱「裝潢」是指為識別與美化商品而在商品或者其包裝上附

加的文字、圖案、色彩及其排列組合。 

除上述的闡明外，對於「知名商品」的認定方式，更於「禁仿的

 
7 同註 2，第 179 至 184 頁。 
8 在實踐中，對知名商品的判斷，不可能有一個固定不變的統一標準，只能透過綜合考察商

品的銷售地區、數量、時間、產品質量、售後服務、廣告宣傳、獲獎情況等因素予以分析

認定。且認定機關是縣級以上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都無權

認定，而只有在市場上出現了仿冒行為時，為了認定、制止和處理仿冒行為，才對知名商

品和仿冒行為一併予以認定（關於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璜的不正當競

爭行為的若干規定第六條）。同註 2，第 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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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干規定」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被他人擅自

作相同或者近似使用，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該商品即可認定為知名

商品。」此種認定方式亦不失簡便，蓋倘不知名，又怎會被仿冒！ 

又是否近似，可以根據主要部分和整體印象相近，一般購買者施

以普通注意力會發生誤認等綜合分析認定。一般購買者已經發生誤認或

者混淆的，可以認定為近似（「禁仿的若干規定」第五條）。本條與第四

條的認定雖堪稱簡便，但似有倒果為因之嫌，雖近似使用與混淆是一體

的兩面，但有近似之使用才會有混淆的問題，若既非近似使用，何來混

淆？ 

在案例方面，於反不正當競爭法公佈前有一例、公佈後有二例，

分述如下： 

 

（1）民陽印刷「紅茅酒」瓶貼裝潢 VS.富民等 14 家「紅茅酒」

瓶貼裝潢 

某省紅茅葡萄酒廠是國家二級企業，在國內外享有盛譽，1986 年

3 月，其在民陽印刷廠設計的「紅茅酒」（精制）瓶貼裝潢，以其獨特

醒目的圖案與色彩為廣大消費者熟知，在全國各地長年經銷不衰。該省

富民葡萄酒廠、利民果酒廠、強盛啤酒廠等見狀，紛紛仿製「紅茅酒」

瓶貼裝潢大量印刷，在全國市場銷售，紅茅葡萄酒廠的經營一度墜入谷

底，蒙受重大損失，該廠於 1992 年 2 月向縣法院起訴請求賠償 26.2

萬元。經查，其中從製版佈局、色彩、文字和圖形方面觀察，有十四家

企業的瓶貼裝潢都與紅茅葡萄酒廠的裝潢極其相似，並足以引起消費者

誤認、混淆。由於當時反不正當競爭法尚未公佈，而瓶貼裝潢又不屬商

標法註冊商標專用權保護之列，所以該縣法院審判人員多次走訪專家學

者和有關單位，並向上級法院請示。省高級人民法院在批復中指出：「以

假冒、抄襲他人商品裝潢來推銷自己偽劣產品的行為是不正當競爭行

為，由此引起的案件應確定為不正當的競爭糾紛。」在事實認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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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確鑿充分的基礎上，該縣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判決十四

家企業立即停止不法侵害，銷毀現存近似紅茅葡萄酒瓶貼裝潢，賠償經

濟損失 22 萬元。被告不服，上訴到市中級人民法院，市中級人民法院

維持原判9。 

 

（2）"吃飯香"營養精 VS."吃飯香"保健品 

1995 年 9 月 14 日重慶步步高醫藥保健品公司向重慶市工商局投

訴，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團公司重慶分公司銷售的巨人"吃飯香"保健品，

仿冒步步高公司"吃飯香"營養精特有的名稱"吃飯香"，造成市場混淆，

請求制止。經重慶市工商局調查，投訴人透過各種宣傳媒體作大量"吃

飯香"營養精廣告，1994 年 9 月到 1995 年 5 月宣傳費用達 1117222 元，

1995 年 2 月至 8月銷售額達 931896.40 元，該產品還被有關部門確定

為推薦產品，一些報紙也作過報導，"吃飯香"這一商品名稱已在市場上

產生一定影響。在消費者中確實存在把兩種"吃飯香"混淆而誤購得情

況，甚至有些消費者還向步步高公司詢問原由。重慶市工商局因此認為

"吃飯香"營養精為知名商品，"吃飯香"為該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稱，對於

巨人公司的仿冒行為，重慶市工商局依反不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一條第二

款與「禁仿的若干規定」第九條責令巨人重慶分公司停止銷售巨人"吃

飯香"保健品的違法行為，沒收其違法所得 7010.26 元，罰款一萬元。 

本案例中，步步高公司推出的"吃飯香"這一名稱以一般的歐語詞

義上看，本不具有什麼顯著的特點，他反映的是一類商品可能具有的一

些共同性能，是一個很普通的形容詞，但正因為極為普通，所以在之前

並無人將其作為商品名稱使用，"吃飯香"在市場上並沒有成為某一類商

品通用的名稱。但步步高公司將"吃飯香"營養精投放市場後，卻產生了

 
9 劉兵、鄧益志編著，反不正當競爭法案例精選精析，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 年 2 月第 1 版，

1999 年 4 月第 2 次印刷，第 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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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特殊的市場效應，消費者很快將其作為商品名稱與某一種商品緊密

聯繫起來，"吃飯香"已成為與通用名稱（如營養精、保健品等）有區別

性特徵的一個商品名稱，消費者並未將其視為一類商品通用的名稱，而

產生了一定的市場含義，應認定其為特有的商品名稱10。 

 

（3）「讀者」雜誌 VS. 「讀者精華本」雜誌 

甘肅省蘭州市「讀者」雜誌的前身為「讀者文摘」，是國內名列前

矛的暢銷刊物擁有良好的讀者信譽與市場信譽，1993 年 7 月，因與美

國在華註冊刊物重名而更名為「讀者」。更名前後發生多起仿冒、攀附

該刊的「讀者文摘精華本」、「讀者文摘精華」、「讀者精選文摘」等侵權

事件。1993 年 8 月，國家外文局所屬的海豚出版社乘「讀者」改名伊

始，匆忙組織了一批稿件，於 10 月出版了「讀者精華本」，該「精華本」

的裝潢設計足以亂真，不但刊名直接盜用「讀者」雜誌已註冊公告的名

稱，封面設計圖案風格、底色色調也照搬「讀者」樣式，只是將字體由

手寫體改為楷體，內文目錄頁和樣目頁設計也與「讀者」雜誌正宗的精

華本相同，該冒名雜誌在全國許多省市圖書市場銷售後，許多讀者誤

購，紛紛向「讀者」雜誌質詢和投訴，「讀者」雜誌社於是向海豚出版

社交涉，並要求甘肅省新聞出版局要求查處。甘肅省新聞出版局版權處

立即會同有關部門進行查處，海豚出版社意識到事態嚴重性，向版權處

寫了封致歉函承認仿冒「讀者」的設計構思，對其造成不良影響，表示

願撐單三項責任：1.在「讀者」雜誌連續兩次刊登致歉函，2.立即停發、

收回、銷毀「讀者精華本」，3.賠償經濟損失。「讀者」雜誌接受了這些

條件。 

本案例中，海豚出版社不但侵犯商標專用權，而且侵犯了刊物裝

潢標識，足以引起消費者的誤解，且實際上已造成誤購，損害了「讀者」

 
10 同註 2，第 186-188 頁。 



 27

                                                

雜誌的銷售市場和刊物信譽。值得注意的是，刊物也是商品，刊名就是

一個刊物的牌子，也就是它的商標，在圖書消費市場上，也同樣會遇到

不正當競爭。我國著作權法未將出版物的封面裝潢設計列入保護範圍，

因此應適用反不正當競爭法和商標法的規定，比照侵犯註冊商標和裝潢

標識專用權行為進行處理11。 

 

（二）反不正當競爭法與商標法、外觀設計專利的關係 

 

1.、反不正當競爭法與商標法的關係 

反不正當競爭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營者假冒他人的註冊

商標、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名

优標誌等質量標誌，偽造產地，對商品質量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的，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量法的規定處罰。」

由於中國大陸的商標法亦採註冊主義，既經註冊之商標遭仿冒，當適用

商標法的規定，而不再適用反不正當競爭法的規定。 

上述行為不僅損害註冊商標所有人的權益，也損害消費者和公共

利益，破壞了公平競爭的秩序，也屬於典型的不正當競爭行為，故反不

正當競爭法把假冒他人註冊商標作為不正當競爭行為的一種類型，此表

示，商標混同、假冒他人商標，也是反不正當競爭法的調整對象。對商

標專用權的保護是商標法、反不正當競爭法的共同任務，只是作用的側

重點和方式有所不同，前者是從規範商標行為和商標專用權保護的角

度，後者是從規範競爭行為的角度，來保護註冊商標專用權，禁止假冒

他人註冊商標的行為12。有時候商標侵權、不正當競爭往往糾合在一

起，多種因素並存，難以區分，在認定這類糾紛時，以爭奪市場為特徵

 
11 同註 9，第 58-60 頁。 
12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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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以不正當競爭立案，在審理時可以同時適用商標法和反不正當競

爭法的法律規定進行定性處理13。 

在案例方面第（1）例是「反不正當競爭法」和「商標法」均有適

用；第（2）例則是只有「反不正當競爭法」的適用，而無「商標法」

的適用： 

 

（1）王致和腐乳 VS. 致和腐乳 

某市王致和腐乳廠是一具數百年傳統釀制工藝的專門生產腐乳等

產品的老字號專業廠，其產品相傳為宮廷進膳用品。1986 年向國家商

標局申請「王致和」商標，核定用於腐乳用品，在市場上享有良好聲譽。

1993 年在王致和的職工發現該市某縣有家「致和腐乳廠」對參觀人員

贈送腐乳樣品和產品簡介，樣品上的標貼商標為「致和」，產品簡介的

廠名中的縣名被省略，與王致和腐乳廠的廠名只相差一個字，並載有「王

致和腐乳廠已有 300 多年歷史，為著名的傳統風味產品，為豐富市場，

滿足人民群眾生活需要，恢復王致和腐乳的傳統風味」等內容，明顯以

「王致和」老字號傳人的名義進行介紹。王致和腐乳廠蒐證以侵犯註冊

商標專用權為由，於 1994 年 3 月向法院起訴。法院審理查明，王致和

腐乳廠生產的「王致和」牌臭豆腐曾於 1991 年獲中國食品博覽會金獎，

同年還獲市「優秀食品老字號」稱號，1992 年又被評為市優質產品，

1993年初被評為市著名商標。而被告致和腐乳廠1986年建廠生產，1987

年向國家商標局申請註冊「致和」商標，公告後，王致和腐乳廠提出異

議，異議成立，「致和」商標不予以註冊。法院合議庭根據「反不正當

競爭法」和「商標法」判決：（1）致和腐乳廠（即被告）自判決之日起，

不得在其生產、銷售的腐乳產品包裝、標籤上使用「致和」字樣。（2）

自判決之日起九十日內，向王致和腐乳廠支付商標侵權損失賠償費 20

 
13 同註 9，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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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雙方均未上訴。 

本案涉及侵犯商標權的行為與不正當競爭行為的競合問題，在實

踐中，假冒偽劣、商標侵權與不正當競爭往往糾合在一起，難以區分。

判定是單獨的侵犯商標權，還是侵犯商標權與不正當競爭行為的競合，

可以採取下述的考量：商標侵權的標的指向是利潤，侵權主體也廣泛得

多，不光限於經營法人和工商戶，製造假冒偽劣產品的自然人也可進

行；而不正當競爭中的假冒商標則略有不同，即帶有競爭的特性，侵權

者也必須是有經營資格的主體，主要侵害指向是商標持有者的已有市

場。經營者在經營活動中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且公民或法人依法取得

的商標專用權受法律保護，所以被告的行為違反了反不正當競爭法和商

標法的有關規定，其誤導行為顯然構成對原告商標權的侵犯。非法使用

他人的商標信譽則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屬於不正當競爭行為14。 

 

（2）「喜凰」牌「喜凰」白酒 VS.「天福山」牌「喜鳳」白酒 

原告係山東省莒縣酒廠，其生產「喜凰」白酒，於 1987 年 1 月 30

日在國家商標局核准註冊了圓圈圖形的「喜凰」牌商標。被告係山東省

文登釀酒廠亦生產白酒，其註冊的商標是「天福山」牌，但其白酒的名

稱則係「喜鳳」白酒。原告向山東省臨沂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稱：被

告採用與原告生產的「喜凰」牌白酒的註冊商標相近似的文字、圖形，

作為被告生產的白酒的特定名稱及裝潢，造成消費者誤認誤購，使原告

銷售量下降，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請求被告立即停止對原告商標專用權

的侵害，並賠償 100 萬元。被告辯稱：被告產品的註冊商標是「天福山」

牌，原告產品的註冊商標是「喜凰」牌，被告生產的白酒名稱是「喜鳳」

酒，原告生產的白酒名稱是「喜凰」酒，雙方的商標既不相同也不相近，

不存在侵害商標專用權的事實。臨沂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合議庭認為，被

 
14 同註 9，第 44-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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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把瓶貼裝潢上的「喜凰」牌註冊商標更換為「天福山」牌註冊商標，

「喜凰」酒的「凰」字改為「鳳」字外，其餘均仿製，其瓶貼裝潢在設

計的構圖、字型、顏色等方面均與原告的相似。法院認為：被告違反國

家工商行政管理局、輕工業部、商業部 1980 年 10 月 11 日「關於改正

酒類商品商標的聯合通知」中關於"酒的商標應當用其特定名稱統一起

來" 的規定，在同一商品上使用與自己的註冊商標不同，卻與原告的註

冊商標相似的文字作酒的特定名稱，從而使消費者誤購。依商標法實施

細則第 41 條第 2項與第 38 條第 3項規定，構成侵害註冊商標專用權的

行為。被告不服，向山東省高級人民法院上訴，二審法院認為依商標法

第 37 條規定註冊商標的專用權以核准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

被上訴人（即原告）瓶貼裝潢上的圖象、文字、顏色等不屬於註冊商標

專用權保護之列，原審認為侵害商標專用權，是適用法律不當。而上訴

人使用相似的瓶貼裝潢造成消費者誤認誤購，是不正當競爭行為，依「反

不正當競爭法」的規定，被上訴人的損失，應由上訴人賠償。 

上述案例兩造之註冊商標並不相同，被告並未將原告的「喜凰」

商標作為被告的白酒瓶貼裝潢，雖然「喜凰」與「喜鳳」有相似之處，

但如果單放在一起並不能足以使消費者誤認，然而問題在於被告使用

「喜鳳」這個名稱並不是單獨作為自己酒的名稱來使用，而是將這個名

稱與其瓶貼一起使用，而這個瓶貼與原告瓶貼的包裝、裝潢極其近似。

「喜凰」與「喜鳳」有近似之處，在特定條件下，能夠足以造成誤認，

這個特定的條件正是被告製造出來的，此舉雖沒有違反商標法，但卻違

反了反不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的規定15。 

又假冒商標與假冒裝潢不同，雖二者都會誤導消費者，但依刑法

規定，後者並不構成犯罪。過去幾年假冒名酒瓶貼圖案欺騙消費者案件

不少，因為名优酒類的特定名稱以及瓶貼裝潢起到了（產生）商標的作

 
15 同註 9，第 47-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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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為消費者認購的一種顯著標誌，為對其加以保護，中國大陸國家

商標局根據企業的要求，已將十三家酒廠的名优酒（如「貴州茅台」酒、

四川「五糧液」酒）的瓶貼裝潢中起到（產生）商標的作用的部分，作

為商標予以註冊，因此，對假冒這十三家酒廠瓶貼的案件，以假冒註冊

商標罪論處16。 

此外，其商標法與台灣相同，均尚未將立體商標納入，因此對於

商品的外觀形狀仍有賴反不正當競爭法的保護，惟該法仍將商品侷限在

「知名商品」才有適用，而且反不正當競爭法並無如台灣公平交易法有

第二十四條的概括規定，故不能與台灣作相同處理。 

 

2、反不正當競爭法與專利的關係 

若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已經取得外觀設計專利，依

專利法第六十三條規定，假冒他人專利情節嚴重的，對直接責任人員依

新刑法第二一六條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

處或單處罰金。因此，若不是情節嚴重的，則不構成犯罪，而只是一般

的民事侵權行為，應按專利法第六十條處理。又沒有獲得專利的則可依

反不正當競爭法得到救濟17。 

在「禁仿的若干規定」第十條明定：「知名商品經營者已經取得專

利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裝、裝璜被仿冒的，工商行政管理機關可以依據

反不正當競爭法及本規定對侵權人予以處罰。」該規定顯然與上述侵害

註冊商標之處理方式不同。因此，只要是取得專利的商品包裝、裝璜被

仿冒，仍有反不正當競爭法的適用，但仍以已是「知名」的商品為限。

從反面解釋，若「非知名」商品，則雖有專利，則只有專利法的適用，

但無反不正當競爭法的適用。然如前所述，「禁仿的若干規定」第四條

 
16 同註 2，第 795 頁。 
17 同註 2，第 807、8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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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只要被仿冒而足以造成購買者誤認的，就可認定其為知名

商品。就此一角度觀察，第十條所稱的商品是否「知名」已不重要，蓋

雖未知名，但一被仿冒就可被認定其為知名，其間的推理實仍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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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歐洲聯盟對商品外觀保護之研究
1

 

一、立法背景 

雖然一般而言，關於設計（design）保護的立法方向大可分為專利

權取向(patent approach)及著作權取向(copyright approach)，但是由於歷

年來各種智慧財產權公約均未對設計之實質規定有所著墨，以致從沒有

一個智慧財產權領域像設計法制如此需要調和，在歐洲聯盟（以下簡稱

歐聯）會員國間亦復如此。基於此項需要，歐聯執委會(the Commission)

於 1991 年提出設計保護綠皮書(1991 EC Green Paper on Legal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Designs)，其中對共同體有關工業設計保護概念

是採取德國馬克普朗克智慧財產權研究所於一九九０年所建議之「設計

權取向」(design approach)，並確立了對註冊設計(registered design)與

未註冊設計(unregistered design)均提供保護的立場。2

其後，為了落實綠皮書，執委會於 1993 年提出共同體設計規則提

案(the Proposal for a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Regulation on 

Community Design，旨在建立歐聯本身的設計保護制度，不待成員國立

法將之轉換成內國法，即可在會員國對其機關與人民生效)及設計保護

指令提案(the Proposal for a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esign，旨在調和歐聯各會員國之設計保護法

制，有待會員國之立法將之轉換為內國法，故不能直接拘束成員國之機

關與人民)。其中設計保護指令（以下簡稱本指令）已於 1998 年通過生

效，3但是認為沒有必要全面調和各會員國之設計保護，而僅針對直接

影響單一市場運作最大的成員國規定加以調和。4然而共同體設計規則

 
1 張懿云、林廷機等，「仿冒未受保護之新式樣與不公平競爭規範」（公平會 89 年度合作研

究報告 10），第 101-110 頁曾簡介歐聯設計法制。 
2 關於註冊設計與未註冊設計之內容請見後述。 
3 本指令全文請參閱網站 http://europa.eu.int/eur-lex/en/lif/dat/1998/en_398L0071.html 
4 事實上，現行指令第 19 條已要求各會員國至遲須在 2001 年 10 月 28 日前施行與指令相符



 34

                                                                                                                                     

卻遲遲無法定案，歐聯執委會於 2000 年 8 月 29 日始提出共同體設計規

則修正提案(Amended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Community 

Design 2001/C 62 E/15 )。以下即以本指令與共同體設計規則的修正提

案(以下簡稱規則草案)為基礎，介紹歐聯的設計保護制度。 

 

二、定義 

基於本指令立法說明(1)： 

「為了加強各會員國的連結關係，建立歐洲人民間的緊密結合，確

保歐聯各國間的經社發展不受阻礙，羅馬公約確立了掃除產品流通障

礙，增強市場競爭機制的原則。鑒於統一各會員國對設計的立法將有助

於上述目標之達成，故制定本指令」 

本指令認為，目前雖尚不須要求各會員國之設計保護制度完全一

致，但與單一市場運作直接相關之部份，特別是定義、權利內容、保護

期間等均需加以整合，故於第一條明示其定義: 

 

「a. 設計是指因線條、輪廓、色彩、外型、結構或本

身之質料，或裝飾而造成的產品之全部或一部外

觀。 

b. 產品(product)是指一切工業或手工製品，包含複

雜商品之一部、包裝、整體安排(get-up)、圖形

符號(graphic symbols)、印刷體(typographic 
typefaces)，但不包括電腦程式。 

c. 複雜產品(complex product)是指由多數可組成

產品或由產品可拆卸之成分所組成的產品。」 

 

由上述定義可以發現，是否屬於“設計＂的關鍵決定在其是否為產

品外觀，惟本法並未在定義上要求該外觀必須能吸引視覺(appeal to 

 

之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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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所以即使是功能性的設計亦可如具美感之設計一般受到保護。5規

則草案第三條完全採取指令前述關於設計之定義。 

 

三、設計的保護要件 

 

(一)本指令 

本指令於第三條要求各會員國以註冊的方式保護設計，並要求各國

應遵照本指令賦予權利人排他權： 

 

「1.  會員國應以註冊保護設計，並依本指令授予其持

有人排他權。 

2.   新穎且具有獨特性之設計，應以設計權保護之。 

3.   應用於或結合在構成複雜產品之組件的產品上

的設計，僅於下列情況始被視為新穎且具有獨特

性： 

(a)該組件於結合在複雜產品後，必須在後者之一

般使用下顯露於外（visible during the normal 
use），以及 

(b)該組件顯露於外的特徵亦必須具備新穎性與獨

特性。 

4.   第三項(a)款中之「一般使用」係指最終使用者

（end user）之使用，不包括保養、服務或維修

工作。」 

 

1.新穎性(novelty) 

必須與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公眾可取得之設計不相同，方具有

新類性。而此處的「相同」亦包括僅在無關緊要之細節有所不同之設計

(Designs should be deemed to be identical if their features differ only in 

immaterial details)（本指令第四條）。各國關於新穎性的判斷標準不一，

 
5 Christine Fellner, Industrial Design Law, 1995,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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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採絕對新穎性(absolute novelty)，要求在全球市場上均具新穎性者，

如本指令；亦有採相對新穎性(relative novelty)，僅需在特定相關範圍

內具新穎性者，如德國。此外，尚有限制時間之範圍者，如要求在回溯

的 50 年內具新穎性，如荷比盧。6

 

2.獨特性(individual character; individuality) 

一個設計若能帶給一個有見聞的使用者(informed user)，有別於在

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公眾可取得之其他設計所帶來的整體印象(overall 

impression)，該設計即具獨特性(本指令第五條)。所謂有見聞的使用者」

是介於「專家」與「一般消費者」間的特殊類型。「有見聞的使用者雖

然知道並了解系爭產品之類型，但並不是設計專家。若以設計專家之觀

點為準，將會發覺一般使用人所看不到或不能了解的品質與差異，如此

一來，即會牴觸「設計權取向」。採用「有見聞的使用者」此一概念必

定意味著二件事。第一，必須以與系爭設計同類之設計檢視系爭設計是

否值得保護，因為有見聞的使用者只能以他知道的設計與系爭設計比

較，因此，服飾即不能以工具之標準衡量，工具亦不能以傢俱之標準判

斷。第二，系爭設計只需與市場上現有且為人知悉的設計比較，而無庸

理會隱匿且為人遺忘之設計。」7邏輯上而言，能夠通過獨特性檢驗的

的設計也都會符合新穎性的要求，然無論如何，只有同時符合這兩項要

件的設計才有資格受保護。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兩個要件均未限制可供判斷之先前產品的範

