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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得出下列幾點結論：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不排除註冊商標，表徵之功能重

在區別而非來源，識別力之特徵無庸特別顯著，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

需具備極高之知名度；公平交易法應可採取德國關於混淆之虞的概念與種類的通

說，然而公平交易法既應該在商標所不能及之處補充商標法，因此並無必要將對標

誌之保護限於商品或服務之來源，而可及於對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混淆以及對表徵之

主體的混淆。「未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應為「在外國之著名商標」；未來應善用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要求附加適當區別表徵；公平會應有權不受理財

力雄厚表徵權利人之檢舉案件；淡化之虞的防止並非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窮盡規

範，尚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適用的可能。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表徵、商標、區別、淡化、混淆之虞 

                                                      

*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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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之提出 

事業從事競爭時首先需要標舉自我，而將自己之事業、商品，與其他事業之主

體及商品或服務區隔。此種將彼此個別化的工具可概稱為營業標誌（geschäftliche 

Bezeichnung）。營業標誌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是關於事業主體的標誌，可稱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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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商品或

服務標誌，包括商標及產品之外觀設計。然而這僅是概念的區分，在實際商業生活

中事業標誌可能會變成商品或服務標誌，反之，商品或服務標誌亦可能成為事業標

誌，一項標誌更可能同時是事業標誌與商品或服務標誌，因而容易導致錯綜難解之

情況。 

我國法制對於營業標誌所提供之保護網由商號法（包括公司法、商業登記法、

民法）、商標法及專利法（新式樣專利）所組成。然而法網雖然恢恢，依舊有許多

漏洞，因此我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公平法）於制定之初即仿效德國、日本及南

韓之立法例，制訂第二十條，用以保護為相關事業或消費大眾所普遍認知之表徵；

在此之外，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之概括條款，亦可而且確實亦被公平交易委員會（以

下簡稱公平會）作為保護非相關事業或消費大眾普遍認知表徵之其他營業標誌之法

律依據。 

近年來雖然國內對公平法第二十條規定已有不少著述1，但是仍有許多基本問題

尚待釐清，例如本條是否排除已註冊商標？表徵之主要功能為何？「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必須具備何種知名度？何謂「相同或類似之使用」？公平法

的混淆之虞是否與商標法的混淆之虞為同一概念？何謂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

公平會對涉及此等表徵之案件有無選擇不介入之裁量權？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可在何

                                                      
1 謝銘洋 (1999)，「智慧財產權基本問題研究」，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蔡明誠 (1999)，

「網域名稱在台灣的法律保護問題」，中興法學，第 45 期，61-92；黃銘傑 (2000)，商號之登

記、使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中原財經法學，第 6 期，67-122；徐火明 (1997)，公平交易法論，

三民書局；劉孔中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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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卷 3期，18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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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條件下再出面補充第二十條2？本文之作即在於解答前述問題，並檢討公平法相關

之實務見解。以下首先以德國法制作為研究的起點。 

貳、德國法制之研究 

一、前言 

德國立法者一開始並未仔細構思各種營業標誌與競爭規範之間的內在關聯 3，因

而導致與此相關之法律既多且雜，例如至少有德國民法、商法、不正競爭防止法

（尤其是舊法第十六條）及商標法（在舊商標法時代尤其是舊法第二十五條）可資

適用，所以使得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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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

體說來，在德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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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式標誌權利之保護範圍依法律規定，而實體

標誌權利則依其使用或具備交易效力之範圍而定。 

各種營業標誌權利之間若發生碰撞衝突，在德國原則上依據所謂優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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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例如若商號

之權利人事後將其事業之空間及事項範圍擴張，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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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標誌權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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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劉孔中 (1994)，「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2卷第 3期，1-30。 
3 Rittner (1993), Wettbewerbs-und Kartellrecht, 4. Aufl., 80. 
4 Baumbach/Hefermehl (1993), Wettbewerbsrecht, 17. Aufl., vor § 16 UWG Einf. Rdnr. 1. 
5 Baumbach/Hefermehl, vor § 16 UWG Rdnr. 3. 



4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而不是遙不可及的猜測6。 

二、事業標誌之保護—不正競爭防止法 

（一）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 

在 1995年以前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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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用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使用具濫用性質足以引起混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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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 5 月 12 日商品標誌保護法第

一條及第十五條，見帝國法律公報第 441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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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使事業標誌所有人之利益不受侵害，

另一方面是使交易相對人得到其所需要的充分選擇，再一方面是保護交易安全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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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的目的是使所有足以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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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zeichenmäßiger 

Gebrauch）而產生混淆之虞8。 

                                                      
6 Baumbach/Hefermehl, vor § 16 UWG Rdnr. 8, 12; Buddeberg (1992), Kennzeichen-und 

Geschmacksmusterrecht, 44. 
7 此兩條規定於 1968年被改為商標法第 1條及第 25條。 
8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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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混淆之虞 

對整體營業標誌保護法制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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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標誌之手段均應適用相同、單一的混淆之虞概念9。在德

國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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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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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人間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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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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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生混淆之虞而使用

（或繼續使用）標誌，則其行為因為同時帶有競爭法上不正當性（unlauter），故除

受本條規範之外，亦受同法第一條之管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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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民法第十二條由原本是針對自然人名稱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判決及學說的

                                                      
9 Buddeberg, aaO., 66;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58. 
10 Buddeberg. aaO., 76；中文文獻對此等概念之介紹見劉孔中 (1997)，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

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2。 
11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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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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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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若要對

抗「淡化之虞」，即必須假手民法第十二條13。 

當然將原本針對家族姓氏名稱之民法第十二條用於保護商號及企業，不禁會使

人產生一個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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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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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是將原本已受商標法規範之

單純的商標及表徵（為表彰商品）排除在該條保護之外，以避免重覆保護。但該句

使用之文字並不妥當，容易引人誤以為凡是商標及表徵一律不適用該條之規定。事

實上，只要商標及表徵發展成為事業之標識（表彰事業本身），仍然可以類推適用

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以及民法第十二條。換言之，單純的商標雖然只適用商

標法而不受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管轄，但是它一旦跨界成為事業之標識，即

可以受到後者之保護15。此外舊商標法之適用以「同類商品」為要件16，而舊不正競

爭防止法第十六條並無此項限制。 

                                                      
12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4-7. 
13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8. 
14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13. 
15 Baumbach/Hefermehl, § 16 UWG Rdnr. 8; Rittner, aaO., 80. 
16 關於同類商品概念之說明，請參見劉孔中，商標法上混淆之虞之研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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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新式樣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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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當然違反不正競爭防止法，必須有特殊情況才可能構成反

競爭的行為。德國學說與實務幾乎從未討論過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與新式樣

法保護間之關係。但是於新式樣同時亦具有營業標誌之功能時，在概念上應該不能

排除新式樣權人援引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補充保護其新式樣。 

（二）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 

德國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在營業交易上，為競爭之目的從事違反善良風

俗之行為者，得請求其停止該行為並賠償損害。」）為概括條款，經過德國學說及

實務的不斷努力，目前通說大致是採 Hefermehl 教授之見解，將違反本條之行為分

為五大類型，即獵捕客人（ Kundenfang）、阻礙（ Behinderung）、剝削

（Ausbeutung）、破壞市場（Marktstörung）以及違法行為（Rechtsbruch）1718。在

公平會於民國 82 年委託之研究報告已對此等類型及其要件有詳盡之討論19。在剝削

此一類型之下，又可分成四個次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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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他人工作成果、廣告及商譽如果尚未成為該人之營業標誌，則

任何人基於「模仿自由」（Nachahmungsfreiheit）均可自由加以使用。但他人工作

成果、廣告及商譽若已成為他人之營業標誌，則因為已受到各種營業標誌相關法律

之特別保護（例如商標法、民法以及舊不正競爭防止法第十六條），所以不可再以

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加以補充保護。然而，在前述各種特別保護所不及之處，仍

有不正競爭防止法第一條之適用，例如系爭營業標誌尚未註冊或欠缺交易效力致尚

                                                      
17 Baumbach/Hefermehl Wettbewerbsrecht, 22. Aufl., 2001, Einl UWG Rdnr. 160ff.; Köhler/Piper, 

UWG, 2. Aufl., 2001, Einf. Rdnr. 164-16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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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王海南、吳綺雲、劉孔中、蕭文生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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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2。 
20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438; Rittner, aaO., § 2 Rdnr. 7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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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形成排他的標誌權，或排他標誌權雖已形成，惟因沒有混淆之虞或商品並非同類

