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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專利法、商標法已在我國實施多年，權利人的權利範圍於專利法、商標法中各

有明確規範，並分別在專利公告與商標公告中完全披露。因此，他人可很容易地瞭

解和判斷權利人可主張的權利範圍，並可避免侵犯權利人的專利權或商標權，藉此

降低商業運作的風險。 

專利權期限屆滿或消滅後即成為公共財，任何人皆可製造、使用或販賣，市場

將回歸自由競爭，因而具有促進創作人再創作、研發更多新的技術，使產業得以持

續發展，消費者也可在自由競爭市場中購買到價廉物美產品等功能。商標法也有相

似規定，若商標權人在商標專用權到期後不申請延展，不再享有該商標專用權，爰

此，依商標法與專利法之規定，專利權與商標權的期限具有屆期，當專利權、商標

權期限屆滿或消滅後，權利人不再享有法律所授予的專有排他權。 

「商品表徵」規定於公平交易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由於不需註冊，也無任

何主管機關認定。因此，即使進行事前檢索和分析，他人也不能完全排除侵犯權利

人著名之「商品表徵」。本文研析「商品表徵」判斷標準、RIMOWA 在臺灣與中國

的判決，對「商品表徵」因權利不明確造成產業經營的風險及與設計專利制度的衝

突，提出解決方案，期望在合理保護權利人的情況下，降低其他業者成本和經營風

險。 

關鍵詞：公平交易法、商品表徵、RIMOWA、著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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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我國企業型態是以中小企業1為主，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在 2017 年中小企業白

皮書調查，我國 2016 年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 97.73%，就業人數達 881 萬人，占全國

就業人數 78.19%。其中採獨資經營的中小企業占 53.71%，經營 10 年以上的中小企

業占 51.18%2。爰此，我國企業的特性多數是屬於資本小、員工數少的小企業、甚至

是 5 人以下的微型企業。 

2015 年行李箱品牌 RIMOWA3對「加賀精品行」等 5 家國內行李箱業者提出智

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訴訟，主張彼等所販售之行李箱外觀違反公平

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侵害原告所擁有於行李箱上所

實施的「商品表徵」，該案在 2016 年 9 月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原告 RIMOWA 勝訴，

被告應付原告新臺幣 100 萬元，RIMOWA 在此一判決勝訴後，旋即於同年 11 月及

次年陸續對國內十餘家業者提出同樣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訴訟。 

由於上述被告業者，皆屬於資本額不大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企業規模極小，

訴訟費加上賠償金，對被告而言已近於全部的資本額4。又 RIMOWA 在我國對其所

主張的「商品表徵」並無註冊商標，也無專利法授予之專屬排他權；依其官方網站

是公開於 1937 年5已超過 80 年，早已逾著作權保護期限，可為大眾自由使用，故在

未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前，實無從認定 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外觀在國內是符合公

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商品表徵」要件，若要求業者逕自判斷是否有侵犯

他人「商品表徵」，實顯苛求，此一事件，當時對很多行李箱的業者產生莫大的震

憾與無助。 

爰此，期望經由本文的研究及探討，找出解決方案，並在不損及原商品來源之

權利下，讓一般業者在投入生產或販賣前，便可以明悉所生產或販賣的商品是否屬

於他人「商品表徵」，以解決業者生產及銷售上所產生的困擾，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1 經濟部所頒定的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 2 條。 
2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根據 2017 年度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顯示 2016 年中小企業家數持續成長」，

https://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4610&ctNode=724&mp=1，最後瀏覽日期：2018/8/31。 
3 RIMOWA 官方網站，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最後瀏覽日期：2018/11/6。 
4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之被告加賀精品行資本額僅為 124 萬元；105 年

民公訴字第 3 號被告威世奇實業有限公司資本額為 60 萬元、昕鑫國際有限公司資本額為 300 萬

元。 
5 RIMOWA 第 1 次公開百褶設計是公開於 1937 年，惟在訴訟中，RIMOWA 皆稱公開於 1950 年，

參 RIMOWA 官方網站，http://www.rimowa.com.tw/history.php，最後瀏覽日期：2018/9/3。 

https://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4610&ctNode=724&mp=1
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
http://www.rimowa.com.tw/histor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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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表徵」之於美國與我國 
「商品表徵」有別於一般傳統具有文字的平面商標，傳統文字商標透過文字的

描述，對於認識該文字意義的消費者而言，可以快速、容易地經由文字所傳達的訊

息，瞭解該文字商標所要傳達商品來源的訊息，也透過文字訊息產生辨識商品來源

的功能。也因如此，傳統文字商標受文化教育程度的限制，對於部分低教育程度或

無法辨識該文字的消費者而言，文字類型的商標無法或降低達到傳遞商品來源的目

的6，例如圖 1 若非認識該文字，無法透過該文字產生辨識商品來源。 

 

 

 

 

圖 1 商品之局部外觀 
資料來源：Picclick, https://picclick.com/Coca-cola-bottle-African-Ethiopian-collection-可口可乐

瓶非洲埃塞俄比亚系列 1980 和 2000 年-292291584546.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6/30. 

表現於商品外觀、形狀的「商品表徵」雖不具有文字訊息，卻以商品外觀上的

獨特形態，予人視覺訊息，訊號的傳遞媒介是圖像訊號而非文字訊號。因此，「商

品表徵」的訊號傳遞強度較文字商標更為強烈，可以擴及高度文化水準地區與低度

文化水準地區，完全不受識字程度的影響。如圖 2，若將圖 1 之產品完整呈現，大多

數人便可產生該產品之商品來源是可口可樂。 

 

 

 

 

 

 

圖 2 為圖 1 商品之完整外觀 
資料來源：Picclick, https://picclick.com/Coca-cola-bottle-African-Ethiopian-collection-可口可乐

瓶非洲埃塞俄比亚系列 1980 和 2000 年-292291584546.html,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6/30. 

                                                        
6 Thomas S. O'Connor, “Trade dres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n ancient yet new for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67(3)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303-30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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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商品表徵」成為近年來業者作為與其他業者產生辨識、區隔的重要商業

資產，也逐漸成為各國法律保護的一環。 

（一）「商品表徵」之於美國 

1.Lanham Act 之實施 

1946 年，美國國會通過 Lanham Act，提供商標使用人可依該法註冊商標，該法

第 1052 條也明定：「申請人的所標示商品的商標得與他人商品區分，不得因其性質

而拒絕在主要登記簿上登記」，爰此，任何人只要提出與他人具有識別性的「元素」

申請註冊商標，USPTO 是不可以拒絕申請人註冊申請為商標，因此 USPTO 在 1958

年准許了 Ex parte Haig & Haig, Ltd.有關於瓶子的立體商標7註冊登記，如圖 3 所示： 

 

圖 3 美國註冊商標第 670723 號 

資料來源：USPTO, http://tsdr.uspto.gov/documentviewer?caseId=sn72014450&docId= 
ORC20051110100407#docIndex=13&page=1,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31. 

由於容器的外觀主要是賦予消費者美觀的視覺功能，同時也具有供裝填物品的

實際功能，這與設計專利或發明專利有關，若准予註冊為商標，將阻擋他人製造相

同外觀的容器，也會造成阻擋他人製造相同商品進入市場的障礙，形成壟斷性的不

公平競爭，剝奪消費者因競爭所受利益8。 

                                                        
7 USPTO 註冊商標第 670723 號。 
8 Wal-Mart Stores, Inc. v. Samara Bros., 529 U.S. 205, 213. “Consumers should not be deprived of the 

benefits of compet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utilitarian and esthetic purposes that produc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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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商品外觀雖不具有先天的識別性，若因長期行銷使消費者產生辨識商品來

源的功能時，便具有取得商標註冊的「次要意義」，由於 1946 年 Lanham Act 並未

提供未註冊但具「次要意義」商品表徵之保護，故在 1988 年，美國對 Lanham Act

進行了修定，將未註冊但具有次要意義的「商標表徵」列入保護範圍9。 

2.構成「商品表徵」之判斷因素 

(1)「次要意義」之判斷 

「商品表徵」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消費者辨識商品來源，以避免造成消費者誤買

的行為，若「商品表徵」不具有「先天的識別性」又成為商品外在形狀、顏色之一

部份，則必須證明該「商品表徵」在消費者的意識中，除了是商品本身的使用目的

或功能外，還必須產生表明商品來源的意義，此意義便稱之為「次要意義（Secondary 

Meaning）」。 

1917 年 Crescent Tool Co. v. Kilborn& Bishop Co.一案10，原告生產一種新形狀的

活動扳手，並將其命名為「Crescent」；被告（Kilborn & Bishop Co.）也生產同樣形

狀的活動扳手，但被告在扳手及包裝上並沒有標示「Crescent」字樣，而是標示為「K 

& B 22%」，並且在被告的包裝上有明顯標示有被告的公司名稱。 

本案在地方法院時，法官同意原告所申請的臨時性禁止令，禁止被告繼續販售

此一商品；然，本案在第二巡迴法院認為，原告並未證明其所主張「Crescent」造型

的活動扳手所顯示的「商品表徵」足以讓消費者與商品來源產生聯結，即原告無法

證明此造形的活動扳手的「商品表徵」，是具有與商標用以標示商品來源功能相同

的次要意義。 

在 Crescent 案中，似乎已說明，商品的造型或許可以作為所謂的「商品表徵」，

但要構成被告不公平競爭要件時，商品的形狀相同或相似與否，並不足以評斷是否

構成不公平競爭的要件，而是，必須讓消費者在選擇購買時，不再因美觀或者實用

                                                                                                                                                  
 

ordinarily serves by a rule of law that facilitates plausible threats of suit against new entrants based 
upon alleged inherent distinctiveness.” 

9 15 U.S.C. §1125(a). 
10 Crescent Tool Co. v. Kilborn & Bishop Co., 247 F. 299 (2d Cir.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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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而是當消費者見到該商品形狀時，便下意識地與該商品的來源產生聯結，

因此任何人皆可以製造與他人相同的商品特徵，縱使兩者是完全相同，除非這個「商

品特徵」在被告製造前已經在消費者的意識中與第一製造者該商品的來源產生聯結

11，即「商品表徵」必須取得次要意義，此時，原始「商品表徵」之業者才得以主張

專用權。 

2018 年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在 Converse, Inc. v. International Treade 

Commission 一案中12指出，用以判斷「次要意義」的因素，即 a.商品表徵與實際購買

者的特定來源的關聯（通常通過市場調查來衡量）；b.使用的時間、程度和排他性；

c.廣告的數量和方式；d.銷售額和客戶數量；e.故意複製；f.未經請求的媒體報導體現

該商標的產品。並且認為以上六個因素是相互關聯的，應該一起評估13。又本案法官

指出，原告必須在第一次侵權發生之前取得表徵之「次要意義」的證據14，也即在以

上述六項判斷因素進行判斷時，其判斷的時間點須在第一次侵害該商品表徵前即已

取「次要意義」之證明。 

(2)「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判斷 

1994 年 Conopco, Inc. v. May Dept. Stores Co.一案中15，法官認為所謂的混淆，原

告必須證明有實際的混淆16，才足以作為損害賠償的依據。本案法官認為實際的混淆

通常是通過使用直接證據，即購買公眾成員的證詞，以及通過間接證據，例如市場

調查或消費者反應測試來證明17。 

                                                        
11 Id., at 300. “…the public cares who does make them, and not merely for their appearance 7and 

structure. It will not be enough only to show how pleasing they are, because all the features of beauty 
or utility which commend them to the public are by hypothesis already in the public domain. The 
defendant has as much right to copy the ‘nonfunctional’ features of the article as any others, so long as 
they have not become associated with the plaintiff as manufacturer or source.” 

12 Converse, Inc.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No. 16-2497 (Fed. Cir. 2018). 
13 Id., at II.A. 
14 Id., at II.D. 
15 Conopco, Inc. v. May Dept. Stores Co., 46 F.3d 1556 (Fed. Cir. 1994). 
16 Id., at 1563. 
17 Id., at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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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八巡迴法院，對混淆可能性的判斷，提出以下六個判斷因素18：a.原告商

標的強度；b.原告與被告商標的相似性；c.產品的相似性；d.產品的競爭力接近；e.