圍。換言之，所謂「公眾可取得」並未限制在歐聯內可取得，故能在全

球市場上取得的產品，都有可能導致設計喪失新穎或獨特性。8

 
6 請見 Mario Franzosi(ed.), European Design Protection, 1996, 52、64. 
7 Levin in Franzosi, ibid., 70-70. 
8 惟論者有謂，就算限制在共同體內可取得的產品，在實際判斷上也不會有太大差別。見

Franzosi, ibid.,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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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眾可取得之判斷標準---揭露(disclosure)  

依本指令第六條之規定，因發行、展覽、貿易或其他方式而導致

之揭露，應視為公眾可取得。惟本指令訂定了防護(safeguard)條款，即

上述揭露必須是「共同體內營運、專精於系爭領域之業界可透過正常商

業交易過程得知者」，始應被視為公眾可取得。此係為避免設計僅因在

遙遠之處或時空有先例可循即被宣告無效，亦可避免保護門檻過高。此

外，不可僅僅因為曾在明示或默示的保密前提下對第三人揭露（例如為

銷售產品，向可能之買主揭露商品設計），而認為已構成「為公眾可取

得」。惟若(1)系爭設計已依會員國之註冊設計權主張保護，(2)設計人

或其權利繼受人，或第三人因前述之人所提供之資訊或行為，而向公眾

提供，並且(3)在緩衝期（grace period）內之揭露，亦即設計人在設計

公開後，或主張之優先權日後 12 個月內揭露該設計，則該設計不因揭

露而喪失新穎性及獨特性（本指令第六條第二項）。此制賦予設計人一

個緩衝期，蓋設計權的申請需花費相當成本，為使業者在決定循何種途

徑為其設計尋求保護前有機會測試市場接受度，俾決定其是否尋求設計

權之保護或應尋求何種設計權的保護，故建立此制度。 

若揭露是因對設計人或其權利繼受人之濫用行為而導致，即屬濫用

之揭露（abusive disclosure）。最重要的如竊盜或工業間諜行為，亦包括

違反保密義務或信任關係（如受僱人擅自揭露雇主之設計）之揭露，惟

其不以詐欺、惡意或過失為要件，只要是對權利人帶來負面影響的行

為，即使為善意，亦屬濫用之揭露。本指令第六條第三項規定此種濫用

之揭露亦不構成「為公眾可取得」。 

 

(二)規則草案 

如前所述，規則草案案對設計保護分兩路進行，此係受到英國於

1988 年之「著作、設計及專利法」(Copyright,Designs and Patent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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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不再堅持專利或著作權取向的二分法而提出未註冊設計的概

念。此制係顧及市場週期短的商品(如季節性商品)之實際需求，為其

建立一個程序簡易，但保護期限較短的制度。9惟不論是註冊設計權或

未註冊設計權均須具備以下要件: 

 

1.新穎性 

以是否與在基準日前公眾可取得之設計不相同或不近似為判斷標

準: 

(1) 在註冊設計權的情形，必須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 

(2) 在未註冊設計權的情形，必須在該設計公開前(規則草案第五條)。 

 

2.獨特性  

一個設計若能帶給一個有見聞的使用者，有別於在下列基準日前可

取得之其他設計所帶來的整體印象，該設計即具獨特性: 

(1) 在註冊設計權的情形，必須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前。 

(2) 在未註冊設計權的情形，必須在該設計公開前(規則草案第六條)。 

判斷公眾可取得的標準與本指令相同，規定於規則草案第八條。 

 

四.不予保護之設計  

本指令中另一個被廣泛討論的部份即是有關功能性產品的保護問

題。由於智慧財產權制度是在“保護個人工作成果”與“抄襲自由原則”

衝突中妥協的結果，故在決定更進一步賦予智慧財產權時，尤須考慮到

抄襲自由帶動產業創新研發的價值。在設計保護的領域，功能性產品常

因其功能上特殊性造成在設計上不得不然，故不予保護似可避免妨礙產

業創新研發。但是否所有具功能性的設計都不值保護或其該享有何種程

 
9 見規則草案之立法理由(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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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保護，向來是一個紛擾的議題。10本指令將此爭議性問題規定於第

七條，茲分述如下: 

 

1. 純技術功能之設計不應保護 (本指令第七條第一項)11。 

是否為純技術功能的設計(solely dictated by its technical function)可

分兩階段判斷: 

(1) 該設計是否真能達成某特定技術功能? 

(2) 該特定機能是否必藉此設計始能達成? 

若一個設計在上述兩個問題都得到肯定的答案，即屬純技術功能的

設計。以車胎為例，為了使汽車達到移動的效果，吾人必須把車胎設計

成圓形，故“圓形”這個設計不能受到保護，但除此之外諸如車胎之質

料、厚度甚至表面的花紋都是可受保護的。12

 

2.必須配合其他產品始能發揮功能之設計 

為了使整合或應用系爭設計之產品能與其他產品連結或置於其他

產品之中或包圍、接觸該其他產品，俾其各自發揮功能而必須以真實比

例重製之產品特徵或外觀，不得享有設計權(本指令第七條第二項)13。

此段文字係取自英國 1988 年「著作、設計及專利法」第二一三條第三

項中的必須配合(must-fit)條款，14其關切的重點實在於零件(spare parts)

 
10 有關設計保護法令在英國的沿革，請見Dan Johnston , Design Protection, 1986, p. 68. 
11 惟此處並非要求設計要具有美學上的品質。 
12 見Franzosi, ibid., 83. 
13 該項規定： 

 「A design right shall not subsist in features of appearance of a product which must necessarily be 

reproduced in their exact form and dimensions in order to permit the product on which the design is 

incorporated or to which it is applied to be mechanically connected to or placed in, around or against 

another product so that either product may perform its function.」 
14 該項規定： 

 「Design right does not subsist in- 
   a) a method or principle of construction 
   b) features of shape or configuration of an articl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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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受到設計法保護。以最常用來說明必須配合的排氣管設計為例，

英國在 1986 年的British Leyland v. Armstrong一案中，John Butcher法官

指出: 

「新設計權保護之目的固在防止新設計之仿製，但並非在妨礙替換零

件設計之使用，當某一器物為必須配合或必須符合(must-match)於另

一器物時，某程度的仿製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必須配合與必須符合的

零件之設計自應排除於設計權保護之外。」15

在英國的必須配合條款中，只要該設計「能夠」使其依存之部分配

合或連結於其他物品，致其他物品實現其功能者，該設計即被排除在保

護範圍之外。但依本指令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只有在該設計「必須」

被製成特定外觀形式或二度、三度空間的表現造型，才能配合或連結於

其他物品，致使系爭產品實現其功能的情形下，始被排除於保護範圍

外。其限縮了必須配合條款的除外範圍，亦即只要該零件尚可藉由其他

形式或造型來配合或連結其他部分，該設計即應受保護。惟須注意的

是，此項排除規定並非排除該產品的整體設計均不受保護，而只是針對

零件部分的設計。 

另外，依本指令第七條第三項之規定，在模組化系統中，為允許

多重組合或可相互連結的設計，若符合新穎性及獨特性要件，仍應予以

保護。因其機械裝置(mechanical fittings)不但與產品的創新特徵密不可

分，且代表著重要的市場價值，例如模組化之家具裝置或組合玩具等產

品，故特規定應予保護。 

最後，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之設計不予保護(本指令第八條)。

規則草案此部份均與指令同,分別規定於第九、十條。 

 

 

     (i) enable the article to be connected to, or placed in, around or against, another article so that 

either article may perform its function.」  
15 施淑貞，新式樣保護法制之比較研究，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84 年 6 月，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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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護之界限  

本指令規定凡未使一個有見聞之使用者產生不同整體印象的一切

設計，均為設計權保護效力所及。在從事此項判斷時，系爭設計者得享

有的揮灑空間應被一併考慮(第九條)。此處使用之判斷標準與獨特性相

同。規則草案內容同於本指令，規定於第十一條。 

 

六.保護期限  

本指令規定，自申請日起算 5年，每次期滿得展延 5年，但最長不

得逾 25 年(本指令第十條)。規則草案則擬規定，未註冊設計自公眾可

在共同體內取得之時起算 3年(規則草案第十二條)；註冊設計自申請日

起算 5年，每次期滿得展延 5年，但最長不得逾 25 年(規則草案第十三

條)。 

 

七.設計權的效力 

 

（一）本指令 

依本指令第十二條規定，權利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同意而製造、

要約(offering)、上市(putting on the market)、進出口、使用或為上述目

的而倉儲該設計產品的權利。在會員國為配合本指令而制定之規定生效

日前，會員國法律不得禁止上述行為，或阻止在該生效日前已開始之行

為繼續實行。設計權之效力亦受到合理使用或產品之特殊性的限制，本

指令於第十三條明文規定下列情形，不得主張設計權之效力： 

 

「1.非營利之私人行為。 

2.為實驗目的所為之行為。 

3.為引用、教學所為之重製，在不偏離正常使用範

圍、符合公平交易秩序且註明來源的情況下。   

4.在第三國註冊之船舶和飛行器上的設備僅暫時進

入歐聯領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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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維修此類載具而進口之零件。 

6.實行維修此類載具之行為。」 

 

另外，一如智慧財產權法中常見的規範，本指令第十五條亦有關於

權利耗盡(exhaustion of rights)的規定：「一旦產品以合法方式在歐聯市

場進行銷售，設計權所具備的獨占使用及販賣權即耗盡。」準此，權利

人或其所授權之人首次將使用相關設計而製造的貨品在歐聯市場上行

銷時，其權利遂在此種規定效力所及的管轄區內耗盡，其權利人不得再

以此權利為由阻止該合法銷售商品後續的流通。 

 

（二）規則草案 

註冊設計權人專有排除他人未經同意而製造、要約、上市、進出

口、使用或為上述目的而倉儲該設計產品的權利。未註冊設計權人則只

有他人藉仿製(copying)該受保護之設計而為上述行為時，才專有前述

排他權(規則草案第二十條)。規則草案不因屬直接侵害設計之第一次侵

害(primary infringement，如重製原作)或利用第一次侵害所得而為之第

二次侵害(secondary infringement)異其處理，亦不在侵害者的主觀要件

上做區分，而著重在侵害行為是否以“仿製”為媒介，故即使是對第二

次侵害，亦可依據本條規定主張權利。但在原英國法中，未註冊設計權

人對不知有設計權存在的第二次侵害人是不能主張權利的。16規則草案

關於設計權效力之限制和權利耗盡的規定均與指令相同，分別規定於規

則草案第二十二、二十四條。 

 

八.設計無效之原因 

一般而言，在註冊階段即作實質審查的國家，通常不會訂定無效事

由，惟由於形式審查擁有費用低廉、可迅速取得保護等諸多優點，各國

 
16 關於兩制之細部比較，請見Mario Franzosi, ibid., 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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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有採取形式審查制的趨勢。17本指令並未強制規定應採形式審查或實

質審查，而只要求採實質審查的國家對實質審查時之駁回理由，採形式

審查制之國家對宣告無效之實體理由，均應明確而窮盡的加以列舉。18

然在共同體設計規則提案中，則明確採形式審查制(規則草案第四十八

條)，並統一規定宣告無效之事由。 

 

(一)本指令 

依本指令第十一條第八項之規定，在各會員國為配合本指令而制定

之規定生效日前所為之設計申請及其後續註冊，仍可適用各會員國原有

效之法律，惟該生效日後，即應依指令第十一條之規定處理： 

 

「1. 下列事由應不予註冊，已註冊者，應宣告無效19： 

(a) 不符第一條之定義規定。 

(b) 不合第三條至第八條保護要件之規定。 

(c) 依相關會員國之法律其非真正權利人。 

(d) 與先前受保護之設計相衝突。20

2. 會員國亦可規定下列無效事由: 

(a) 設計中使用某有識別性之標誌 (distinctive 
sign)，而歐聯或相關會員國之法律賦予該標誌

權利人禁止上述使用之權者。 

(b) 設計中使用受相關會員國著作權法保護之作

品，但未經授權者。 

(c) 設計中不當使用“保護工業財產權巴黎公約”第

 
17 請參謝銘洋，新型、新式樣專利採取形式審查制之發展趨勢，律師雜誌（237 期）88 年 6

月，第 32-33 頁。 
18 謝銘洋，前揭文，第 38 頁。 
19 指令在此處僅言下列情形“應”不予註冊或宣告無效，似不排除會員國另行訂定其他無效

原因。然而規則草案中,，則明確規定“僅”該條提及之事項得為無效事由(見後述)。 
20 理論上，一個設計若可通過新穎性與獨特性要件之檢驗，應不致與其他受保護之設計相衝

突，惟規則草案於第五十二條設有延期公告的制度(詳後)，設計在該段時期將無法為公眾

取得，自然不能用新穎性來排除相同設計受保護。另外，若先前設計(prior design)尚在申

請註冊的程序中，亦可能發生上述新穎性無法確實把關的情形。本指令為維護先前設計

人之利益，特將此明定為無效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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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條之一規定之著名標章，或對相關會員國有特

殊公共利益之徽章、象徵、盾形紋章。」 

 

其中第一項(c)款之無效事由應由真正權利人主張(第十一條第三項)。

第一項(d)款與第二項之(a)、(b)款由於屬私權利紛爭，故本指令採相

對審查原則，許由權利受影響之人主張之(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二項(c)

款應由被不當使用之相關個人或實體主張(第十一條第五項)。第一項(d)

款與第二項(c)款之事項，會員國亦可採絕對審查原則(第十一條第六

項)。 

 

(二)規則草案 

依規則草案第五十六條之規定，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均可向歐聯商

標設計局申請宣告註冊設計無效。無效之原因規定於第二十七條： 

 

「共同體設計僅應在下列情形被宣告無效： 

    (a) 不符第三條之定義規定。 

    (b) 不符第四條至第十條之保護要件規定。 

    (c) 經法院判決其非真正權利人。 

    (d) 與先前受保護之設計相衝突。21

    (e) 設計中使用某有識別性之標誌，而歐聯或相

關會員國之法律賦予該標誌權利人禁止上

述使用之權者。 

(f) 設計中使用受相關會員國著作權法保護之

作品，但未經授權者。 

(g) 設計中不當使用“保護工業財產權巴黎公

約”第六條之一規定之著名標章，或對相關

會員國有特殊公共利益之徽章、象徵、盾形

紋章。」 

 

 
21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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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款之無效事由應由真正權利人主張(第二十七條第二項)。(d)、

(e)與(f)款由於屬私權利紛爭，故本指令採相對審查原則，許由權利受

影響之人主張之(同條第三項)。(g)款應由被不當使用之相關個人或實

體主張(同條第四項)。但(d)與(g)款會員國亦可採絕對審查原則(同條

第五項)。 

 

九.程序方面 

如前所述，現行指令在程序部分並未詳述，反之規則草案則規定了

優先權制度(§§43-47)、設計權的申請及註冊後的公告程序(§§48-52)。

此處僅就延期公告制度(deferment of publication)及救濟程序加以介紹。 

 

(一)延期公告制度 

依規則草案第五十一條規定設計在註冊後應公告大眾知悉，但此種

保障大眾取得資訊之權利的行為，卻可能會對特定業者造成無可彌補的

損害。因為其他競爭者可能依被公告之設計逕行製造相似產品，而同時

甚至先於該設計產品進入市場銷售，導致原設計人權益受損，此在流行

商品的領域尤其明顯。故規則草案於五十二條規定申請人可要求註冊後

延期公告，最長可達 30 個月，待期滿或該產品業已進入市場後再予公

告。 

 

(二)救濟程序 

規則草案在五十九條以下規定了不服歐聯商標設計局之決定時的

救濟程序：在向申訴委員會(Board of Appeal)申訴後，尚可上訴至歐洲

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另外，各會員國應於國內成立負責

處理歐聯設計紛爭的專門法庭--歐聯設計法庭(Community Design 

Court)，並提出一共通原則有效協調各會員國間有關設計之判決，以免

歐聯設計權人無法在各國享有公平對待，而發生在不同管轄法院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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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shopping)的現象。 

 

十.法律與管轄之競合 

 本指令第十六、十七條在於處理本指令與歐聯或其會員國其他法律

競合的關係，其指導原則為其他法律均可平行、重覆地適用於設計，亦

即採「保護累加原則」（the principle of cumulation of protection）（見本

指令立法說明(8)）： 

 

 「本指令之規定不影響歐聯或其會員國關

於未註冊設計、商標、其他具識別力之標

誌、專利、新型式、印刷體、民事責任或不

正競爭的任何規定（第十六條）。 

 受到在會員國或針對該國依據本指令註冊

之設計權保護的設計，自其創作或固著

(fixed)之日起，亦可享有該會員國著作權法

提供之保護。此等保護之範圍、條件、所要

求之創作性，由各會員國定之（第十七條）。」 

 

規則草案第一００條之內容與本指令完全相同。倒是規則草案於第

九十九條規範了本指令所未規定的管轄競合問題。依據該條，當兩個不

同會員國之法庭分別受理同一侵害行為，一個因歐聯設計規則，一個因

內國法而繫屬，則後繫屬之法院應主動放棄管轄，惟先繫屬法院之管轄

若有爭議，後繫屬之法院得暫停其程序。對於已依據會員國設計權作成

確定判決之案件，再依歐聯設計權提起之訴訟，歐聯設計法庭應駁回

之。同樣的，對於已依據歐聯設計權作成確定判決之案件，再依會員國

設計權提起之訴訟，法院應駁回之。 

 

十一.小結 

在我國新式樣保護要件上，專利法第一 0六條於民國八十三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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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刪去「適於美感」之要件，學說中有論者主張未來宜在該條加入「視

覺美感性」之要件。22惟歐聯之設計保護規定，不採“具美學上品質”

之要求，值得國人注意。此外，歐聯設計法制以「有見聞的使用者」觀

點為基準，不採消費者之平均水準，有助於提高設計法制之透明度，值

得我國學習。再者，歐聯設計法制並不排除競爭法之平行適用，亦值得

公平會重視。最後，流行商品市場瞬息萬變，產品須時時推陳出新，若

期待業者將其設計一一加以註冊，未免不切實際，因此未註冊設計的保

護即具相當重要性，歐聯設計規則草案中採用註冊設計與未註冊設計雙

重保護的制度，實有值得我國立法者未來借鏡之處。 

 

 

 

 

 

 

 

 

 

 

 

 

 

 

 

 

 
22 蔡明誠，新式樣專利要件問題之評析，律師雜誌 237 期(88 年 6 月)，第 17-29 頁(25-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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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國對商品外觀保護之研究 
 

一、前言 

 

(一)標誌保護是不正競爭防止法最困難的領域之一 

營業為區別自己之事業主體及商品來源與其他事業主體及商品來

源，需要將彼此個別化的工具（Individualisierungsmittel），此在德國法

上概稱為營業標誌（geschäfthiche Bezeichnung）。營業標誌可以分為兩

大類，第一是事業標誌(Unternehmensbezeichnungen)，包括商號（Firma）

及其簡稱、特殊的營業標誌（besondere Geschäftsabzeichen）及其他設

施（Einrichtungen）；第二是商品標誌（Warenbezeichnungen），包括商

標及（舊商標法才有的）表徵（Aussttatung）。然而事業標誌可能會變

成商品標誌，商品標誌亦可能成為事業標誌，而一項標誌更可能同時是

事業標誌與商品標誌，因而容易導致錯綜難解之情況。再加上立法者未

仔細構思名稱、商號、標誌、表徵及競爭之間的內在關聯，1致與此相

關之法律既多且雜，至少有德國民法、商法、不正競爭防止法（尤其是

舊法第十六條）及商標法（尤其是舊法第二十五條）可資適用，所以使

得標誌之保護成為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中最困難的領域之一。2

保護標誌之權利依其產生之要件可區分為形式權利與實體權利

（förmliche und sachliche Rechte），前者因為註冊的形式行為而產生，

後者則因為使用或具備交易效力（Verkehrsgeltung）等要件而產生。商

標是典型的形式權利，單純因為註冊即可對抗第三人。反之，名稱、商

號、特殊的營業標誌、表徵、營業標記則是實體權利。每個標誌的內容

都可能不同，權利人若將實體權利註冊，則在實體權利之外復取得形式

的標誌權。
3形式標誌權利之保護範圍依法律規定，而實體標誌權利則

 
1 Rittner, Wettbewerbs-und Kartellrecht, 4. Aufl., 1993, 80. 
2 Baumbach/Hefermehl,Wettbewerbsrecht, 17. Aufl., 1993, vor § 16 UWG Einf. Rdnr. 1, 2. 
3 Baumbach/Hefermehl, vor § 16 UWG Rdn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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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使用或具備交易效力之範圍而定。 

 

(二)依優先原則解決標誌衝突 

各種標誌權利之間若發生碰撞衝突，原則上應該依據所謂優先原

則（Prioritätsprinzip），亦即時間先後原則（Grundsatz des Zeitrangs）加

以解決。權利發生時間在後的權利應該向權利發生時間在前的權利讓

步。換言之，優先性並非一個形式的日曆概念，而是在權利上的優先性

（Priorität im Recht）。經濟情況的改變會將權利之優先性向後拖延，例

如商號之權利人事後將其事業之空間及事項範圍擴張，因此才與後標誌

有混淆之虞，則原則上不能對後者主張其優先性在前。然而，應注意要

為優先性在前之標誌權人保留正常事業發展下可以擴張的權利。不過，

此種擴張的趨勢必須是在近期內可能的，而不是遙不可及的猜測。4

 

二、舊不正競爭防止法與舊商標法 

在一九九五年以前之舊不正競爭防止法及舊商標法有關於商品或

服務外觀之規定。此等規定雖然因為一九九五年新商標法的施行而或被

刪除或被修改，但是對於吾人了解德國法制的來龍去脈及整體架構，仍

極為重要。故以下分別討論之。 

 

（一）舊不正競爭防止法 

該法第十六條規定： 

 

「(1)於營業交易中以足以與他人有權使用之姓

名、營業名稱或特殊標誌混淆之方式，使用

他人營業、事業或印刷品之名稱、商號或特

殊標誌者，得被請求停止此種使用。 

 
4 Baumbach/Hefermehl, vor § 16 UWG Rdnr. 8, 12; Buddeberg, Kennzeichen-und 

Geschmacksmusterrecht, 199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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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使用之濫用方式足

以引起混淆者，對受害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3)營業標誌及其他用以區別該營業與其他營業

之設施，已在相關交易圈中被視為營業之標

誌者，視同營業之特殊標誌。以上規定不適

用於商標及表徵之保護（一八九四年五月十

二日商品標誌保護法第一條及第十五條，見

帝國法律公報第四四一頁）。5

(4)第十三條第十項之規定，準用之。」 

 