而未受損害，但有其他違反善良風俗的行為存在等情形21。 

三、商品或服務標誌之保護—商標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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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科 180 日之日

費罰金。」 

其實德國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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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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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商標」，其權利人亦享有排他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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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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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483. 
22 該條規定：「出於欺罔之目的，在營業交易上於商品、其包裝、廣告、價目表、商業文書、

建議書、帳簿等，未經他人同意而標識在相關交易圈被視為他人同類商品之表徵，或出於相同目

的將如此標識之商品引進市場或銷售者，應對被害人負賠償損害之責任，並處以罰金或三個月以

下有期徒刑。」 
23  Baumbach/Hefermehl (1985), Warenzeichenrecht und Internationales Wettbewerbs-und 

Zeichenrecht, 12. Aufl., § 25 WZG Rdnr. 1-2.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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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表徵之本質是一種商品或服務之標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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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與之有所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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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造形25。 

(二) 新商標法 

德國對於營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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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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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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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此外，營業標誌及地理來源標示亦可為商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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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起同時被刪除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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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使用此種廣泛商標概念的商標法與保護此等標誌的其他法律的關係，依據德國

新商標法第二條規定應該是補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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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eyer (1999), Der Begriff bekannter Marke im MarkenG, 88-89. 
25 Baumbach/Hefermehl, § 25 WZG Rdnr. 5-6. 
26 詳細內容請見劉孔中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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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27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1994), Blatt für PMZ,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49. 
28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zu § 5, Blatt für PMZ, 1994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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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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正如同現行法並沒有必要在新法以規定澄清此事29。」 

除了上述立法理由所提及之民法名稱權、競爭法、商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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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只有在智慧財產的特別法未加以規範的情形，競爭法對標誌提

供的保護才會具有重要性31。但是 Konstanz 大學商標法權威教授 Fe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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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從法理的觀點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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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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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但是這種見解牴觸商標

法第二條之立法理由，迄今無法為多數說所接受33。 

                                                      
29 Begründung zum MarkenG, zu § 2, Blatt für PMZ, 1994 Sonderheft, Das neue Markengesetz, 58. 
30 Fezer, § 2 MarkenG, 1997, Rdnr. 2. 
31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483f. 
32 Fezer, § 2 MarkenG Rdnr. 3-5. 
33 Althammer/Ströbele/Klaka, Markengesetz, 6. Aufl., 2000, § 2 Rdnr. 3; Ingerl/Rohnke (1998), 

Markengesetz, § 2 Rdn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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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公平會實務見解 

我國商標法由於可作為商標之標章極為有限（依據商標法第五條第一項限於

「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合式」），以及過於強調註冊保護制度，致

未註冊之著名標章權人可得到之保障有限，並不能禁止他人單純使用其標章（未以

之申請註冊）之仿冒行為，亦無法對後者主張損害賠償。改善之道，以逕行修改商

標法本最為直接有效，但是立法者為不變動或破壞商標法之基本體系假設，於是參

考當時德、日、韓不正競爭防止法之類似規定，選擇在公平法另闢戰場。公平法第

二十條「針對目前嚴重之商業仿冒行為，就現行法所未能規範者，而有礙公平競爭

之行為」，禁止事業為使人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混淆之行為34
：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

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

入使用該項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

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務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致與他人營業或服務之設施或活動混淆者。 

三 於同一商品或同類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於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

商標，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商標之商品者。 

前項規定，於左列各款行為不適用之︰ 

一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商品本身習慣上所通用之名稱，或交易上

同類商品慣用之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名稱或

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普通使用方法，使用交易上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或其他表

徵者。 

                                                      
34 見公平會 (1996)，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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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善意使用自己姓名之行為，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姓

名之商品者。 

四 對於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列之表徵，在未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所普遍認知前，善意為相同或類似使用，或其表徵之使用係自該

善意使用人連同其營業一併繼受而使用，或販賣、運送、輸出或

輸入使用該表徵之商品者。 

事業因他事業為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行為，致其營業、商品、

設施或活動有受損害或混淆之虞者，得請求他事業附加適當表

徵。但對僅為運送商品者，不適用之。」 

其中「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係民國 88 年修改公平法時，取代法條

原本使用之「相關大眾所共知」。在公平會的眼中，「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與「相關大眾所共知」之意義並無不同，均是「指具有相當知名度，為相關大

眾、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只是為使「本條構成要件更為明確」，才作此用

語之變動，而並無任何實質之改變。公平會並且訂有「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原則」（以下簡稱二十條處理原則）。此外，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之概括規定亦可以而且確實被公平會用來補充第二十條：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

顯失公平之行為。」 

公平法對於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的補充規定，事實上已導致某種

程度的「典範轉換」（Paradigmenwechsel），亦即相關事業以公平法之程序取代了

商標法的管道。這或許可以從公平會成立僅 10 年就已認定約 30 幾件相關事業或消

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而最高行政法院在相同期間內卻僅認定約 10 件著名標章，

得到證明。 

一、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1. 意義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二、三點，公平會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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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法第二十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係指與該商品或服務有可

能發生銷售、購買等交易關係者而言。 

三、本法第二十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指具有相當知

名度，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多數所周知。」 

公平會民國 87年 5月 11日（87）公處字第 107號處分書曾表示: 

「被處分人係為一專業投資移民諮詢顧問公司，其所引介有意願投資

移民之交易者或潛在交易者，皆為社會中較有經濟基礎之特定階

層，而此一特定階層即為本案所謂之『相關大眾』」 

2. 考量因素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點： 

「十、判斷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考量因素判斷表徵是否為相

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應綜合審酌左列事項︰ 

（一）以該表徵為訴求之廣告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該表徵

產生印象。 

（二）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行銷時間是否足使相關事業

或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 

（三）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銷售量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 

（四）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於市場之占有率是否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 

（五）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是否經媒體廣泛報導足使相關事業或

消費者對該表徵產生印象。 

（六）具有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及口碑。 

（七）當事人就該表徵之商品或服務提供具有科學性、公正性及客觀

性之市場調查資料。 

（八）相關主管機關之見解。」 

惟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744 號判決認為，表徵須有顯著性、獨特性或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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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性，並經長期使用：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保護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僅限於經長期使用而達到相關大眾所共知，交易相對人以之作為區別

商品來源之認定對象。即廠商用以區別商品來源之特徵，須有顯著

性、獨特性或辨識性，經該廠商長期使用於商品上，使一般人一見該

表徵即知該產品為某特定廠商所產製，亦即商品之表徵須具有表彰商

品來源之功能，始足當之。」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8 年度訴字第 1004 號判決則認為，商品與商標法第五條第

二項所指之商標識別性之意義近似，但並非完全相同： 

「商品表徵與商標法第五條第二項所指之商標識別性之意義近似，但並

非完全相同，商品表徵之判斷，應視該商品有無設計上之獨特性與整

體性，而形成一個與其他商品區別之特徵存在。」 

目前實務曾認定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表徵有：腦筋急轉

彎、中泰賓館、萬客隆、中華賓士、三陽、HONDA、喜美 CIVIC、

雅哥 ACCORD、H 形服務標章、企鵝、GUINESS、特使 SIGMA、

特使 SIGMA圖、三陽圖、Bramax MAX-2、金帝、YAMAHA、兜風

及圖、兜風及 GENUINE PARTS、悅氏及圖、Louis Vuitton、LITTLE 

BOBDOG、BATMAN、太古、AVNET、金門特級高梁酒之表徵（白

金龍標籤與長頸圓身透明玻璃瓶）、家樂福及「Carrefour 及圖」、

黑松沙士、MR. BROWN 伯朗咖啡、「蠻牛及圖」、公賣局「參茸

酒」之瓶身標籤、「舒跑運動飲料」外觀，Hugo Boss 生產銷售

Elements Aqua 及 Boss No.1二款香水之整體包裝、「CARTIER」商

標、台灣田邊及其五輪圖以及「特級高梁酒」「金門 38∘特級高梁

酒」及其所使用之「雙龍圖樣」。曾被認定為非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

普遍認知之表徵有：狂油、油王、味丹綠力水蜜桃、「戀」咖啡、鮮

奶油、「BRAVO EXPRESS」呼叫器、磨擦消除劑產品商標「X-

1R」、「yageo.com」網域名稱及「金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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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徵 

1. 意義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四點：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

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

服務。 

前項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見諸該

特徵，即得認知其表彰該商品或服務為某特定事業所產製或提供。 

第一項所稱次要意義，指某項原本不具識別力之特徵，因長期繼續

使用，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認知並將之與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聯