被告的意圖；f.實際混淆的情況。除判斷實際混淆的情況外，仍須判斷兩者商標的相

似性。即，當同一商品具有相同或相似「商品表徵」，若分別明顯標示有不同的商

標，且兩者商標不具相似性時，依上述六項判斷因素進行判斷，消費者受誤導產生

混淆的可能性便相對的低。 

(3)「非功能性」之判斷 

1982 年 Morton-Norwich Prods., Inc.就所生產的一種噴霧罐容器遭駁回商標註冊

提起上訴19，上訴人曾就該種噴霧罐容器取得發明專利第 3479290 號及設計專利第

238655 號，USPTO 認為該噴霧罐容器之外形，是為了產生容器功能，因而具實用的

功能性，縱使該容器取得用以表彰商品來源的「次要意義」，也不符合 Lanham Act

准予註冊的要件。對於何謂「具功能性的商標」？本案上訴法院在本案提出了四項

判斷因素： 

a.專利揭示表徵的功能性； 

b.申請人宣傳表徵的功能性； 

c.是否有替代性設計的可能；以及 

d.表徵是否可由相對簡單或廉價的製造方法取代產生。 

以上稱為「Morton Norwich factors」，提供評估「商品表徵」是否為功能性的參

考依據，也列為現今 USPTO 商標審查的基準20。1998 年，美國國會再次修正 Lanham 

Act，明確將「具功能性」商標排除於可准予註冊商標之標的21。 

(4)模仿「商品表徵」之善意動機 

「商品表徵」在 1988 年 Lanham Act 第 43 條(a)(1)立法前，是於普通法之不公

平競爭法中所規範。不公平競爭法之立法目的，主要強調商業誠信、鼓勵合法交易、

保護善意、防止誹謗。因此，不公平競爭法的規範是在保護誠實的業者，抑制不誠

                                                        
18 Squirt co v. Seven-Up Co., 628 F.2d 1086, 1091 (8th Cir.1980). 
19 In re Morton-Norwich Products, Inc., 671 F.2d 1332 (1982). 
20 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1202.02(a)(v). 
21 15 U.S.C. §1052(e)(5); 15 U.S.C. §1052(f); 15 U.S.C. §1091(c); 15 U.S.C. §1064(3); 15 U.S.C. 

§111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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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業者22，抑制任何藉由偽裝所進行的欺騙和欺詐的不公平競爭23，此為 1939 年

Sinko v. Snow-Craggs Corp.24一案中，美國第七巡迴法院對於「商品表徵」意義及目

的所為之闡述。 

法官在審理中發現，被告 Craggs 並非僅是完全複製 Sinko 的握把，被告在其商

品上也將 Craggs 的公司名稱、製造商及商標都有標示在該握把的附件上。另外，被

告的產品是被包裝在印有「Cragg Steering Wheel Spinner and Control」包裝盒中，且

被告在廣告或銷售上也沒有使用「Sinko」這個商標名稱，法官認為不公平競爭法主

要是在強調誠信、鼓勵合法交易，只要符合這個原則，任何的商業行為不應視為構

成不當交易，即任何人可以製造除受專利壟斷的商品25，因此，被告並不構成不公平

競爭的行為，合法的模仿行為應視為常態性的商業競爭方法之一。 

(5)「商品表徵」之善意使用 

在 1882 年 Coats V. Merrick Thread Co.一案中26，生產縫線的原告 Coats，在纏繞

縫線的原木軸端部貼有標籤，原告就該標籤的外觀設計及設計布局曾取得設計專利

權27及商標註冊，如圖 4 所示: 

 

圖 4 Coats 之標籤28 

資料來源：摘自 Trade Dress: Evolu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22 Sinko v. Snow-Craggs Corp., 105 F.2d 450, 452 (7th Cir. 1939). “…equity will protect the honest, and 

restrain the dishonest, trader.” 
23  Id., “the doctrine underlying unfair competition cases is to restrain deceitful and fraudulent 

competition in whatever garb of misrepresented identity it assumes.” 
24 Id.  
25 Id., at 452. “As a manufacturer, one has a perfect right to make any article of commerce not covered by 

a patent monopoly.” 
26 Coats v. Merrick Thread Co., 149 U.S. 562 (1893). 
27 該專利權於 1877 年到期消滅。 
28 Darius C. Gambino & William L. Bartow, Trade Dress: Evolu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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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 Coats 所主張的「商品表徵」是以圓形標籤貼附在縫線原木軸的端面上，金

邊黑字，在標籤的內圈中標示有原告的商標「J. & P. COATS」、「200 YDS」及「BEST 

SIX CORD」字樣，並在外圈的 12、3、6、9 點鐘方向標示有與中心數字相同的「40」

字樣，並在外環的任兩「40」字樣間由交叉線連接29。 

被告 MERRICK 也是生產一種以六線為一股的縫線，並在縫線軸的端部貼有相

似於原告金邊黑字的標籤，如圖 5 所示： 

 

圖 5  MERRICK THREAD CO.之標籤30 

資料來源：摘自 Trade Dress: Evolution, Strategy and Practice 

法官認為，在 1865 年前，在美國並沒有以六線為一股所製造的縫線，在 1865

年後由「Willimantic Linen Company, George A. Clark & Co.」及被告分別開始生產此

一類型的縫線，並在線軸的端部貼有金邊黑字的標籤，被告所生產的線軸也有 200

碼長度，另外，在 1865 年之前或之後，已有數家公司先後使用相似的標籤在縫線軸

上31，這些公司已經生產相同縫線軸，也使用類似於原告之商標近 20 年，於此 20 年

間，原告並沒有對這些公司提出異議，形同默示32，原告並沒有專用權利，既然原告

沒有獨占排他權，因此本案被告只是做了其所擁有的權利33。 

(6)專利權與「商品表徵」之關係 

                                                        
29 Supra note 26, 568. 
30 Darius C. Gambino & William L. Barto, supra note 28. 
31 Supra note 26, 570. 計有 Orrs & McNaught, George A. Clark, J. & J. Clark, the Williston Mills, the 

Semples, the firm of Kerr & Co., the Hadley Co., E. Ashworth & Son 等使用相似的標籤。 
32 Id., at 571. 
33 Id., at 569, 570. “…if the plaintiffs had no exclusive right thereto, and defendants had done only what 

others had don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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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ellogg Co. V. National Biscuit Co.一案34，法官認為原告並非是第一個製造枕

形碎麥餅者，製造該枕形碎麥餅是由 Henry D. Perky 於 1893 年引入，並且取得設計

專利，其設計專利如圖 6： 

 

圖 6  美國設計專利第 24688 號 

資料來源：USPTO, https://pdfpiw.uspto.gov/.piw?Docid=D0024688&homeurl= 
http%3A%2F%2Fpatft.uspto.gov%2Fnetacgi%2Fnph-Parser%3FSect1%3DPTO1%25
26Sect2%3DHITOFF%2526d%3DPALL%2526p%3D1%2526u%3D%25252Fnetahtm
l%25252FPTO%25252Fsrchnum.htm%2526r%3D1%2526f%3DG%2526l%3D50%25
26s1%3DD024688.PN.%2526OS%3DPN%2FD024688%2526RS%3DPN%2FD02468
8&PageNum=&Rtype=&SectionNum=&idkey=NONE&Input=View+first+p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31. 

Henry D. Perky 在 1908 年將公司改名為「The Shredded Wheat Company」，在 1930

年為原告所收購35，同時該 Perky 為製造該碎麥餅設備的發明專利 US548086 也已經

在 1912 年 10 月 15 日到期消滅。由於製造設備專利權消滅後，專利權人對於枕形的

碎麥餅形狀、其製造方法及製造該枕形碎麥餅的機械設備已不具有限制他人製造、

使用及販賣的排他權，即意味市面上可以具有不同業者以相同的製造方法或裝置，

製造相同形狀之枕形的碎麥餅，設計專利權與發明專利權喪失的結果，將導致原權

利人再無權利擋阻其他人販售或製造相同枕形碎麥餅的權利，爰此，除原有專利權

人外的所有人皆有自由從事生產、販售此種枕形碎麥餅商品的權利，爰此，消費者

                                                        
34 Kellogg Co. V. National Biscuit Co., 305 U.S. 111 (1938). 
35 Id., at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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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應當自覺該商品來源不再是來自特定的一人36，自然無法構成用以辨識商品來源

「商品表徵」。 

3.小結 

美國對「商品表徵」的目的、構成態樣、構成要件及是否構成侵害原創者的「商

品表徵」，依本節的探討，可歸結如下： 

(1)「商品表徵」的目的 

商品表徵的目的是使消費者能清楚識別商品來源，不產生混淆誤認，以保障原

創商品來源業者及消費者的權益，抑制任何藉由偽裝所進行的欺騙的不公平競爭（如

Sinko v. Snow-Craggs Corp.案）。 

(2)「商品表徵」的構成要件 

a.無先天識別性者，須取得識別商品來源的「次要意義」。 

b.須為「非功能性」的「商品表徵」，「非功能性」的判斷標準可參考

「Morton-Norwich factors」。 

(3)是否構成侵害「商品表徵」的判斷 

a.動機是否構成侵害「商品表徵」，須檢視模仿原「商品表徵」的動機，如果沒

有誤導、欺瞞消費者的動機及事實，且模仿者已盡其所能標示商品來源，因無

誤導消費者的事實，即無構成侵害原「商品表徵」來源業者之虞（如 Crescent 

Tool Co. v. Kilborn & Bishop Co.或 Sinko v. Snow-Craggs Corp.案）。 

b.若該表徵已為業者普遍慣用的表徵，便無排他權，其他業者可以善意使用，如

Coats V. Merrick Thread Co.。 

c.須具非功能性。亦即，商品表徵若具功能性，則非為保護範疇。 

（二）「商品表徵」之於我國 

                                                        
36 Id., at 120. “Where an article may be manufactured by all,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can no more assert 

exclusive rights in a form in which the public has become accustomed to see the article and which, in 
the minds of the public, is prim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article, rather than a particular producer, than 
it can in the case of a name with similar connections in the public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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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法實施前 

我國在公平法實施之前，對於仿製相同物品外觀行為，原創業者並無明確的法

源可以請求損害賠償。惟在我國高等法院 78 上（一）更 35 判決「Pentel 修正液容器」

外觀仿冒一案，被告仿製原告的容器相同外觀，被告雖於容器外觀上標示有不同的

英文標示，供消費者識別，但於該判決中，法官認為被告之商品有導致消費者產生

嚴重混淆誤認，顯然有悖正常商業競爭秩序，此一行為違反誠信商業交易風俗，惡

意損害原告，因此構成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他人」的規定，判決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37。 

我國法律既然無不允許他人仿製無排他權商品的規定，他人複製無排他權的產

品理應無違法之虞，將無違法行為指其為背於善良風俗，似顯牽強，也有礙市場自

由競爭的原則，自由市場應容許不同業者以相同商品進行相互競爭。若「Pentel 修正

液容器」之創作者自始不申請設計專利進行積極的保護，是否應視其為已放棄主張

專有排他權的權利，同意為公眾使用，形成公共財的一部份，如若認為未曾主張專

利權的 Pentel 案仍可享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

於他人」的權利主張，那麼設計專利權人在專利權消滅後是否可相同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權利；如為是，則與專利制度在專利權消滅後轉為公共財的制度相

悖，若為否，將會造成創作人為何要申請設計專利保護的疑惑。因此本文認為，既

然我國專利制度實施已久，制度也極完備，符合設計專利規範之商品，宜採申請設

計專利為先的保護措施，除可免專利制度遭到破壞外，也藉由專利法核准後的公告

制度，讓他人可知悉權利人的權利範圍，可有效降低商業糾紛與相關訴訟。 

2.公平法實施後 

(1)何謂「商品表徵」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曾於 1999 年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二十條案件之處理原則」38，對於著名之「商品表徵」39定義為： 

                                                        
37 廖義男主持，公平交易法之註釋研究系列（二），公平交易委員會 9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246
（2004）。 

38 本處理原則已於 2015 年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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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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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依本處理原則第 8 條所示，可為表徵之態樣為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標章、

經特殊設計，商品容器、包裝與外觀，另依該處理原則第 9 條不可為表徵之態樣為

商品普通之說明文字、內容或顏色、具實用或技術機能之功能性形狀、商品之內部

構造、營業或服務之慣用名稱。 

(2)「商品表徵」與其他智慧財產權之競合 

我國於 2003 年再次修正的商標法中，已准予顏色、聲音、立體形狀之商標申請

註冊，2011 年商標法更擴大准予如動態、全影像等具識別性商標之註冊
40
，其中立體

形狀、顏色等特殊商標，在現今商業的應用已可構成具識別商品來源的「商品表徵」，

即構成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之「商品表徵」
41
，使公平法與商標法的保

護標的形成競合。惟該公平法所規範者屬「著名」之商品表徵，於商標法則無「著

名」、「非著名」之限制42；由於此一競合狀態，使權利人的權利可有機會獲得重複

保護43，似有不當；爰此在 2015 年公平法修法中，於公平法第 22 條第 2 項增訂，若

該「商品表徵」已取得商標註冊，便不適用公平法之規定，以解決商標法與公平法

                                                                                                                                                  
 
39 2015 年修法前之公平法第 20 條，於修法後移列於修正後之公平法第 22 條，並將其中「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修改為「著名」，依其修法理由之說明，該「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

遍認知」與「著名」兩者意涵相同。 
40 商標法第 18 條「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

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 
41 王敏銓、黃皓陽，「美國商標法對營業包裝與非傳統商標之保護—兼論我國對立體商標的保護」，

中原財經法學，第 22 期，27（2008）。 
42 商標法雖無明文規定立體商標申請之限制，但依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2 日經濟部經授智字所頒