1. 保護目的及範圍 

本條規定之保護目的是多重的，一方面是使標誌所有人之利益不

受侵害，一方面是使交易相對人得到其所需要的充分選擇，再一方是保

護交易安全之公眾利益，與英國法相比較，即是其所謂「矇混」（passing 

off）的典型事例。本條保護的客體是所有足以將營利事業個別化並且

與其他事業區別的標誌，不被其他事業在營業交易中（im geschäftlichen 

Verkehr）作為標誌使用（kennzeichenmäβiger Gebrauch）而產生混淆

之虞。然而，報紙、雜誌、教科書及百科全書等使用標誌，並非營業交

易中之使用；在動力車輛上使用商號貼紙尚不是作為商號使用。6

 

2. 與其他規範之競合 

 

(1) 與同法第一條 

相對於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規範「出於競爭目的之行為」，因而

要求系爭當事人間要有競爭關係才有適用該條之餘地，本條規定既不要

求標誌使用人之間必須具有競爭關係，亦不要求加害人必須有協助標誌

正當權益人之競爭對手的意圖，而僅是以客觀上的混淆之虞為其要件。

 
5 於一九六八年改為商標法第一條及第二十五條。 
6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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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違反本條規定，並不當然亦違反同法第一條之規定。但是若加害人

故意造成混淆之虞或輕率不顧混淆之虞可能產生而使用（或仍使用）標

誌，則其行為同時帶有不正當性（unlauter），因此除受本條規範之外，

亦受同法第一條之管轄。7

 

(2) 與民法第十二條 

德國民法第十二條規定： 

「名稱權利人使用名稱之權利被他人爭
執，或該權利人之利益因為他人無權使用
相同名稱而受損者，權利人得請求該他人
排除損害。有其他損害之虞者，並得請求
其不作為。」 

民法第十二條由原本是針對自然人名稱的規定，在司法判決及學

說的協助之下，擴張成為整體標誌法的「實體」（sedes materiae）因此

與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高度重疊。惟民法第十二條的射程及涵蓋

面均超過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因此可在後者不足之處，發揮網

補作用。具體言之，民法第十二條並不限定必須是營業交易中之使用，

而可包括非營業交易中之使用；再者，凡是對名稱權利人值得保護之營

業利益有損之行為，均在民法第十二條禁止之列，而舊不正競爭防止法

第十六條所針對的混淆之虞只是被禁止行為中的一種。8此外，民法第

十二條並且可用來對抗「淡化之虞」。9

當然將原本針對家族名稱之民法第十二條用於保護商號及企業，

不禁會使人產生一個問題，亦即為何不純由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

提供此種保護即可？但是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最權威學者Baumbach及

Hefermehl認為，「吾人若把自然人之名稱權評價為人格權，則不能半途

 
7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3. 
8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4-7. 
9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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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廢地將構成人類活動絕大部分之營業行為排除在外。…只有當吾人自

始採行一般人格權（allgemeines Persönlichkeitsrecht）並且承認人格具

有“標識權＂（Kennzeichungsrecht）時，才沒有必要將民法第十二條

作如此廣泛之擴張。」10

 

（3） 與舊商標法 

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第三項第二句的文字，似乎完全將商

標及表徵（為表彰商品來自特定事業）排除在該條保護之外，而全由商

標法加以規範。但這樣的文字是引人錯誤的，因為商標及表徵一旦發展

成為事業之標識（表彰事業本身），仍然有類推適用舊不正競爭防止法

第十六條以及民法第十二條之可能。換言之，單純的商標雖然不受舊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管轄，但是它一旦跨界而成為事業之標識，即可

能受到後者之拘束。反之，亦然。11此外舊商標法之適用以同類商品為

要件，而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則無此項限制。 

 

（4） 與新式樣（設計）保護法 

一般而言，新式樣保護法與不正競爭防止法之關係適用「特別規

定優先適用原則」（Grundsutz der Spezialität），亦即新式樣保護法之特

別規定原則上優先適用。侵害新式樣之行為，並不當然構成違反不正競

爭防止法，而必須有特殊情況才可能反競爭。德國學說與實務的注意焦

點均集中在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之適用。12至於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十六條與新式樣法間之關係，德國學說或實務上則幾乎從未討論過。但

是於新式樣具有營業標誌之功能時，在概念上應該不能排除援引舊不正

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加以補充。 

 
10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13. 
11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8; Rittner, aaO., 80. 
12 v. Gamm, Geschmacksmustergesetz, 2. Aufl., 1989, Rdn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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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淆之虞 

對整體標誌保護法制而言，最為核心、重要的概念就屬混淆之虞。

德國實務及學說通說均認為，所有標誌之手段（不論是名稱、標記或競

爭法上的請求權）均應適用相同、單一的混淆之虞概念。13在德國標誌

法制上的混淆之虞分為狹義與廣義兩大類，前者是對同一性發生錯誤，

後者則是在關聯性受到誤導。狹義混淆之虞又可分為直接混淆之虞與間

接混淆之虞兩種，前者係指相對人誤以為二標誌為同一標誌，後者則指

相對人並未誤認系爭之標誌，但因為二者間之共同成分而誤以為其中一

個標誌來自另一個標誌，因此來自同一個來源，最常見的例子就是所謂

系列商標。14

 

（二）舊商標法 

德國舊商標法同時採用註冊保護主義與使用保護主義，亦即商標

可因為註冊及使用而獲得保護，該法第二十五條將因使用而獲得保護之

商標稱為「表徵」： 

「（1）於營業交易中在商品、其包裝、外包、廣告、
價目表、商業文書、建議書、帳簿等非法標
識於相關交易圈具有為他人相同或類似商
品標記效力之表徵者，該他人得請求其停止
該行為。 

（2）故意或過失為前項之行為者，應賠償他人因
此所受之損害。 

（3）故意為第一項之行為者；處六個月以下有期
徒刑或科一八０日之日費罰金。」 

 

 
13 Buddeberg, aaO., 66;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58 
14 Buddeberg. aaO., 76；中文文獻對此等概念之介紹見劉孔中，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民

國 86 年，第 12 頁；劉孔中，著名標章保護之個案研究－黑人牙膏與白人牙膏之戰爭，台
大法學論叢，30 卷 3 期（90 年 5 月），第 185-234 頁（第 218 頁以下）。 



 54

                                                

其實德國一八九四年的商標法第十五條早已保護表徵，只是範圍

較窄：禁止出於在交易市場上欺罔之目的而使用他人之表徵。一九六八

年商標法修法時才於第二十五條擴大其保護範圍如上所述。相對於因為

註冊登記即可受保護之「形式商標」，表徵是因為使用而取得市場交易

效力（Verkehrsgeltung）的「實質商標」，其權利人亦享有排他權。抑

有進者，表徵的範圍比商標更廣，包括了立體型態、顏色及顏色組合。

15

根 據 以 往 德 國 聯 邦 最 高 法 院 之 判 決 ， 可 註 冊 為 商 標

（eintragungsfähig）之標記必須在相關交易圈取得 16-25%之知名程度

（Durchsetzungsgrad），才能成為具交易效力之標章；不可註冊為商標

之標記則視其不可註冊之事由為欠缺識別性或應保留給公眾使用而不

同：欠缺識別性之標記與具備識別性標記取得交易效力之知名度相

同。反之，應保留給公眾使用之標記則必須具備至少 50%的知名程度，

才能取得交易效力。16

表徵之本質是一種標誌，用以將其持有人之商品或服務與其競爭

對手之相同或同類商品或服務區別。表徵作為一種標誌，自然不能與

其所標誌之商品相同，必須與之區別，因此商品或其包裝之技術功能

性的造形（technisch-funktionelle Gestaltung）不能成為表徵。此種技術

功能性的造形不限於必要的造形，並且包括將技術要素作實際且合適

應用所生者。17

 

三、新商標法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一）新商標法 

 
15 Baumbach/Hefermehl, Warenzeichenrecht und Internationales Wettbewerbs-und Zeichenrecht, 

12. Aufl., 1985, § 25 WZG Rdnr. 1-2. 
16 Meyer, Der Begriff bekannter Marke im MarkenG, 1999, 88-89. 
17 Baumbach/Hefermehl, § 25 WZG Rdnr.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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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於標誌之保護原本散見於商標法及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十

六條，此種不合體系的分裂狀態終於自一九九五年起被新商標法排

除。該法將所有與標誌有關之客體均納入其中，舉凡商標、標章、營

業標誌及地理來源標示均可為商標（第五條）。此種集中立法導致舊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十六條因已被商標法吸收而沒有單獨存在必要，故自

一九九五年起同時被刪除。18然而立法者並無意改變法院在舊不正競爭

防止法第十六條下所發展出來的原則，因此縱使其使用某些與舊法不

同之概念，也只是為了配合新商標法之用語，而非實質變動。19依據商

標法第三條之規定，任何足以將事業之商品或服務與另一事業之商品

或服務區別之標誌，例如文字（包括人名）、圖形、字母、數字、音符、

三度空間之造形，包括商品之形狀、包裝、其他立體包裝及顏色組合，

均可以為商標。20德國新商標法第二條規定： 

「依本法對商標、營業標誌及地理來源標
示提供之保護，並不排除其他保護此等標
誌之法律的適用。」 

依據該條的立法理由： 

「第二條在於澄清新商標法規定之適用並
不排除其他規定補充適用於本法所保護
之標誌。這是符合現有的法律狀態，亦即
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在合適的情況下
亦可補充適用於商標、表徵及不正競爭防
止法第十六條意義下之標誌的保護。在符
合其個別的保護要件下，民法名稱權及商
業法商號權亦可在商標法規定之外補充
適用。於考慮適用著作權法及新式樣保護

 
18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Blatt für PMZ, 1994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49. 
19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zu § 5, Blatt für PMZ, 1994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61. 
20 詳細內容請見劉孔中，論德國商標法及其對我國商標法修法之啟發（一），智慧財產權月

刊，第 17 期（89 年 5 月），第 55-68 頁（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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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亦同。 

至於依據新商標法規定保護之標誌仍然適
用（其他的）概括條款，自不待贅言。例如
當使用標誌之行為導致誤導相關大眾，則當
然可適用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三條，因為標誌
權利並非“絕對的＂使用權。正如同現行
法，亦沒有必要在新法以規定特別澄清此
事。」21

 

除了上述立法理由所提及之民法名稱權、競爭法、商業法、著作

權法及新式樣保護法之外，民法的侵權行為法、歐聯的商標規則與指

令以及國際商標公約，亦可用來補充保護商標。22邇來德國學說對於競

爭法如何在商標法之外補充適用於商標發生激烈爭辯。傳統而且多數

的學說是認為在商標法已提供保護之情形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即沒有補充適用的餘地，換言之，只有在智慧財產的特別法不介入的

情形，競爭法提供的保護對標誌才會具有重要性。23

但是Konstanz大學商標法權威教授Fetzer卻倡言不應將競爭法之功

能限縮於填補漏洞。因為，第一，對事業成果（unternehmerische 

Leistung）之保護是競爭法的原始任務之一；第二，光是從法理律的觀

點來看，智慧財產權法自始不可能是窮盡（封閉）的規範，因此亦不

可能窮盡規範對事業成果之保護。鑑於競爭法及商標法之立法目的、

保護要件及法律效果均不同，所以Fetzer教授主張二者之間是一種「全

面的請求權競合」（vollständige Anspruchskonkurrenz）的關係（即各自

產生相互獨立的請求權），亦即只要其各自之要件被滿足，就可以平行

的、自動的適用此二種法律。24但是這種見解迄今仍沒有被多數說所接

 
21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zu § 2, Blatt für PMZ, Sonderheft, 1994, Das neue Markengesetz, 

58. 
22 Fezer, § 2 MarkenG,1997, Rdnr. 2. 
23 Baumbach/Hefermehl,Wettbewerbsrecht, 22. Aufl., 2001, § 1 UWG Rdnr. 483ff. 
24 Fezer, § 2 MarkenG Rdnr.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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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5

 

（二）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為落實歐聯一九九七年十月六日「修改一九

八四年引人錯誤準則以增加比較廣告」準則，於二０００年九月一日

經由「比較廣告法及競爭法修正法」，將原本解釋商品及服務之第二條

修改為規範比較廣告之規定，至於該法第一條則原封未動。由於本條

規定為概括條款，所以需要建立體系性的分類與概念，以便將之具體

化，並且避免只是不斷累積個別構成事實。自一九一四年Kohler將違反

善良風俗的行為分為引人錯誤（ Irreleitung ）以及惡意敵對

（Feindseligkeit, 例如包括毀謗、賄賂、刺探營業秘密）兩大類以來，

經過德國學說及實務的不斷努力，目前通說大致是採Hefermehl教授的

五大分類，即獵捕客人（Kundenfang）、阻礙（Behinderung）、詐取

（Ausbeutung）、破壞市場（Marktstörung）以及違法行為（Rechtsbruch）。
26吾人已在另一份公平會委託之研究報告對此等類型及其要件有詳盡

之研究。27

前述五種類型之下尚有各種次類型或分項，而各類型、次類型及

分項間並非判然劃分的楚河漢界，而是變動的。在剝削此一類型之下，

通常又分成四個次類型，即寄生在他人工作成果、廣告及商譽之上

（Schmarotzen an fremder Leistung, fremder Werbung oder fremdem Ruf）

以及挖角（Ausspannen）。28原則上，個人之工作成果若不受智慧財產

權法等特別規定之保護，應該均應容忍他人自由使用、模仿，以促進

 
25 Althammer/Ströbele/Klaka, Markengesetz, 6. Aufl., 2000, § 2 Rdnr. 3; Ingerl/Rohnke, 

Markengesetz, 1998, § 2 Rdnr. 1. 
26 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22. Aufl., 2001, Einl UWG Rdnr. 160ff.; Köhler/Piper, 

UWG, 2. Aufl., 2001, Einf. Rdnr. 164-165. 
27 王海南、吳綺雲、劉孔中、蕭文生，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行為執行標準之研究，民國 82 年 6 月，第 54-152 頁。 
28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Aufl.) Rdnr. 438; Rittner, aaO., § 2 Rdnr. 7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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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技術的進步與人類的整體福祉，德國法將此原則稱為「模仿自

由」(Nachahmungsfreiheit)。模仿他人成果依其程度之不同，可分為「直

接接收（他人工作成果）」（unmittelbare Übernahme）以及「仿作式的

接收（他人工作成果）」（nachschaffende Übernahme）二種。直接接收

他人工作成果通常是指只是以具機械式、化學性、生物性或電子性的

技術手段將他人工作成果作相同或幾乎相同之重製（例如透過影印或

在電腦上的重製），重製之人連最起碼的手工技藝都沒有投入，遑論任

何創造性的貢獻。29反之，「仿作式的接收」，則是以他人的工作成果作

為範例而加以模仿。30然而即便是直接接收亦不是當然違法，仍必須出

現其他使此種行為成為具反競爭可非難性的特殊情況，才會使之違反

本條規定。區分「直接」及「仿作式的」接收的實益，誠如德國聯邦

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二年“Betonsteinelemente＂所言： 

 
「上訴法院應區別接收他人工作成果之種
類及方式，…因為在直接接收的情形，對於
可使接收行為成為反競爭之特殊情況的要
求較低，而在投入自己心力而與被接收之成
果較有距離的仿作式接收，對於可使之成為
反競爭之特殊情況的要求則較高。」31

 

在此理解下，Hefermehl教授就認為傳統使用的“奴隸性模仿＂

（sklavische Nachahmung ）用語是很危險的，32因為並非任何一種模仿

的行為都可視為奴隸性模仿，只有其整體全部或至少在重要部分被依

真實比例仿造才是；另一方面，並非任何一種奴隸性模仿都被禁止，

 
29 Sambuc, Der UWG-Nachahmungsschutz, 1996, Rdnr. 368. 
30 Köhler/Piper, aaO., § 1 Rdnr. 482. 
31 BGH GRUR 1992, 523, 524. 
32 張懿云將之譯為「奴隸性抄襲」，見氏著「仿冒未受保護之新式樣與不公平競爭規範」，公

平會 89 年度合作研究 10，第 55 頁。本節以為「抄襲」一詞在中文語義中帶有過強的負

面評價，所以改以「模仿」代之，以免法律用語與一般人之法感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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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僅限於針對享有排他權之工作成果的奴隸性模仿始被禁止。33事實

上，德國學說對於「奴隸性模仿」的理解誠然是人人不同，例如有的

認為此用語之文字太窄，34有的認為「奴隸至少仍在工作（縱使雖然不

是獨立的工作），而直接接收人在極端情形只是按下影印機的按鈕。」

35有的又表示「在所有細節都模仿的才是奴隸性模仿」。36至於可使模仿

成為具有反競爭性的特殊情況包括有：競爭對手、一般大眾特別是消

費者受到原本可避的來源誤認的損害、以不正當方法占用他人工作成

果之良好商譽、為阻礙他人而有系統模仿他人產品等。37

 
33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441. 
34 Köhler/Piper, aaO., § 1 Rdnr. 486.  
35 Sambuc, aaO. 
36 Rittner, aaO., § 2 Rdnr. 79. 
37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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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我國對商品外觀保護之研究 

 

一、商標法 

 

（一）商標的定義 

我國商標法第五條規定：「商標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

合或其聯合式，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識其為表彰商品之標識，並

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不符前項規定之圖樣，如經申請人使

用且在交易上已成為申請人營業上商品之識別標識者，視為已符合前項

規定。」從該條規定可知，我國的商標僅限於文字、圖形、記號、顏色

組合或其聯合式，並不包括立體形狀，遑論商品外觀，亦即我國商標法

所保護的仍停留在平面商標才能申請註冊，因此法院在依法審判之情形

下，無從創設出連商品外觀也能成為商標註冊的內容，也就是說即便業

者所設計的商品外觀已足以標彰商品的來源而與商標具有同樣功能

時，也不能因其使用而取得商品外觀的商標專用權，這是我國採取商標

註冊主義而非使用主義的必然結果。 

至於該條第二項所稱「不符前項規定之圖樣」，係指其所使用的文

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聯合式不具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

識其為表彰商品標識之功能，但因其長期的銷售與廣告，而使一般商品

購買人因此認識該圖樣代表特定的商品，也就是一般所稱已出現「次要

意義」（或稱第二層意義）時，視為已符合前項規定的要件。這是針對

第一項而言，因此在解釋上仍不能逾越第一項限於平面商標的範圍而進

一步擴張解釋認為也保括立體圖案或商品本身的外觀。亦即不得解釋為

立體圖案或商品本身的外觀並不符第一項所稱的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組合或其聯合式，因此即便在立體圖案或商品本身的外觀已出現「次

要意義」時，仍不能視為已符合第一項規定的要件。若欲對立體圖案或

商品本身的外觀當作商標加以保護，非得靠修法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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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標專用權的定義與範圍 

由於我國商標法亦採註冊主義且需經主管機關實質審查（我國商

標法第四十一條）後才能取得商標專用權。且商標專用權的取得係自註

冊之日起由註冊人取得，而商標專用權的範圍則以請準註冊之商標及所

指定之商品為限（我國商標法第二十一條）。因此業者在申請商標註冊

時應指定商標之商品類別及商品名稱，而不同類別的商品應分別申請，

至於商品的分類則於施行細則定之（我國商標法第三十五條）。 

    或有認為為使自己之商標可廣泛使用在各種不同商品類別，因此搶

註冊在許多不同商品類別中。但事實上因申請註冊時需繳納費用，加上

不同類別要分別申請，則其繳費將所費不貲且當初立法時即考慮到可能

有人搶先註冊而不用，其目的只在防阻他人使用，故我國商標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即規定，無正當事由三年未使用或繼續三年停止使用

已滿三年者，主管機關應依職權或利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商標專用權

1。 

 

二、專利法 

 

（一）新式樣專利的定義 

我國專利法第一百零六條規定：「稱新式樣者，謂對物品之形狀、

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其所著重的不在於該物品外觀是否能表

彰商品之來源，而是著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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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院 87 年判字 1270 號）2。既

 
1 日本商標法第五十條亦有類似之規定。 
2 我國專利法於民國八十三年修法時將第 106 條有關新式樣專利「適於美感」的規定刪除，

以致於現行條文僅規定：「稱新式樣者，謂對物品之形狀、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

然日本的意匠法第 2 條第 1 項的規定仍以「引起美感」為要件之一。我國修法時將原與日本

相同的「適於美感」要件刪除，以致行政法院只得從「視覺效果表現」著墨，這恐怕是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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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創作，即非抄襲自他人創作之物品，亦即必須符合新穎性與進步

性的要件，所謂新穎性乃指在申請前並沒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已見於

刊物或已公開使用，也沒有相同或近似之新式樣申請在先並經核准專

利；進步性則指必須是熟習該項技術者不易思及之創作（我國專利法第

一百零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倘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容易思及而只是

尚未去實施時，即稱不上創作，況且若給予容易思及的技術擁有排他性

的專利權，將易導致他人動則得咎，更限制了商品的競爭空間。此外，

還必須不是純藝術創作或美術工藝品（此屬美術著作，由著作權法保

護），也不是純功能性設計的物品造型（功能性造型屬公共財的領域，

若給予專利將造成他人的不便），才可能申請到新式樣專利（我國專利

法第一百零八條第一款、第二款）。 

從上述說明可知，商品的外觀倘若合乎上述要件，則可有能受到

新式樣專利的保護，但絕非所有的商品外觀都可受到保護。 

 

（二）新式樣專利權的申請與範圍 

由於專利是一種由政府賦予人民的一種專有的排他性權利，必須

經過實質審查且申請時必須指定所施予新式樣之物品並敘明其類別（我

國專利法第一百十四條），就此點而言與商標同，但其分類方式則與商

標異。此外，新式樣專利有一定的保護期限，其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二

年（舊法為十年，新法係為配合加入 WTO 而延長，至今尚未正式實施）。 

由於新式樣專利亦有類別之區分，倘若屬不同類商品，即便外觀

造型相同，仍無法主張專利法的保護，但可否主張其剽竊創意而違反公

 

學者或主管機關對於日本所「引起美感（審美性）」的誤解，以為一定要真正的「美」才合

乎要件，其與引起「美感」相反的引起「醜感」，其醜感的創意性難道就不受保護嗎？正所

謂「醜得可以」、「醜得可愛」、「醜得古錐」、「醜得嚇人」，難道不也是吾人所要保護的創意

嗎？事實上，每個人的趣味性與感受性千差萬別，美醜的判斷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因此，應

包含逆轉的意味，引起醜感也應該屬於「廣義的美感」，在日本實例登錄意匠第 365331 號的

幽靈形狀之「上吊人形」亦通過審查（參牛木理一，意匠法的研究，平成 6 年 3 月 1 日 4 訂

版發行，第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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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類似情形，在專利保護期限已屆滿、合乎要件但未提出申請或雖

提出申請但實質審查時認為不合乎要件而不准專利，其模仿商品外觀的

行為，顯然也不可能尋求專利法的保護，然可否主張模仿的人剽竊他人

既有的成果或造成商品購買人的混淆而控告其違反公平法，上述問題將

於下文進一步說明。 

 

三、公平法 

 

（一）公平法第二十條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立法目的為「針對目前嚴重之商業仿冒行為，

就現行法所未能規範者，而有礙公平競爭之行為」，禁止事業為使人對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商品主體」或「營業、

服務主體」混淆之行為。3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立法目的為「針對目前嚴重之商業仿冒行為，