想，該特徵因而產生具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另一意義。」 

公平會民國 90 年 3 月 6 日（90）公處字第 045 號處分書認為皮卡丘玩偶之外

觀、形狀未能顯現出自一個單一來源，所以並非表徵： 

「（一）查系爭商品倘除涉及平面著作物及其名稱外，非僅以立體形式

再現原美術著作物，且該商品本身之使用具有識別力或次要意義，

即同時表彰之商品之來源者，始可進入實體審理有無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商品「表徵」

要件。按著作物角色，必須使大眾能認為是出自一個單一來源，即

表彰該商品由特定事業所出品，始有為人攀附之可能；倘系爭角色

自始即常以各種媒體出現，即不容易被大眾認為是出自一特定來

源，無法表彰該商品由特定事業所出品，即不具備次要意義，無法

受到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保護。查本案檢舉人於 87 年 8 月 31 日

出資向日本 JAEARL 東日本企劃株式會社取得授權（商品化特許

權），於台灣等市場上將「神奇寶貝」動畫影集之人物、名稱製成

各種產品或使用於商品或服務上，雖「神奇寶貝」動畫影集自 87 年

11 月下旬於國內播出以來，收視率高居同時段第一，惟消費者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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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上開商品為檢舉人獲授權引進國內，僅有印象認為是從日本

引進之卡通人物玩偶。復查本案系爭商品在電視、報紙、招牌、文

宣海報等各種廣告上，並未能顯現出自一個單一來源，且消費者購

買系爭商品之動機在該玩偶造型可愛，具有美感機能，不在於該系

爭商品係出自那一家公司出品，即無法將其與「群英社」或日本任

天堂公司產生聯想，不易被大眾認為是出自一特定來源，而具備識

別力或次要意義。意即「皮卡丘」雖出自創作，惟其知名乃係社會

大眾共同努力之結果，消費者僅知「皮卡丘」人物源自日本，惟其

立體化之商品是否源自日本或何者製造，則非消費者所在意，即難

論以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

商品「表徵」。 

2. 例示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八點： 

「左列各款為本法第二十條所稱之表徵︰ 

（一）姓名。 

（二）商號或公司名稱。 

（三）商標。 

（四）標章。 

（五）經特殊設計，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六）原不具識別力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因長期間繼續使用，

取得次要意義者。」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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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5 公平會民國 84年 5月 1日(84)公訴決字第 021號決定書認為勞力士之蠔式錶殼、波浪型之錶

圈、錶帶非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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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訴願人主張渠所生產之勞力士手錶蠔式錶殼、錶圈……等，為訴願人獨特設計之商品外

觀，經訴願人大力推廣，已成為消費大眾得以辨識以及作為與他種廠牌手錶區別之表徵，並指陳

本會原處分單位函復僅泛稱世界上以蠔式外觀生產手錶之廠商極多，而未具體敘明此項調查結果

云云。惟訴願人雖陳稱系爭商品外觀為訴願人「獨特設計」，卷查訴願人所生產勞力士手錶之外

觀造型並未取得專利之保護，且訴願人亦未提供相關製造文件證明前述商品外觀之設計係經過特

殊設計，得作為區別彼我商品之特徵，僅空言泛稱前述商品外觀為訴願人「獨特設計」，另卷查

瑞士名錶愛其華（OGIVAP）與英納格錶（ENICAR）亦有大量生產製造銷售外觀造型與勞力士錶

相同款式之手錶，義大利亦有 OROLOGI ROMA製造同款式之錶，在日本亦有東方錶，在台灣地

區豪邁錶等著名廠商大量產銷與勞力士同款式之手錶等有卷內資料可稽。是以訴願人之蠔式錶

殼、波浪型之錶圈、錶帶、日期顯示器等設計不具辨識功能，不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款「表徵」之要件，訴願人主張核不足採。 

 又訴願人主張關係人嘉宏公司銷售之路易士錶完全抄襲訴願人勞力士錶之外型，顯係依附勞

力士蠔型手錶之聲譽，參諸德國法院判決，上該行為具有商業競爭倫理非難性，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乙節，按系爭商品外觀設計尚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表徵」之要件，已如前述，且關係人嘉宏公司製造之路易士錶之「路易士」商標係屬創設商

標，並取得商標註冊證，又關係人之路易士錶係石英錶，而訴願人製造的是機械錶，兩者差異極

大，價格定位亦不同，該部分尚無證據證明關係人有攀附訴願人之聲譽而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之情事。 

 再訴願人等雖訴稱所生產之勞力士蠔式手錶之蠔式錶殼、波浪型錶圈、兩列外緣寬帶與內夾

列窄帶及緊密連式錶帶、數字盤上的日期顯示器與水晶玻璃之日期放大視窗等特徵為再訴願人等

所獨創之特殊設計，並曾於德國請准新式樣專利云云，惟該項專利已於西元 1972年屆滿，而英納

格錶、愛其華錶、威豪錶等均有產製與再訴願人所稱上該特徵之手錶；又上該特徵並未在我國享

有專利之保護，再訴人所舉陳錶殼……等設計應不具辨識功能，不符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所稱表徵之要件。 

 公平會民國 85年 12月 23日(85)公訴決字第 121號決定書認為都彭打火機之平行六面體外觀

之造型及打開頂蓋之「鏘」聲非表徵： 

 卷查訴願人於其原檢舉函主張其所代理都彭打火機之本體係由短式平行六面體上有頂蓋，頂

蓋部分佔全部機體四分之一比例，圓柱點火旋轉齒輪位於機體正面右側，雲南特殊深色樹漆結合

外觀為其特徵，並指陳坊間著名品牌打火機之造型無一與都彭打火機前述外觀相同，惟訴願人據

以檢舉之都彭打火機，均為平行六面體之造型，在外觀上可區分為機體、頂蓋及點火輪三部分。

其頂蓋位於機體上方四分之一處，係方便點火時以單指推開，為單純、普通之技術性、功能性設

計；點火輪位於機體正面右側緊鄰頂蓋處，俾符合一般人以右手使用打火機之習慣，並使打開頂

蓋之動作與轉動點火輪點火之動作能連續流暢，其設計大致係考量人體工程學上使用者於操作時

之便利性，亦為單純、普通之技術性、功能性設計，且坊間類此平行六面體外觀造型之打火機十

分普遍，卷查世界各國打火機廠商包括「ＰＬＡＹＢＯＹ」及「ＺＡＩＭＡ」等品牌亦有生產、

銷售，就此一外觀造型而言，尚無法構成區別各品牌打火機之「表徵」。縱訴願人提出渠為該產

品投入大量行銷、廣告、進口報單等相關資料藉以說明都彭打火機深受消費者喜愛，惟訴願人所

主張都彭打火機之平行六面體外觀造型係屬單純、普通之功能性、技術性設計，世界各國廠商多

有生產、銷售，尚不具有獨特及辨識性，相關大眾無法藉此外觀造型區別都彭打火機與他廠牌之

打火機，亦無法單從此一平行六面體造型即知該產品係都彭打火機，且訴願人亦未提供相關製造

文件證明前述商品外觀之設計係經過特殊設計，得作為區別彼我商品之特徵，僅空言泛稱前述商

品外觀為訴願人「獨特設計」，消費者單從櫥窗觀看打火機外型即能聯想其為都彭打火機云云。

是訴願人代理進口都彭打火機之平行六面體外觀之造型不具辨識功能，不合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表徵」之要件，訴願人主張核不足採。 

 關於「鏘」聲表徵部分，訴願人訴稱此一「鏘」響係打開頂蓋透過機身上內角簧片撞擊，藉

由青銅打造之機體產生「鏘」響之持續共鳴，任何人聽此鏘聲均能自內心產生「使用者所持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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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36
 

（三）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狀。37
 

                                                 
為都彭打火機」之聯想，具有表徵之「次要意義」乙節，查其他廠牌之打火機亦可能因其機身上

有同樣彈簧簧片等金屬類似之構造，而於打開打火機頂蓋時，發出「鏘」聲等金屬撞擊之聲音，

雖本會人員於市面上調查詢及售貨人員「會發出『鏘』響之打火機」時，售貨人員出示都彭打火

機，顯示會發出「鏘」響或為都彭打火機產品之特性之一，然亦非僅有都彭打火機才會發生

「鏘」響；又本案在判斷系爭﹁鏘﹂響得否成為表彰商品來源之表徵應以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為