布的現行「非傳統商標審查基準」之「商標識別性審查基準」往往需符合後天識別性之要求始

准予註冊商標，因而與公平法中著名之標準相當。 
43 2015 年 2 月公平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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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保護的競合問題，避免權利人過於濫用公平法44，藉由行政制裁方式解決私權紛

爭之現象產生45。 

公平法所謂之「表徵」猶可為商品容器、包裝、外觀，為專利法第 121 條所稱

之設計所包含46，明顯地，現行公平法與專利法也同樣存在重複保護的問題。 

(3)「著名」之判斷 

何謂「著名」？公平會在「大和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釣具」及「高仕之筆」47案

中，係以公聽會所調查之知悉比率判斷是否為大眾所公知、是否達著名程度；而在

「水滴巧克力」一案中，原告引用富比士全球最有價值品牌之排名為第 99 名、多則

報紙之新聞報導、美國巧克力市場排名、美國知名民意調查、國外眾多媒體報導等

等，欲證明其已達「著名」程度，然法院認為，上述原告所引證之新聞報導等，屬

於活動內容與表徵無關，且多屬國外事實，不足作為國內消費者熟知之依據48。 

對於原告而言，需提交何種證明或數據才可以達到「著名」程度、對競爭業者

而言，如何在未訴訟前便可得知何項商品表徵已達「著名」程度。依現行法規制度，

是否達到「著名」程度，仍全憑人為依法審理後所採之自由心證，不同的心證結果

勢將造成業者的困擾，自由市場經濟本容許各種合法的競爭手段，如果屬未達「著

名」程度表徵的商品，若法律未禁止，任何業者在自我評估認為符合商業利益時，

便可積極投入生產相同外觀的商品，並進入市場，他人無從也無權阻止，法之目的

在於定分止爭，如不能讓業者安心投入生產，便有檢討如何讓達「著名」程度的「商

品表徵」明確化的必要。 

(4)「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判斷 

與前節「著名」程度的判斷相同，公平會也未對何謂「致與他人商品混淆」制

定判斷標準，就我國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中所謂「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判

                                                        
44 孫安婷，著名商標之保護－商標法與公平法之調和，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69（2014）。 
45 劉蓁蓁、王義明，「公平法與商標法重疊交錯的地帶論著名商標及商品外觀之保護」，智慧財

產權月刊，第 79 期，11（2005）。 
46 專利法第 121 條第 1 項「設計是指設計，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

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47 吳翠鳳，「簡介公平會對仿冒案之鑑定」，公平交易季刊，第 2 卷第 2 期，88、92（1994）。 
48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5 號民事判決，12。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fOdCa/record?r1=2&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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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公平會在鑑定時，通常會以公聽會對參與者進行調查，依調查結果認定是否有

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可能，例如在「大和」釣具一案中，認為購買這類產品的消費

者皆屬專業人士，加上「大和」售價高於被告，消費者在購買時便不會產生混淆49，

此是由消費者實際購買行為所產生的推理結論。 

在前述「水滴巧克力」一案，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被告的包裝上標示有與原告不

同的商標，不會構成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混淆誤認的疑慮50，此是依法審理後自由心證

推論所得的結論，並無查證是否實際上產生混淆。 

爰此，關於成就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致與他人商品混淆」要件的判斷，

究採須實際產生混淆誤認或依法審理後自由心證直接進行構成混淆之判斷，顯無統

一的判斷標準，業者實無所依循。 

(5)構成侵害之判斷 

我國公平會對於是否構成侵害公平法之「商品表徵」，在「大和精工股份有限

公司之釣具」一案中，認為原告「大和」主張其市場占有率（下稱市占率）已達 18%，

並參酌參與公平會所舉辦之座談會，該產品應為大眾所共知，雖被告所生產的產品

外形與原告相同，但對於消費者而言在售價上也能夠產生區別，且被告已明確標明

為臺灣製造與原告日製之產品有別，消費者在購買時，經由店員的介紹，也可區分

兩造之產品，因此縱使兩造外形相同也不發生混淆，故無構成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

第 1 款之虞51。 

另在美商高仕「CROSS 筆」一案，公平會於公聽會上有 54%認為被告所生產的

筆與原告之外形相同，46%認為兩造之外形不相同，但有 85%的人認為在通常的情況

下兩者不致產生誤購，主因在於，被告所生產之筆具並無「CROSS」商標，兩者不

論在重量、成色、售價上不同，且此種名牌筆具之消費者通常在購買時會特別注意，

自有審視之能力，不致在購買時產生混淆、誤購情事，爰此，並不構成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所列之情事52。 
                                                        
49 吳翠鳳，前揭註 47，88。 
50 前揭註 48，13。 
51 吳翠鳳，前揭註 47，88；另該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已修正移列為現行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 
52 吳翠鳳，前揭註 47，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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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平會所進行的實務鑑定中，判斷「商品表徵」是否為「著名」時，係引

入公聽會進行調查，猶如 Converse, Inc. v. ITC 一案中，法官提出用以判斷、評估次

要意義時要考慮的第 1 項判斷因素「通過市場調查來衡量商業外觀與實際購買者的

關聯」，藉由參與者對原告的著名程度進行判斷，本文認為所取得的數據是符合科

學性而有參考價值。 

三、RIMOWA「商品表徵」在臺灣與中國之訴訟 

（一）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53 

1.事實 

2015 年原告 RIMOWA 主張被告所販售的「Eason」及「LEADMING」行李箱外

觀上的設計「均採取與原告所有『百褶設計』高度近似之『商品表徵』」54，如圖 7

所示： 

「Eason」行李箱 

  

                                                        
53 於本判決前智慧財產法院尚作成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中間判決，惟該中間判決之被告所販

售之行李箱外型近似於本判決「LEADMING」行李箱，另該中間判決內法官取得心證之理由與

本判決法官所得心證理由相當，因此本文不重覆論述之。 
54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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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MING」行

李箱 

  
圖 7 「Eason」及「LEADMING」行李箱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表徵」，是具有以下八項特徵55： 

(1)行李箱上有寬約 1 吋相互平行的長溝槽設計，溝槽間以折紋彼此區隔。 

(2)長溝槽沿著行李箱的最長邊延伸。 

(3)長溝槽設計的寬度一致。 

(4)相互平行的折紋以立體的形式在行李箱的外側表面延伸。 

(5)平行長溝槽設計包含複數在折紋間延伸的平面長溝槽。 

(6)箱子外側表面形塑有折紋延伸的複數平面。 

(7)立體延伸的折紋規律地分布在外部平面上。 

(8)折紋會在其邊緣形成暗與亮不同的反光，且此反光與平面的亮度不同。 

可分別如圖 8 所示56： 

 

 

                                                        
55 同上註，5，第 165-172 行。 

56 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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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RIMOWA 之商品表徵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附表 1 

值得注意者，RIMOWA 於本訴訟中聲明，並非所有直條設計的行李箱，皆侵犯

其商品表徵，例如 American Tourister 型號 Spot-Lite 的行李箱，係以突起細條紋間隔

寬平面、彼此間之寬度不一致、只呈現一面而未延伸到其他平面、表面反光之亮度

一致等方式呈現，如圖 9 所示： 

 

圖 9 American Tourister 型號 Spot-Lite 

資料來源：Yahoo 拍賣，https://tw.bid.yahoo.com/item/【快樂瞎拼】全新-American-Tourister-
美國旅行者-Spo-100171193861，最後瀏覽日期：20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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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判決法官得心證理由 

(1)RIMOWA 系爭「百褶設計」是否為公平法規定所保護之「商品表徵」 

本案法官認為，RIMOWA 所主張前述 8 個運用在行李箱表面上的表徵，其「整

體形塑原告行李箱具有沿著行李箱表面最長邊延伸複數相互平行之等寬約 1 吋平面

長溝槽與區隔長溝槽之複數個平行立體折紋，其立體折紋形成明暗反光與平面之亮

度不同之『百褶設計』外觀」57；另外，RIMOWA 係自 1950 年首度將飛機機身上的

紋路應用到行李箱上，其海報以小人舉起行李箱，意喻質輕、耐用和堅固可參，如

圖 10 所示： 

 圖 10 RIMOWA 小人海報 

資料來源：RIMOWA, 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8/11/6. 

再者，RIMOWA 於歐盟、美國及德國皆有註冊商標，另由 RIMOWA 的商品目

錄、行銷廣告、營業場所的店面外觀、官方相關網頁資料或型錄均強調「百褶設計」

係其經典設計，足見 RIMOWA 是有意以「百褶設計」，作為其行李箱外觀之表徵的

意圖58。 

                                                        
57 前揭註 54，11。 
58 前揭註 54，12。 

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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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IMOWA「百褶設計」之行李箱外觀係為著名表徵 

本案表徵是否著名，法官採用了下列的判斷因素： 

a.「商品表徵」之概念強度 

法官認為 RIMOWA 行李箱「百褶設計」之外觀，是取自於 1950 年飛機機身上

的設計，其原始概念並非 RIMOWA 首創；另外，被告在本案也所提出具有不同比例、

與 RIMOWA 不同槽距之百褶設計行李箱，爰此，智慧財產法院認為「近似 RIMOWA

『百褶設計』特徵之其他行李箱不少，是『百褶設計』之外觀，其本身識別性之概

念強度不高59」。 

b.始終如一地傳達相同「商品表徵」之概念 

本案法官認為 RIMOWA 自 1950 年即強調以「百褶設計」作為行李箱外觀之表

徵，有型錄、網路資料、店面裝潢可稽，推出之行李箱商品，無論行李箱材質、顏

色、圖案如何更動，其行李箱外觀之「百褶設計」表徵始終不變，是原告從一而終

傳達行李箱商品「百褶設計」之概念。2003 年 RIMOWA 進入國內市場，仍一本初

衷於行李箱外觀使用「百褶設計」，有相關之網路資料、店面設計、相關報導可考，

明確建立原告行李箱「百褶設計」之外觀表徵，始終如一傳達相同「商品表徵」之

概念。 

c.廣告行銷 

法官認為 RIMOWA 以「百褶設計」作為店面設計元素，自 2010 年起，於各大

主要新聞媒體、報章雜誌、網路廣告等強調行李箱「百褶設計」之表徵，廣告費用

由 2010 年之 3 百餘萬元成長至 2013 年之 1 千餘萬元；此外，RIMOWA 亦透過電影

及電視劇場置入性行銷具有「百褶設計」之行李箱，而有大量廣告行銷的事實。 

d.營業狀況與品牌形象 

法官認為 RIMOWA 在臺灣設有旗艦店、百貨公司專櫃、直營店等共計 15 個銷

售據點，自 2003 年起至 2013 年之總營業額分別由 70 餘萬元上升至 7 億餘元，其營

業額成長曲線如圖 11 所示： 

                                                        
5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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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RIMOWA 2003-2013 年營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另外，依今周刊 2014 年「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關於行李箱類別，第 1 名

為 RIMOWA 行李箱占 14.9%，又 2013 年「商務人士理想品牌大調查」關於行李箱

類別，RIMOWA 為第 2 名占 14.9%，因此為相關業者與消費者所知悉。 

e.媒體廣泛報導 

法官採認原告 RIOMOWA 的舉證，計有王菲等名人喜愛 RIMOWA「百褶設計」

之行李箱及多家媒體報導，法官認為上述新聞報導「廣泛傳達『百褶設計』係原告

行李箱之表徵，而為相關事業、消費者知悉60。」 

綜合上述 a~e 之理由，本案法官認為 RIMOWA 行李箱的百褶設計「表徵之概念

強度固然不強，惟原告自始即有意以『百褶設計』作為行李箱之表徵，且相關行李

箱商品外觀全部使用『百褶設計』，並長期忠實地傳達其行李箱具有『百褶設計』

之概念，廣告行銷或媒體報導亦廣泛正確地傳達『百褶設計』係原告行李箱之經典

表徵；此外，原告營業額大幅成長，暨品牌形象深入相關事業及消費者等各情事，

堪認原告行李箱外觀『百褶設計』之表徵具有高度市場強度，而為相關事業、消費

者所普遍認知，並與原告之行李箱商品連結。是堪認原告行李箱外觀『百褶設計』

具有區別商品來源之功能，且為著名表徵61。」 

                                                        
60 同上註。 
61 同上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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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之產品與 RIMOWA 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構成混淆之判斷 

被告所販售之 Eason 及 LEADMING 兩款行李箱，是否與 RIMOWA 所揭示「百

褶設計」構成混淆，法官係依以下 4 個判斷因素進行判斷： 

(1)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之注意力 

本案法官心證認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購買行李箱時所施於之注意力，首重行

李箱本身應有的功能，例如耐重抗壓的能力，除此之外，消費者在選購時也會隨著

流行文化盛行，對於時尚美感、設計也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故相關事業或消費者

選購行李箱時注意力會傾注於行李箱之品質、功能、設計、外觀等，「就外觀部分

其注意力會著重於『百褶設計』主要部分之寓目印象62。」 

(2)商品之類別與表徵近似程度 

被告與 RIMOWA 所販賣之商品，屬同類行李箱商品，「被告所呈現之寓目印象

與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原告『百褶設計』行李箱表徵所存留之主要印象相似」63，爰