就現行法所未能規範者，而有礙公平競爭之行為」，禁止事業為使人對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的「商品主體」或「營業、

服務主體」混淆之行為。4關於商標法、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民法規

範不足之處，吾人已有論述，在此不贅。5惟仍然需要釐清的疑點有以

下四個： 

 

1.本條是否排除註冊商標？ 

公平法之主管機關公平會認為本條之商標當然包括已註冊之商

 
3 見公平會 85 年 1 月編印，公平交易法立法目的與條文說明，第 17 頁。 
4 見公平會 85 年 1 月編印，公平交易法立法目的與條文說明，第 17 頁。 
5 劉孔中，著名標章保護之個案研究－黑人牙膏與白人牙膏之戰爭,台大法學論叢，30 卷 3

期(90 年 5 月)，第 185-234 頁(第 226-2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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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6但是蔡明誠教授曾表示本條之商標不應該包括註冊商標，以減少

公平法與商標法之重疊處。然而因為我國商標法即使對註冊商標之保

護亦不充分，例如不保護其外觀、包裝或商品化使用（例如將平面商

標Hello Kitty作成立體玩具），所以勢必仰賴公平法。因此最高行政法

院 89 年度判字第 254 號判決表示：「上開規定既係補充現行法所未能

規範者，則其商品之表徵，自與是否申請商標註冊或能否申請商標註

冊無關。」 

 

2.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需具備之知名度 

無論在公平會之處分實務或「處理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原則（以

下簡稱二十條處理原則）」，均未明確提及商標法著名標章之規定或智

慧局之著名標章認定要點，或以之為參考之對象，亦從未費神去區別

二者有何不同。公平會僅於二十條處理原則第三點認為「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係指具有相當知名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多數所周知。雖然對於「知名度」並沒有太高之要求，僅需「相當」，

但卻對其知名度的數量要求頗高，即需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之多數，

而依據一般之語義，「多數」係指超過半數，惟在實際處分案例中，公

平會從未要求超過半數的相關大眾所共知。反之，智慧局認定要點在

民國八十九年修正後對於著名商標之認定則向公平法第二十條靠攏，

而將之定義為「有客觀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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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 

本節認為從知名度大小的觀點來看，「著名標章」與公平法第二十

條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之關係不外乎大於7、小

 
6 例如（83）公處字第 093 號處分書，公平會公報第 3 卷第 9 期（83 年 9 月），第 10 頁；（84）

公處字第 038 號處分書，公平會公報第 4 卷第 4 期（84 年 4 月），第 13 頁。 
7 謝銘洋則認為「一著名標章通常具有較高之知名度：而欲成為表徵所須具有之知名度，…

通常..較著名標章為低。」見氏著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1999，第 287 頁；蔡明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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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或等於8三種。從立法者於公平法第二十條捨簡潔復行之多年之「著

名標章」，使用極為繞口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觀之，若

將二者視為等於之關係應比較不符合立法者之本旨。本於商標之問題

應儘可能優先依據商標法處理、公平法畢竟僅係補充商標法部分不足

而不是要取代商標法成為排他效力更強的超級商標法、公平法主管機

關公平會介入本屬單純私權利糾紛時應有比較嚴格之門檻要件（以免

一方面浪費公平會有限而寶貴之行政資源，另一方面對商標法之主管

機關之一般業務形成牽制）、公平法第三十二條最高三倍之損害賠償規

定高於商標法，以及商標法修正草案擬逐漸增加可註冊為商標之項目

等考量，9 不僅不應將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

之表徵」視為等於商標法之「著名標章」，而且更應該認為須高於後者，

方屬合理的解釋。惟學者有主張「公平法規範之重點在於混淆，而不

在於普遍認知」、「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之救濟方式，…

尚包含當事人可逕行依該法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二條向法院請求各種民

事救濟，若僅為公平會本身實務運作資源之考量，即對相關文言作過

份嚴格解釋，則對法律上利益受侵害者，或將剝奪其司法救濟的權利」

者，而反對本節之見解。10但不可不辨的是，如此一來，表徵人依公平

法之權能將遠大於商標法（可請求三倍損害賠償），實則等於賦予其大

於商標權之權利，這在制度的設計上是很怪異的。如果「公平法規範

之重點不在於普遍認知」，則表徵權可輕易取得，商標法又有何存在意

義？ 

 

網域名稱在台灣的法律保護問題，中興法學，第 45 期（88 年 9 月），第 61-92 頁（第 81

頁）。 
8 徐火明，公平交易法論，民國 86 年，第 182 頁。 
9 依據智慧局 89 年 12 月 26 日所提商標法修正草案第五條：「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

色、聲音、立體形狀或其聯合式所組成。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購買人認識

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識，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 
10 見黃銘傑，商號之登記、使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中原財經法學，第 6 期（90 年 7 月），

第 67-122 頁（第 7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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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德國聯邦最高法院所言：「商標法並非自外於一般之競爭法，

而歸屬於整體競爭秩序的範疇之中。」11而競爭法則是在商標法不足之

處發揮網補之功能。12二者之間應謀求適當的分工，以避免重複管轄所

造成的種種不合理現像，其次，以及避免公平會成為商標法之太上主

管機關，而對商標正常主管機關之認定（例如是否有「混淆之虞」）以

其後見之明妄加判斷，一方面使得當事人之權利義務陷於不確定，另

一方面更導致救濟途徑在民事法院之外再增加行政法院，益為複雜，

本節建議一項處理原則：「凡是商標法能解決的問題，即不應交由或再

交由公平法處理；凡是商標法主管機關已作的判斷，亦不應再任由公

平會依職權或檢舉重為判斷。」13因此對於智慧局就商品服務來源混淆

之虞所作之認定，公平會宜表示：「本會基於政府一體之原則與尊重商

標法主管機關判斷之立場，不再另行判斷，而以智慧局之認定為準。」 

在商標法未對商標與著名商標提供充分的保障之前（一如德國商

標法將「著名商標」與「註冊商標」、「具交易效力之標章」平行列為

商標保護產生之事由），14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之表徵」應該限於知名度明顯高於「著名商標」者。15必須有極

高的知名度，表徵權人方能在商標法不足以救濟時（例如其表徵未經

商標註冊之權利人想要禁止他人使用其表徵，或是表徵經註冊之權利

人要求侵害其表徵之人負擔損害額三倍之賠償責任時），援引公平法第

二十條要求公平會或法院介入。至於系爭表徵是否為已註冊之商標，

並非所問。此即前述原則前段所言：「凡是商標法能解決的問題，即不

 
11 BGH GRUR 1980, 79. 
12 Cornish,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52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93), 

46-63(53). 
13 謝銘洋則是認為「如果一行為果真同時構成商標權之侵害，並構成公平交易法所禁止之不

公平競爭行為，則應優先適用公平法之規定」，見氏著前揭書，第 299 頁。 
14 詳見劉孔中，論德國商標法及其對我國商標法修法之啟發（一），智慧財產權，第 17 期（89

年 5 月），第 55-68 頁（第 59 頁）。 
15 在德國即是如此，見Piper, Der Schutz Bekannter Marken, 1996 GRUR, 429-43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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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交由或再交由公平法處理。」因此，本節建議公平會二十條處理原

則第三點應提高要求為「具極高知名度，而為絕大多數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所知悉」。若將來商標法能對商標與標誌提供充分保障，則公平法

第二十條並無太多存在的意義或功能，最好刪除，以避免雙軌制的困

擾。 

 

3.相同或類似使用之定義 

「相同或類似之使用」此一用語，從比較法的觀點來看是較為少見

的，依據本條立法理由的說明應係取自日本與韓國不正競爭防止法。而

公平會於民國八十二年六月編印之「各國公平交易法相關法規彙編」中

將日本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一款翻譯為：「一.就本法施行地區內所

共知之他人姓名、商號、商標、商品之容器或包裝以及其他表示他人商

品之表徵為相同或類似之使用，或販賣、散布、輸出使用該相同或類似

表徵之商品，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行為。」但是此項翻譯與理解有二點

錯誤，第一，原文並無「相同或類似之使用」的字眼，而是規定「使用

與他人表徵相同或類似之表徵（identical or similar to , another party’s 

indication）」。第二，混淆之對象不只是商品而包括“事業＂（business）。
16因此重點在於系爭表徵是否具有會產生混淆之虞的類似性。日本最高

法院於一九九二年終於建立判斷混淆之虞的三個標準：外觀、讀音及觀

念；只要有其中一個要素相同，就足以構成混淆之虞。17

在以上的了解下，本節建議回到公平法與商標法的混淆之虞應該儘

可能一致的基調上，並將公平法第二十條處理原則第五點修改為「本

法第二十條所稱相同或類似之使用，係指使用在外觀、觀念或讀音有

一相同或類似之表徵，足以造成混淆之虞者」。18如此亦能避免公平會

                                                 
16 Heath, The System of Unfair Competion Prevention in Japan, 2001, 294. 
17 Heath, ibid., 95, 97-98. 
18 劉孔中，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民國 86 年，第 32-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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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再如同民國八十五年七月六日（85）公訴決字第 069 號決定書，誤

將「商標權之使用範圍」機械地認為「非屬服務標章之使用」，因此屬

不同事件（黑松vs.大黑松小倆口）。 

 

4.混淆之虞之定義及強度 

德國聯邦最高法院與學界依據不正競爭防止法及舊商標法發展出

兩大類混淆之虞，第一類是狹義混淆之虞，它是指相關大眾對事業主

體或對商品或服務來源之事業的同一性可能產生錯誤，誤將不同事業

主體或來自不同事業之商品或服務以為是同一事業或來自同一事業。

第二類是廣義混淆之虞，亦即相關大眾對於系爭事業為不同事業主體

或使用系爭商標之商品來自不同事業此一事實並未發生錯誤，但卻誤

以為此等不同事業之間具有某種經濟上、經營上、組織上或法律上的

關聯性。19德國聯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又將狹義混淆之虞區分為直接混淆

之虞與間接混淆之虞，前者係指相關大眾在讀音、外觀或觀念上對衝

突之商標或標誌產生誤認，後者則係指相關大眾誤以為對立之商標或

標誌間具有（德國法上）所謂「系列商標或標誌」（Serienmarke）或（美

國法上）「商標家庭」（Family of Marks）之關聯性。20（實務上最常見

的系列商標就屬麥當勞的麥克雞塊、麥克漢堡家族）。誠如德國聯邦最

高法院於一九七四年「Räuber」一案所言： 

 

「若系爭商標具有相同之字根（Wortstamm），而該根
源對於前商標具有指示之功能，就會有系列商標觀
點下狹義混淆之虞的問題。…至於某一成分是否應
被視為字根，則取決於一般交易觀念，而此會受到
該商標成分本身之特性以及其相對於其他商標成

 
19 Berlit, Das neue Markenrecht, 2. Aufl. 1997, Rdnr. 172；劉孔中，前揭書，第 12 頁。 
20 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22. Aufl., 2001, Allg Rdnr. 215; Fezer, aaO., §14 

MarkenG Rdnr. 220 ff.;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4th ed., 1997, 

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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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獨特性的影響…；然而該商標部分是否為決定
該商標之整體印象的唯一因素，並非所問。」21

 

德國新商標法雖然在立法理由中曾表示，新商標法並非建立在最

高法院間接混淆之虞與廣義混淆之虞的原則上，因此不能再直接援引

此等原則。22但是德國的司法實務卻認為間接混淆之虞與廣義混淆之虞

仍有其適用性，全然不受限制：商標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混淆之

虞，包括觀念上聯想」）之文字雖有不同，但其混淆之虞的標準並無不

同，因為人類之語言聯想力無窮無盡，所以並不是任何一種觀念上的

聯想都是商標法上的混淆之虞。準此，新商標法的「聯想式」

（assoziative）混淆之虞仍應依據既有標準加以解釋認定。23德國聯邦

最高法院於一九九六年「Innovadiclophlont」判決尤其具有啟發性，值

得吾人參考： 

 
「只有當二商標依其整體印象並沒有相互混淆之虞
時，才會討論系列商標觀念下的混淆之虞…，亦即系爭
商標具有與交易圈認為係同一事業多數商標之字根相
同的部分，以致…被歸屬到同一商標權人。…關於系列
商標的判決是基於業界所熟悉的作法，即某些事業會以
一固定的商標根源稍作變化後（但仍維持其本質特色）
使用於其所有其他各種不同的商品。特別是當某一事業
已在市場上以相同字根用於數個商標時，業界可推論其
為系列商標。業界若以習於某一特定字根，則經驗法則
告訴我們，相關大眾較不可能會將使用相同字根之新商
標視為一個獨立的標示根源。雖然原則上並不能排除首
次使用之標示可能成為根源標示（即其他標示之根
源）…惟需要具體的理由加以支持。」24

 

 
21 BGH GRUR 1974, 93ff (93). 
22 Blatt für PMZ, 1994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65. 
23 Berlit, aaO., Rdnr. 174a. 
24 BGH GRUR 1996, 200ff (20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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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商標實務上，雖然並未使用廣義混淆之虞與狹義混淆之虞

的用語，但是已有一些使用類似觀念的例子，例如行政法院七十六年

度判字第四十三號判決即已有「系列商標」之影子，25智慧局「類似商

品及類似服務審查基準」26以及公平會（85）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書27亦

蘊含「廣義混淆之虞」的思維，本節認為我國商標法及公平法應可參

照德國之通說，採取其混淆之虞的概念與種類。在此需要回答一個問

題，即公平法第二十條所規定的混淆之虞與商標法的「混淆之虞」是

否相同？從商標法及公平法第二十條均為一種廣義標誌的法律屬性而

論，二者主要對抗的混淆之虞應採相同、單一的概念，方能維持二法

間之內在關聯性。此亦為德國學界之通說。然而，公平會公平法第二

十條處理原則卻表示，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之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

之來源有誤認誤信而言（見第六點），採取了商標法理上所謂「狹義混

淆之虞」（即不問商品或服務來源間之關聯）。此種見解嚴重限縮該條

適用之範圍，不無商確與可改進之處。首先，公平法並非商標法，因

此並無必要將對標誌之保護限於商品或服務之「來源」（此為商標法最

為重要的特徵），並且應該在商標所不能及之處亦發揮作用，故公平法

第二十條第六點誤認誤信之標的應擴大及於表徵之主體，事實上公平

 
25 「本件原告…所創用之「DAN RIVER」商標，…早在民國六十年即以「丹瑞佛 DAN RIVER」

商標在中華民國獲准註冊…，又其一系列商標均以「DAN」為字首，構成主要部分….原

告之「DAN RIVER」商標在我國已為一般購買者所熟知，具有相當知名度，堪予認定。

關係人…「DANBEAUTY」…在外觀上已足使人混同誤認。」司法院編，商標近似判決要

旨選輯第二輯（民國 79 年），第 114 頁。 
26 見該基準第一點：「所謂類似商品，係指商品在用途、功能、行銷管道與場所、買受人、

原材料、產製者或其他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聯之處，依一般社會通念及市場交易情形，

易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誤認其為來自相同或雖不相同但有關聯之來源者而言。」 
27 「雖被處分人稱所使用之商品種類僅為錄音帶、雷射唱片商品包裝上，且該圖樣與檢舉人

向來使用之企鵝商標圖樣完全相同，雖被處分人稱所使用之商品種類僅為錄音帶、雷射

唱片，與檢舉人所使用為服飾類者有所不同，然被處分人以完全相同之商標使用於其商

品上，縱不使人誤認其唱片、錄音帶係出自檢舉人，亦容易使人招致檢舉人對被處分人

有授權或其他贊助關係之混淆。是被處分人之行為顯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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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條之立法理由，即提及「事業不得為使人“商品主體＂產生

混淆之行為」，巴黎公約第十條之一第三項第一款亦規定：具有與競爭

對手之事業（establishment）、商品或工商業活動混淆性質之行為，不

論係採何種方式均為不正競爭之行為，應被禁止。 

其次，「誤認誤信」一詞過於簡要，一般人不足以理解其應包括之

類型，故應加以補充。28因此本節建議公平法第二十條處理原則第六點

修改為：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之

主體有誤認誤信。 

前項所稱誤認誤信分為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體的同

一性（狹義混淆之虞），以及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體間之

關聯性（廣義混淆之虞）發生錯誤。」 

 

5.案例分析 

在腦筋急轉彎一案中，公平會即認為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之系列叢

書「腦筋急轉彎」廣受各界歡迎，已出版十二集，其總銷售量超過一百

二十萬本，已為出版同業及消費者所共知，且該「腦筋急轉彎」已成為

大人小孩朗朗上口之名詞，一看到該書之整體外觀設計，即知其係某家

出版公司所出版（並不以確知哪一家為必要），而達到表徵的功能。由

於被檢舉人大然出版社嗣後所出版之「新腦筋急轉彎」，其所使用的書

名、開本、編輯方式、內容所採幽默式漫畫問答集格式等等的類似使用，

均可能造成消費者混淆而誤以為係同一家出版社所出版或誤以為二者

有續集、系列等關聯。因此，公平會認定被檢舉人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

命其於收到處分書次日起三十日內收回未售出之「新腦筋急轉彎」各集

                                                 
28 黃銘傑持相同見解，見氏著前揭文，第 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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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書29。 

又如黑松公司檢舉台灣第納公司所販售之沙士飲料容器之外觀、

圖樣、設色等，均以咖啡底色、弧形條子、下白上金之顏色配成、有抄

襲之嫌，經公平會認定被檢舉人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命被檢舉人於二

個月內全數回收該商品30。該案之黑松沙士雖早在民國七十六年一月十

六日及八十二年三月一日以「黑松HEY-SONG及金、白色帶圖」兩式31，

向中央標準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專用權，但被檢舉人之商品並未使用

「黑松HEY-SONG」之文字商標，雖被檢舉人在罐上以白色清楚之字體

標示「加鹽沙士」，但加鹽僅為商品性質之描述，僅能說明商品口味，

不具識別商品來源功能，難作為辨別不同商品來源之依據，且罐裝整體

外觀之觀察亦難以確認其具不同商品來源之功能，一般消費大眾極易於

匆促之間，因一時誤認而為選購。 

    從上述案例觀察，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與適用還算明確，尚無較

大之爭議。惟黑松沙士一案中，被檢舉人不只台灣帝納公司一家，尚有

數家，但公平會認為其他廠商之罐裝上有自己公司明確之商標，並不會

導致消費者之誤認，而不違反該條之規定，然是否有下述公平法第二十

四條顯失公平之適用，委員間則出現不同意見，最終雖認亦不違反第二

十四條，但在其他類似案件中卻有不同之認定。 

 

（二）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1.現況之檢討 

 

 
29 公平會（81）公處字第OO7 號。參公平會編，仿冒案例彙集，增訂二版，民國 89 年 11

月，第 37 頁。 
30 公平會（89）公處字第O19 號。參公平會編，仿冒案例彙集，增訂二版，民國 89 年 11 月，

第 136 頁。 
31 該商標僅係平面圖樣，此乃礙於我國商標法尚未承認立體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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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條被過度使用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作為公平法之概括條款的命運恰如德國不正競

爭防止法第一條，即被廣泛運用，甚至有點被「濫用」為公平會處分

案件中最常被引用之條文之一，成為舉世皆無的怪現象（至民國九十

年九月為止，公平會共有 1691 件處分案，其中 539 件是依據本條），

耗費公平會有限之行政資源甚鉅。其實，吾人早在公平法施行之初即

為文提醒：「本條之立法目的雖然在於保護消費者與競爭者，但是其保

護的方式卻是間接的，即是以保護公益的方式來間接保護個別消費者

或競爭者之私益，…因此，若不公平或欺罔行為僅零星地發生在個別

的消費者或競爭對手身上，而個別的消費者或競爭對手已有充分的法

律救濟途徑，或並且沒有難於（因為訴訟費用太高，或受限於經濟上

的依賴關係）或不願（因為標的太小）行使其他救濟途徑之情事者，

公平會以不介入為宜。但是，事業若大量地對消費者或競爭對手為不

公平之競爭行為，並利用渠等難於或不願主張其他法律救濟之情事，

則顯然會使競爭環境惡化，此時，公平會即應介入，以維護公共利益。」

32所幸公平會法務處於民國九十年七月向公平會提出之「重新考慮公平

法第二十四條適用方向」研析案說明二中已認知到公平會就本條之釋

示及適用，「應嚴格遵守立法目的（維護交易秩序及消費者權益）之範

疇及公共利益之前提」，並在二十四條適用原則修正草案三(二)提及

「本條款對於消費者權益之介入，似應以合致『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之要件且具有重大公共利益性質之行為為限」，該草案五有段文字亦值

得吾人支持，即「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時，應考量是否足以影

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多寡、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

始有本條之適用。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易糾紛，則應循民事救濟，

                                                 
32 劉孔中，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公平交易季刊，第二卷第三期（83 年 7 月），第

1-30 頁（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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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適用本條之規定。」亟盼公平會此次能記取教訓，依理順勢修正

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 

 

（2）尚有待以類型化加以補充 

本條是內容有待以類型化加以具體化的概括條款。廖義男教授

早在其所提的公平法第一版草案中，即引用德國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

條歷經百年學說與實務之發展所得出的五大題型，即獵捕客人、阻礙、

詐取、破壞市場及違法行為。但法律是需要自我成長而不能單憑平行

移植，所以我國公平會及法院在參考德國之類型化之後，仍須自行建

立適合國情之違法類型（比方說「違法行為」在台灣非常普遍，可能

即不適合作為一種類型）。就目前之學說與實務而言，顯然尚未作好類

型化的準備，有待後續的研究。然而類型化不同於體系化、概念化，

各種類型之間是流動的，既可相互形成，後可相互影響，並不是判然

劃分的。 

 

2.構成要件與處理原則之解析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所稱顯失公平，成為無統一要件的商業倫理非

難性，以一般觀念來看倫理與道德，皆非法律，有一部份的倫理可能被

包含在法律規範中，然而業者或一般人卻無從知悉是哪一部分已被包含

在法律規範中。 

雖然是模仿他人商品的外觀或包裝，但該外觀或包裝因無從申請

商標註冊，也因不符新式樣專利的要件而申請不到專利權，或專利權保

護期間已過，若又不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的三個要件時，是否可以主張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來保障自己商品的外觀或包裝，以避免被他人

長久模仿或抄襲？不論在學說上或在實務上都是一極具爭議性的課題。 

在學說上，採否定說者認為，既然商品的外觀或包裝不符新式樣

專利的要件而申請不到專利權或專利權保護期間已過，其可能是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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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功能性之外觀或專用權期限已過，則都已成為公共財，任何人皆可自

由使用，豈可謂「不當模仿」而構成顯失公平的行為。況且我國的新式

樣專利必須提出申請並經實質審查，又要繳費，此外又只有十二年的保

護期間，倘若可主張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而該條又無期限的限

制，則日後還有誰願意申請新式樣專利？如此將破壞新式樣專利的制

度。況且公平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利法行

使權利之正當行為，不適用本法之規定。」，既已屬公共財，則其行使

當屬正當行為，當不涉及不公平交易。採肯定說者認為，專利法與公平

法各有其不同的立法宗旨，其法律要件亦不一樣，在適用公平法時只要

考慮是否有剽竊、榨取他人既有成果或依附他人聲譽而不欲自己付出應

有的代價，卻只是一味的抄襲來節省成本，以致造成消費者的誤認或形

成不公平競爭，這才是公平法所要規範的目的，與專利法無涉。 

我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

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由於該條規定沒

有如公平法第二十條明文將商品的容器、包裝或外觀列出，加上該條使

用「欺罔或顯失公平」的不確定法律概念實在過於抽象，因此在實務上

適用時，其界線何在，確實難以用精簡的文字描述出來。雖然公平會亦

據此訂定「公平交易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作為處理案件之標準，

例如該處理原則的四、（二）1.（3）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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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能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但何謂「不當模仿」，亦未進一步