斷，按一般大眾對聲響之感受不盡相同，訴願人亦僅能以「鏘」響大略地形容都彭打火機打開頂

蓋時所發出金屬之撞擊聲，另或係都彭打火機等金屬製之打火機，其「鏘」響亦會因其機身上彈

簧之彈性不同而有差異，此即之所以市面上存有「都彭調音」之緣故，然相關大眾仍無法藉

「鏘」響之金屬撞擊聲來區別都彭牌與其他廠牌之打火機，此種單純以金屬片撞擊所發出之

「鏘」響尚難謂已成為辨別都彭打火機與其他品牌打火機之表徵，訴願人此項主張，應不足採。

故本會 85年 7月 8日(85)公參字第 8304284-010號函之函復，洵無違誤，應予維持。 

 最高行政法院民國 89年 1月 13日 89年度判字第 40號判決認為 Chivas Regal容器外觀造型

簡單，為常見之威士忌酒瓶，並不具顯著性，難謂其具有識別力： 

 被告於八十五年六月調查時採集市面上現有不同廠牌產品目錄檢視，當時國內所進口之威士

忌酒類外覆銀色包裝盒者，除葉格公司代理之 Gold River 之外，尚有多家品牌採用，而原告所生

產銷售之 Chivas Regal 容器外觀造型簡單，為常見之威士忌酒瓶，並不具顯著性，難謂其具有識

別力，無法單獨表彰商品來源，且其包裝圖案、設色、說明文字等，於同類商品亦有相類之表

示，難謂係「Chivas Regal」商品之表徵。再者，威士忌酒類非一般廉價消費商品，依社會一般通

念，購買時應以所知悉之商品名稱為購買之依據，尚非僅憑單一色彩之包裝及傳統公瓶，即認為

葉格公司有違公平交易法之行為。 
36  公平會民國 85 年 6 月 26 日(85)公訴決字第 067 號決定書認為「凱復樂」抗生素之白紫色膠

囊非表徵： 

 本件訴願人訴稱白紫色膠囊已為其「凱復樂」抗生素與其他抗生素區隔之重大特徵，並使相

關大眾見諸該特徵，即得認知該藥物即係「凱復樂」抗生素。訴願人就「凱復樂」抗生素之白紫

色膠囊經長期投注心血刻意經營之成果，足以取得「次要意義」而得為商品之表徵殆無疑義。並

援引美國法院判決，已確定單純顏色本身，如其對消費者已建立次要意義，而該顏色本身不具功

能，即足可作為商品之表徵云云，查本案訴願人所援引之判決均係關於商標權之判決，而對於商

標權之案件，我國另有商標法加以規範。又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不得以相關大眾所共知

之他人商品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致與他人商品混淆」，公平

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其所稱商品外觀或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須該商品外

觀、表徵，能表彰商品來源，使相關大眾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始足當之。本案訴願人於國內產

銷之「凱復樂」（KEFLOR）商品雖為相關大眾所熟知，然一般藥品膠囊形狀多為橢圓型，並裹

以單一色系或雙色系，僅尺寸、容量略有不同，雖顏色依其色系及亮度之不同而可能產生無窮之

變化，然顯非一般人所得以分辨，故倘訴願人得以獨占有限之顏色，其他製造者亦將可壟斷深淺

不同之其他顏色，則顏色將被競爭者迅速用竭，故區別彼我商品者，除單純之顏色表示外，尚需

配合商品上其他特徵，使該顏色產生特別之意義者，始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顯示他人商

品之表徵」。故訴願人此部份主張，核不足採。 
37  公平會民國 83 年 5 月 27 日(83)公處字第 049 號處分書認為運動鞋鞋頭及鞋頂面之縫製技術

非表徵： 

 本案檢舉人美商Ｋ‧史威斯公司雖一再強調其所產製之「K-swiss」運動鞋，其鞋側面之五條

線構圖，鞋帶使用五組金屬 D 型環扣，鞋頭採用特殊之二個長方形縫製法，鞋側有兩個透氣孔，

鞋頂面之前方由三塊獨家所生產高級皮面自內往外縫接而成，商標設置於鞋內底部中央、鞋之外

側面及鞋後跟中央，鞋底採魚骨型圖樣等，已成為相關大眾所共知之「表徵」，惟查市面上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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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之內部構造。38
 

                                                 
動鞋在外觀上，鞋側面多有三條線、四條線及五條線之構圖，而有透氣孔者亦不在少數，鞋帶亦

有以 D 型扣圈繫綁，實際上此部分業經中央標準局認定鞋側面裝飾花邊及補強鞋翅之圖形花邊，

均非屬商標範疇，故而上述外觀顯然無法構成區別各品牌運動鞋之具體表徵，至於鞋頭及鞋頂面

之縫製法因已涉及製造技術層面，自難以「表徵」論列，況且運動鞋屬日常消費品，消費者經由

消費經驗，通常會另以商標、製造者為選擇因素，亦即消費者只須施以一般人之普通注意即可輕

易區別其所選擇之運動鞋；另依本會至市面調查結果，「K-swiss 古典鞋型」之價格屬中上價位，

其銷售地點均位於百貨公司專櫃及大型運動鞋專賣店；反之「Gold Hand 古典鞋」之價位則屬中

低價位，其係擺列於小型運動鞋專賣店或路邊零售點，故很明顯係爭二品牌之消費市場及消費群

有所不同，因而在交易上購買者尚不至於有對商品來源產生混淆之情事，故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要件。 

 公平會民國 84 年 3 月 17 日(84)公訴決字第 014 號決定書認為開關端子排列及底座造型非表

徵： 

 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狀者，因不具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故非本法所稱之表

徵。……本件訴願人訴稱系爭商品構造中端子排列及底座設計可依不同廠商之創意而有不同，且

其開關按鍵及塑膠固定環等可為美觀設計，得為表徵等語云云，經查卷附中、日、韓、德、瑞士

等 5國 11家廠商（含訴願人及檢舉人在內）所產製與訴願人同類之開關底座均呈十字型，且其開

關端子排列多採交叉方式，是以被檢舉人 83 年 3 月 31 日答辯補充理由書所陳，其開關端子排列

及底座呈十字型係為配合通電及不通電之狀態，避免電線互相纏繞造成配線時電線短路之情況，

必須將焊接點上電線互相錯開成對角，而根據自然人體工學，該焊接點呈交叉分布時為一最佳電

線焊接作業狀態，尚非不可採。故本會原函認系爭商品端子排列與底座造型係為實用技術、功能

所需，核無不當。而具實用性或技術性機能特徵之商品，依首揭說明，並非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

所稱之表徵，故本件訴願人系爭商品應不受該條款之保護。又訴願人雖主張系爭商品之開關按鍵

及塑膠固定環具有美觀之設計，具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惟卷查日本 TAIKO、MIYAMA 及瑞士

SCHURTER 及台灣天得公司之同類商品外觀皆大同小異，開關按鍵均呈圓型、正方型，且具採用

紅、綠及黃等之顏色。另該等商品之塑膠固定環為達止滑作用，紋路亦大同小異，若非細看比

對，尚難以辯識彼此間之不同，即以系爭商品之外觀觀察，此種紋路之不同，實難作為商品之表

徵。再者，本件被檢舉人既於系爭商品上明顯標示其自創品牌「DECA」、「CIC」於商品上，交

易相對人見此標示當可清楚分辨商品之來源，自無與訴願人商品產生誤認混淆之虞。是以本件原

函認被檢舉人所產製、銷售商品無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違反，洵無違誤。 
38  最高行政法院民國 88年 8月 7日 88年度判字第 3098號判決 

 本件原告檢舉滿心公司及益鑫公司涉嫌違反前開規定，經被告調查結果，以滿心公司僅將

「PLAY BOY」商標轉授權予益鑫公司使用於皮件商品，並無證據證明滿心公司參與益鑫公司

「夢幻兔」系列皮件花紋、款式之設計，且「夢幻兔」系列皮件亦非其營業所提供或販售之商

品，滿心公司非涉案行為主體，本件涉案行為主體應僅益鑫公司。而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所保護之表徵，係指某項具識別力或次要意義之特徵，其得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

使相關大眾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或服務。又商品慣用之形狀、包裝，商品之內部構造等，不具表

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非該條所稱之表徵。本件原告之「達克金典」皮面紋飾繁複交錯，欠