此，法官心證認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選購時就行李箱外觀而言，被告所販售之行李

箱有被誤認為 RIMOWA 所販售之行李箱之虞。 

(3)商品之特性、販賣管道 

RIMOWA 對於行李箱的販售場所，係設於百貨公司的專櫃或者是經特別裝潢有

百褶設計的精品店面，其販售場所是與本案被告迥然不同，購買之場所固與一般行

李箱相區隔，惟，本案法官認為，目前電視或網路購物興起，消費者對購物場所不

限於實體店面概念，且行銷管道是經營策略，可因地因時制宜，是相關事業或消費

者亦不易由銷售管道判別兩造行李箱之來源。 

(4)「商品表徵」之知名度與企業之關聯性 

公平法所稱之事業包括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

事交易之人或團體，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也視為所稱之事業64。其立法主要目的如公平法第 1 條所言，是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

                                                        
62 同上註。 
63 同上註。 
64 參閱公平法第 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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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爰此，當消費者依商品

上所標示的商標或藉由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商品表徵」所投入的寓目印

象，而認定該項商品來源進行購買行為時，若所購買到的商品即為消費者所認知商

品來源所販售者，便無破壞市場的正常交易秩序，也無損於消費者的利益，反之則

對原商品來源之業者產生損害。 

綜合以上 4 個判斷因素，法官於本案認定，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選購時就行李箱

之外觀會施予注意，被告所販售之行李箱外觀與 RIMOWA「百褶設計」為近似之使

用，相關事業或消費者選購時就外觀有誤認系爭商品係原告行李箱之虞或認兩者具

關連，加以兩造商品具有同質性，價格上亦難完全區辨，相關事業或消費者亦不易

由銷售管道判別兩造行李箱之來源，堪認被告等販賣、行銷或進口之系爭商品與原

告行李箱商品有混淆誤認之虞，而有違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情事65。 

（二）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1.事實 

RIMOWA 於本案主張「外埔有限公司」所販售的 17 款行李箱與「愛貝斯貿易

有限公司」所販售的 17 款行李箱（如本判決附表 2、3 所示）之外觀表徵與 RIMOWA

一向主張之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近似，雖 RIMOWA 在本案誤植照片，減除誤植

部分後，仍多達 18 款行李箱之外觀（如本判決附表 4、5 所示）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侵害 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表徵」。 

2.RIMOWA 於本案對「商品表徵」的擴張主張 

RIMOWA 在本案中，仍然保持其對行李箱所主張「商品表徵」與 104 年度民公

訴第 9 號民事判決所主張的 8 項特徵相同；惟，本案 RIMOWA 對兩被告所主張構成

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侵害 RIMOWA「商品表徵」之行李箱中，卻有明

顯不同於上述 8 項特徵的系爭商品，例如本案附表 2 編號 6 及附表 3 編號 12 中（如

圖 12 所示），其溝槽間距明顯小於 1 吋（25.4mm），而與 RIMOWA 所主張「行李

                                                        
65 前揭註 5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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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上有寬約 1 吋相互平行的長溝槽設計，溝槽間以折紋彼此區隔」之「商品表徵」

不同： 

 

圖 12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附表 2 編號 6 與附表 3 編號 12 圖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另外，在附表 2 編號 10 之行李箱外觀（如圖 13 所示）係由連續波浪所構成的

外觀，既無折紋也無溝槽，與 RIMOWA 一貫主張「平行長溝槽設計包含複數在折紋

間延伸的平面長溝槽」不同： 

 

圖 13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附表 2 編號 10 圖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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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附表 3 編號 5 的行李箱外觀，如圖 14 所示，可明顯得知其兩側並無折紋

或溝槽的設置，明顯無 RIMOWA 所主張之「箱子外側表面形塑有折紋延伸的複數平

面」的「商品表徵」： 

 
圖14 105年度民公訴字第3號民事判決附表3編號5圖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在本案附表 2 編號 5，如圖 15 所示之行李箱外觀中，其中央不具有溝槽，因此

其外觀表徵並無 RIMOWA 所主張「長溝槽設計的寬度一致」之「商品表徵」： 

 

圖 15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附表 2 編號 5 圖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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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本案附表 3 編號 11，如圖 16 所示，其所構成之行李箱面板的外觀表徵

是以突起細條紋間隔寬平面、彼此間之寬度不一致、只呈現一面而未延伸到其他平

面、表面反光之亮度一致等方式呈現，此一特徵在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

第 9 號民事判決中，RIMOWA 曾聲明不同於所主張的「商品表徵」： 

 
圖 16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附表 3 編號 11 圖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在本案 RIMOWA 所列侵害其主張「商品表徵」行李箱的外觀，已經明顯超出

RIMOWA 一向主張的 8 項「商品表徵」範圍，雖然主張擴張權利屬原告的權利，但

由訴訟發展的趨勢推斷，不難嗅出 RIMOWA 有將其所一貫主張的「商品表徵」範圍，

由完全相同、極近似推向近似的範圍。 

3.本案「商品表徵」之近似判斷 

法官對於愛貝斯公司於本案附表 3 編號 17 之行李箱外觀，如圖 17 所示，認為

「其具有把手之側面雖有部分折紋作為裝飾，但該折紋較行李箱之高度短，並未延

伸至行李箱之上側表面，顯與原告之『溝槽式設計』中『箱子的外側表面形塑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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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紋延伸的複數平面』之特徵，係正面折紋與側面折紋均延伸至上側表面，並不相

符，則故編號 17 之行李箱外觀，尚難認與『溝槽式設計』著名表徵構成近似」66： 

 

圖 17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之附表 3 編號 17 之行李箱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 

依本判決之法官見解，似乎必須完全實施原告所主張的全部「商品表徵」才構

成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如不包含全部特徵則無近似的疑慮，亦

即，必須進行逐項特徵比對，並非以視覺、寓目印象而論。 

4.法官心證 

本案法官除認同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之心證部分意見外，尚

認為被告「將著名『溝槽式設計』67表徵用於較低劣材質之廉價行李箱上，將進而降

低著名『溝槽式設計』表徵行李箱之商譽，更將會降低著名『溝槽式設計』表徵之

識別性及減損經濟價值。職是，由價格觀之難以有效考量兩造商品之差別，更會因

被告低價行李箱造成原告之著名『溝槽式設計』表徵之行李箱之價值減損及降低，

而使原告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區別兩造商品」68，因此，縱令被告所販售之商品價格明

顯低於原告，在消費者端可明顯區別商品來源的事實下，仍會對原告構成損害。 

                                                        
66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14。 
67 「溝槽式設計」此一名詞即等同「百褶設計」。 
68 前揭註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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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本案法官對於低價的被告，仍會對 RIMOWA 造成傷害，係著眼於對

RIMOWA 所主張商品表徵之淡化所受之損害，而非混淆、誤導消費者購買行為所產

生的損害。 

（三）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 

1. 事實 

原告 RIMOWA 對「康鉅國際有限公司」所販售「星鑽冰糖」等 8 款行李箱，如

圖 18 所示69，主張自 2016 年 7 月 18 日起有違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訴訟： 

 
星鑽冰糖 

 
經典誘惑 

 
凍結時空 

 
美式率性 

                                                        
69 各圖係摘自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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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華麗 

 
金燦炫光 

 
閃耀律動 

 
極致經典 

圖 18 「康鉅國際有限公司」所販售「星鑽冰糖」等 8 款行李箱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附表二 

RIMOWA 在本案所主張其「商品表徵」雖與本章各訴訟中所列舉的「商品表徵」

一致，然由上圖中，可明顯看出「星鑽冰糖」的面版中央並不具有溝槽，而與 RIMOWA

所主張的「長溝槽設計的寬度一致」、「立體延伸的折紋規律地分布在外部平面上」

的特徵有異；又如「經典誘惑」的溝槽間距是明顯小於 RIMOWA 所主張「行李箱上

有寬約 1 吋相互平行的長溝槽設計，溝槽間以折紋彼此區隔」的表徵。「美式率性」、

「金屬華麗」、「金燦炫光」、「閃耀律動」等 4 款行李箱的側面上並不具有 RIMOWA

所主張的「箱子外側表面形塑有折紋延伸的複數平面」表徵，上述四款行李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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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依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標準並不近似 RIMOWA 所主張

的「商品表徵」70；RIMOWA 在本案再次將不同於其所主張「商品表徵」之系爭商

品列入被告標的，顯然 RIMOWA 欲藉由訴訟擴大其所主張「商品表徵」的權利範圍。 

2.RIMOWA 在臺灣註冊立體商標的歷程 

立體商標之註冊必須使消費者產生普遍認知、並與其商品來源產生聯結達到後

天識別性時，才能符合立體商標准予要件，此「使消費者產生普遍認知」與公平法

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著名」要件相同71，爰此，若符合立體商標的註冊，理應

符合構成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商品表徵」要件。 

RIMOWA 於 2014 年 8 月 13 日向我國提出第 103046527 號立體商標註冊申請，

如圖 19 所示： 

   

  

 

圖 19 RIMOWA 第 103046527 號立體商標圖樣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1&caseNo= 
XpJ13RyT4ZUhITHlFMy9NeFhTQUZwdzFoYnRxUT09&l6=zh_TW&isReadBulleti
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最後瀏覽日期：2019/12/31。 

                                                        
70 前揭註 66，14，「其具有把手之側面雖有部分折紋作為裝飾，但該折紋較行李箱之高度短，並

未延伸至行李箱之上側表面，顯與原告之『溝槽式設計』中『箱子的外側表面形塑了有折紋延

伸的複數平面』之特徵，係正面折紋與側面折紋均延伸至上側表面，並不相符，則故編號 17 之

行李箱外觀，尚難認與『溝槽式設計』著名表徵構成近似」。 
71 民國 104 年公平法第 22 條修正理由「參考商標法係以『著名』之用語為規定，爰將本條『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之用語修正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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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商標註冊申請案經智慧財產局審查後認為 RIMOWA 之「百褶設計」行李箱立體商

標「難以發揮識別來源之功能」72，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作成不准註冊的決議，該案

經智慧財產局發出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後，RIMOWA 經 3 次補正後於 2017 年 6 月 1

日自請撤回73。 

上述 RIMOWA 立體商標核准與否，主管行政機關「智慧財產局」自有專業的判

斷餘地，在判斷餘地內所作成之決定應受法院一定的尊重，在未發生訴訟前，企業

信賴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唯一最可靠的訊息來源，若連政府行政機關所為之專業判斷

亦不可信賴，則企業將更顯得無所依循。 

3.本案法官得心證理由 

本案法官引述最高法院 87 年度臺上字第 744 號民事判決意旨： 

「公平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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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顯著性、獨特性或辨識性，經該廠商長期使用

於其商品上，使一般人一見該表徵即知該商品為某特定場商所產製，亦即『商品表

徵』須具有表彰商品來源之功能，始足當之。」 

易言之，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著名的「商品表徵」著重於予人的視

覺印象，本案被告所販賣之行李箱與原告 RIMOWA 之百褶設計行李箱，經「通體觀

察及比較主要部分可知，系爭行李箱外觀，亦呈現行李箱表面最長邊延伸複數相互

平行之等寬長溝槽與長溝槽間之複數個平行折紋，及折紋與溝槽平面明暗反光之不

同亮度之寓目印象，而該部分，適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原告行李箱百褶設計『商

品表徵』之主要印象，隔時異地、施予普通注意觀察兩造之行李箱，足使一般相關

事業或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應足認被告公司之系爭行李箱，對原告行李箱『百

褶設計』『商品表徵』，已為近似之使用74。」 

                                                        
72 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27。 
73 智慧財產局，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1&caseNo=XpJ13RyT4ZU 

hITHlFMy9NeFhTQUZwdzFoYnRxUT09&l6=zh_TW&isReadBulleti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
=true，最後瀏覽日期：2018/12/14。 

74 前揭註 72，28-29。 

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1&caseNo=XpJ13RyT4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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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本案，僅就通常行李箱的正面或者是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時所產生的寓目

印象，而得到被告行李箱之外觀近似於 RIMOWA 所主張百褶設計行李箱外觀之心

證。惟在 Converse, Inc. v. ITC 一案，法官揚棄已往以視覺印象認定的方式，重新提

出對於商品表徵的認定標準可以參考設計專利之侵害鑑定標準，並認為應該嘗試找

出商品的「基本設計」，只有在模仿原商品來源的「基本設計」才有構成侵權、不

公平競爭的可能；在 RIMOWA 訴訟中，何為 RIMOWA 的「基本設計」，McCarthy

教授認為，所謂的商品表徵是一種提供產品或服務給買方的所有要素之組合，這些

元素結合在一起，便構成所謂的「商品表徵」75，爰此，本文認為 RIMOWA 的「基

本設計」便是在訴狀中所聲明的 8 項商品表徵的特徵，被控侵權物唯有全部實施此 8

項的特徵時，才有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可能。 

（四）RIMOWA 於中國廣東省（2015）中一法知民初字第 296

號判決 

1.事實 

2015 年 RIMOWA 於中國對「中山愛默瓦（AIMOWA）箱包廠」所生產的行李

箱主張違反商標法76及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章第 5 條第 1 款第 2 項擅自使用知名商品

特有的裝潢77之規定，RIMOWA 與 AIMOWA 行李箱外觀的比較，如圖 20 所示： 

                                                        
75 Dan Lacy, “Trade Dress Licensing,” 35(4) Licensing Journal, 24-25 (2015). “ ‘a combination of any 

elements in which a product or service is presented to the buyer.’ Those elements combine to form 
what we know as trade dress.” 