說明，因此只有透過案例的分析才能進一步了解大致上的情形。 

 

3.舉證責任 

公平會無論依檢舉或職權欲適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時，自應就系

爭案件滿足本條規定之構成要件負舉證責任。就本研究相關的榨取類

型為例，提出告訴之一方必須證明本案所要求之各種構成要件均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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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亦即必須證明被模仿之工作成果具有競爭上的特色、對造模仿

之行為具有公平法上的可非難性。原則上若檢舉人不能提供足以支持

此等證明所需要的證據，公平會可不受理之。但涉及公共利益者，不

在此限。 

 

4.攀附他人商譽，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如何認定 

公平會在公平法第二十條處理原則第十六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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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尚未致混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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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爭者顯失公平，足以

影響交易秩序。」 

事實上，無論攀附他人商譽或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均屬榨取他人

之一種，在前述德國學說對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所作之類型及次類

型中，即是如此。此二者具有近似性，無怪乎而公平會第二十四條適

用原則四（二）1.以「依附他人聲譽、著名廣告」為常見「榨取他人

努力成果」的類型。不過，二者在概念上仍是有其不同之處。 

 

（1）攀附他人商譽 

事業或商品之商譽（guter Ruf）對交易相對人之影響，猶勝於品質。

商譽代表交易相對人對之所抱持的特殊評價想像或品質聯想

（besondere Wertvorstellung, Gütervorstellung），因此光是具備知名度或

交易效力，尚不能滿足商譽的門檻。正如模仿被容許一般，依靠他人

之商譽，原則上也應該是不被禁止，除非有其他特殊的情況發生，例

如特別是競爭對手為銷售自己商品而以令人厭惡的方式濫用他人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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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的行為，亦即所謂「攀附他人商譽」之行為，54亦可稱為「榨取他人

商譽之行為」（Anlehnung, Rufausbeutung）。55攀附他人商譽的行為又可

分為兩大次類型，即以關於商品來源及商品本身之欺罔方式攀附他人

商譽，以及在不導致商品來源及商品本身混淆之情形下，以他人之商

或標示推薦自己的商品的攀附行為。在前者之情形，與「榨取他人努

力成果」即非常近似。 

 

（2）榨取他人努力成果 

他人工作成果若不受智慧財產權法等特定規定之保護，原則上人

人均可使自由使用，但是若使用者沒有絲毫自己的貢獻，而是直接寄

生在他人有競爭上特殊性（wettbewerbliche Eigenart）之工作成果之上，

導致原本可避色的來源混淆，即可能構成違法的榨取行為。此處，他

人之工作成果僅須具有競爭上的特殊性，亦即其具體之造形或個別特

徵足以在交易中指示其商品或服務之來源或其特殊性即可，56並不需要

達到具有「商譽」或智慧財產權法上所要求的創作高度。此為其與「攀

附他人商譽」的分界處。 

 

5.高度抄襲與亦步亦趨抄襲之區別 

在公平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的實務上，雖然出現「高度抄襲」

與「亦步亦趨抄襲」二項用語，但是權責機關似均未對此用語加以界

定，以致不免產生二者如何區別的疑問。本節則是認為，「抄襲」二字

因為意味全然之模仿而在中文語義中帶有極為負面之評價，所以建議

以「模仿」取代之，已如前述。其次，模仿本是人的天性及自由，所

 
54 Baumbach/Hefermehl, § 1 UMG Rdnr. 541. 
55 劉孔中等前揭研究報告，第 133 頁以下。 
56 Köhler/Piper, aaO., § 1 Rdnr.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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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競爭法關切的重點應該不是模仿的程度，而是模仿的方法與手段是

否具有可非難性，例如未在可期待的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以排除或

降低市場對商品或服務來源混淆。57所以雖然從字面上來看，「高度抄

襲」抄襲之程度應該較「亦步亦趨抄襲」低，但本節建議公平會不因

而從中當然推出不同的評價。至於「奴隸性抄襲」一詞亦以不使用為

宜，已如前述。 

 

6.案例分析 

我國在早期的案例中，除前述腦筋急轉彎一案外，如仿襲「高仕

（CROSS）」14K包金筆與亮鉻筆的外觀一案中，公平會認為原告美商

高仕公司與被告達也公司之商品雖然外觀類似，但前者係高價位商品

（一枝千元以上），後者係低價位商品（外銷一枝十元），其價位不同，

且前者商品筆端刻有CROSS商標，後者則無，消費族群不同，不會造

成消費者混淆，故不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規定33。 

嗣後在百能公司（BENSIA）鉛筆外觀與圖案造型、安全透氣筆套

之設計等被尚禹公司仿襲一案中，認為檢舉人商品之外觀、構造、尺寸、

圖案、顏色，並非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而其筆桿半透明霧狀或

不透明螢光色系，實為美學上色彩及基本材料之運用使然，且筆桿上印

有各種動物、人物、玩偶、水果、糖果等造型圖案，為業界所習知且究

屬文具用品中常見之素材，類此「效果」、「材料」及「具有美感機能之

圖案」等外觀，倘本身未受特別法（如專利法、著作權法）之保護，因

其目的在增加商品視覺效果、滿足美感需求，如他人未全然抄襲該等圖

 
57 Baumbach/Hefermehl,§ 1 UWG Rdnr. 461. 
33 該案因係台北地檢署函請公平交易委員會鑑定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二十條規定，故公平

交易委員會僅對第二十條作鑑定，而未進一步論述是否有同法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因二十

條有刑責，二十四條無刑責）。但當時的副主任委員廖義男教授則持不同意見，認為已違

反第二十條規定。詳見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111 次委員會議決議，另參謝杞森，我國公平交

易法執行三週年之回顧——以不正競爭為中心，政大法學評論第 52 期，民國 83 年 12 月，

第 2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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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基於利益衡量，本應容許他人模仿。至於安全透氣筆套之設計部分，

被檢舉人稱其目前並未生產，而檢舉人亦未能提供被檢舉人有產銷之具

體事證，故而認為被檢舉人未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34。 

但公平會後來在味丹「綠力」水蜜桃汁罐裝飲料外觀案35、錢懋公

司清潔噴鎗及吊標槍外觀案36、美商K史威斯公司「k-swiss」古典鞋型

的外觀造型案37、香港商宏光塑膠製品公司設計之玩具機器人「TOP-Gun 

Cop」外觀及包裝案38、開元食品公司生產之「戀」咖啡鮮奶油包裝案39、

卡爾奇夫公司之活動式隔熱紙之包裝容器案40、禎朗公司自挪威進口之

高溫防銹潤滑由之包裝圖案41、新萬仁公司殺蟑劑系列產品包裝案42、

美商優鮮沛蔓越莓葡萄柚汁包裝容器及標籤式樣案43、端強公司自荷蘭

進口「安琪兒免敏育嬰配方奶粉」之嬰兒頭形圖樣案44、美加力公司「老

虎牙子」機能性飲料包裝設計案45、日商SUPER TOOL CO.,LTD螺絲鉗

吊夾之結構設色包裝盒案46、德商貝克釀酒廠公司BECK'S啤酒之容器外

觀案47、美吾髮公司葵花果酸護膚沐浴精之容器包裝案48、台灣迪生公

司進口之都彭(DUPONT)打火機外觀造型案49、新加坡商建元餅乾廠公

司之葡萄餅乾之包裝外觀容器案50、美商DC Comics與美商華納公司之

 
34 詳見公平交易委員會第 1O4 及 124 次委員會議決議，另參謝杞森，前揭文，第 299 頁。 
35 公平交易委員（83）公處字第 018 號處分書。 
36 公平交易委員（83）公處字第 031 號處分書。 
37 公平交易委員（83）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 
38 公平交易委員（83）公處字第 102 號處分書。 
39 公平交易委員（84）公處字第 017 號處分書。 
40 公平交易委員（85）公處字第 098 號處分書。 
41 公平交易委員（85）公處字第 179 號處分書。 
42 公平交易委員（85）公處字第 197 號處分書。 
43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053 號處分書。 
44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072 號處分書。 
45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171 號處分書。 
46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172 號處分書。 
47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176 號處分書。 
48 公平交易委員（86）公處字第 182 號處分書。 
49 公平交易委員（87）公處字第 052 號處分書。 
50 公平交易委員（87）公處字第 085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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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俠人物造型使用於各類器材作為表徵案51、花仙子公司「克潮靈」

除濕劑包裝圖之構圖及意匠相似案52、泰山企業公司「泰山純水」案53

等。其所述理由不外是外觀設計或圖案一模一樣、極為相似或雖非一成

不變，但高度抄襲而坐享他人辛苦成果，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顯失

公平及影響交易秩序之構成要件。 

若從民國八十三年以後各該處分書內容仔細觀察，公平會已脫離

商標法、新式樣專利等之相關問題之考量，而單以是否高度抄襲來認定

是否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惟「高度抄襲」的構成，其判斷標準仍極

為不確定，處分書之理由通常將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之商品外觀或包裝之

圖案、設色、構造設計等等各自逐點描述後，即作成是否極為相似之認

定，實際上仍非常主觀。依筆者在公平會服務之經驗，案件承辦人與委

員意見經常不一致，但只要委員會多數認為應處分被檢舉人時，基於公

務員有服從上級命令之義務，承辦人自有辦法重新將兩造商品外觀逐一

描述後，再套上一句「極為相似」或「高度抄襲」，就可完成處分書，

顯然仍脫離不了委員的主觀認定。因此，吾人只能說只要模仿，就有被

處分的風險，端賴每屆不同委員的主觀認定。不過這也是無可奈何的

事，因為那條違法的界線本就無法量化，所以相似度越高被處分的風險

就越高。 

 

（三）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對商品（服務）外觀保護之

分野 

簡言之，公平法第二十條對商品（服務）外觀之保護以其已為「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以及一般交易大眾因為他人使用

近似表徵而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以及表徵主體產生混淆之虞為要

 
51 公平交易委員（87）公處字第 097 號處分書。 
52 公平交易委員（88）公處字第 007 號處分書。 
53 公平交易委員（88）公處字第 064 號處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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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此明確界線之外，就有公平法第二十四條適用的可能（例如淡

化之虞的防止，以及對於雖然在我國並非但在國外已是「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之保護）。若公平會果真援引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進行規範，亦不會違反學說中所謂「窮盡規範原則」的問題。至於公

平會要在何種條件下以第二十四條介入市場競爭行為，本節則是一貫

支持公平會應有相當大的裁量空間，以確使公平會的有限資源確實能

使用在最大公共利益所需求之處。在此僅針對我國特殊的形態仿冒行

為是否應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加以取締提出拙見。我國事業以中小型

者占絕大多數（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長於模仿及廉價製造，靈活機

動，擅於「打帶跑」。對於被仿冒者而言，智慧財產權法及公平法第二

十條之保護門檻可能太高，民事訴訟的程序又緩不濟急，所以自然會

想要訴訟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其實，這種仿冒是很有效率的市場行為，

接近經濟學上的「充分競爭」，其可非難性甚低。因此若要甩開緊追不

捨的仿冒者，最有效的方法或是進一步降低其製造成本，或是提升其

工作成果之價值，使之能享有智慧財產權法及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特殊

保護，而不是事事勞動中央級的公平會為其主持公道。 

 

四、公平法與商標法、專利法對商品外觀保護的分野 

 

（一）商標法、專利法、公平法的法規保護目的  

有別於工業所有權法的保護對象，不正競爭防止法所要保護的不

是「權利本身」所產生的一定利益，而是因某一創作物的利用所產生「營

業上的利益」，若有不正的競爭業者侵害之，則會被認定為不正競爭的

行為，僅止於此才是不正競爭防止法所要保護的內容。例如，由於意匠

權存續中，具有意匠的物品因長年的使用與宣傳，在一般大眾間打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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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度，即使意匠權的權利消滅後，仍然維持其知名度，此時仍應受不正

競爭防止法的保護58。倘若意匠權保護期限已過，而又無知名度，一般

消費者又無法從其舊有的意匠中區別他我商品時，既已不該當公平法第

二十條之要件，當不受其保護，也不應再受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保護，

因為此時已無侵害「營業上的利益」的問題。至於其市場先行者的利益，

已在意匠權專有期間獲得獨占的利益，當無另尋公平法永久保護之理。

當然，是否合致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當由被侵害者負舉證責任，由

其證明其舊有意匠之外觀，如今已具有知名度且現仍維持相當的知名

度。 

業者在作商品設計時，通常著重在外觀創意的組合與變化，以期

吸引消費者的目光，進而刺激消費者的購買慾，因此其所設計的商品特

徵通常都不具商標註冊要件之標識產品來源的識別性，故未能依商標法

作有效性保護，倘欲達到商標地位，通常需要一段很長時間以便證實確

具次要意義（第二層意義），且有可能需對一般消費者的習知作調查59。   

此外，有些商品生命週期短但商標或新式樣專利的申請與實體審

查所需之時間又長過產品生命週期，其尋求商標法與專利法之保護即無

意義。若其的確投入商品的設計與開發，此種市場商品的先行者的努

力，若欲加以保護，則非得依賴公平法不可。但其應有舉證是自己研發

之義務，有關這一點，公平會通常不易釐清，除非開放檢舉人與被檢舉

人之言詞辯論60，否則根本難以釐清事實真相。倘欲開放雙方言詞辯

論，則公平會與法院無異，其所扮演的應是中間裁判者的角色，而不應

是打擊仿冒者的行政主管機關，一旦成為法官的角色，其訴訟程序所需

 
58 牛理木一，意匠法的研究，平成 6 年 3 月 1 日 4 訂版發行，第 463 頁。 
59 牛理木一著、蔡竹根譯，訂定立體商標制度衍生之諸問題（二），工業財產權與標準月刊，

民國 87 年 3 月，第 54 頁。 
60 例如Duck vs. Playboy  皮件外觀抄襲案，雙方與利害關係人僅在委員會議各自陳述，並未

讓他們當場言詞辯論。在本案中，筆者認為似仍有部分疑點並未全部在當場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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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的時間勢必會延長而與法院一樣，倘果真如此，則不正競爭的問題

就應如德國、日本般的回歸法院處理，又何勞由行政主管機關出面干

涉，公平會若不能走出這一基礎問題，勢必永遠會圍繞著職權調查與當

事人舉證責任以及球員兼裁判的兩難問題而無法釐清角色與責任（尤其

是應依職權調查到何種程度）。 

事實上，最易引起困擾的是在於我國商標法修正草案中即將把立

體商標內入得註冊與保護的範圍，而此種立體商標包括商品本身外觀亦

得作為表彰商品來源的商標，則不需註冊的公平法對著名商標的保護將

大大削弱商標法的功能。屆時不著名的商品外觀立體商標若已註冊，則

取得商標專用權而受商標法的保護但不受公平法的保護；倘若未註冊又

不著名則二法均不保護；若雖未註冊而不受商標法保護但因其已著名則

應受公平法保護；若已註冊且又著名則應屬法規競合問題應擇一適用，

惟其有一前提，公平法第二十條應回歸民事法院管轄，而不應再由公平

會管轄，倘若不回歸，則宜於商標法增訂立體商標時，明定排除公平法

的適用而僅以商標法規範之。 

 

（二）「營業上利益」的範圍 

如前所述，市場先行者利用獨創設計來提高商品的價值是值得法

律保護的營業活動利益，倘他人有所侵害，當被禁止。問題是該受保護

的營業活動利益的範圍或界限究竟在哪裡？例如有業者甲使用乙業者

多年前所設計的商品外觀，而該商品外觀早已停止使用多年，甲在未經

同意情形下（是否需經同意呢?）重新使用，顯然節省了設計費用，此

種不自行設計而利用他人以前所花費的設計，應否被非難！他被非難的

原因究竟是侵害了乙的何種營業上利益？抑或是甲不自行設計的不當

利得61？與知名的商品作比較性廣告（沒有人會與不知名的商品作比

 
61 此與民法上的不當得利不同，民法不當得利的要件是一方受利益，他方受有損害。此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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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也是一種攀附商譽的行為，只要沒有不實，公平會在實務上也不加

以非難。因此，我們常說的撘便車、榨取他人商譽、攀附、剽竊…等等

的行為，都只是一個「概稱」，究竟何種程度，何種行為會構成應被非

難的行為？似有必要進一步去例示，以下針對非商標的商品外觀、形狀

或包裝分點說明： 

 

1、作為表彰商品的來源 

 

（1）現階段具有表彰商品來源的作用 

此種表彰商品來源作用的外觀所應受保護之法益在於，避免消費

者之誤購而造成其商業利益的損失。 

其功能與商標同，但因我國商標法尚未將立體商標納入保護，故

商品外觀、形狀或包裝在無從註冊而主張商標專用權時，以公平法加以

保護應受肯定，因此即便尚未達相關事業與消費者普遍認知之程度而無

法主張公平法第二十條之保護時，應可主張第二十四條之保護。但其負

有證明下述各點之責任：1.該商品外觀、形狀或包裝係其首先使用且自

行開發設計或有權使用，2.該外觀、形狀或包裝足以表彰商品並能藉以

區別他我商品，或證明其已產生次要意義62，3.非功能性外觀，4.非商

品本身的天然形狀，5、非單一顏色或非以單一顏色為主要表彰商品來

源。 

 

（2）現階段不具有表彰商品來源的作用 

      A、暫時停用 

我國商標法因採註冊主義才能擁有商標專用權，為了避免業者註

 

方早已不使用該商品外觀設計，是否因此可謂受有損害仍值商榷。 
62 與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項同。 



 85

冊後不使用而壟斷該商標，因此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無正當

理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年者，主管機關應依職權或據利害

關係人申請，撤銷商標專用權。反觀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均無

停止使用商品外觀的相關法律效果規定，因此原使用者之停用，究竟係

一時性或永久性，他人無從得知。例如原使用者停用後，其目的原在另

開發新商品外觀，但因行銷策略失敗，導致新商品並不受消費者喜愛，

欲重拾原有之商品外觀，才發現已被他人使用，此時若依現行實務見

解，該使用他人商品外觀之業者沒有自行研發，其利用他人以前的商品

外觀也是一種榨取他人成果的顯失公平行為。倘若吾人貫徹此一理論，

可以發現沒有註冊（姑不論是否能註冊）的外觀設計只要被使用過，他

人將永遠不得使用，顯然其效果強過商標法的規定。 

我國的立法，非常喜歡在實體規定的最後一個條文訂定概括條

款，以防掛一漏萬。雖然此種做法較有彈性運用的空間，但並不是意味

可以無限的延伸，否則又何必需要有明確要件的規定。例如符合公平法

二十條要件的行為，必然也是符合第二十四條顯失公平的行為，那又何

必有第二十條之規定，況且違反第二十條時依三十五條規定要先依第四

十一條處罰，而違反第二十四條時也是依第四十一條處罰，其效果沒有

兩樣。雖然違反第二十條有刑責，但在先行政後司法的設計下，加上第

四十一條二千五百萬的高額罰鍰，相信絕對不會有業者仍甘冒高額罰鍰

後還不改正而再續為之的風險，這豈非將使第二十條的刑責被架空，那

分別規定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究竟有何實益？第二十條只不過是第

二十四條的一種類型？ 

     B、永久停用 

在原使用者停用其商品外觀設計後，其本已表示永久停用，而事

實上也確已停用，此時若他人加以使用，可謂並無營業利益受侵害之可

言。或許吾人可批評現使用者為何不自行研發設計，而欲使用他人停用

之設計，但是否可用法律來非難該業者？從不存在營業利益受侵害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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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既無受害，又何必保護，當無以法律加以責難之必要。但此種情形

仍可能造成消費者的誤購時，此種消費者利益是否是此處所應加以保護

之標的？似乎仍是執法者所猶豫之處。倘若再來個復古的流行，其營業

利益又重新出現，實在不知顯失公平是存在在哪裡？因此，即便公平法

第二十四條在實務運作後能整理出許多違法類型，但「顯失公平」仍是

執法者主觀認定的最佳武器，也是行政機關不受立法（明定違法要件）

約束的避難所。 

 

2.、附加商品的價值 

 

（1）原本僅有附加商品的價值而無表彰商品來源的作用，但因長久

使用而出現次要意義且現階段仍在使用時，其營業上利益與前述 1、（1）

同，自應依相同原則處理。 

 

（2）倘僅單純因美觀而附加商品的價值時，正是新式樣專利所要保

護的法益，倘未能達到新式樣專利的進步性與新穎性要件，顯見其自稱

之創意係一般習知該項技藝之人所易於思及，實際上並未能附加商品的

價值。其他業者為相同或類似之外觀設計，即無侵害營業上利益可言，

當未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四條。 

 

（3）新式樣專利申請中，因審查時間過長，而商品生命週期很短，

新式樣專利顯然緩不濟急，是否可以主張公平法的保護？倘謂專利審查

時間過長為由，而欲主張公平法的保護，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公平會之

調查與認定可以作到迅速與正確的判斷，否則牽涉到專業產品而必須送

專業機構鑑定才能作出是否違法之決議時，其時間恐長過專利的實質審

查，未必有利於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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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舉人的商品外觀設計符合新式樣專利的進步性與新穎性要

件，顯見其設計有附加商品價值的功用，此即為其營業上之利益，理應

加以保護。但當事人卻不申請專利，而主張公平法的保護，其可能之著

眼點在於專利有十二年的期限，而公平法並無期限之限制，此時可依下

述（5）來處理。至於其一開始即不申請專利而主張公平法的保護時，

除非其能證明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要件才加以保護，否則也不以第二

十四條來保護。這是為了避免弱化新式樣專利應有的功能所作之考量。

也就是公平法所要保護的營業上利益是在表彰商品來源的外觀以免因

混淆誤購所造成的傷害，而不是在單純保護有附加價值的商品，蓋業者

所創造出之商品附加價值本就是市場競爭的範疇。 

 

（5）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新式樣專

利權事業之長期行銷，使該外觀或形狀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認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為避免混淆，仍應受公平法第二十條的

保護。若不合乎第二十條的要件，也不以第二十四條來保護，主要的考

量在於避免如上述（4）的情形而弱化新式樣專利應有的功能。 

綜上所述，進一步的例示是否能窮盡，當然令人懷疑，尤其在多

變的商業與新科技不斷出現情況下，舊有的列舉永遠趕不上需求，概括

性的規定又擔心擴張越權與氾濫，但與其最後仍需以法院的最後判斷為

準，何不如信賴以委員會制度所建立的脈絡，尤其擁有多數專家委員與

龐大之幕僚智慧判斷都不被信賴時，吾人又如何能相信少數三、五人的

法官所作的判斷，難道只是因為審級限制的無奈？而委員會信賴的建

立，就有賴於真正專家的啟用，以及要能跟上時代潮流的不斷檢討與程

序的透明。然而目前我國公平會的做法是有人檢舉後才調查認定，也就

是作事後的實質審查，此與採使用主義的國家事前不作實質審查而俟有

爭議時才由法院作事後的判斷，在本質上並沒有兩樣。但這種事後審查

制度卻與我國商標法、專利法的註冊、申請與事前實質審查制度格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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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此，智慧財產權的通盤檢討與處理原則隨著新現象的發生迅速增

修將是最重要的機制，至於舊有的原則一旦在政策確立後就應確實遵

守，除非政策（從嚴或從寬）改變，否則不應因委員的更替而有差異。 

 

五、從實際案例檢視公平法二十條處理原則的再修正 

 

（一）實務爭議之所在 

 

1.三要件的內容 

從公平會編撰的「認識公平交易法」一書可知，欲構成公平法第

二十條，需符合三要件：（1）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2）商品

容器、包裝、外觀須足以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3）相同或類似之使用

以致混淆。 

有主張第二個要件不應考慮，主要應著重在第三個要件，亦即是

否會造成混淆，但公平會在實務上仍對上述三要件加以檢驗。 

 

2.三要件是否過嚴 

從腦筋急轉彎vs.新腦筋急轉彎（81 公處字 007 號）、CROSS高仕

金筆案（82 年不處分）、百能vs.尚禹鉛筆案（82 年不處分）、中華賓士

vs.恆賓汽車公司（84 公處字 029 號）63、調查局（山葉、光陽、三陽

之機油外罐包裝）vs.立達油品公司（84 公處字 038 號）、南陽公司vs.