缺作為表彰商品來源之顯著性，一般消費者施以普通觀察，尚難據以認知或聯想該皮件商品為某

特定事業所產製、提供，雖原告提出其他廠牌皮包上之紋飾得認以表彰商品來源，然該等皮件上

之紋飾實係商標之連續排列，與原告「達克金典」繁複之紋飾顯不相同。且本案雙方所產銷之各

式皮包外形，均為市場所習見，乃商品慣用之形狀，就消費者而言，原告所產銷之各式皮包外形

並無特殊意義。至原告指稱益鑫公司仿襲其設計之皮包內隔層設計乙節，以該等皮包隔層，乃屬

商品之內部構造，旨在提供實用之機能，不具表彰商品來源之顯著性，與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第一項所稱「表徵」要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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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惟行政院訴願會民國 85年 1月 8日台 85訴字第 00655號決定書表示，功能性

設計之外觀有自由創作空間者，並非當然不是表徵： 

「惟查系爭壓扣開關自動控制裝置產品雖因涉及製造技術層面，著重其

技術性甚於外觀表現，然功能性設計之外觀是否即無自由創作空間

而非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規定所保護之表徵，似應就其他廠牌之

同類產品比對後而為判斷。再訴願人一再訴稱東鍠公司仿襲其菇頭

型控制本體之設計，經檢視再訴願人提示之樣品比對結果，東鍠公

司之產品與再訴願人之產品非僅在菇頭型控制本體上近似，其產品

之整體外觀亦雷同，此為原處分機關所不否認，雖東鍠公司提出義

大利 GVR. BRETER公司、美國 CGB公司、日本 IZUMI公司及德國

BBC 公司等之電器元件產品型錄影本主張香菇頭型之外觀設計非再

訴願人所獨創，惟上開公司之產品整體外觀與再訴願人產品之整體

外觀迥異，得否僅以系爭產品涉及技術層面，著重功能性設計而謂

系爭產品之外觀非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規定所保護之表徵？又再

訴願人訴稱系爭壓扣開關自動控制產品之規定、尺寸、構造及外觀

均因廠商廠商不同而有異，不同廠商之產品間彼此無相容性或替代

性，而東鍠公司之產品卻可與其產品替代使用云云，所訴是否屬

實，原處分機關亦未予究實究竟系爭壓扣開關自動控制裝置產品之

規定與其系列之產品有若干？國內廠商使用之情形為何？宜先行查

明。再者，原處分機關以東鍠公司之產品未於國內市場銷售，即認

該公司主觀上無混淆再訴願人產品之意圖，其論據為何？是否凡屬

外銷廠商之產品即無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適用？東

鍠公司之產品打印有再訴願人所稱係屬錯誤之 L5 250V 2W字樣，該

字樣是否電器元件常用之規格表示方法？並未向專業機構查證，僅

以系爭產品之設計著重於適用性及技術性，縱使外觀雷同亦不構成

抄襲之認定，容有重引審酌必要。爰將本部分原決定及原處分均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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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四點表示：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相同或類似之使用，相同係指文字、圖形、記號、

商品容器、包裝、形狀、或其聯合式之外觀、排列、設色完全相同

而言；類似則指因襲主要部分，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

普通注意猶有混同誤認之虞者而言。」 

公平會民國 85 年 7 月 6 日（85）公訴決字第 069 號決定曾認為，商標之使用

與服務標章之使用並非相同或類似之使用： 

「查行政法院 73 年判字 794 號判決理由稱」關係人（本案之被檢舉

人）以『黑松牛軋糖店及圖』申請服務標章，其圖樣上主要部分為

中文『黑松』二字，與原告（本案之訴願人）所有著名標章『黑

松』相同，二者已構成近似。」（見原卷行政法院 73 年判字 794 號

判決理由欄）係依商標法所為之認定，與本件原處分依公平交易法

所為之判斷，兩者屬不同法律之適用；次依該行政法院判決所認定

者係被檢舉人所有之「黑松牛軋糖店及圖」與訴願人所有之「黑

松」服務標章近似，與本件訴願人所訴稱之事實不同，蓋參照中央

標準局對於「服務標章」之解釋，係指凡對不特定第三人，提供確

實存在且獨立之服務，而獲取相對報酬者，始有申請服務標章之必

要，如僅係本身所營事業（包括生產、製造）商品之內外銷行為，

因並無「服務」存在，故非屬服務標章之申請範圍，而應屬商標申

請範圍。再依商標法第六條規定，凡「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

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標帖、說明書、價目表或其他類似物件上，

而持有陳列或散布」之行為，即屬「本法所稱商標之使用」。本件

訴願人爭執者係被檢舉人以「大黑松小倆口」作為廣告招牌、標章

及商標使用，與訴願人所有之「黑松」標章構成近似，易致消費者

混淆誤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之規定，依前開中央標準局之

解釋及商標法第六條規定，可知本件被檢舉人以「大黑松小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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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於廣告之年曆卡、訂購單、廣告說明書、消費者通訊函等行為

應屬商標權之使用範圍，非屬服務標章之使用，故兩者屬不同事

件，本會原處分並未違背行政法院之判決，是訴願人所持理由顯不

足採。」 

四、混淆之虞 

公平會認為本條所稱之「混淆」係指「對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有誤認誤信」（二

十條處理原則第六點），採取所謂「狹義之混淆」的觀點，亦即對事業之同一性有

所錯誤，將不同之事業混同為同一事業。但是在實務上亦經常使用對事業之關聯性

所生之「廣義混淆」，即相關大眾雖然知道系爭商標所標示之事業為不同，但誤以

為他們之間有經濟上、經營上、組織上或法律上（例如授權或贊助）之關聯，例如

中泰賓館案（公平會民國 82 年 3 月 26 日（82）公訴字第 50941 號訴願決定）、企

鵝商標案（公平會民國 85 年 4 月 1 日（85）公處字第 044 號處分）及黑松沙士商

品外觀案（公平會民國 89年 2月 24四日（89）公處字第 019號處分）。 

公平會曾認為在下列情形並無混淆之虞： 

1. 「異域 II—孤軍」之電影名稱與「異域」乙書 

2. 「大黑松小倆口」與「黑松」 

3. 「黑松 HEY- SONG 及圖」商標與「曼卡羅沙士」 

4. 「INTERNET MAKRO」、「網際萬客隆購物網站」與萬客隆公司之「萬客隆」

及「MAKRO」 

5. 「全球寶島鐘錶」與「寶島鐘錶」 

6. 「台灣田邊食品」與「台灣田邊製藥」 

7. 「台塑加油站」與「台灣塑膠工業」、「台塑石化」 

五、以第二十四條禁止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公平會於民國 82 年公告之「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案件處理原則」第四點

（二）項 1.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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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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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對於是否構成違法之判斷上，應衡量榨取行為帶給大眾之利

益以及損害被榨取者及競爭秩序之不利益，並考量榨取者其手段之

不當程度，以及被榨取之標的是否著名等各種因素加以衡量。常見

之榨取他人努力成果行為有下列幾種類型： 

(1) 依附他人聲譽。 

(2) 依附他人著名廣告。 

(3) 不當模仿他人商品或服務之外觀（但如其行為符合公平法第二十

條之規定者，則適用該條之規定）。 

(4) 利用他人已投入廣告行銷之努力或成本，而推廣自己商品之銷售

（例如於真品平行輸入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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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法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十六點與之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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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於民國 87 年 7 月 30 日（87）公處字第 163 號處分即以積極攀附他人商

譽禁止廣義混淆之虞： 

「審酌檢舉人及被處分人公司之中文名稱、商品之標示與表徵方式及其

商品及服務之類別及客戶特性等市場之區隔為整體判斷，客觀上尚

難謂有使一般相關大眾對二者商品之來源或產製主體發生混淆誤認

之虞，故本案尚難認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情事。……然審酌被處分人商品銷售型錄封面及公司人員名片，

皆將其英文名稱「AVNET TECHNOLOGY CO. LTD.」之特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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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NET」放大，「TECHNOLOGY CO. LTD.」則以小字置於

AVNET 之下，顯有故意突顯「AVNET」字樣，易使人誤認系爭字

樣為被處分人產品之商標或誤認被處分人為檢舉人 AVNET公司旗下

之子公司，或者具有授權或贊助關係。被處分人攀附檢舉人所努力

建立之商譽以達增進自身交易機會之意圖，足以認定。故無論就效

能競爭原則或商業倫理之本質觀之，被處分人之行為應屬本法第二

十四條所規範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時隔 8 年，公平會於民國 91 年 1 月修正「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案件處理

原則」，其中第三點（二）項提及「本條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介入，應以合致『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要件且具有公共利益性質之行為為限」，第五點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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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愓效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

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效果之

案件…。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則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

定。」其中第七點（一）項 1.規定： 

「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之不公平競爭行為： 

1. 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判斷是否違法原則上應考量（一）遭攀附或高度抄襲之標的，應係