76 關於本案商標侵權訴訟，因非本文研究範圍故不予贅論。 
77 本案起訴時有關商品特有之裝潢規定於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2 章第 5 第 1 款第 2 項，其中該

「商品特有的裝潢」即等同我國公平法所稱著名商品之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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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RIMOWA 與 AIMOWA 行李箱外觀的比較 

資料來源：Prnasia, https://hk.prnasia.com/story/164972-2.shtml, last visited on: 2018/12/23. 

RIMOWA於本案主張其運用於行李箱商品上的特有商品裝潢是包括： 

(1)間距相等、寬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條紋設計。 

(2)環繞箱體側面正中的金屬條。 

(3)金屬條上帶有大小及間距相等的鉚釘設計。 

(4)凹陷於箱體側面並被鉚釘條穿過的兩個鎖槽。 

(5)位於箱體上端的橢圓形全包護角設計。 

由上圖中，AIMOWA 的行李箱外觀，是由一寬一窄的溝槽所構成，其溝槽彼此

間之寬度並不一致，RIMOWA於我國104年度民公訴字第9號訴訟中自承該American 

Tourister 型號 Spot-Lite 的行李箱係以突起細條紋間隔寬平面、彼此間之寬度不一

致、只呈現一面而未延伸到其他平面、表面反光之亮度一致等方式呈現；另外 Crown 

行李箱商品外表上，係以突起寬條紋間隔寬平面、彼此間之寬度不一致、只呈現一

面而未延伸到其他平面、表面反光之亮度一致等方式呈現，兩者所採之外觀設計，

與 RIMOWA「百褶設計」均顯不相同78，顯然 RIMOWA 在 2015 年的中國，對所主

張「百褶設計」行李箱「商品表徵」的主張，已經不侷限於間距「約為 1 吋」相等

的溝槽設計，將權利擴張至溝槽設計彼此間之寬度不一致的範圍。 

                                                        
78 前揭註 54，7。 

 

https://hk.prnasia.com/story/16497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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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官對於本案的見解 

(1)關於 RIMOWA 箱包是否為知名商品的問題 

中國法院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所指的知名商品，是在中國境內具有一定的

市場知名79，而非於國外市場的知名，認定構成是否在中國境內市場具有知名的地

位，可以由以下幾點進行判斷； 

a.該商品的銷售時間 

b.銷售區域 

c.銷售額和銷售對象；以及 

d.進行任何宣傳的持續時間、程度和地域範圍 

易言之，上述主張權利之人的銷售行為，必須發生於中國境內，而非境外，本

案依原告 RIMOWA 所提供之資訊，法官判斷 RIMOWA 箱包在中國為一知名商品。

雖然法官認不排除適當參考國外知名因素，然仍以權利人在中國境內之為銷售所為

之相關行為為主要判斷因素。 

(2)關於 RIMOWA 箱包主張權利的裝潢是否具有特有性的問題 

法官於本案認為，RIMOWA 所主張權利的「特有裝潢」只限於「間距相等、寬

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條紋設計」。而非所有的溝槽設計，縱使溝槽

設計確實產生增強箱體的強度、耐壓水準和防滑增阻的功能，其他的業者還是可是

輕易地找出其他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必須使用與 RIMOWA 特徵相同或近似的溝槽條

紋設計80，因此 RIMOWA 所主張的溝槽設計並不屬於為獲得技術效果而必須有的形

狀，可以通過使用取得顯著特徵。 

本案法官認為「間距相等、寬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條紋設計」

經 RIMOWA 多年的持續使用及宣傳，已足以使相關公眾將上述包裝、裝潢的整體形

象與 RIMOWA 箱包聯繫起來，具有識別其商品來源的作用，可以認定為知名商品特

有裝潢81。 

另外，本案法官認為RIMOWA所提的特有裝潢中的「環繞箱體側面正中的金屬

                                                        
79 廣東省中山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知民初字第 296 號民事判決，6。 
80 同上註，7。 
8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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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金屬條上帶有大小及間距相等的鉚釘設計」、「凹陷於箱體側面並被鉚釘

條穿過的兩個鎖槽」以及「位於箱體上端的橢圓形全包護角設計」等，均屬於RIMOWA

箱包的箱體的組成部件，具有實用性，RIMOWA並未針對這些裝潢進行持續的宣傳，

「即使其具有一定的新穎性，也沒有令消費者產生產品屬性之外的視覺印象，也不

足以令相關公眾將該部分裝潢作為識別商品來源的標誌，不能認定為知名商品特有

裝潢82。」 

(3)關於相關公眾是否容易對 RIMOWA 箱包與愛默瓦箱包的有關裝潢引起混淆、誤

認，愛默瓦箱包廠使用的裝潢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問題： 

本案法官闡明在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規定的混淆、誤認，是指「足以使

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誤認，包括誤認為與知名商品的經營者具有許可使用、

關聯企業關係等特定聯繫」83，亦言之，當該商品的相關消費者，在進行消費行為時，

依商品的特有裝潢而誤認為是知名商品或是與該知名商品來源具有關聯的關係企業

的商品時，便構成混淆、誤認。 

另外，法官也認為被告愛默瓦箱包是對 RIMOWA 所生產行李箱商品中所採用的

特有裝潢是有清楚認識，被告是可以充分利用其他通用元素，自由設計與 RIMOWA

公司所主張在先使用的特有裝潢具有明顯區別的裝潢，「而不能抄襲具有識別商品

來源意義的特有裝潢，不能作足以引起市場混淆、誤認的全面模仿，否則就會構成

不正當的市場競爭84。」 

爰此，法官認為被告愛默瓦箱包使用了寬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

條紋設計，大部分溝槽的間距相等，僅少部分溝槽的間距略寬於該間距，與 RIMOWA

箱包特有裝潢達到在視覺上非常近似的程度。鑒於 RIMOWA 箱包的知名度極高，即

使雙方商品存在價格、消費層次等方面的差異和廠商名稱、商標不同等因素，仍不

免使相關公眾易於誤認兩者產品存在某種經濟上的聯繫，從而造成相關公眾的混

淆、誤認，因此認定愛默瓦箱包廠實施了擅自使用 RIMOWA 特有裝潢的不正當競爭

行為。 

                                                        
82 同上註。 
83 同上註。 
8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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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國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6）滬 0112 民初 697 號

判決 

1.事實 

2016 年 RIMOWA 對「上海億倍箱包有限公司」依「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5 條

第 2 項提出被告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裝潢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之訟。 

RIMOWA 於本案所主張的商品特有裝潢與「（2015）中一法知民初字第 296 號

判決」主張相較，增加「箱體外側上端正中的長方形書包掛扣及條狀邊框」此項商

品特有裝潢，且位於箱體上端的護角，也由「橢圓形全包護角設計」擴大為「橢圓

形護角」。 

本案法官認為「知名商品的特有裝潢，是指知名商品上具有區別商品來源的顯

著特徵的裝潢。且本案中，原告主張的六個設計要素本身與商品本體並不可分，相

關公眾更容易將其作為商品本體的組成部分，而一般不會直接將其與商品的特定生

產者聯繫起來。因此，儘管原告產品可認定為知名商品，其仍應提交確實充分的證

據證明其主張的設計要素通過使用產生了區別商品來源的作用。綜合在案證據，本

院難以認定原告主張的設計要素構成知名商品的特有裝潢」85，駁回原告之訴。 

2. 本案法官判決理由 

(1)關於原告主張的六個設計要素整體 

本案法官係採下列 4 個論述，判定 RIMOWA 所主張的六項知名商品特有裝潢，

並不符合「反不正當競爭法」第 5 條第 2 項之規定86： 

a.RIMOWA 所主張的六項知名商品特有裝潢，是分置於行李箱的各處，並分別具有

其功能，因此其本身便難以構成知名商品特有裝潢，本案法官特別指出「相關公

眾一般亦不易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用於識別或區分商品的來源」，故該六個設計要

素組合產生的整體外觀並不能必然產生特有裝潢的效果。 

                                                        
85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6）滬 0112 民初 697 號民事判決，9。 
8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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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MOWA 所主張的六項知名商品特有裝潢，均具有相應的功能，是為增加箱體的

耐壓性、鏈接箱體部件等功能所採用的通用設計，而非特有的設計。 

c.RIMOWA 所提之相關宣傳、推廣，主要突出的是「RIMOWA」或「日莫瓦」的標

識，並未將該六個設計要素作為整體突出進行宣傳。另外 RIMOWA 在其 TOPAS

系列各款產品對於六個設計要素亦有不同的呈現形式，可見原告並無將該六個設

計要素作為整體用於識別商品來源的主觀目的。 

d.依據原告、被告所作的公眾調查，被訪問者數量甚微，客觀上反映了原告主張的六

個設計要素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較弱。 

(2)關於原告主張的箱體溝槽條紋 

RIMOWA 在主張的六項知名商品特有裝潢中，關於「間距相等、寬度及高度一

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條紋設計」此項，本案法官認為87： 

a.依書籍及 RIMOWA 自己相關報導中的記載，褶皺條紋的設計可增加金屬的強度和

耐壓水準，因而具有功能性。 

b.間距相等、寬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是為達到行李箱增強耐壓、均衡受力而

採用的一般設計，原告未能就其溝槽條紋的寬度、突起高度、間距等設計有何區

別於一般常見設計的特殊之處而具有顯著性作出具體說明。 

c.RIMOWA 在進入中國市場前，已有案外人就箱面設置了均勻分布的豎條紋的行李

箱提出了外觀設計專利申請。 

依上述理由，本案法官難以認定RIMOWA所持該項溝槽條紋設計是屬RIMOWA

之「特有」設計。 

(3)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調整市場競爭秩序，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同時，也要注重

權利人與其他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為權利人的相關權利劃定合理邊界： 

本案法官認為，RIMOWA 所主張的六個設計要素整體呈現了特殊的視覺效果，

從而達到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但 RIMOWA 始終未能就設計要素所呈現的視覺效果

作出詳細的說明。此外，RIMOWA 對於溝槽條紋設計的表述相對抽象，相關公眾一

般難以據此作出具體的界定「如果將此種設計作為知名商品的特有裝潢予以保護，

                                                        
87 同上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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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能排除或限制其他市場主體使用該類非特殊化設計的權利，並不利於市場的競

爭發展及消費者的利益88。」 

本案法官對於 RIMOWA 所主張的的六項知名商品特有裝潢，認為是具有功能

性，並且其中溝槽條紋設計並不能與一般通常設計區別，此論述顯與本文三、（四）

廣東省（2015）中一法知民初字第 296 號判決相異。 

本文認為，RIMOWA 所主張的溝槽、褶紋設計，是其創作者 Richard 引用 JU52

飛機機身上的折紋設計，主要動機是因該折紋能增加金屬的強度和耐受度89，其原始

構想便是以強化結構為其訴求，是有實用上的功能性。但「反不正當競爭法」或我

國所稱之「公平法」，主要是避免商業上產生不公平競爭及壟斷的問題。RIMOWA 所

主張「間距相等、寬度及高度一致、貫穿箱包整體的溝槽條紋設計」是否是構成製

造行李箱的必須，若為必須而准予排他權利將造成產業的壟斷，此時可判定其具有

功能性，爰此判斷功能性的重要依據，應依如本文二、（一）、2、(3)所述「Morton Norwich 

factors」進行判斷為宜，由於行李箱可以由其他的紋路形狀達到增強強度的功能，因

此對於本案中國法院之見解，本文並不全然認同。 

本文認為，不論是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之知名商品特有裝潢或我國的「公

平法」著名「商品表徵」，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消費者用以辨識商品來源。若除 RIMOWA

外，無其他業者將百褶表徵應用在行李箱上，RIMOWA 是可主張為其「特有」的知

名商品裝潢，而產生用以識別商品來源的功能。於本案中，法官認為 RIMOWA 進入

中國前，已有相同設計申請外觀設計專利，便足以表示，有其他業者已經採用相同

或相似的設計，市場上已有相同或相似的商品，RIMOWA 所主張的特有性便喪失，

已無法用以識別商品來源，因此非「反不正當競爭法」之保護標的，此見解為本文

所支持。 

（六）小結 

由 RIMOWA 在臺灣與中國共 5 件的訴訟中，分別有 5 種不同的判斷標準，甚至

有不認同 RIMOWA 所主張的表徵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之保護標的，具智財專業