崧倫汽車公司（84 公處字 119 號）64、日商東洋紡績株式會社 vs.金企

 
63 被檢舉人於營業所在地之招牌使用「Mercedes-Benz 中華賓士」字樣並有標示賓士汽車標

誌，故論以二十條一項二款。又於台東市郊交通要道設廣告招牌「中華賓士  台東經銷商  

恆賓汽車股份有限公司」，故同時論以二十一條三項之不實廣告。 
64 被檢舉人於營業所在地之招牌使用「本田汽車」「HONDA」「喜美」「雅哥」之白色字形字

樣及「H」型標章圖樣，其使用檢舉人的「識別系統」，故論以二十條一項二款。又廠長

之名片亦與南陽公司從業員名片之定式完全相同，故同時論以二十一條三項之不實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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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唱片錄音帶公司（85 公處字 044 號）65、光陽機油vs.先陽機油（86

公處字 085 號）66，名牌食品公司vs.悅氏縱橫事業公司（86 公處字 230

號）67、法商路易威登馬爾悌耶公司vs.楊世仲（87 公處字 016 號）68、

日商桑瓦德公司與紅林公司vs.松仁公司（87 公處字 091 號）69、日商

桑瓦德公司與紅林公司vs.元方宏公司（87 公處字 092 號）70、日商桑瓦

德公司與紅林公司vs.畢利童裝行（87 公處字 093 號）71、日商桑瓦德公

司與紅林公司vs.永暘公司（87 公處字 094 號）72、史懷雅公司vs. 澳

商奧康諾企業顧問（遠東）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87 公處字 107 號）73、

金門酒廠公司vs.百仙製藥公司（87 公處字 218 號）74、黑松公司vs.台

灣帝納公司（89 公處字 019 號）75等十五件處分的案件中觀察可知，公

 
65 「企鵝」商標係美商滿星懷公司授權檢舉人使用。 
66 本件原係士林地院函請鑑定案，復因消基會函轉民眾申訴誤買仿冒品，故公平會主動處分。 
67 本件係侵害檢舉人已註冊「悅氏及圖」之商標。惟被檢舉人抗辯二公司營業性質及產品均

不同：檢舉人之產品係「礦泉水」，被檢舉人之產品乃「企管顧問、淨水器、電子儀器、

機器設備、日用品、運動器材、蛋白品、藻類品、乳霜、香精、洗髮用品」，惟公平會以

消費大眾會誤認二公司為「同一事業集團」，無從分辨商品來源，顯已造成商品來源的混

淆。 
68 「LOUIS  VUITTON」即「LV」商標。 
69 本件即「LITTLE  BOBDOG」小狗圖案。 
70 同前註。 
71 同前註。 
72 同前註。 
73 本案被檢舉人在廣告文宣中使用「太古地產公司」及「Swire」之名，誑稱太古地產公司

於菲律賓推出「太古『雅蘭』飯店住宅大廈（Swire Elan Suites Hotel Residence）」，且為「首

次拓展海外市場，保留部份單位來台公開展售，特與奧康諾公司合作，舉辦『雅蘭』大廈

移民、投資、理財說明會」，係營業表徵的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活動混淆，違反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二款。 
74 檢舉人生產之「特級高粱酒」標籤上之「白金龍商標」，業經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認定為著

名商標，被檢舉人所生產之「金高藥酒」，不僅其商品容器外型與檢舉人「特級高粱酒」

相近，且使用近似於「白金龍」商標之「雙龍戲珠圖」，其「『藥』酒」之書寫方式亦與「粱」

字相似。 
75 由於沙士商品之交易相對人係為一般消費大眾，其注意能力本即有限，且以沙士一般零售

價格不高，每罐僅約十五元左右，屬於低單價之消費商品，一般消費大眾於選購之時，其

所投注之注意力更較其他高單價之產品為低，極易於匆促之間，因一時誤認而為選購。被

處分人「加鹽沙士」係就黑松沙士之商品表徵為相同或類似之使用，而兩者外觀上不同之

處，不僅未能區辨兩者係出自於不同之商品來源，且於外觀上之「加鹽」兩字，復易使消

費大眾於異時異地隔離觀察時，誤認其為黑松沙士之系列產品，同樣係由檢舉人黑松公司

所產製，足致使消費者將其與黑松公司之商品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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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在早期適用公平法第二十條時，其符合三要件的認定，確實非常嚴

格，不容易成立，主要原因之一是該條有刑事責任，且公平法剛實施。

因此，遂逐漸擴張第二十四條之適用，以彌補不足，但到八十四、八十

五年又放寬認定標準，嗣後更因八十八年二月修法將公平法第二十條改

為先行政後司法，故在要件認定上亦漸趨寬鬆。 

 

3.保護未註冊之商標是否與商標法註冊主義衝突而弱化商標法

之功能 

我國商標法於民國72年 1月 26日增訂第62條之 1，該條規定：「意

圖欺騙他人，於同一商品或同類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

著名商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並科三萬元以下罰金。」

「前項處罰以該商標所屬之國家，依其法律或與中華民國訂有條約或協

定，對在中華民國註冊之商標予以相同之保護者為限。其由團體或機構

互訂保護商標之協議，經經濟部核准者，亦同。」該條將「未經註冊」

的外國著名商標列入保護，即是對商標「使用主義」（尤其是美國）的

妥協。該條所保護的客體僅限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若在我

國已註冊，當適用我國商標法第六十二條之規定，倘該外國商標不著

名，當亦無商標法第 62 條之 1的適用。至於未經註冊的我國著名商標，

則回歸「註冊主義」而不受該條之保護。 

由於我國商標法採「註冊主義」，商標法第 62 條之 1對「未註冊」

之外國商標加以保護，一則與「註冊主義」的原理相違背，再則對未經

註冊的我國著名商標不公平，適用後出現許多批評，適逢公平法正擬草

案中，該草案將限制競爭與不正競爭合併立法，其中不正競爭部分納入

對商品表徵的保護（即公平法第二十條），因此順勢將商標法第 62 條之

1的規定移至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同時自商標法刪除。因

此，相關之爭議乃移轉至公平法中。 

既然公平法並無商標註冊與否的問題，其焦點即不應再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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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註冊上，而應回歸公平法所欲保護的競爭廠商商業利益的宗旨，而

不再是商標是否擁有專用權以及專用權侵害的問題。因此，商品外觀的

模仿是否該被公平法非難，即應檢視是否合乎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要件與

其所要保護的利益，是以該條將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表徵納入

保護，並不以是否註冊為必要。因此，即便商標法草案欲納入立體商標

的保護，仍應從各自不同的保護宗旨與要件切入，始能明確區別二法的

適用，否則只以單純的倫理價值判斷，不但二法的適用將重疊，也會使

商標法被弱化。倘若二法均欲以單純的商業倫理價值切入，則宜明訂優

先適用商標法，且不宜仍持商標法的刑事與公平法的行政並行的理論，

否則將治絲益棼。 

至於著名商標稀釋之問題倘與競爭利益無關，則當與公平法無

涉，是否應加以防止以避免著名商標的被稀釋是商標法應否增修或另行

立法保護著名商標的問題，尤其與著名商標的商品不同類但因使用相同

商標而造成誤認之情形，因不同類商品並無競爭關係，當無不公平競爭

問題，仍應回歸商標法去處理。 

因此，在商標法增修對著名商標保護的同時，即有必要同時修正

公平法第二十條的要件，同時明定二法的適用關係，或逕行刪除公平法

第二十條，而全部以商標法作通盤考量。至於非著名或不是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所週知的商品外觀的保護，應可參考日本現行不正競爭防止法第

二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來保護所謂「市場先行者」的商業利益。 

 

4.已註冊之商標，公平會再以公平法保護 

 

（1）法商路易威登馬爾悌耶公司 vs.楊世仲（87 公處字 016 號） 

檢舉人在台灣擁有「LOUIS  VUITTON」即「LV」商標專用權，

被檢舉人使用檢舉人之商標，本件檢察官已起訴，台中地院豐原簡易庭

已受理中，惟遲未開庭。檢舉人主張公平會應積極介入，基於法院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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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費時，為即時保護檢舉人權益，故公平會以被檢舉人違反公平法第

二十條一項一款迅速處分，命被檢舉人停止使用，以便進一步適用（舊）

公平法四十一條後段之適用。 

從上述案例觀察，以法院訴訟曠日費時為由，公平會之介入將弱

化商標法應有之功能。     

 

5. 商標已註冊，但公平會係就整體設計論述而非單就商標論述 

 

（1）調查局（山葉、光陽、三陽之機油外罐包裝）vs.立達油品公

司（84 公處字 038 號） 

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各自註冊其商標，其商標爭議亦經經濟部中標

局（已併入智慧財產局）評定，其於中台評字第 840045 號評定書表示：

「至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時外包裝罐之整體設計與申請人（山葉公司）商

品如出一轍，核屬公平交易範疇，非本案所得論究。…」而公平會亦稱：

「…經查系爭商標的評定系就兩造商標的主要部份作隔離觀察，以審斷

有無引起混淆誤認之虞，而本案判斷被處分人有無仿襲，乃就系爭商品

包裝之整體外觀設計觀察，…」顯見公平法所保護之內容與商標法所保

護者不同，要件亦異，因此，並無所謂的已註冊之商標是否再以公平法

保護的問題。 

 

（2）光陽機油 vs.先陽機油（86 公處字 085 號） 

同案例（1）。 

 

（3）日商桑瓦德公司與紅林公司 vs.松仁公司（87 公處字 091 號） 

本件即「LITTLE  BOBDOG」圖案，人物特徵經常被賦予個性、

表情、動作及同伴，其圖樣隨著授權商品種類之不同及流行趨式之改變

而更換迅速，因此人物特徵造形眾多，且大部分造形之生命週期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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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亦不及逐一申請商標之註冊，況我現行商標法之適用對象仍限於經

獲准之註冊商標，商標專用權之侵害更限於同類商品之使用，故本案系

爭「LITTLE BOBDOG」卡通狗圖之各式造形，亦無法以我現行商標法

之規定獲得充分保障。反觀，被處分人松仁公司雖主張其係合法享有商

標註冊第四八七二三六、四八七二三七、四八七二三八號「松仁及圖

B.B DOG」系列商標，然其商標圖樣係由中文「松仁」、外文「B.B DOG」

及卡通狗圖形所組成，該公司無論於吊牌標示或商品圖樣案，從未使用

中文「松仁」二字，且其圖案及文字皆經變化設計，上開情事經本會函

請中央標準局表示意見，該局亦認為被處分人商品所使用之卡通狗圖與

其註冊商標之圖形，非屬同一商標，亦與商標之使用有別，故被處分人

松仁公司聲稱其係根據商標法之規定有權並善意使用，以及元方宏、畢

利行、永晹公司辯稱其係經商標授權而合法使用系爭卡通狗圖，顯非事

實，從而並無公平法第四十五條排除本法規定之適用。公平會認被檢舉

人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一項一款。 

 

（4）金門酒廠公司 vs.百仙製藥公司（87 公處字 218 號） 

檢舉人生產之「特級高粱酒」標籤上之「白金龍商標」，業經經濟

部中央標準局認定為著名商標，被檢舉人所生產之「金高藥酒」，不僅

其商品容器外型與檢舉人「特級高粱酒」相近，且使用近似於「白金龍」

商標之「雙龍戲珠圖」，其「『藥』酒」之書寫方式亦與「粱」字相似。

公平會認被檢舉人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一項一款。 

從上述案例中可以發現仍從整個商品外觀（包括商標）作整體觀

察來判斷，因此宜如上述第 3.點所述，應回歸公平法所欲保護的競爭

廠商商業利益的宗旨與要件，而不再論及是否註冊之問題。 

 

6.商標法中服務標章與公平法營業表徵保護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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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賓士 vs.恆賓汽車公司（84 公處字 029 號） 

被檢舉人於營業所在地之招牌使用「Mercedes-Benz 中華賓士」字樣並

有標示賓士汽車標誌，故公平會認其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一項第二款。 

 

（2）南陽公司 vs.崧倫汽車公司（84 公處字 119 號） 

被檢舉人於營業所在地之招牌使用「本田汽車」「HONDA」「喜美」

「雅哥」之白色字形字樣及「H」型標章圖樣，其使用檢舉人的「識別

系統」，故公平會認其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3）史懷雅公司 vs. 澳商奧康諾企業顧問（遠東）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87 公處字 107 號） 

本案被檢舉人在廣告文宣中使用「太古地產公司」及「Swire」之

名，誑稱太古地產公司於菲律賓推出「太古『雅蘭』飯店住宅大廈（Swire 

Elan Suites Hotel Residence）」，且為「首次拓展海外市場，保留部份單

位來台公開展售，特與奧康諾公司合作，舉辦『雅蘭』大廈移民、投資、

理財說明會」，係營業表徵的使用致與他人營業活動混淆，故公平會認

其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從上述案例觀察，可以發現仍從整個商品外觀（包括服務標章）

作整體觀察來判斷，因此宜如上述第 3.點所述，應回歸公平法所欲保

護的競爭廠商商業利益的宗旨與要件，而不再論及是否註冊之問題。 

 

7.受著作權法保護是否再以公平法保護 

 

（1）日商桑瓦德公司與紅林公司 vs.松仁公司（87 公處字 091 號） 

本件即「LITTLE  BOBDOG」圖案，由於著作權保護之客體並不

包括單純名稱「LITTLE  BOBDOG」之部分，而我八十一年修正前著

作權法，對於無平等互惠亦未在我國境內首次發行之日本著作，亦不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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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故檢舉人日商‧桑瓦德公司就系爭卡通狗圖造形及「LITTLE 

BOBDOG」名稱之無權使用，尚難以我著作權法之規定獲得救濟。 

從上述案例觀察，公平會以公平法第二十條一項一款介入，似與

著作權互惠原則的立法宗旨相衝突，在政策上似可再斟酌。 

 

8.不同類商品使用同一或類似商標，是否有公平法二十條適用 

 

（1）日商東洋紡績株式會社 vs.金企鵝唱片錄音帶公司（85 公處

字 044 號） 

「企鵝」商標係美商滿星懷公司自 1886 年使用於休閒衫、針織襯

衫及各類高球運動服飾，為一般消費者所熟知，於 1964 年授權檢舉人

（日商東洋紡績株式會社）使用於服飾用品，1978 年檢舉人委由滿心

公司代理銷售企鵝牌服飾，滿星懷公司於 1971 年取得企鵝的我國商標

專用權，1985 年移轉予檢舉人，近十餘年來，檢舉人陸續取得商標專

用權十餘件，其中包括指定使用於唱片、錄音帶類之商標專用權。被處

分人於 1983 年成立時參照雜誌廣告上之「企鵝」圖樣使用於其產製之

錄音帶、雷射唱片商品包裝上，其稱所使用商品種類僅為錄音帶雷射唱

片，與檢舉人所使用為服飾類者有所不同。公平會認為被處分人以完全

相同之商標使用於其商品上，縱不使人誤認其唱片、錄音帶係出自檢舉

人，亦容易使人招致檢舉人對被處分人有授權或其他贊助關係之混淆，

又被處分人自承曾向主管機關申請商標註冊，因已有他人取得商標專用

權而無法獲准，且未能證明曾獲同意使用之證明，其已違反公平法第二

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2）名牌食品公司 vs.悅氏縱橫事業公司（86 公處字 230 號） 

本件係侵害檢舉人已註冊「悅氏及圖」之商標。惟被檢舉人抗辯

二公司營業性質及產品均不同：檢舉人之產品係「礦泉水」，被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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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產品乃「企管顧問、淨水器、電子儀器、機器設備、日用品、運動器

材、蛋白品、藻類品、乳霜、香精、洗髮用品」，惟公平會以消費大眾

會誤認二公司為「同一事業集團」，無從分辨商品來源，顯已造成商品

來源的混淆，其已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從上述案例之理由說明觀察，公平會似認為縱不同類商品使用同

一「著名」商標，仍有公平法二十條適用。此一見解即可能弱化商標分

類註冊之功能。 

 

9.何謂相同與類似 

 

（1）名牌食品公司 vs.悅氏縱橫事業公司（86 公處字 230 號） 

在本案中公平會認為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稱「相同或類似之使用」，

其「相同」係指文字、圖形、記號、商品容器、包裝、形狀、或其聯合

式之外觀、排列、設色完全相同而言；「類似」則指因襲主要部份，使

購買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注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故事業若以相

關大眾所共知之他人商標為相同或類似之使用，而致與他人商品混淆者

即違反公平法第二十條規定。本案商標圖樣、顏色倒換之圖形，並配合

「悅氏健康事業集團」名義等整體觀之，此種刻意設計之廣告已構成二

十條所稱「類似之使用」，使一般消費大眾購買時，無從分辨商品之來

源是否為檢舉人所生產，並誤認檢舉人與被處分人兩者為「同一事業集

團」，顯已造成對商品來源之混淆。 

從本案觀察，「相同之使用」並無爭議，值得探討者乃「類似」，

究竟是類似之使用而產生混淆，還是以會產生混淆而反推其乃為類似之

使用，公平會並未進一步表示，中國大陸是採後者，個人則以為應以前

者為當。蓋設計之類似並不必然造成混淆，此正是公平法第二十條最後

一項規定：「…，致其營業、商品、設施或活動有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

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表徵。…」，其立法意旨即在以適當表徵來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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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因此即便有類似之使用，但仍有適當表徵可區別時，就不會造成

混淆，既不造成混淆，即無商業上利益受侵害之問題，又豈可以一般衡

平觀念論其攀附聲譽、榨取成果、剽竊設計！  

 

10.何謂外國著名商標 

在法商路易威登馬爾悌耶公司 vs.楊世仲（87 公處字 016 號）一案

中，檢舉人的「LOUIS  VUITTON」商標即「LV」商標因已在我國註

冊，故適用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而非第三款規定。有關未

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受侵害之案例自公平法實施後迄今仍無案例發

生，故尚難窺知公平會之見解。 

因此，所謂外國著名商標究竟係指（1）我國著名且外國著名、（2）

我國著名而外國不著名，或（3）我國不著名而外國著名，尚無案例可

循，一般通說認為似乎是至少應在我國係著名，蓋我國公平法係在保護

我國消費者不致誤購。但此一見解是否合乎當初之立法意旨，仍值商

榷。當初商標法第 62 條之 1 之訂定，主要係基於美國的商標採使用主

義，且外國著名（未必在我國著名）商標尚未及在我國註冊，即被我國

之業者（因出國商務考察而得知該外國著名商標）搶先註冊，該外國廠

商即無從在我國註冊，對該外國廠商並不公平。從該角度觀察，倘若該

外國廠商能證明其在自己之國家係著名商標，即使在台灣不著名，亦應

受保護，當然亦不以在世界各國著名為必要。此外，從其立法意旨可知，

該條所保護的乃是被仿冒廠商的商業上利益，而不是消費者的誤購，消

費者的利益應只是反射利益，因此在多元化商業的今日，教育消費者進

一步從註冊商標與製造商的標示來辨別商品，才是保護消費者利益的正

途。 

 

11.混淆誤認的認定順序 

依公平會所頒布公平法第二十條處理原則的第十三點認定程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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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是否相
同或類似之使用、或是否致混淆，依左列程序認定
之︰ 

(一)由本會委員會議認定。  

(二)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舉行公聽會或座談
會，徵詢學者專家、業者代表、消費者代表、相關
產業公會及機關意見，供本會認定之參考。 

(三)影響重大且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委託公
正、客觀之團體、學術機構，以問卷徵詢一般大眾
或相關交易對象意見。」 

 

當初該點的訂定只是在使外界了解公平會對個案的認定有上述三

種管道，外界之意見僅供公平會參考用，與法院之認定相同，並非謂（二）

優於（一），（三）優於（二）與（一）而有拘束公平會之效力。但因條

文使用「依左列程序認定」以及（二）使用「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

的字眼，以致造成在黑人牙膏 VS.白人牙膏一案中，檢舉人在行政訴

訟中認定（二）之意見應優於（一）的意見，因委員會議有相當爭議致

難以判斷，故而消費者的意見應優先於公平會的意見。 

雖然消費者的意見應當受重視，但消費者有時並不了解公平法、

商標法、專利法等的立法宗旨與公共政策的考量，因此，消費者的意見

應只是供參考，而非必然拘束法院或主管機關，惟法院或主管機關倘不

採消費者的意見時，應附理由加以駁斥。 

 

12.混淆誤認的認定標準 

商品外觀或設計是否會造成混淆，實無法量化，此乃中外皆然。

因此，業者應該意識到，模仿度越高，其被非難的可能性就越高，倘若

不欲被處分，就應自己設計開發。雖說模仿是人類進步的其中一個很大

的動力，但其過度的模仿，將墜入怠惰的深淵，反而不利於人類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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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勵。 

 

（二）案例檢討與處理原則修正理由 

 

1.基於公共政策考量，亮麗而受一般消費者喜愛之單一顏色不

多，倘被先進入市場的事業所專用，則後進入市場的事業易動則得咎，

對其反而不公平，甚至增加進入市場的難度，反而不利市場之競爭。例

如郵局使用單一綠色，土銀、合庫也使用綠色，但主要仍需靠文字、圖

案、多種色彩組合的商標作整體觀察來區別他我的商品來源。也不因歷

史悠久的因素形成郵局的綠色已產生次要意義而承認綠色應由其專

用。商品本身之天然形狀或外觀亦同。 

建議增訂第九點： 

 第一項：(六)商品外觀或包裝之單一顏色。 (七)商品本身之天然形

狀或外觀。 

 第二項：雖因歷史久遠之因素使商品外觀、形狀或包裝已產生次要意

義，甚或可能造成消費者之混淆情形，基於公共政策之考量，商品有

前項各 款情形時，仍不得主張受本法之保護。 

 建議增訂第十點： 

 十、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新式樣專利

權事業之長期行銷，使該外觀或形狀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周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為避免混淆，仍有本法之適用。 