該事業已投入相當程度之努力，於市場上擁有一定之經濟利益，而

已被系爭行為所榨取；（二）其攀附或抄襲之結果，應有使交易相

對人誤以為兩者屬同一來源、同系列產品或關係企業之效果等。惟

倘其所採行手段可非難性甚高（如完全一致之抄襲）者，縱非屬前

述二因素之情形，仍有違法之虞，應依個案實際情形，綜合判斷

之。其常見行為態樣有： 

(1)攀附他人商譽 

判斷是否為本條所保護之商譽，應考量該品牌是否於市場上具有相

當之知名度，且市場上之相關業者或消費者會產生一定品質之聯

想。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 25 

(2)高度抄襲 

判斷高度抄襲，應綜合考量（一）該項抄襲是否達「完全一致」或

「高度近似」之程度；（二）抄襲人所付出之努力成本與因而取得

之競爭優勢或利益之關聯性及相當性；及（三）遭抄襲之標的於市

場競爭上之獨特性及占有狀態。 

(3)利用他人努力，推展自己商品或服務之行為。  

公平會民國 90 年 3 月 6 日（90）公處字第 045 號處分雖然認為皮卡丘玩偶之

外觀、形狀並非表徵，但認定被處分人亦步亦趨地模仿皮卡丘之主要特徵部分，確

屬不當仿襲並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 

「（二）復查系爭「皮卡丘」商品上之吊牌雖以日文標示製造商，且標

示其授權人日本公司「Nintendo.CREATURES GAMEFEAK TV 

TOKYO. SHO-RO.JR KIKAKU」，白金貼紙上標示「群英社 授權限

在台販售」等文字，然查系爭商品之外觀、形狀等表示，如前所述

無法使消費者將其與市面上系爭「皮卡丘」之製造商或授權之「群

英社」產生聯想，非屬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所稱之商品「表徵」。

按一般消費者不會注意何人授權或有無授權，只要該商品在外觀上

看來，認為是合乎美觀或精緻即可，並非在意其商品來源及是否會

產生混淆，故本案的重點在於有無積極甄別彼我商品之外觀或表

徵，及是否攀附他人著名聲譽或不當仿襲他人商品外觀之競爭倫理

性。故被處分人於 88 年向香港純毅機械公司採購進口之「俏皮鼠」

填充玩具，於同年 5月 28日被警查獲數量大約 21,000個，從扣案當

事雙方證物之造型，除被處分人在正面作三種不同表情、動作、姿

勢及配飾外，不僅全身黃色系相同，且從雙眼、紅腮、朵尖黑色、

手腳大小、背脊有二咖啡色條紋及尾巴形狀，幾乎完全一致，除被

處分人未經授權製造、販售外，亦未思創新，亦步亦趨地模仿「皮

卡丘」之主要特徵部分，足證被處分人確有不當仿襲檢舉人「皮卡

丘」商品外觀、形狀，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行為。再查檢舉人就

「皮卡丘」之外觀、形狀，已建立普遍商譽，廣受消費者歡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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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故被處分人之系爭行為不符合商業競爭倫理，為不公平競

爭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公平會 90 年 7 月 25 日（90）公處字第 092 號處分認為「全球寶島鐘錶」雖然

與「寶島鐘錶」不致混淆誤認，但是後者為知名鐘錶公司之一，前者顯有攀附其聲

譽，故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二）查檢舉人係於民國 58年設立登記，從事鐘錶業迄今已有 30餘

年歷史，百餘家連鎖店，該公司並分別於 50 年、83 年及 88

年取得「寶島 PORTER」商標、「寶島 FORMOSA 及圖」聯

合商標及「寶島 FORMOSA 及圖」服務標章，且經由大量媒

體廣告及長期間使用該公司名稱，檢舉人業為國內知名鐘錶公

司之一，並足使一般大眾熟知。而被處分人係於 89 年方設立

登記，理應知道檢舉人為知名鐘錶公司，卻另設立與檢舉人公

司名稱類似之「全球寶島鐘錶有限公司」，且經營與檢舉人相

同之鐘錶業，顯有攀附檢舉人聲譽，榨取其努力成果之情事。

再者，早在被處分人設立前，檢舉人於被處分人所在之珠寶街

附近已有二家連鎖店（大仁店及五福店），此有檢舉人大仁店

及五福店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屬年月份可稽，依常

理判斷，被處分人於設立前應對珠寶街周遭之鐘錶同業有所瞭

解，然被處分人明知檢舉人為知名鐘錶公司及其大仁店及五福

店之地點，卻未積極彰顯彼我公司名稱之差異，於珠寶街設立

與檢舉人公司名稱類似之「全球寶島鐘錶有限公司」，並經營

同樣之鐘錶業，雖然「寶島」與「全球寶島」尚屬有別，且被

處分人使用之招牌顏色、設計及服務標章與檢舉人慣用者有所

不同，其所使用之橫式招牌亦有別於檢舉人及珠寶街制式橫式

招牌，惟不論是否造成消費者混淆，亦不論對檢舉人營業是否

造成實質影響，被處分人意圖攀附檢舉人公司名稱之行為，至

為明顯，有悖於商業競爭倫理，且對市場效能競爭有所妨害，

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 27 

三、綜上，被處分人明知檢舉人為知名鐘錶公司，卻仿襲該著名公司名

稱，並經營同樣之鐘錶業，顯有攀附檢舉人聲譽，榨取其努力成

果，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規定39。」 

                                                      
39  類似見解有公平會 90 年 8 月 13 日(90)公處第 105 號處分（雖認為「台灣田邊食品」與「台

灣田邊製藥」當不致就商品來源產生混淆，但是因為「台灣田邊」屬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著名表徵，前者行為整體顯有以積極行為攀附「台灣田邊製藥」之商譽，故違反公平法第二

十四條：「(二)查本案檢舉人所使用之「台灣田邊」、「五輪圖」為相關事業及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之表徵，已如上述，而被處分人除以「台灣田邊食品」字樣作為其公司中文名稱特取部分，並

以日語發音之英文「TAIWAN TANABE」為公司英文特取名稱。經查國內以「台灣田邊」之相同

特取部分為公司名稱者，僅檢舉人與被處分人兩家。而被處分人就其英文特取部分，亦捨棄一般

國語發音之「Tien Bien」，而仿襲檢舉人採用日文發音之「TANABE」。被處分人有意模仿檢舉

人之著名表徵，藉攀附其商譽不當謀取自身交易機會，其違法情節應已足資認定。次查被處分人

並於八十四年申請使用與檢舉人「五輪圖」商標近似之「田邊及圖ＴＴＦ」（即四輪圖）商標，

指定使用於啤酒、汽水、果汁等飲料，核其所為，亦有攀附相關事業或消費所普遍認知之他人表

徵，使人誤認其為檢舉人之關係企業或與檢舉人有關，以增加自已交易機會之情事。被處分人雖

辯稱該「田邊及圖ＴＴＦ」商標雖因近似於檢舉人之「五輪圖商標」而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撤

銷，已不再使用，並申請其他商標使用，惟被處分人除使用「台灣田邊食品」及日語發音英文

「TAIWAN TANABE」為公司中、英文特取名稱外，並復於其產品上使用「田邊聖品」字樣，其

前開行為整體顯有以積極行為攀附檢舉人之商譽，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核已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以及公平會 90 年 8 月 31 日(90)公處第 122 號處分（雖然認

為：「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雖然與「台灣塑膠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不致混淆誤認，

但是因為「台塑」為著名公司名稱，前者有稀釋淡化「台塑」之可能，並積極攀附「台塑」關係

企業聲譽，故違反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二)查「台灣塑膠公司」簡稱「台塑」，迄今使用近 50 年，且陸續設立關係企業，從事油

品市場之生產與銷售，於大眾媒體亦為相當數量之廣告，已投入相當之努力累積其商譽。本案被

處分人使用「台塑加油站」公司名稱，雖係依公司法規定而使用，惟其特取名稱「台塑」，與

「台灣塑膠」公司名稱之簡稱「台塑」；及「台塑石化」公司之特取名稱「台塑」有相同或類似

之處，縱然其個別均已標明不同業務種類，仍有造成稀釋淡化之可能。故使用公司名稱之行為如

具有不公平競爭本質時，仍應受公平交易法之規範。因被處分人公司名稱原為「詠常加油站股份

有限公司」，於政府開放油品市場自由化之過程中，台塑石化公司投入油品市場之際，更名為

「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在加油站市場產生競爭之效果。故被處分人變更公司名稱，使用