                                                        
88 同上註。 
89 Heavenraven, https://www.heavenraven.com/2016/11/30/rimowa-lvhm-fashion-stor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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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與知識的眾法官也難有統一見解，要求未經智財教育的一般業者自行判斷是否

屬於公平法之商品表徵保護標的，實屬苛求。 

四、「商品表徵」主要爭點之探討 

（一）智慧財產權取得之探討 

以 RIMOWA 行李箱上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為例，係應用於物品外觀形狀，

因而符合設計專利的保護標的；該行李箱「百褶設計」之表徵，若為一般消費產生

普遍認知、並與其商品來源產生聯結達到後天識別性時，即符合立體商標的註冊要

件；該「百褶設計」若於該行李箱上屬原創性的創作，則 RIMOWA 在 1950 年公開

之日也同時取得著作權之保護；若 RIMOWA 應用於行李箱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

係得以表彰商品來源，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用以區別不同之商品來源，而具有識別

力或次要意義90，便構成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要件；易言之，RIMOWA 於

行李箱上的「百褶設計」可同時符合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及公平法所規範與

保護之範疇。 

關於設計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及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權利取得，

除著作權於創作人公開之日取得91外，設計專利權及商標權之取得，必須申請後經主

管機關審查核准、公告後，始予授予設計專利權、商標權。其中設計專利權於所繳

納專利年費到期或專利權期限屆滿後便消滅，並淪為公共財產92，大眾可以自由實施

                                                        
90 參閱「公平會對於公平法第 20 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91 我國著作權法在 1985 年以前乃以註冊為保護要件，1985 年 7 月 10 日修正時，即改採創作保護

原則，不再以註冊為保護要件（外國人仍以註冊為保護要件，但對美國例外採創作保護主義），

惟仍維持自願註冊並發給著作權執照之制度。1992 年 6 月 10 日修正時，再將自願註冊制度修改

為自願登記制度，發給著作權登記簿謄本，且對所有外國人一體適用，刪除 1985 年舊法對於外

國人之著作須註冊方予保護之規定。1998 年 1 月 21 日總統令公布新著作權法，則廢止著作權自

願登記制度，但仍保留製版權登記之制度；參閱智慧財產局，https://www.tipo.gov.tw/ct.asp? 
xItem=219588&ctNode=7561&mp=1，最後瀏覽日期：2018/12/31。 

92 智慧財產局，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425&ctNode=7633&mp=1，最後瀏覽日期：

2019/4/19。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504425&ctNode=763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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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計93。至於商標權，若商標權人於專用期限屆滿前，如未申請延展，則在該商標

專用權屆滿後便不可排除第三人使用該商標。 

由於專利權及商標權之取得或消滅，主管機關皆會予以公告，因此一般業者對

於專利權或商標權之法律狀態，可經由查詢專利登記簿、商標註冊登記簿，便可以

明確得知其專利權及商標權的法律狀態，惟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授予著名

之商品表徵因無公告制度而顯不明確。 

又，我國專利法及商標法對於權利的授予，必須由權利人主動提出申請，並定

有權利期限；然，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賦予之權利，並不須申請且是永久

性的權利，是否在已有完善的專利法與商標法的保護下，需要提供公平法如此強大

的法律保護，實值得省思。 

（二）模仿「商品表徵」是否違反善良風俗之探討 

為了吸引消費者眼光及購買慾望，業者必須製造受消費者喜愛商品的外觀，因

有利可圖，如無法律授予的獨占排他權利，勢必引來多數業者投入製造相同或相似

外觀的商品進入市場競爭，這是自由經濟下必然的商業手段。為了維護市場公平競

爭，我國於 1930 年公布實施商標法，授予商標註冊權人為期 10 年的商標專用權，

並得延展其商標專用權。不同業者對於相同商品或服務可以透過商標的標示，讓消

費者產生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這也隱含了我國容許相同商品出現於市場上公平競

爭的事實；例如我國在市場上極為熱銷的居家商品「藍白拖」如圖 21 所示： 

 
圖 21 藍白拖圖 

資料來源：露天拍賣，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106949894，最後瀏覽日期：

2019/1/1。 

                                                        
93 依專利法 142 條準用第 58 條第 2 項之規定，「實施」是指製造、為販賣要約、販賣、使用或為

上述目的而進口該物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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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深受消費者喜愛，已有多家業者投入生產販售，非由單一來源廠商所製造、販賣，

如在露天拍賣網站所販賣的「藍白拖」計有百力牌、英雄牌、仲洲牌等等94；另在我

國著名的大同電鍋，幾乎已是電鍋的代名詞，但相同或相似造型的電鍋並非僅由大

同公司製造： 

    
圖 22 各廠牌電鍋圖 

資料來源：露天拍賣，https://find.ruten.com.tw/s/?q=%E9%9B%BB%E9%8D%8B，最後瀏覽日

期 ：2019/1/1。 

如圖 22 所示，係自露天拍賣網站輸入「電鍋」進行檢索後，計有「萬國牌」、「大

同」、「SOWA」甚至是國內大型企業「SANYO 三洋」等業者也投入相同或相似外觀

電鍋的製造；又如常見於飲料店所販售的珍珠奶茶，不同業者的珍珠奶茶在外觀上

幾乎一模一樣，消費者只能由店家的商標來區別商品來源；顯見，如無法律授予獨

占排他權，製造相同或相似外觀的商品行為，僅是單純的商業競爭行為，無關民法

違背善良風俗的道德問題。 

複製、模仿是公眾與生俱來的權益與自由，除非依法律得特別限制此一自由，

否則公眾均有權複製95，爰此，RIMOWA 所運用的「百褶設計」如未取得獨占的排

他權，其他業者模仿96製造相同或相似的行李箱，並無法律所不許，實無違反善良風

俗之道德問題，應視為自由經濟的常態。 

                                                        
94 露天拍賣網站以「藍白拖」進行檢索結果，檢索日期：2019/1/1。 
95 呂靜怡，商業外觀的商標權保護以美感功能性為中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12（2016）。 
96 劉孔中，「公平法對營業標誌保護之研究」，公平交易季刊，第 11 卷第 2 期，77（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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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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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酌模仿「商品表徵」動機必要性之探討 

公平法制定的主要目的，是在規範業者的商業行為，避免不公平競爭的行為，

然若業者之動機及行為並無故意混淆消費者對商品來源的識別，相反地，在交易中

如商品的商標、標示或說明上已盡明確、明顯告知其商品來源的義務，消費者在選

購時無需施予特別注意，便可以清楚地分辨商品來源，消費者所為的購買行為，是

出自於消費者的本意，是在不受誤導下所進行，本文認為該業者之動機便無構成侵

害他人之「商品表徵」，實無擾亂交易秩序、造成不公平競爭的問題。如在 Crescent 

Tool Co. v. Kilborn & Bishop Co.或 Sinko v. Snow-Craggs Corp.案，在兩造商品外觀相

同的情況下，法官認為須檢視模仿原「商品表徵」的動機，如果沒有誤導、欺瞞消

費者的動機及事實，且模仿者已盡其所能標示商品來源，因無誤導消費者的事實，

即無構成侵害原「商品表徵」及造成不公平競爭之虞。 

本文檢視 RIMOWA在我國所提起之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

判決中，被告所製造的「Eason」行李箱及「LEADMING」行李箱，皆在行李箱的正

面且用以通常標示商標的位置，明顯標示有「Eason」、「LEADMING」商標字樣，

如圖 23 所示： 

 
圖 23 「Eason」、「LEADMING」行李箱商標字樣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 

並且該「Eason」、「LEADMING」字樣與「RIMOWA」的商標字樣在字母的

排列組合及讀音迥然不同，隔離異地觀察也無混淆誤認的可能，另外被告在販售、

宣傳、及向消費者介紹中，也無引導消費者該商品是來自 RIMOWA 或其關係企業的

證據，故本案的被告並無欺騙消費者的動機，自然也無擾亂交易秩序、造成不公平

競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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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OWA 對我國所提出的各訴訟判決中，法官並沒有對於被告的動機進行審酌，本

文認為，被告的動機關乎是否有誤導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事實，如無誤導消費者的事

實，便無構成侵害原「商品表徵」來源業者之虞，實應予以審酌。 

（四）「著名」時間點明確性之探討 

商品之表徵要達到「著名」的程度，並不容易發生，若非有突發性事件的發生，

其構成曲線絕少是由「不著名」直接跳到「著名」的兩條平行線，如圖 24 所示： 

 

圖 24 達到「著名」程度態樣（一）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通常「不著名」到「著名」的曲線可想像假設為一條向上的斜線或是向上彎曲

的拋物線，如圖 25 或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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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達到「著名」程度態樣（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 26 達到「著名」程度態樣（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若商品的營業額可以類化為商品著名的程度，本文依 RIMOWA 在臺灣

2003-2013 年之營業額所繪之曲線為一近似向上的二次函數連續拋物線，如圖 27 所

示，而與圖 26 推想的拋物曲線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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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RIMOWA 於 2003-2013 年之營業額曲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由於曲線是連續的，該如何定義達「著名」程度的時間點，以 RIMOWA 營業額

為例，是在 RIMOWA 營業額達 5 億或是 3 億時便達「著名」程度、或者就算達到 8

億的營業額也尚未達著名程度？因此，在將商品推向市場後至「著名」程度間，便

形成一「著名模糊帶」，如圖 28 所示： 

 

圖 28 「著名模糊帶」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上圖中「著名模糊帶」是一個抽象名詞，顏色越深就表示越接近已著名程度，

即如圖中 a’～a 的區間，在「著名程度」縱軸的「已著名」位置無法確認下，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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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 點便無法被確定，所有原告所提供之證據只能證明朝向 a 點方向趨近，所有的推

論終須經由個案的法官依其心證而定，因此無法判定該「著名模糊帶」在時間軸的

終點，也就是無法確定達到「已著名」程度的時間點「a」。 

RIMOWA 在臺灣所提起的訴訟中，引述依 2013 年知名財經雜誌報導內容，其

商品市占率達 14.9%97；然而本文根據 Statista 於 2015 年全球行李箱市占率調查98，

如圖 29： 

 

圖 29 2015 年全球行李箱市占率調查 

資料來源：Statista, “Market share of the global luggage market in 2015, by company,” https://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2863/market-share-of-the-global-luggage-market-by-co
mpan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6. 

RIMOWA 只占總市場的 1.8%，排名第 4，與排名第 1 的 Samsonite 占 17.3%的

市占率兩者相距甚遠，RIMOWA 僅有 1.8%的市占率是否構成達到「著名」的標準，

而市占率需達到多少百分比才算已達「著名」標準，顯難依此認定。 

RIMOWA 在臺灣訴訟中，法官得心證理由中尚引證了許多的置入性行銷，本文

也認同此類廣告也會增進品牌的著名度。但以 RIMOWA 為例，所進行的置入性行銷

究竟是在行銷「RIMOWA®」此一商標或是傳達百褶設計的「商品表徵」；平面媒體、

雜誌的發行量也並非等同消費者的閱讀率，似乎也沒有任何特定的廣告宣傳證據可

以證明消費者已將行李箱上的「百褶設計」與 RIMOWA 產生關聯性的聯結，RIMOWA

所提供的證據中明顯缺乏 Converse, Inc. v. ITC 一案中第六項的判斷因素「未經請求

                                                        
97 該比率是指前十大品牌商中 RIMOWA 所占的比率，並非全部行李箱的市占率。 
98 Statista, “Market share of the global luggage market in 2015, by company,” https://www.statista.com/ 

statistics/252863/market-share-of-the-global-luggage-market-by-company/,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6. 

https://www.statista.com/%20statistics/252863/market-share-of-the-global-luggage-market-by-company/
https://www.statista.com/%20statistics/252863/market-share-of-the-global-luggage-market-by-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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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報導」及消費者看到 RIMOWA 的「商品表徵」後產生商品來源聯結的直接證

據。 

在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公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中，法官以 RIMOWA 在 1950

年之小人舉起行李箱海報，意喻質輕、耐用和堅固，該海報之行李箱即具有百褶設

計之外觀，獲得心證，然如圖 30 海報所示，RIMOWA 商標字樣是顯示在海報的正

中央上方顯著處： 

 

圖 30 RIMOWA 海報一 

資料來源：RIMOWA, 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8/11/6. 

本文在 RIMOWA 其他的海報上也都伴隨著 RIMOWA 的商標字樣，如圖 31 所示： 

   

圖 31 RIMOWA 海報二 

資料來源：googl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F%BC%B2%EF%BC%A9%EF%BC% 
AD%EF%BC%AF%EF%BC%B7%EF%BC%A1+%EF%BC%B0%EF%BC%AF%E
F%BC%B3%EF%BC%B4%EF%BC%A5%EF%BC%B2&tbm=isch&source=univ&s

https://www.rimowa.com/de/en/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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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ved=2ahUKEwi3nof21OHmAhUnGKYKHV39CzwQsAR6BAgKEAE&biw=1
344&bih=699&dpr=1.25#imgrc=23woqAKzzac9wM:, last visited on date: 
2019/12/31. 