 建議增訂第十一點： 

 十一、關於前款商品外觀或形狀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

之狀態，被侵害之事業負有舉證責任。 

 

2.為避免業者對第十三點認定程序之誤解為第一項第二款優於第

一款，以及第三款優於第二款之效力之故。（黑人牙膏與白人牙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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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增訂第十五點： 

 第二項：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意見僅係供本會委員會議認

定參考之用，並無優先適用之效力。 

 第三項：檢舉人提出第（二）款、第（三）款之意見資料而不被本會

採納時，本會應針對其意見逐一駁斥。 

 

3.個案不符合第二十條要件而是否符合第二十四條要件時，自當

於第二十四條之原則中來認定，而非於第二十條原中即謂其有違反第二

十四條之規定。 

由於處理原則原第十八點的內容易遭誤解為沒有公平法第二十條的適

用時必有第二十四條的適用，故宜進一步說明澄清。 

建議第十八點修正為： 

左列各款情形，於未符合本法第二十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應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處理原則檢視是否違法︰ 

 

4. 鑑於學儒補習班一案，檢舉人並非被侵害之事業，但經詢被侵

害之事業，其明白表示不予追究時，其不願提供相關事證，公平會亦不

願使用公平法第 27 條及第 43 條對被侵害之事業處以罰鍰，在無積極證

據與難以認定公共利益之標準的情況下，為維持每個個案的公平性，公

平會實無進一步調查認定之必要。 

建議增訂第十八點第三項但書： 

前項情形顯有違害公共利益之虞者，為確保公平競爭及消費者利益，仍

得依職權調查處理。但商品被仿襲之事業，不予追究或怠於提出相關事

證時，得終止調查與認定。 

 

5. 被檢舉事業陳述意見之機會是其權利，其放棄其權利，自當以

公平會現所掌有之相關事證逕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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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第二十三點： 

被檢舉事業陳述意見之機會本會對事業為處分前，應給予其陳述意見之

機會。但經本會通知事業限期到場陳述意見或提出書面說明，逾期未到

場陳述意見或提出書面說明者，得逕依檢舉人提供之相關事證認定之。 

 

6.商品外觀的高度抄襲係屬競爭市場上的商業利益，此種利益之

私益性高於公共利益，倘有爭議，當由主張者負舉證責任。 

 建議增訂第二十四點： 

 受害事業之舉證責任受害事業主張其權益受侵害時，應負舉證之責

任，其事項包括： 

（一）商品之外觀或包裝設計係其自創或有正當權利來源。 

（二）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三）被檢舉人有行銷之事實。 

（四）倘有對消費者作問卷調查必要時，其問卷調查費用之負擔。 

 

7. 與 4.之理由同。又在 DUCK 皮件與 PLAYBOY 皮件外觀相似

案中，其皮件模具開發之所有權出現爭議，雙方與第三人（開模之老闆）

於委員會議中先後陳明事實後，始釐清事實真相。基於上述理由，建議

增訂第二十三點，條文內容如下： 

建議增訂第二十五點： 

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之言辭辯論檢舉人係受害事業者，本會應通知受害

事業與被檢舉人進行言辭辯論。但被檢舉人至本會陳述意見時，對高

度抄襲之事實逕為認諾者，不在此限。 

檢舉人非受害事業者，亦適用前項規定。但受害事業不予追究時，不

在此限。 

前二項言辭辯論由個案之審查委員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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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修正條文（草案）與修正理由 

 

新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理由 

五、本法第二十條所稱相同或類似之

使用，係指使用在外觀、觀念或讀音

有一相同或類似之表徵，足以造成混

淆之虞者。 

 

六、本法第二十條所稱混淆，係指對

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體有

誤認誤信。 

前項所稱誤認誤信分為對商品或服

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體的同一性

（狹義混淆之虞），以及對商品或服

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體間之關聯性

（廣義混淆之虞）發生錯誤。 

 

九、不得為表徵之例示 

左列各款，不具表彰商品或來源之功

能，非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 

   (一)商品慣用之形狀、容器、包

裝。  

   (二)商品普通之說明文字、內容

或顏色。  

   (三)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

形狀。  

   (四)商品之內部構造。 

公平法與商標法的混淆之虞應該一

致。 

 

 

 

我國商標法及公平法應可參照德國

之通說，採取其混淆之虞的概念與種

類。 

 

 

 

 

 

 

基於公共政策考量，亮麗而受一般消

費者喜愛之單一顏色不多，倘被先進

入市場的事業所專用，則後進入市場

的事業易動則得咎，對其反而不公

平，甚至增加進入市場的難度，反而

不利市場之競爭。例如郵局使用單一

綠色，土銀、合庫也使用綠色，但主

要仍需靠文字、圖案、多種色彩組合

的商標作整體觀察來區別他我的商

品來源。也不因歷史悠久的因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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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六)商品外觀或包裝之單一顏

色。  

   (七)商品本身之天然形狀或外

觀。 

雖因歷史久遠之因素使商品外觀、形

狀或包裝已產生次要意義，甚或可能

造成消費者之混淆情形，基於公共政

策之考量，商品有前項各款情形時，

仍不得主張受本法之保護。 

 

十、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品外

觀或形狀，其因擁有新式樣專利權事

業之長期行銷，使該外觀或形狀現仍

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而

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為避免混

淆，仍有本法之適用。 

 

 

 

 

十一、關於前款商品外觀或形狀現仍

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之

狀態，被侵害之事業負有舉證責任。

 

 

十五、 認定程序 

郵局的綠色已產生次要意義而承認

綠色應由其專用。商品本身之天然形

狀或外觀亦同。 

 

 

 

 

 

 

 

 

擁有新式樣之商品外觀，倘若因長久

行銷後產生次要意義而足以作為他

我商品區個之表徵時，不應僅因新式

樣專利期限已屆滿不受專利法保護

即謂亦不受公平法之保護。蓋此時受

侵害人之商品仍合致公平法第二十

條之要件，且其市場的商業利益亦將

因侵權人的不法行為而受損害，故應

仍有公平法的適用。 

 

由於商品的眾多，以及外觀的多樣

化，其是否已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周知之程度，唯有業者知之最祥，故

課以被侵害事業初步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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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徵是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是否相同或類似之使

用、或是否致混淆，依左列程序認定

之︰ 

   (一)由本會委員會議認定。  

   (二)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

舉行公聽會或座談會，徵詢學者專

家、業者代表、消費者代表、相關產

業公會及機關意見，供本會認定之參

考。 

   (三)影響重大且有相當爭議致難

以判斷，得委託公正、客觀之團體、

學術機構，以問卷徵詢一般大眾或相

關交易對象意見，供本會認定之參

考。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

意見僅係供本會委員會議認定參考

之用，並無優先適用之效力。 

   檢舉人提出第（二）款、第（三）

款之意見資料而不被本會採納時，本

會應針對其意見逐一駁斥。  

 

十八、本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規

定之適用原則 

左列各款情形，於未符合本法第二十

條規定之構成要件時，應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處理原則檢視是否違法︰ 

 

 

 

 

 

 

 

 

 

 

為避免業者對第十三點認定程序之

誤解為第一項第二款優於第一款，以

及第三款優於第二款之效力。 

 

 

 

 

 

 

 

 

 

個案不符合第二十條要件而是否符

合第二十四條要件時，自當於第二十

四條之原則中來認定，而非於第二十

條原則中即謂其有違反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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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襲用他人著名之商品或服

務表徵，雖尚未致混淆，但有積極攀

附他人商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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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顯失公平，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前項情形，於商品外觀係屬公

眾得自由利用之技術者，不適用之。

 

二十、檢舉程式 

     檢舉他事業違反本法第二十條

規定者，應請其以書面載明具體內

容、真實姓名及地址。其以言詞為之

者，本會應作成書面紀錄，由檢舉人

簽名或蓋章。 

     檢舉未具真實姓名、地址、簽

名(蓋章)或無具體內容者，得不予處

理。 

     前項情形顯有違害公共利益之

虞者，為確保公平競爭及消費者利

益，仍得依職權調查處理。但商品被

仿襲之事業，不予追究或怠於提出相

關事證時，得終止調查與認定。 

 

二十三、被檢舉事業陳述意見之機會

     本會對事業為處分前，應給予

其陳述意見之機會。但經本會通知事

由於處理原則原第十八點的內容易

遭誤解為沒有公平法第二十條的適

用時必有第二十四條的適用，故宜進

一步說明澄清。 

 

 

 

 

 

 

鑑於學儒補習班一案，檢舉人並非被

侵害之事業，但經詢被侵害之事業，

其明白表示不予追究時，其不願提供

相關事證，公平會亦不願使用公平法

第27條及第43條對被侵害之事業處

以罰鍰，在無積極證據與難以認定公

共利益之標準的情況下，為維持每個

個案的公平性，公平會實無進一步調

查認定之必要。 

 

 

 

 

 

被檢舉事業陳述意見之機會是其權

利，其放棄其權利，自當以公平會現

所掌有之相關事證逕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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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限期到場陳述意見或提出書面說

明，逾期未到場陳述意見或提出書面

說明者，得逕依檢舉人提供之相關事

證認定之。 

 

二十四、受害事業之舉證責任 

     受害事業主張其權益受侵害

時，應負舉證之責任，其事項包括：

   （一）商品之外觀或包裝設計係

其自創或有正當權利來源。 

   （二）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

認知。 

   （三）被檢舉人有行銷之事實。

   （四）倘有對消費者作問卷調查

必要時，其問卷調查費用之負擔。 

 

 

 

 

 

 

 

 

 

 

 

 

 

 

 

 

 

 

關於舉證責任及分配問題，通常法律

並無明文規定，故僅能就學理及實務

之觀點來處理。 

參照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當事人主

張有利於己之事實，有提出證據以證

明其為真實之責任。 

又德國學者 Rosenberg 主張舉證責任

分配之法則屬實體法上之規範。準

此，民事事件中舉證責任之法則應求

諸民法之規定，行政事件中舉證責任

之法則則應取決於各種行政法規，歸

納言之：「任何當事人其訴訟上之請

求，若無特定法條之適用則不能獲致

效果者，對該法條之要件已因事實之

發生而實現，負主張及舉證責任。」

而本條待證事實係有利於檢舉人事

項或存在於檢舉人身邊。因此，檢舉

人主張其商品外觀被侵害時，在舉證

上課以檢舉人一定程度的協力義

務，並不違反行政法上依職權調查原

則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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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檢舉人與被檢舉人之言辭辯

論 

    檢舉人係受害事業者，本會應通

知受害事業與被檢舉人進行言辭辯

論。但被檢舉人至本會陳述意見時，

對高度抄襲之事實逕為認諾者，不在

此限。 

檢舉人非受害事業者，亦適用前

項規定。但受害事業不予追究

時，不在此限。 

    前二項言辭辯論由個案之審查

委員主持。 

 

 

 

在 DUCK 皮件與 PLAYBOY 皮件外

觀相似案中，其皮件模具開發之所有

權出現爭議，雙方與第三人（開模之

老闆）於委員會議中先後陳明事實

後，始釐清事實真相。故若能進行言

辭辯論，將有助於事實之釐清。 

 

 

 

六、從實際案例檢討公平法二十四條處理原則的再修正 

 

（一）實務爭議之所在 

 

1.是否有明確要件可言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本文雖稱：「…，事業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

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但實務上對於商品外觀保護之案例，

並不再檢視是否足以影響交易秩序這一要件，甚或用倒推之方式認定攀

附他人商譽或剽竊他人成果之行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 

至於對消費者的「欺罔」；對被抄襲者、對被攀附商譽者、對被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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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成果者的「顯失公平」，這種不確定法律概念的要件固然無法量化，

而需在個別案例就具體情況認定之。雖然公平會對於二十四條訂有適用

原則，其中第四點（二）.1.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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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中小企業而言實在難以理解並作事前

預防。 

就上述（1）與（2）而言，公平會在實務上的處理，前後理論並

不一致，例如在比較廣告方面，業者若欲作比較廣告必然找有聲譽或著

名之商品作比較，不可能找沒沒無聞的商品作比較，因此比較廣告也是

一種依附他人聲譽或依附他人著名廣告的方式之一，何以只要沒有不實

或引人錯誤，就不違反公平法，為何不去非難比較廣告的依附行為？或

謂因比較廣告可以進一步提供消費者有關商品的資訊，方便消費者之比

較，是有利於消費者的行為，故可阻卻依附行為的違法性。若果係如此，

則（1）與（2）的依附行為並不能認定其必然違法，尚需進一步去論就

應非難之處。 

至於第（3）的不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或表徵。何謂「不

當」？也是一個不確定法律概念，以一個不確定法律概念去闡明「欺罔

或顯失公平」的不確定法律概念，對業者而言仍無法理解。 

倘若公平會在政策考量上欲採日本保護市場先行者的立法例（不

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三項），則宜修法明定之。惟此一規定並不以著

名為限，其將與公平法第二十條重疊規範，加上第二十條已改採「先行

政後司法」，將使該二條文的第一次罰鍰功能無所區別，因此有必要重

修思考二條文的規範宗旨與要件的區分。 

 

2.是否作為第二十條之補遺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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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76： 

（1）美商優鮮沛蔓越莓公司 OCEAN SPRAY  vs. 歐信

食品公司 KING JUICE（86 公處字第 053 號） 

          公平會理由：1.外觀未達表徵之作用。 

                      2.無新式樣專利。 

                      3.有二十四條之適用：仿襲外觀及依附聲譽，

撘便車之行為。 

 

（2）三得利威士忌 vs.太陽神話威士忌（88.4.7.收文台北

地院函請鑑定） 

公平會理由：1.  無法認定容器外觀已具識別力而達到表

徵之程度。 

2. 商品名稱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

認知。 

3. 標貼及圖樣設計不致混淆。 

4. 無新式樣專利。 

5. 有二十四條之適用：有企圖使消費者誤

認成原告商品之嫌。 

 

（3）皇家禮砲 21 年蘇格蘭威士忌 vs.皇家查理士 30 年精

釀威士忌（88.6.9.收文地院函請鑑定） 

          公平會理由： 1.外觀是否具識別力依法院所附資料尚難論

斷。 

2.資料無從顯示具表徵作用，故無二十條

 
76 此處案例之整理引自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八十九年度合作研究計畫十，「仿冒未受保護

之新式樣與不公平競爭規範」，第 137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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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 

3.無新式樣專利。 

4.有二十四條之適用：高度襲用外觀行

為，有積極榨取檢舉人努力成果，亦有攀

附之嫌。 

 

（4）克潮靈除濕劑 vs.除濕靈（88.公處字 007 號） 

           公平會理由：1.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商標。 

2.無混淆之虞。 

3.包裝圖案有商標專用權。 

4.有二十四條之適用：85 年變更包裝抄

襲，構圖及設計為類似處理，顯有藉以魚

目混珠之意，有積極攀附商譽及榨取他人

努力成果之情事。 

 

（5）黑松沙士 vs.台灣帝納公司斑馬先生加鹽沙士

（88.6.25.收文， 89 公處字 019 號） 

          公平會第一次理由： 1.外觀未達表徵之作用。 

2.易使消費者誤認為系列產品。 

3.無新式樣專利。 

4.有二十四條之適用：未將品區隔，

有攀附聲譽、榨取其努力成果之行

為。 

公平會第二次理由：行政法院撤銷發回，重新處分：達

相關大眾共知、為類似使用，足以

混淆，有第二十條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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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泰山純水 vs. 維力純水（88.公處字 064 號） 

          公平會理由：1.檢舉人僅主張二十四條，故公平會未論述二

十條。 

2.於 84 年至 86 年居包裝水廣告金額第 1、第

2、第 5 名，86 至 87 年市場占有率

5.4%-6.7%。 

3.包裝圖案無商標專用權、新式樣專利。 

4.有二十四條之適用：就整體言有亦步亦趨

之抄襲，其不自行設計，藉由抄襲之撘便

車行為，積極榨取他人努力成果，其抄襲

將足以稀釋泰山公司的廣告及行銷努力。 

 

（7）哈雷摩托車造型鬧鐘（89 公處字 053 號） 

          公平會理由：1.外觀未達表徵之功能。 

2.無新式樣專利。 

3.原無二十四條之適用：檢舉人亦屬抄襲著

名他商品，且未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客

體。 

4.後有二十四條之適用：一成不變抄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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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 

案例： 

（1）CHIVAS REGAL 起瓦士 12 年蘇格蘭威士忌 vs. 

GOLD RIVER 蘇格蘭麥香 12 年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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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理由：1.外觀未達表徵之功能。 

2.常見之威士忌瓶身乃標準傳統公

瓶，造型簡單，銀色方形包裝乃一

般性包裝，不具顯著性，難具有識

別力。 

3.無新式樣專利。 

4.無二十四條之適用：外觀上可明顯

區別品牌不同，無攀附聲譽。構圖

不同，無混同相似之虞。 

 

（2）扥腹帶（86.3.17.收文嘉義地檢署函請鑑定） 

                 公平會理由：1.無法證明已達表徵之作用。 

2.無新式樣專利。 

3.未討論二十四條之適用。 

 

（3）腰帶式霹靂包擴音機（87.6.3.收文） 

                 公平會理由：1.具表徵之作用，未達普遍認知。 

2.無新式樣專利。 

3.無二十四條之適用： 

 

（4）IDF 經國號戰績玩具模型（86.6.18.收文） 

                 公平會理由：1.未達表徵之作用。 

2.無新式樣專利。 

3.檢舉人包裝方式尚難認有特殊設

計，且包裝有明顯差異，無二十四

條之適用。 

 



 113

    以目前之實務案例觀察，公平會仍傾向將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作為第

二十條的補遺。倘若在政策上確欲以此替代上述日本保護市場先行者的

立法例，在未修法前，則仍宜在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宣示之。惟上述

案例（3）腰帶式霹靂包擴音機一案倘若檢舉人確係「市場先行者」（公

平會未進一步查證），何以不以第二十四條保護之？顯然係以因其不受

新式樣專利之保護而不具專用權，意謂他人可以仿之，故公平法不介

入。因此，公平會是否採日本立法例，似乎尚不明朗。 

 

3.是否作為商標法之補遺 

我國商標法草案即將納入立體商標之保護 

案例 

（1）美商優鮮沛蔓越莓公司 OCEAN SPRAY vs. 歐信食品

公司 KING JUICE（84.9.18 收文，86 公處字第 053 號） 

            公平會理由：1.外觀未達表徵之作用。 

                        2.無新式樣專利。 

                        3.有二十四條之適用：仿襲外觀及依附聲

譽，撘便車之行為。檢舉人公司譯名「海

洋浪花」，被檢舉人「海浪」中文商標，

易導致消費者連想，甚至誤認是檢舉人的

中文版商品。 

 

無補遺之問題，蓋公平法所保護的是整體外觀設計所給予消費者

的印象，導致二產品的混淆；而商標法所保護的僅是所登記註冊（不管

平面或立體）之部分，超越此範圍，即無專用權之保護，即便在相類似

所造成混淆，在實務見解雖不以註冊專用權範圍作為認定範圍，但其仍

針對商標來認定，並未對商標以外的外觀、包裝、設計等作整體之認定

是否混淆。從此一保護範圍與目的的差異來看，根本就不存在所謂的補



 114

遺問題。 

 

4.是否作為新式樣專利之補遺 

未申請新式樣專利、或申請實質審查後被駁回或專利期限已過，

是否還以公平法保護？ 

案例： 

（1）德國雙人牌剪刀之外觀式樣（收文日期：83.11.11）未

在我國取得（未申請？或申請被駁回？）新式樣專利，在他國

取得之專利多已期限屆滿。無 20、24 條之適用。 

            公平會理由：若保護功能性外觀則無異變相取得功能性外

觀之獨占排他權。 

            問題所在：A. 雙人牌剪刀之外觀是否屬功能性外觀？ 

                      B. 若其外觀屬功能性外觀，何以在外國可取

得新式樣專利？ 

        

（2）VL 機器「轉獎式料位計」「線纜浮球式液位計」

（88.3.16.收文板橋地院函請鑑定） 

            公平會理由：1.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狀或內部構

造，不具表徵之功能。 

                        2.無新式樣專利。 

                        3.無二十四條之適用：屬工業用具，不同於

一般消費品，倘事業未就商品外觀取得專

利，則該等特殊功能外觀係屬公眾得自由

利用之技術，倘他人使用相同或類似外

觀，清楚標示商標，尚難謂積極攀附商譽

榨取他人努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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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過期之新式樣專利，其外型若不能達到出現表彰商品而可區別他

我商品來源之作用，亦即公平法第二十條要件時，即不應再以公平法第

二十四條再加以保護。此乃因二法所要保護之宗旨與標的不同所使然，

與是否作為新式樣專利之補遺無關。 

 

5.是否會弱化其他智財法 

原本每個法律各有其要件與保護宗旨跟範圍，各應謹守在其範圍

內來認定，但因「顯失公平」幾無要件可言的情形下，每種智財法所受

保護之主體被他人侵害時，當然是一種被剽竊、被撘便車、被榨取的「顯

失公平」的現象，但因各該法均已明確規定要件與範圍，若公平法單以

「顯失公平」的觀念切入，再加上制度設計的不良，確實可能會與各種

智財法重疊保護而弱化其他智財法。因此，根本解決之道仍在於回歸公

平法第二十條之適用，而不宜再擴張第二十四條之適用。 

 

6.單一顏色是否保護 

案例：黑人牙膏 vs. 白人牙膏，該案應從整體包裝之色彩與圖案

設計來觀察，而非對單一的黃色作觀察來論述，否則會陷入單一顏色是

否保護之困境。 

以不同之顏色組合來表彰商品或區別他我商品固無問題，但欲以

單一顏色來表彰商品時，即便因歷史因素而已產生次要意義，亦不應加

以保護，這是公共政策考量的問題。因為自然界亮麗好用又吸引消費者

的單一顏色極為有限，倘對單一顏色加以保護，則先進入市場者搶得顏

色壟斷的先機，後進入市場者將動則得咎，不利於後進入市場的業者，

反而不利於市場競爭。因此，此時欲區別商品則有賴商標的認定才是正

途，外觀的單一顏色不應反客為主而取代商標的功能，蓋外觀顏色只是

輔助作用。 

例如自然界中紅、橙、黃、綠藍、靛、紫、白、黑等，黑色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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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來表彰商品，以白色為底只要添加商品說明等等文字最為簡便，

是否後進入市場之業者就不可使用白色呢？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又如使

用單一綠色的郵局也不能請求禁止土地銀行與合作金庫不得使用綠

色，欲區別事業仍賴其所註冊的商標（不同顏色的組合也可作為商標圖

案），此外，屈臣氏也使用綠色，因此，其區別仍有賴商標本身。同理，

黃色、紅色、橙色、藍色等等吸引消費者的亮麗顏色作為商品外觀的底

色，亦不得主張後進入市場之事業不能使用。更不宜單純從消費者之誤

認與否作為唯一認定標準，因為一般消費者並不了解公共政策在哪裡，

因此消費者誤認的問題應從消費者的教育著手，教其從認知商標與整體

包裝表徵的觀察來分辨商品，而非讓主管機關盲從消費者的直覺走。 

  