與台塑企業著名公司相同或類似名稱之行為，顯有利用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台塑」之信心而獲

取交易機會之嫌，積極攀附他人商譽之意圖與行為，使台塑企業在加油站市場從事競爭的效能受

到影響，核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情事。  

 (三)被處分人在加油站之賣場雖標明本身之註冊商標，惟其中「台塑加油站」五個字字體特

大，「豐原、后里直營站」字體較小，並未標明全稱「台塑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樣。由被

處分人加油站之招牌文字整體觀之，構成積極攀附「台塑」關係企業聲譽之行為，屬於榨取他人

努力成果，具商業倫理之非難性。換言之，被處分人使用「台塑」之著名公司名稱，為加油站市

場之商業競爭行為，原本應各憑本事在公平交易基礎上競爭，惟其在賣場之招牌文字標示之行

為，不論是否造成消費者混淆，亦不論對檢舉人營業是否造成實質影響，被處分人意圖攀附檢舉

人公司名稱之行為，至為明顯，已侵害到以品質、價格、服務等效能競爭之本質，故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二十四條之顯失公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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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文見解 

一、公平法第二十條 

雖然對於公平法第二十條未來的命運，本文的立場是建議採德國立法例，亦即

將之自公平法刪除，而納入商標法之中，儘早結束目前公平法與商標法分裂的狀

態。但是在現行規定下，仍有必要為公平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四條之保護規定建構

一個可與商標法妥善區隔的理論與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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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關於商標法、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民法「所未能規範者」，作者已另

有論述，在此不贅41。以下僅針對仍然需要釐清者加以探討： 

(一) 本條不排除註冊商標 

若是從減少公平法與商標法之重疊處著想，本條之商標似不應該包括已註冊商

標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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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法以禁止、取締（而非設定權利）之方法補充商標法之不足。因此公平會認為本

條之商標當然包括已註冊之商標43，最高行政法院 89 年度判字第 254 號判決亦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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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見公平會編印 (1996)，公平交易法立法目的與條文說明，17。 
41  劉孔中 (2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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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卷 3期，226-227。 
42  謝銘洋認為被檢舉者若為「已註冊」之商標公平會原則上不宜介入，見氏著從相關案例論公

平交易法上表徵之保護，公平會 (2002)，公平交易法施行十周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87-312。 
43  例如（83）公處字第 093 號處分書，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3 卷第 9 期，10；（84）

公處字第 038號處分書，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4卷第 4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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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徵之功能重在區別而非來源 

依據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四點，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特別是來自某特定事業）

是表徵的唯一功能。準此，公平會民國 90 年 3 月 6 日（90）公處字第 045 號處分

認為，國人認知之「皮卡丘」因為不易被大眾認為是出自一特定來源，所以並非表

徵。不幸的是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七四四號判決亦採相同見解：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所保護之商品容器、包裝、外觀，

僅限於…廠商用以區別商品來源之特徵，須有顯著性、獨特性或辨識

性，經該廠商長期使用於商品上，使一般人一見該表徵即知該產品為

某特定廠商所產製，亦即商品之表徵須具有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始

足當之。」 

然而本文認為將表彰商品或服務來自某特定事業作為表徵的唯一功能，是落伍

且不切交易現實的。商標表徵之最基本的功能其實在於將某商品或服務與其他事商

品或服務區別。在此基本功能之下，又可細分為來源功能、保證功能、品質功能

（或信任功能）及廣告功能。其中又以來源功能為 19 世紀歐洲商標法制的典型功

能，尤其是在公司商號名稱作為商標之情形，商標可明確指出商品或服務來自某特

定事業，所以來源功能最為顯著。德國舊商標法僅保護商標之來源功能，而不保護

其他三種功能。此即公平會前述見解的源頭。 

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商標的來源功能大打折扣，因為 1.商標不僅用於別人我

之商品或服務，而且亦常被用於區別同一事業內不同之商品或服務（例如光陽機車

不同之車種名稱）；2.消費者所在意的並不在於是否確實知悉商品或服務來自某一

特定事業（例如消費者幾乎都不知道黑人牙膏是由何家廠商生產），而是其產品之

同質性44。因此，德國新商標法不再以來源功能為其唯一保護之功能，商標不再附

屬於事業而獨立成為事業可任意處分之財產標的，並且將舊法不保護之保證功能、

品質功能及廣告功能納入保護之範圍。在此情形下，商標來源功能雖然仍是商標一

項重要功能，但不再是唯一的功能45。 

                                                      
44  Fezer, Einl MarkenG Rdnr 30-33. 
45  Fezer, Einl MarkenG Rdnr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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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公平會前述之見解顯然已落伍，更何況商標來源功能之法理亦從未

要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必須確切知道系爭商品或服務來自某一特定事業（有誰知道

「神隱少女」是哪家日本動畫公司出品？）。準此，本文建議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四

點以區別功能取代來源功能。 

(三) 識別力之特徵無庸特別顯著 

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四點認為「所稱識別力，指某項特徵特別顯著」。毫無疑

問，這亦屬過時的見解。因為標章或表徵的最基本功能在於區別，只要能區別不同

產品或服務即可，無庸「特別顯著」。商標法於民國 82 年修改時，即是以此為由

刪除其第五條第一項「特別顯著」之要件。沒想到公平會卻在此重蹈錯誤的歷史。

至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88年度訴字第 1004號判決之見解，則為一種玄想： 

「商品表徵與商標法第五條第二項所指之商標識別性之意義近似，但並

非完全相同，商品表徵之判斷，應視該商品有無設計上之獨特性與整

體性，而形成一個與其他商品區別之特徵存在。」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第二十條處理原則未來逕以民國 90 年 8 月 9 日之商標法

再修正草案之第五條第二項為其內容：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表徵，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購買人認識其為表彰

商品、服務、營業、設施或活動之標識，並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服

務、營業、設施或活動相區別。」 

(四) 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需具備極高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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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小於或等於47
三種。從立法者於公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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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基本研究」，287；蔡明誠，「網域名稱在台灣的法

律保護問題」，81；廖義男認為「相關大眾所共知」與「著名」不同，不須達到「聲名遠播」或

「著有盛譽」之程度，僅須「因其商品或服務有廣泛行銷而具有高度知名度」，惟未附理由說明

其見解，見氏著，公平交易法之釋論與實務（第一冊），68；德國學者 Gloyer 基於前二者之用字

不同，而且前二者並非無法區分，故認為二者不同，見氏著 Der Schutz bekannter Mark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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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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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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應該認為高於後者，方屬合理

的解釋4950。隨著商標法的不斷改進，公平法第二十條存在之必要性應該會逐漸降

低，終究會被商標法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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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持反對之見解51。但令人不解的是何以「公平法規範之重點不在於普遍

                                                 
Taiwan und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107。 

47  徐火明，公平交易法論，182；黃榮堅認為「從文字的本身來看，著名和相關大眾所共知」

很難說有什麼不同，見氏著，濫用商標行為之刑事責任，222。商標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對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七款所稱著名商標或標章之定義（：「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該商標或標章已

廣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與公平法第二十條之「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

知」幾乎完全相同。 
48  此次商標法修正草案第五條規定：「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

其聯合式所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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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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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87。 
50  純就文字而言（當然文字是有限的），公平會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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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局著名標章認定要點第二點第三項認為「所謂

相關大眾所共知，係指商標或標章已為通常或可能接觸其使用相關商品或服務之相當多數大眾所

熟知者而言」。其要求知名度之數量較低，因為依據一般之語義，「相當多數」低於半數。 
51  見黃銘傑，商號之登記、使用與著名標章之保護，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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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表徵人依公平法之權能遠大於商標法（因為可請求三倍損害賠償），實則

等於賦予其大於商標權之權利，若表徵權可輕易取得，商標法又有何存在意義可

言？因此，公平會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三點應提高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得知

表徵」之要求為「具極高知名度，為絕大多數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知悉」。 

(五) 「相同或類似使用」之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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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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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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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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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在以上的了解下，本文建議參照商標法的混淆之虞將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

一、二款修改為： 

「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不得有左列行為︰ 

 一 以足以產生混淆之虞之方式，使用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

其他顯示他人商品之表徵，或販賣、運送、輸出或輸入使用該項

表徵之商品者。 

 二 以足以產生混淆之虞之方式，使用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

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標章或其他表示他人營業、服

                                                      
52  Heath (2001), The System of 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in Japan, 294. 
53  Heath, The System of 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in Japan, 95,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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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設施或活動之表徵。」  