如果海報中無 RIMOWA 字樣時，消費者是否還能與 RIMOWA 產生聯結。 

在 RIMOWA 經典置入行銷的電影「不可能的任務：鬼影行動」中，男主角在最

後也說了一段「噢，RIMOWA，怎麼都摔不壞！」的台詞99，RIMOWA 在行銷宣傳

上並非完全沒有出現「RIMOWA」的商標字樣或語音，因此 RIMOWA 在訴訟中所

提的證據是否足以支持其所主張「百褶設計」已達著名「商品表徵」的程度，實有

討論空間。 

依 RIMOWA 在臺灣所提出的四件訴訟案件中，其中在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中

所列「推出臺灣設計師蕭青陽代表作品『我身騎白馬』圖像之『蕭青陽藝術創作聯

名限量箱款』行李箱」、「2016 年美國聯邦地方法院 RIMOWA DISTRIBUTION v. 

TRAVELERS CLUB LUGGAGE 217 F. Supp.3d 400 (2016)判決」、「2016 年韓國專

利上訴法院 2016NA1653 號判決」及「在 104 年 6 月 4 日於中國香港獲准註冊為立

體商標」是在其他三件訴訟中未被引證的證據，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表徵」是

否是在上述國外判決或商標准予註冊時才取得用以辨識商品來源的「次要意義」，

或是在 2015 年首次訴訟中所列舉之證據便已足構認定 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表

徵」已經取得用以辨識商品來源的「次要意義」，並無定論。本文認為在美國 Converse, 

Inc. v. ITC 一案中法官提出取得「次要意義」的時間點必須在首次發生侵害之前，其

主要因素在於，若市場上有多家生產相同外觀之商品時，消費者便無法在潛意識裡

將商品與原先的商品來源做唯一的聯想，原商品來源便喪失取得「次要意義」，智

慧財產法院應該對於「商品表徵」取得「次要意義」的時間點作出論述，將其明確

化。 

RIMOWA 在臺灣不同時間所提出的四件訴訟中，法官並無法確認 RIMOWA 所

主張的「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已達著名的明確時間點，若以起訴時間點為已

達「著名」程度的起算日，也即權利發生日，則後起訴之「著名」時間點將落在先

起訴之後，此時在先起訴之「商品表徵」是否已達著名程度便有疑慮，而顯公平法

                                                        
99 TTN 談談網，「憑什麼這個德國旅行箱賣到醬貴，卻又那麼火！連 Mission Impossible 都用

TA！」，https://tantannews.com/travel/lNbWJzoayg，最後瀏覽日期：2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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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在討論「商品表徵」是否達著名程度時，便會產生極大的不確

定性，只能由法院依法審理後的自由心證進行判斷，惟此卻也是造成產業在經營上

不確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採認標準之探討 

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之混淆對象，並非指對一般

大眾所造成的混淆，而是指與系爭商品相關的消費者而言100，然「致與他人商品混

淆」達何種混淆的程度，才構成侵害，是「須具備事實上的混淆」或僅是「依判斷

可能會造成的混淆」，若採「須具備事實上的混淆」則原告必須有已受損害、損失

的事實，舉證責任在於原告，若採的「依判斷可能會造成的混淆」則將大大降低原

告舉證責任的強度。 

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規定為「致與他人商品混淆」有別於商標法第 68

或 70 條「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之規定；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之條文

中「致與他人商品混淆」並無「之虞」二字，依其字義便無容許「混淆可能」存在

的空間。RIMOWA 於我國智慧財產院 105 年度民公訴字第 3 號之判決，法官認為所

稱之混淆「不以仿冒行為已實際產生混淆為必要，只要有引起混淆之可能性即可」

顯已對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法條做擴大解釋。對於公平法「致與他人商品

混淆」之解釋，謝銘洋教授認為在商標法與公平法訴訟案件「…法院認為法條規定

必須是造成混淆誤認者，所以必須實際發生減損的結果，才有第 62 條第 1、2 款的

適用，但是來到公平法第 20 條的判斷時，也是規定致混淆誤認，法院卻認為只要有

混淆之可能性即可，所以違反公平法。同樣的用語，適用上卻有不同的結果，這也

是很有趣的看法101。」顯見對於混淆之判斷仍有歧見。 

美國在 1994 年 Conopco, Inc. v. May Dept. Stores Co.一案中，法官認為實際的混

淆通常是通過使用直接證據，即購買公眾成員的證詞，以及通過間接證據來證明。

檢視公平法第 30 條「事業違反本法之規定，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第 31 條第 2 項「侵害人如因侵害行為受有利益者，被害人得請求專依該項利益計

                                                        
100 陳怡珍，「論公平法第二十條對商品或服務表徵之保護」，公平交易季刊，第 12 卷第 4 期，85

（2004）。 
101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100 年度第 6 次智慧財產實務案例評析座談會議紀錄，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霖澤館第四會議室，8-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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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損害額」中特別指出「專依該項利益」，因此不論從「致侵害他人權益」或「因

侵害行為受有利益」，都是依事實及直接證據予以認定，侵害事實如無發生，便無

損害產生，侵害人若無侵害事實便無獲利的可能；因此本文認為，對於交易行為是

否構成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致與他人商品混淆」宜採事實認定，即消費者

終端之消費行為是否已發生因混淆而誤購的事實加予認定。 

以 RIOMWA 為例，由於 RIMOWA 推出已近 70 年，所推出具有「百褶設計」

的行李箱售價約新臺幣 4 萬元左右，是一般相似行李箱售價的 10 倍，由於售價不斐，

對於熟悉 RIMOWA 品牌的特定消費者而言，常理上在購買時必定會去鑑定商品來源

的真僞，也對「RIMOWA®」特定的商標符號施予注意。同時也會追蹤 RIMOWA 品

牌是否有相關的子品牌，特定的消費者應具有高度的辨識能力，RIMOWA 的知名度

及其商品特性與一般消費品不同，購買者於選購時自會詳予審視，鮮有匆匆交易之

情事102。 

RIMOWA 在臺灣提起訴訟的各被告行李箱都在明顯處標示有不同於 RIMOWA

的商標名稱，且在宣傳說明、銷售人員的銷售過程也無僞稱是 RIMOWA 或其加盟關

係的情事，再者，在臺灣 RIMOWA 的銷售據點都布置有「百褶設計」的裝潢，營造

出特定的銷售氣氛，這完全可以使相關消費者輕易分辨出 RIMOWA 與各被告商品的

差異，將系爭行李箱誤認為是 RIMOWA 行李箱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然在

RIMOWA 在臺灣所提的訴訟中，法官所得心證之理由，僅單就行李箱外觀所施予「百

褶設計」的外觀進行推想、推論，並沒有對整體行李箱上的商標標示、宣傳說明、

銷售人員的銷售過程及 RIMOWA 特定的產品編號甚至是行李箱的裡襯去檢視是否

會造成混淆，此是採「依判斷可能會造成的混淆」的標準，而與公平交易委會在「大

和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之釣具」、「CROSS」兩案中判斷「致與他人商品混淆」的基

準有所差異。 

本文認為，公平法所稱商品之表徵，可為商品外觀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依通

常商業習慣，一般商品通常會在明顯處標示自己的商標、製造商，消費者在選購時，

除了商品上所顯示的表徵外，必然也會受到明顯處的商標或其他標示所引導，甚至

是販售場所氣氛及銷售人員的介紹所引導，既然如此，吾人可否僅憑商品局部的表

徵相同或相近，便認定會造成消費者在購買會造成混淆？難到不需要有直接的證據

去支持，而忽略系爭商品上其他引導消費者的訊息，實有討論的必要。 
                                                        
102 吳翠鳳，前揭註 4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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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設計專利權消滅後之探討 

設計專利與公平法所規範商品之表徵，在非具功能性的前提下是具有相容性，

亦即設計之外觀也可以成為公平法之表徵103。於美國，商標法是否容許已過期的設

計專利進行註冊，並無統一見解104，反映於我國公平法，即消滅的設計專利，權利

人是否可依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主張其權利？ 

本文檢索 RIMOWA 在臺灣申請設計專利的紀錄，有關具「百褶設計」外觀之行

李箱，共有 10 件設計專利，如圖 32 所示： 

  
申請案號：104306200 申請案號：104306200D01 

  

申請案號：105303094 申請案號：105303096 

                                                        
103 Vuong Nguyen, “Opting for Flexibility: How the Existence of a Design Patent Should Shape 

Evidentiary Burdens in Litigation over Trade Dress Protection for the Same Features,” 82(4)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268 (2015). 

104 Tracy-Gene G. Durkin & Julie D. Shirk, “Design Patents and Trade Dress Protection: Are th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28(8) Computer & Internet Lawyer, 2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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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號：105303379 申請案號：105303380 

 
 

 

申請案號：105303091 申請案號：105303092 

  

申請案號：105303095 申請案號：105303378 

圖 32  RIMOWA 在臺灣所申請各設計專利圖式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https://twpat4.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fcb00630000000000 
000000000001E00000000000041000001803c15，最後瀏覽日期：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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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 RIMOWA 所申請的設計案件中，RIMOWA 將其所主張的「百褶設計」

外觀均以實線表示，即均列入上述設計專利的專利範圍105，RIMOWA 上述各設計專

利上並沒有將「百褶設計」排除在設計專利範圍外，各該設計專利並非以排除「百

褶設計」以外的部分設計提出申請，因此上述的設計專利所主張的權利範圍是包含

所謂的「百褶設計」的全部設計特徵，當上述專利權屆滿或消滅後，依專利法之規

定，專利權人便無權阻擋他人製造、販售、進口相同物品之權，任何人皆可以製造、

販售相同外觀的行李箱，該外觀設計自然包括「百褶設計」在內，依公平法第 45 條

「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此時權利人便不得再主張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權利，

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原賦予的權利將由無期限轉為有限期限，進而造成權利

之終止。 

本文認為，一旦權利人將其主張的「商品表徵」提出設計專利申請，便等同宣

告不再以「商品表徵」作為識別商品來源的功能，而是視為一般適於工業大量製造

的商品，不應再以公平法提供重複保護，應逕適用專利法相關規定不應再以公平法

提供重疊的保護。 

（七）公平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3 款善意使用之探討 

RIMOWA 在臺灣所提出的訴訟中，法官得心證理由之一便是 RIMOWA 於歐盟、

德國、美國及香港皆已獲准立體商標註冊106，然同一「表徵」並非在世界各地同時

達「著名」程度，而是有先、後次序，這也說明權利人在不同國家可依「反不正當

競爭法」或如我國的公平法之規定，排除他人製造、販售相同「商品表徵」商品的

時間點並不相同。爰此，在我國公平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3 款始有在他人「商品表徵」

尚未著名前之善意使用，不適用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 

本文所引述 RIMOWA 在臺灣的各訴訟中，法官引用 RIMOWA 所主張的「百褶

設計」在德國有法院的裁決支持、投入在國外媒體宣傳或私人機構的授獎，認定

                                                        
105 依我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第 5 項「圖式中主張設計之部分與不主張設計之部分，應以可明

確區隔之表示方式呈現。」由於此 10 件設計專利皆以實線繪製故無不主張之部分。 
106 前揭註 7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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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MOWA 所主張的「百褶設計」在國外已達「著名」程度而獲得 RIMOWA 所主張

的「百褶設計」在臺灣已達著名程度的推論，並非無可議之處。 

以 RIMOWA 為例，其在 1996 年向德國、歐盟提出立體商標申請，並於 5 年後

的 2011 年，才在美國提出相同立體商標申請，香港是於 2015 年獲准註冊，RIMOWA

在中國商標第 14661598 及 14661599 號有關「百褶設計」之商標申請，其中 14661598

號經兩次複審於 2015 年核駁確定，而第 14661599 號經兩次複審及人民法院上訴後

於 2017 年遭判決不准予核准確定。在臺灣則是在 2014 年提出申請註冊，但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智慧財產局發出發文字號第 10590566830 號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顯

見我國的行政主管機關並不認為 RIMOWA 的「百褶設計」在我國已達「為消費者普

遍認知」的程度，也即未達「著名」的程度，RIMOWA 經多次補正，仍無法補正該

「百褶設計」已達消費者普遍認知的證據，雖於 RIMOWA 在 2017 年 6 月 1 日撤回

本立體商標申請案107，然該案的審查過程仍屬公開資訊，已為大眾所查詢、知悉，

如圖 33 所示： 

圖 33 RIMOWA 商標申請案第 103046527 號申請歷程表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https://twtmsearch.tipo.gov.tw/SS0/SS0201.jsp?showType=1&caseNo= 
XpJ13RyT4ZUhITHlFMy9NeFhTQUZwdzFoYnRxUT09&l6=zh_TW&isReadBulleti
nen_US=&isReadBulletinzh_TW=true，最後瀏覽日期：2019/12/31。 

                                                        
107 我國商標法撤回之申請案並無視為自始不存在的規定，公眾仍可由智慧財產局的查詢網站中知

悉其內容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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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一般行李箱業者在知悉行政機關的上述判斷及核駁先行理由，基於信