7.商品本身的天然顏色是否保護 

添加維他命 B2 的飲料呈現黃色、金黃色，添加維他命 A的飲料呈

現紅色，此與商品本身天然之形狀不受保護之原理相同。 

案例：黑松沙士案之外包裝觀察應從外罐之整體設計觀察是否合

乎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而非單以沙士之顏色論斷。本案中有論及被

檢舉人商品金色弧形條狀設計搭配後是否構成近似而造成混淆的整體

觀察。本案癥結點在於黑松沙士商品市場的長期高佔有率造成一般消費

者將區別商品的焦點放在商品本身顏色上，以致使商品顏色本身成為表

彰商品來源的作用，但消費者本身並不了解為何商品本身顏色不能成為

保護對象的公共政策的目的，消費者已被訓練成制約反應下的認知。因

此，即便因市場的歷史因素使商品本身的天然顏色產生表彰商品之功

能，亦不宜加以保護，而應透過消費者的教育著手，教其從認知商標與

整體包裝表徵的觀察來分辨商品。 

 

8.功能性外觀與商品本身天然之形狀 

例如楊桃、香蕉本身的形狀不能作為販賣該商品的表徵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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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與上述商品本身天然顏色不受保護同。 

 

9.是否仿日本立法例保護市場先行者之營業利益 

例如養樂多、修正液等容器外觀，此種商品欲要求其如香水或酒

瓶外觀申請新式樣專利，恐怕不容易，是否應以公平法二十四條保護？ 

否定 

理由 

     

（1）如何審查或調查其亦仿自外國而非自行設計，若實質

審查豈非與智慧財產局審查新式樣專利重疊而浪費行政資

源。 

     

（2）是否要有消滅時效之規定？ 

 

否定：因商品有生命週期或流行趨勢的因素，會自然淘汰。 

案例： 

（1）百能 vs.尚禹鉛筆   

 

（2）蔘茸酒 vs. 蔘茸藥酒 

肯定： 

理由： 

（1）有些商品可能歷久不衰，例如鋼筆，因此仍有必要加

以保護，亦不需有時效之限制。 

（2）倘若在政策上確欲以此替代上述日本保護市場先行者

的立法例，在未修法前，則仍宜在第二十四條之適用原則宣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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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1）三得利威士忌 vs.太陽神話威士忌案，長方體龜甲花紋

酒瓶，無新式樣專利，有二十四條之適用。（88.4.7.收文台北

地院函請鑑定） 

 

10.認定高度抄襲的標準 

何謂亦步亦趨？究指在「同一商品」上整體之高度抄襲（如泰山

純水案），抑或指在「一系列產品」之外觀上高度抄襲（如 DUCK 皮件

案）？ 

若採上述日本立法例保護市場先行者時，主要的問題仍在於何種

程度的模仿會被認定為已構成高度抄襲，這是一個無法量化的問題。從

1%~100%的頻譜，並無所謂六十分及格的標準存在，且在每一種商品

的特色下，會被非難的程度也會出現不同的標準。因此，業者應該意識

到模仿度越高，被非難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案例檢討與處理原則修正理由 

 

1.商品之外觀設計於申請新式樣專利，經主管機關智慧財產局審

查認為不合乎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要件而不給予專利權時，表示其外觀乃

熟習該項技術之人所得輕易思及之技術或非其首創，故不值得保護。雖

然其外觀設計可能是花錢聘人所完成，但在此種情形下，並無營業利益

可言，此時仍不宜以第二十四條加以保護。此處尚涉及另一值得思考的

問題，意即事業在市場上所投入之資金是否必然都該受到保護，答案應

為否定。 

 

2.為免業者取巧迴避上述第 1.點之情形，意即業者為免被智慧財

產局審查認為不合乎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要件而不申請新式樣專利，卻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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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主張公平法保護時，為與上述第 1.點之理論一貫，公平會即有必要

作實質審查其外觀是否熟習該項技術之人所得輕易思及的技術或非其

首創，亦即此時公平會將扮演智慧財產局的角色，若公平會無此一方面

之技術人員，則應送請智慧財產局或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之鑑定。 

 

3.倘若公平會不作上述第 1.點、第 2.點之思考，只要業者的外觀

設計是第一個在國內市場上出現，也不管創作性程度有多高，就以公平

法第二十四條加以保護，而禁止其他相同或類似之外觀出現，此種政策

將容易出現後遺症。亦即其雖第一個在國內市場上出現，但有可能模仿

自國外（即欠缺新穎性），只是外國廠商不知被模仿而無從檢舉，是否

公平會應依職權調查？若即便是自行設計，但因不合乎進步性的要件而

只要熟知該項技術之人所輕易思及時，將使後進入市場者（即便只差一

天）易動則得咎。尤其公平會不採註冊主義也不採事前實質審查，而逕

以只有一句話的攀附他人商譽或剽竊他人成果之理論處理，此一理論仍

有盲點，例如甲先設計一不具進步性之商品外觀而先在市場銷售，但因

未作促銷而不具知名度，乙亦設計出類似之外觀商品但晚一天上市，但

乙因大量促銷以致其商標產生知名度，甲檢舉乙剽竊其外觀設計已違反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此時舉證責任在甲，而非乙有反證之義務，也非公

平會依職權介入調查，亦即甲至少要證明乙有 access。但另一個要思

考的問題是此種不具進步性的外觀設計，是否果真需加以保護？答案若

為否定，則公平會要進一步判斷進步性的要件，此將涉及專業鑑定；答

案若是肯定，則只要有使用就可受公平法二十四條之保護，此無異採與

美國相同之使用主義，可能會使我國商標法草案將立體商標保護亦採註

冊主義之制度遭破壞殆盡。 

 

4.因申請新式樣專利要繳交規費，而主張公平法保護不需費用，

且公平會送請智慧財產局或其他專業技術人員之鑑定時，所耗費之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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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亦不需由業者負擔，實有違使用者付費之原則。此在日本的不正競

爭防止法上因無行政主管機關，故無行政成本支出的問題，在日本是尋

民事訴訟途徑解決，因此這些舉證與鑑定之費用都由有爭議的雙方自行

負擔（當然最終由敗訴者負擔），若原告欲行假扣押或假處分亦需提供

擔保作為賠償之擔保，被告欲免被假扣押或假處分亦需提供擔保作為賠

償之用。這些相關制度都是公平會所欠缺，倘若不回歸民事法院，公平

會亦不宜依職權介入，而應由有爭議之雙方負擔各項費用與舉證之責

任，公平會只做中間裁判之認定。 

 

5.當然公平會對於個案亦可只考慮是否合乎公平法之要件來加以認

事用法，而不考量其與其他智慧財產權間之關係，亦即商標法、專利法、

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等，各有其目的與作用，也各有其法律要件，並

不衝突，日本最近一次對不正競爭防止法的修正，即採此一政策。但此

一政策是否適合我國，仍有待商榷。誠如第 4.點所述，日本的不正競

爭防止法並無行政責任問題，其公正取引委員會並不介入，因此民庭法

官在適用各該相關法律問題時是個別檢驗各該法律之要件是否合致，再

以法規競合之理論處理，並無權限區分之問題，也不會有同時違反商標

法、意匠法、不正競爭防止法而需負三次損害賠償之問題，而三個法律

都已承認止請求權（即請求法院命對方停止侵害），只要適用其中一個

法律即可達到停止侵害之目的。因此，我國的不正競爭若不能回歸民事

爭議之原理，至少公平會也不應以行政介入，而宜以中間角色來處理此

類爭議，如此才能減低對其他知的財產權相關法律所原先設計制度的衝

擊。 

 

6.倘若政策上認為基於市場先行者之利益保護有其必要性，但又

因初入市場，尚未被周知，難以符合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而欲以第

二十四條保護之，仍應考量上述各點因素，以免扭曲智慧財產權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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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之均衡。此外，在公共政策考量下的例外情形則不應受保護，即便其

已出現次要意義，仍不應加以保護。 

 

7.從德國雙人牌剪刀外觀案以及 VL 機器轉槳式料位計案之過期

新式樣專利仍繼續使用該外觀但卻未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而不

符第二十條要件情形下，即不應再以第二十四條加以保護 

 

建議增訂： 

（5）高度抄襲他人自創之商品外觀、包裝而有害其商業競

爭利益。但基於公共政策之考量，下列各款不在此限︰ 

              1.商品慣用之形狀、容器、包裝。  

              2.商品普通之外觀或包裝。  

              3 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狀。  

              4.商品之內部構造。  

              5.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6.商品外觀或包裝之單一顏色。  

              7.商品本身之天然形狀。 

          

（6）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

新式樣專利權事業之長期行銷，使該外觀或形狀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周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為避免混淆，仍有前項之

適用。 

 

（7）關於前項商品外觀或形狀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所周知之狀態，被侵害之事業負有舉證責任。 

 

（8）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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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樣專利權事業之長期行銷，雖該外觀或形狀現仍繼續使用，但未

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則無本處理原

則之適用。 

  

（三）新修正條文（草案）與修正理由 

 

新修正條文（草案） 修正理由 

(二) 次從市場上之效能競爭是否受

到侵害觀察若無法或很難自交易相

對人間之交易行為，觀察行為是否欺

罔或顯失公平，則可以市場上效能競

爭(公平競爭本質)是否受到侵害來

判斷。申言之，雖然事業之行為對交

易相對人而言，無從或很難認定構成

欺罔或顯失公平，但若其行為已違反

效能競爭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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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行為大致可分為： 

1. 榨取他人努力成果之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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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量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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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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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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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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展自己商品之銷售

(例如於真品平行輸入情形，貿易商

對於商品之內容、來源、進口廠商名

稱及地址等事項以積極行為使消費

者誤認係代理商所進口銷售 之商

品) 。 

 （5）高度抄襲他人自創之商品外

觀、包裝而有害其商業競爭利益。但

基於公共政策之考量，左列各款不在

此限︰ 

      1.商品慣用之形狀、容器、包

裝。  

      2.商品普通之外觀或包裝。 

      3 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

形狀。  

 

 

 

 

 

 

 

 

 

 

 

 

 

 

 

 

 

 

欲以單一顏色來表彰商品時，即便因

歷史因素而已產生次要意義，亦不應

加以保護，這是公共政策考量的問

題。因為自然界亮麗好用又吸引消費

者的單一顏色極為有限，倘對單一顏

色加以保護，則先進入市場者搶得顏

色壟斷的先機，後進入市場者將動則

得咎，不利於後進入市場的業者，反

而不利於市場競爭。因此，此時欲區



 124

      4.商品之內部構造。  

      5.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6.商品外觀或包裝之單一顏

色。  

      7.商品本身之天然形狀。 

 

 

 

 

 

  （6）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

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新式樣專利

權事業之長期行銷，使該外觀或形狀

現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

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時，為避免

混淆，仍有前項之適用。 

 

  （7）關於前項商品外觀或形狀現

仍維持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周知

之狀態，被侵害之事業負有舉證責

任。 

 

 

  （8）已屆滿新式樣專利期限之商

品外觀或形狀，其因擁有新式樣專利

權事業之長期行銷，雖該外觀或形狀

現仍繼續使用，但未為相關事業或消

別商品則有賴商標的認定才是正途，

外觀的單一顏色不應反客為主而取代

商標的功能，蓋外觀顏色只是輔助作

用。 

又如添加維他命 B2 的飲料呈現黃

色、金黃色，添加維他命 A 的飲料呈

現紅色，以及如楊桃、香蕉本身的形

狀同樣不得作為販賣該商品的表徵之

用。 

 

已足以區別他我商品的外觀設計並不

因該商品是否擁有新式樣專利或專利

期間是否已屆滿，欲保障其市場先行

者之商業利益，當仍應受公平法之保

障。惟仍應受前項各種例外不保護之

限制。 

 

由於商品的眾多，以及外觀的多樣

化，其是否已達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周知之程度，唯有業者知之最祥，故

課以被侵害事業初步舉證責任。 

 

 

從德國雙人牌剪刀外觀案以及 VL 機

器轉槳式料位計案之過期新式樣專利

仍繼續使用該外觀但卻未達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所周知而不符第二十條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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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所周知而得以表彰該商品來源

時，則無本處理原則之適用。 

 

情形下，即不應再以第二十四條加以

保護 

 

 

七、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為因應 TRIPs 的相關規定與要求，我國已將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

所主管的著作權業務併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便協商與統一智慧財產

權之相關事權、政策及見解，但公平法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針對商

品外觀與包裝之保護）之規範內涵亦涉及部分智慧財產權爭議。尤其經

濟部智慧財產局在修正商標法草案中已仿日本新商標法立法例，將立體

商標亦納入得申請註冊商標之標的，但業者未提出申請之商品外觀與包

裝是否亦以公平交易法保護之，若肯定之，其將對商標所造成之衝擊亦

需有所考量，新式樣亦同。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可謂仿自日本

（舊）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相當於新法第二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因此其要件內容相當，主要在避免混淆商品

來源。 

日本的不正競爭防止法並無類似我國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但其不正競爭防止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則將商品形態明文納入保

護，並將其販賣行為也列入不正競爭的行為（三年除斥期間），此為我

國公平法所無。 

從商標、新式樣專利到公平法，都有其所要保護的法益與宗旨。

今商標法、專利法都明定有一套嚴謹的程序與制度（包括要件與法律效

果），而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並無一套一樣嚴謹的機制，不僅在要件上不

明確，更無相關程序規定，以致在實務適用上產生人言言殊而莫衷一

是。因此，即便欲仿日本不正競爭防止法新修正後對商品形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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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作為實體方面的立論基礎，那程序方面也應有一

套嚴謹的制度，而這一套制度絕非公平會現行的行政程序所能圓滿處

理。 

在公平會現行的程序中，根本不查證檢舉人的商品外觀設計是否

係檢舉人自行開發，抑或仿自他人、甚或仿自國外，這是因為公平會並

無像智慧財產局般有實質審查的專業人員、相關資料與程序規定可加以

審查業者的新穎性與進步性。於個案中，公平會時而立於檢舉人同一方

來打擊被檢舉人，時而立於被檢舉人同一方來防禦檢舉人，此在行政訴

訟時更加明顯，在這樣的角色制度上，我們回到檢舉人檢舉之初來檢視

公平會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實在是混沌不明，其不像智慧財產局所扮演

行政機關與人民間公法關係的角色，倒似中間裁判者的角色，但卻又不

開言詞辯論以釐清檢舉人的商品外觀是否自行設計而無仿襲之情形，倘

若公平會不能建立一套明確的程序制度，對於商品外觀仿襲的紛爭，永

遠無法妥適的處理。 

因此，公平會角色的確認與程序的建立將是當務之急。而其方式

只有下述兩種但絕非現行之制度： 

 

1.扮演如智慧財產局般行政機關與人民間公法關係的角色，並進一

步對檢舉人的商品外觀作實質審查，同時確認檢舉人的商品外觀是否值

得保護，猶如新式樣專利的新穎性與進步性的實質審查一般。當然其缺

點是：耗時耗力，需增加審查之專業人員的編制（或可以委外審查來彌

補），且業務可能會與智慧財產局有部分重疊而浪費行政資源。 

 

2.體認檢舉人的商品外觀保護是一種私法上利益77，而私法上利益

 
77 即便多數消費者利益受損，也是私法上利益受損，所以消保法的團體訴訟依舊是一種民事

訴訟。因此欲將多數消費者利益受損就認為是公共利益受危害的理論，會帶來訴訟理論上

的危機，尤其我國有民事法院與行政法院的區分，其管轄亦異，主要區別在於是私法上或



 127

                                                                                                                                     

之保護則有賴辯論主義（當事人進行與言詞辯論）來實踐，此時公平會

則應立於中間裁判者的角色進行審判。當然，到最後的行政訴訟，公平

會也不應是被告的角色，這可從日本的公正取引委員會及德國卡特爾署

並不介入不正競爭防止法所引起的爭議可知，這些不正競爭行為的出現

比限制競爭行為早了幾百年，而這種不正競爭即是源於民法的侵權行為

而來，只因傳統的侵權行為的理論並不足以保護受侵害的事業，故而另

立不正競爭防止法加以規範，因此對於這種爭議的處理，公平會實不宜

以行政機關的角色介入，而宜以中間裁判者的角色處理此類爭議。 

 

（二）建議 

 

1.長期解決之道（外部） 

 

（1）建議公平會依公平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主動商同經濟

部討論協商有關智慧財產權爭議問題的未來政策走向與配套修法。 

 

（2）公平法第二十條的重新修正與第二十四條的限縮解釋與

適用有待重新全盤評估。尤其「未經註冊」的著名商標是否保護，與我

國現行商標法的註冊主義相衝突，但又面臨「使用主義」的衝擊，是否

對其讓步是否有必要重新檢討。民國 72 年 1月 26 日所增訂商標法第

62 條之 1將「未經註冊」的外國著名商標列入保護，即是對「使用主

義」的讓步，這多少與美國的壓力有關，但因與我國商標法的原則衝突，

實施後各界評價不一，確實造成很多理論與實務上的困擾，適逢公平法

 

公法上爭議（行政訴訟法第二條），因此若認為多數消費者受害就認為等同公共利益受害

而屬於一種公法上爭議，那符合法定門檻的消保團體應可依行政訴訟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對企業提起損害賠償的公法上給付之訴。上述的推論，顯然並不能在行政訴訟理論上成

立，而其癥結點就在於不應將多數消費者同時或先後受害就認為等同公共利益受害，蓋這

些消費者的受害都是民事關係所引起，而非行政機關與人民間因公法關係的爭議所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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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草案階段，順勢將商標法第 62 條之 1的規定割除，但礙於美國的

壓力與外國著名商標未註冊就不保護的不合理考量，又不敢廢止此一規

定，從而納入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因此問題沒有解決，而類

似的爭議更延燒到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甚至進一步

影響到公平法第二十四條的擴張適用。顯然這已不是單純公平法適用的

問題，而是整個智慧財產權全盤檢討的時刻。 

 

（3）另是否應回歸司法（民事）管轄的問題，綜觀各國不正

競爭防止法似尚未見有行政主管機關依職權介入之例，即便有類似獨立

管制委員會的單位管轄，其仍以替代第一審法院之方式作中間裁判者的

角色去認定雙方當事人誰是誰非，而非自己跳入成為當事人的一造，而

成為行政訴訟中的被告。當行政機關成為當事人一造，在某些個案中有

時與檢舉人站在同一邊，在別的個案中有時又與被檢舉人站在同一邊，

其在行政訴訟中的角色錯亂，使得在調查認定之初，究竟是否能竭盡其

力調查，無不令人懷疑，尤其要不要以行政資源去作是否造成消費者混

淆的問卷調查，將無標準可循，常繫於委員的一念之間，業者亦無可奈

何。因此，標準的訂定與角色的確認也是另一必須重新檢討的重要課

題，倘若政府為因應社會及民眾之殷切需求，將消費者保護列為政府重

要政策之一，將其認定為公共利益而以公權力介入，則此時所考量的重

點就不同於日本所謂「市場先行者」的商業利益保護問題，而是在於消

費者是否因「混淆」而可能導致誤購的消費者利益，因此即便沒有模仿

但仍會導致混淆時，公平會仍應介入；反之，若有高度模仿但因有清楚

標示商品來源而不致使消費者產生誤認時，此時即屬單純「市場先行者」

的私人商業利益保護，實不宜再以公權力介入；倘若二者兼而有之，即

為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範疇，其所要考量的只是在要件的寬嚴問題，因此

在修法時若考量角度不同，其程序與法律效果將出現不同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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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階段解決之道（內部） 

 

（1）公平會所訂定的第二十條與第二十四條處理原則在法律

性質上究竟為荷雖仍有探討空間，但在實務上已常被引用而產生相當之

公信力，因此在母法修法前，可以先增修處理原則，明定保護市場先行

者之利益，但因事涉業者私益，必須由事業負責舉證，證明係其首先開

發設計而非仿自國內外，公平會不作行政調查，而是立於中間裁判者的

角色認定被檢舉人是否構成高度抄襲，並開言詞辯論（檢舉人與被檢舉

人間，而非業務單位與其中一造），若係肯定，才加以處分。若係消費

者檢舉則函知被侵害之事業舉證與到場辯論，否則不受理。 

 

（2）在第二十四條處理原則明定幾個公共政策考量下不加以

保護的原則：例如，基於商品本身性質而來的外觀、功能性外觀、單一

顏色等不加以保護，即便因歷史因素已產生次要意義，仍不受保護。此

外，在不合致第二十條的要件而欲以第二十四條處分時，必須屬高度抄

襲才有適用。是否已達高度抄襲，仍需個案認定，亦即業者既要模仿，

則其模仿度越高，其被處分的風險就越高，此一風險當由業者自負，否

則就完全都不要模仿而自己另行設計開發。 

 

（3）明定受理之除斥期間為知悉起算二年（法理為民法侵權

行為之除斥期間），自行為起算三年內。 

 

（4）在處理原則明定並釐清與其他工業所有權間重疊保護的

關係。例如意匠權保護期限已過，而又無知名度，一般消費者又無法從

其舊有的意匠中區別他我商品時，既已不該當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

當不受其保護，也不應再受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保護，因為此時已無侵

害「營業上的利益」的問題。至於其市場先行者的利益，已在意匠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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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間獲得獨占的利益，當無另尋公平法永久保護之理。當然，是否合

致公平法第二十條之要件，當由被侵害者負舉證責任，由其證明其舊有

意匠之外觀，如今已具有知名度且現仍維持相當的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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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得出的研究建議甚多，限於摘要之篇幅，僅摘要論述如下： 
1.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適用範圍並不排除已註冊商標。 
2.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應具有極高之知名度，而為絕大多

數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知悉。 
3. 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稱相同或類似之使用，係指使用在外觀、觀念或

讀音有一相同或類似之表徵，足以造成混淆之虞。 
4. 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稱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之主

體有誤認誤信。此所稱誤認誤信分為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表徵

之主體的同一性（狹義混淆之虞），以及對商品或服務、其來源或

表徵之主體間之關聯性（廣義混淆之虞）發生錯誤。 
5. 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有被過度使用之嫌，尚待以類型化加以補充。 
6. 在公平法第二十條明確之管轄範圍之外，仍有第二十四條適用之可

能，例如淡化之虞的防止，以及對於雖然在我國並非但在國外已是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表徵」之保護。 
 
Abstract 
 This research has come out with many results. Due to the constraint of an abstract, 
only the following will be mentioned: 

1. Registered trademarks are included in Article 20 of the Fair Trade Law. 
2. Symbols widely known to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or consumers must have 

exceptionally high reputation among absolute majority of the relevant 
enterprises or consumers. 

3. The term “ identical or similar use” of Article 20 of the Fair trade Law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using identical or similar symbols, whether in 
sound, appearance or idea, so as to cause the likelihood of confusion.” 

4. Confusion means confusion about the goods, their sources and the legal 
entities. 

5. Article 24 of the Fair Trade Law has been overly used and needs more 
typification. 

6. Beyond the jurisdiction of Article 20, Article 24 of the Fair Trade Law can 
be applied, e.g. the protection against dilution, and the protection for 
symbols not yet in Taiwan but already widely known in foreign coun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