或將就現行條文而僅修改第二十條處理原則第五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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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方能避免公平會日後再如同民國 85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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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混淆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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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最高行政法院（例如 76 年度判字第 43 號判決54、智慧局「類似商品及類似服

務審查基準55」，以及公平會「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案件處理原則」及公平會

實務，均蘊含「廣義混淆之虞」的思維。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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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平法既應

該在商標所不能及之處補充商標法，因此並無必要將對標誌之保護限於商品或服務

之來源，而可及於對商品或服務本身之混淆以及對表徵之主體的混淆56。事實上公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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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本件原告…所創用之「DAN RIVER」商標，…早在民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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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BEAU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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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4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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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謝銘洋則認為混淆應是指「表徵本體」混淆，見氏著從相關案例論公平交易法上表徵之保

護，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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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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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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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未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之意義 

在此必須澄清的是，「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與該條第一項第三款之

「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意義是否相同？在立法史料上，從未見立法者對此二

者之意義及彼此間之關係有何說明。二者若無不同，則後者已可涵攝於前者之中，

立法者又何必特別再就後者加以規定？本文建議吾人回到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一第一

項之原本精神上尋找答案。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會員國允諾，於註冊國或使用國之主管機關認定商標複製、仿製或翻

譯在其國內已為受本公約保護之人所有並使用於相同或類似商品之

著名商標，足以導致混淆時，依職權（若其立法許可）或依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駁回、撤銷該商標之註冊，並禁止其使用。商標之重

要部分構成系爭著名商標之複製或足以與之混淆的仿製者，亦適用

前段規定。」 

亦即會員國允諾對於在註冊國或使用國（而不是在該會員國）內之著名標章提

供保護。因此本條所指之「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可以係指雖在我國尚未但已

在其他巴黎公約會員國成為著名商標。當然此種解釋很可能是作者後設式的假說，

但卻也能會「未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找到有意義的規範內涵57。公平會在第二十

條處理原則並未對此有何規定，僅在民國 85 年 10 月 29 日（85）公訴決字第 103

                                                      
57  馮震宇則懷疑本款規定是否有繼續存在之必要。見馮震宇等，未經註卌外國著名商標認定原

則之研究，95。 



 公平交易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 35 

號決定書提及未經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一次，亦採相同見解： 

「查訴願人所代理之磨擦消除劑產品商標「X-1R」係屬前揭法條所稱

「未經註冊之外國商標」，此為訴願人所不爭。而為查明其是否屬

外國「著名」商標，本會前曾於 84 年 7 月 31 日以（84）公參字第

05708 號函請訴願人提供「X-1R 為外國著名商標之具體事證」，訴

願人旋即提供原廠產品說明錄影帶、在台促銷錄影帶、X-1R 產品贊

助國際性賽車之快報、產品書面說明書影本、用戶使用說明書影

本、原廠自 1991 年即於美國從事行銷之雜誌影本等資料佐證，惟核

前開資料僅屬其產品說明及簡略促銷資料，缺乏有關原廠產品於國

外市場之營業額、行銷量、占有率等可證明其係屬外國著名商標之

資料」。 

在此建議未來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未註冊之外國著名商標」改為

「在外國之著名商標」。其次，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同一商品或同類

商品之用語不僅不符合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文字（相同或類似商品），而

且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十六條第三項（將已註冊著名商

標之保護擴及於不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規定，未來修法時應加以改正。 

(八) 善用第三項之規定 

他事業之表徵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發生是否混淆之虞的爭議

時，在歷經公平會之行政處分程序及事後各種行政救濟程序後，往往已事隔多年。

彼時，任誰也無法還原發生爭議時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之認知，或不去考慮系爭表徵

組成或表現方式現在可能已有的改變（因此使得縱使當時確實發生的混淆之虞消於

無形），或完全忽視他事業已善意平行使用其表徵多年。所以從有效救濟的觀點來

看，禁止他事業使用表徵並不是最好的選擇，而應該是要求其附加適當區別表徵。

以最高行政法院 86 年度判字第 2501 號判決之「大黑松小倆口」與「黑松」為例，

縱使如該院所言，前者經長期大量宣傳又已具相當知名度，但是仍然不能排除其與

黑松有混淆之虞的可能，或例如於本文作者於他文討論之黑人牙膏案件，公平會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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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最高行政法院命令，但卻很難在事隔多年後再就其與白人牙膏之爭議作成仲

裁。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最好的保護，其實就是令其他事業就其表

徵附加適當表徵，以資區別並避免混淆之虞，這正是公平法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之

旨意，未來應善用該項之規定息紛止爭。 

(九) 公平會應有權不受理財力雄厚表徵權利人之檢舉案件 

具有前述要求極高知名度之表徵，通常雄厚財力，以公平會實際認定為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徵為例，幾乎均是如此。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普遍認知之表

徵權人既然資源豐富，所以以自己之資源維護表徵，應無任何困難，公平會並無介

入的必要。尤其是在渠等連証明表徵具有極高知名度之市場調查都未進行的情形，

公平會又有何正當性去為其有無受到第二十條保護而費神？故公平會委實應有權選

擇不以有限的行政資源補貼財力雄厚的表徵權利人，亦即不受理由此種權利人為自

己之表徵所提出之檢舉案件，而責其以民事訴訟途徑保護其表徵。 

二、公平法第二十四條 

（一）對第二十條之補充 

公平法第二十條之保護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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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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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不當行為由於並非公平法第二十條所窮盡規範，尚有其「剩餘的不法內

涵」，故再引用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加以規範，並不會違反公平會「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之案件處理原則」二所稱之「補充原則」或學說中所謂「窮盡規範原則」。

尤其我國事業以中小型者占絕大多數（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渠等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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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然會想要訴諸公平法第二十四條。不過公平會應該只有在仿冒行為涉及重大

公共利益時，才有必要以公平法第二十四條出面制止襲用或抄襲他人營業標誌之行

為，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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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吾人檢視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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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二十四條之實務均不符此原則，而只是在於保護個別之權利人。 

(二) 本條案件處理原則之檢討 

其實攀附他人商譽與榨取他人努力成果在本概念類型上均是「榨取他人」的一

種行為，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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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依靠他人商譽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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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的行為，亦即所謂「攀附他人商譽」

之行為58，亦可稱為「榨取他人商譽之行為」（Anlehnung, Rufausbeutung）59。攀附

他人商譽的行為又可分為兩大次類型，即以(1)關於混淆營業標誌來源及商品或服務

本身之方式攀附他人商譽，以及(2)在不導致混淆之情形下，以他人之營業標誌推薦

自己營業標誌的攀附行為。第二種攀附他人商譽之類型，對於被攀附者造成之損失

是其營業標誌之商譽因為被不當用於推薦攀附者而稀釋、淡化（ diluted, 

verwässert），例如 Dunhill被用於作為檳榔攤之商號。 

他人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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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原本可避免的來源混淆，即可能

構成違法的榨取行為。此處，他人之努力成果僅須具有競爭上的特殊性，例如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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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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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他人努力成

果」與「攀附他人商譽」的分界處。基於上述理解，新版公平法第二十四條案件處

理原則，其中第七點（一）項 1 之規定整體而言，可資贊同。第一，其對混淆之理

論已擴及於廣義的混淆之虞，亦即在同一來源之外，亦納入關於「同系列產品或關

係企業」之錯誤認知。第二，以榨取他人努力成果為一上位概念並無不可，惟將

                                                      
58  Baumbach/Hefermehl, § 1 UWG (22. Aufl.) Rdnr. 541. 
59  王海南、吳綺雲、劉孔中、蕭文生，前揭報告，133-。 
60  Köhler/Piper, aaO., § 1 Rdnr.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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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他人努力，推廣自己商品或服務」獨立成為一種榨取他人努力成果之態樣，

似無必要，因為其已被涵攝在「攀附他人商譽」之態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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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on of Business Identifiers According to Fair Trade Act 

Liu, Kung-C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Article 20 of the Fair Trade Act does 

not exclude registered marks; the function of marks lie in distinguishing goods or services 

and not in indicating their sources; the character of the distinguishing ability needs not to 

be “distinctive”; the Fair Trade Act complements the Trademark Act in that it covers the 

confusion about the goods or services per se and the legal subject to which they belong;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should be able to refuse to take complaints from resourceful 

undertakings, who can protect their rights by civil actions. Dilution is not covered by 

Article 20, and is subject to Article 24 of the Fair Trade Act. 

Key words: Fair Trade Act, Trademark Act, dilution, marks, distinguishing ability,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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