賴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又眼見在 2016 年之前市面上充斥著不同來源具有「百褶設

計」的行李箱108，通常的判斷便是 RIMOWA 所主張的「百褶設計」在我國並不符合

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著名之「商品表徵」。 

由於目前坊間販賣近似、相同於 RIMOWA 所主張百褶設計之「商品表徵」的行

李箱業者，已難以計數；故，我國的消費者對於具「百褶設計」的行李箱其商品來

源的認知，應有並非只有 RIMOWA 一家的認知，RIMOWA 所主張的「百褶設計」

已不具有識別商品來源的「次要意義」。爰此，其他業者在知悉有行政機關就 RIMOWA

立體商標申請註冊案發出核駁理由先行通知書後，在行李箱上採取模仿「百褶設計」

外觀應屬善意，被告只做了其所擁有的權利109，應屬公平法第 22 條第 3 項第 3 款規

定之範圍，而不受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限制。 

（八）因相同或相似設計專利實施而淡化可能性之探討 

RIMOWA 在 1950 年推出第一個具有「百褶設計」之行李箱商品至今已近 70 年，

如果承認 RIMOWA 在行李箱的「百褶設計」是一項「著名」的「商品表徵」，由於

RIMOWA 的百褶設計外觀，於 1950 年已公開於大眾，為大眾所知悉，依專利法第

121 條之規定，相同或相似的外觀設計是不准予設計專利。另外該 RIMOWA 之「百

褶設計」早已於 1950 年公諸於市，屬一先前技藝，理應為該項技藝領域具通常知識

者所知悉並可運用，因此當以該「百褶設計」為基礎作簡單的外觀變化，為該項技

藝領域具通常知識者所知悉並可運用時，依專利法第 122 條第 2 項之規定，仍無法

取得設計專利權。 

經查我國設計專利有關行李箱的申請核准記錄，有極多數是類似 RIMOWA「百

褶設計」之行李箱外觀設計，如圖 34 所示： 

                                                        
108 RIMOWA 在臺灣、中國、韓國、美國、德國所起訴之被告及以警告信進行警告之對象，總計

10餘家，足證明在 2016年之前在臺灣地區及國際間，已有多數業者有生產相同或近似RIMOWA
主張「百褶設計」行李箱之事實。 

109 Supra note 26, 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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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305112號 第105301824號 第104307048號 

 
 

 

第104305643號 第104304661號 第103306687號 

   

第102302673號 第102302674號 第1023007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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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303574號 第098305376號 第078301337號 

圖 34 類似 RIMOWA「百褶設計」之各行李箱外觀設計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https://twpat4.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9fcb00630000000000 
000000000001E00000000000041000001803c15，最後瀏覽日期：2019/12/31。 

上述各該設計專利，經申請、審查後核准，也表示每一申請個案的在經智慧財

產局專業審查官審查時並不同意上述各設計專利之行李箱外觀與 RIMOWA 行李箱

之「百褶設計」構成相同或相似；或者認為該「百褶設計」已為一種慣用的外觀，

任何人皆可應用，並不屬於新穎之設計，而僅對各申請案的相異處審查；若為前者，

因認定上述各設計專利之外觀在視覺上不同於 RIMOWA 之行李箱「百褶設計」之外

觀，反映於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將無致人混淆之可能；若為後者，認定該

「百褶設計」已屬行李箱領域慣用的外觀，無疑間接證明 RIMOWA 所主張的「百褶

設計」已為多數行李箱業者普遍採用，如本文二所述在「Coats V. Merrick Thread Co.」

的縫線軸一案或在「Kellogg Co. v. National Biscuit Co.」麥碎餅一案中，法官皆認為

當「商品表徵」為普遍業者在該商品上所慣用時，顯然便無法構成阻擋他人之「商

品表徵」，即無構成不公平競爭之理由。 

爰此，本文認為，當在「商品表徵」已達「著名」前，已有相同或相似外觀設

計，取得設計專利時，是可作為在該領域已為多數業者普遍運用、使用之強有力的

證明，而成為「商品表徵」淡化的佐證。 

另外，上述之各設計專利皆具有平行、等距之長溝槽，予人的寓目印象與

RIMOWA 之行李箱外觀相同或相似，彼等皆以平行、等距之溝槽設計為其主要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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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若依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公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的判斷基準，上述各該

設計專利的寓目印象與 RIMOWA 所主張的商品表徵相同或近似，如果 RIMOWA 所

主張的「商品表徵」要在市場讓消費者產生唯一的商品來源印象，似乎必須對上述

各設計專利提出舉發，並以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阻擋彼等進入市場，然

RIMOWA 並沒有對上述各設計專利採取舉發程序。爰此，上述各該設計專利之權利

人是可依專利法第 142 條準用第 58 條第 2 項之規定製造、販賣上述設計專利之行李

箱，屆時，市面上充斥著讓消費者之寓目印象相同或相似的商品，但卻來自不同的

商品來源的情況是可想而知。 

本文認為 RIMOWA 現正處於目前此種狀態，市面上猶如過江之鯽、無以計數相

同或相似於 RIMOWA 行李箱商品的不同商品來源，消費者應早已體認具有百褶設計

外觀的行李箱可能來自 RIMOWA 以外的廠商，核准設計專利的實施對於現行公平法

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商品表徵」確有產生淡化的疑慮。 

五、建議（代結論） 

（一）建議一 

智慧財產法院對於「商品表徵」是否構成「致與他人商品混淆」的判斷標準，

有採逐項比對或以寓目印象方式認定；惟在 2018 年 Converse, Inc. v. ITC 一案已揚

棄以視覺印象認定的方式，重新提出對於商品表徵的認定標準可以參考設計專利之

侵害鑑定標準後，本文認為法院對於「商品表徵」近似的判斷應就「商品表徵」之

全部特徵進行逐項比對，而不宜採「寓目印象」的判斷方式；RIMOWA 在我國的 3

個訴訟判決，原告所主張的「商品表徵」是一致，但智慧財產法院對於被告之系爭

商品是否構成近似的判斷方式及結果並不一致，因此智慧財產法院法院有統一見解

的必要。 

再者，本文認為對於是否構成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致與他人商品混淆」

建議宜採實際上有消費者產生購買行為混淆事實予以認定。 

（二）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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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商標法已准予特殊商標之註冊，實已含蓋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

之範圍，為徹底解決表徵是否已達「著名」程度不明確法律概念所引發業者無所適

從的問題，本文認為刪除現行公平法第 22 條，將用以識別商品來源之商品或服務表

徵全部歸入商標法管理110，以求事權統一，權利人若要取得法律的獨占排他權，只

能循商標申請並經核准註冊後取得商標權，並受商標法之保障；倘有因使用他人姓

名、公司名稱或其他情事，且發生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則

依現行公平法第 25 條規定處理，此一建議，除將完全解決商標法與公平法之競合問

題外，也解決目前業者無法事先判斷何者表徵已達著名程度的問題。 

若不採上述刪除公平法第 22 條之建議，本文認為公平會貴為主管機關，對於著

名之「商品表徵」認定，便責無旁貸；爰此，對於「商品表徵」之認定方式，本文

建議可採申請制或公告制，茲就兩者之優劣分別說明如下： 

1.申請制 

係由申請人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審核，如經審核後，認為所申

請之「商品表徵」已達著名程度，並具商品來源識別功能，且非生產該商品之必要

等非功能性因素後，便予核准並授予證書及公告。 

若採此一申請制度，雖可使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商品表徵」得以明

確界定，惟必須大幅修改現行公平法條文，徒增公平會的負擔外，也與商標申請制

度重疊，並與公平法之立法意旨在打造一個讓業者可以公平交易平台、所規範的是

一種交易制度相悖，故本文認為公平法實不宜過渡涉入個案的權利授予的實體程序。 

2.公告制 

本文認為公平會可參考「著名商標認定要點」做法，將符合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著名之「商品表徵」彙編公告，對經公告為著名之「商品表徵」後，主張

其權利者可負較小的舉證責任；相對的，如未經認定公告為著名之「商品表徵」者，

則需要提出更強的證據證明所主張的「商品表徵」已達著名程度，且具商品來源識

                                                        
110 本文雖以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商品表徵為論述主軸，惟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範

有關服務表徵，實與本文論述同理，本文認可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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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的次要意義，相信此一公告制度將可大大降低如 RIMOWA 在我國的訴訟中所發

生業者、法官間對於判斷是否已達「著名」程度、是否有「致與他人商品混淆」認

知的差異與紛爭，也可明確規範業者與業者的交易行為，符合公平法之立法意旨。 

（三）建議三 

本文認為，當權利人提出專利申請時，其意圖便已將該商品的外觀不再作為用

以識別商品來源之目的使用，而是將其視為工業上所生產不具任何意義的單純商

品，也理應意識在專利權消滅時便淪為公共財，為大眾自由使用。本文認為，對於

曾申請設計專利者應排除公平法之適用；其原因除上述申請人有表明不作為商標的

使用意圖外，若設計專利申請案因有違專利法第 122 條第 1、2 項之規定不予專利時，

即表示該商品之外觀已非首先之創作，或在市場上已有其他業者公開有相同或相似

的商品外觀，自然無法提供業者或消費者識其商品來源，故無法主張公平法第 22 條

第 1 項第 1 款「商品表徵」的權利。 

我國商標法並不因曾申請設計專利而構成不准予商標註冊之理由，因此，權利

人可以在設計專利權消滅前，就所實施並已取得「次要意義」之該設計進行商標註

冊，將原有設計專利權，透過一次轉換程序，將專利權轉換為每 10 年得延展一次的

商標權，由於商標權可無限次延展，同樣可以達到與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永

久排除他人使用該商品表徵之目的及法律效果，對權利人的權利並無減損。 

若設計專利權人在設計專利權消滅前，仍無法就該設計專利取得用以識別商品

來源的「次要意義」且取得商標權時，依專利法之規定及立法目的，消滅的專利權

便喪失排他權，成為公共財，為大眾可以自由實施；依公平法第 45 條之規定，權利

人便不可再主張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排他權，以避免藉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禁止其他業者進入市場，反而造成不公平競爭，也維護健全的專利制度。 

爰此，若在不刪除公平法第 22 條之前提下，本文建議公平法第 22 條第 2 項宜

修改為「前項姓名、商號或公司名稱、商標、商品容器、包裝、外觀或其他顯示他

人商品或服務之表徵，依法註冊取得商標權或曾依法申請設計專利者，不適用之。」

這也規範業者必須秉持一貫立場，明確、誠實地告訴消費者其商品來源的標示、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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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方法，也避免專利權人在專利權消滅後，再藉公平法壟斷市場造成不公平競爭111，

以符合公平法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目的，且不與專利制度相互衝突。 

期盼經由本文的建議，可以降低因公平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商品表徵」所

引發的糾紛、業者在經營上不安定的因素，真正達到法者興功懼暴，律者定分止爭

之效。 
  

                                                        
111 陳俐蓁，商標法、競爭法及新式樣專利法中功能性要件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18（2006）。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fOdCa/record?r1=33&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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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s of Goods in the Fair Trade Act 

Chao, Chih-Hsiang∗ 

Abstract 

Taiwan’s Patent Law and Trademark Law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many years, 

and the scope of the owner’s rights or protection has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hem. 

Therefore, people can easily understand and judge the scope of the owner’s rights in order 

not to infringe the owner’s patent or trademark rights, and hence reduce the risks faced by 

his or her commercial operation.  

When a patent right expires or is extinguished, a previously protected product or 

method, no longer protected by patent law, will have to freely compete in the market. Such 

a product or method may also promote further inventions, innovation, or novel techniques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relevant industries or business activities 

will b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the consumer will be able to freely purchase cheaper, 

qualified products in a competitive market. Similarly, if the trademark owner does not 

specifically request the renewal of the trademark right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e trademark right, he may no longer be able to claim an exclusive right to the 

trademark.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ademark Law and Patent Law, 

the exclusive right to the patent right and trademark right has a time limit. When the 

owner’s right to the patent or trademark right expires or is extinguished, the owner of the 

right may not lay claim to the exclusive right by law. 

The term “Symbols of goods” is defined in Article 22-1-1 of the Taiwan Fair Trade 

Act. However, the so-called “Symbols of goods” are not registrable and cannot be 

formally assessed by an appropriate Taiwanes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Even if a search 

or analysis has been conducted, it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exclude an infringement 

against an owner’s Symbols of goods.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and analyze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Symbols of goods, as well as related lawsuit cases for RIMOWA in both 

Taiwan and the PRC, so as to provide a resolution or proposal for preventing the 

infringement of a patent owner’s Symbols of goods. If such a resolution is not reach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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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guous definition of the rights attached to Symbols of goods may increase the risks 

faced by management or pose a danger to the enterprises because of infringement, and 

may conflict with the product design system. Accordingly, a reasonable level of protection 

for the owner’s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Symbols of goods may be achieved and the costs of 

unexpected lawsuits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risks of 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s 

thereby minimized. 

Keywords: Fair Trade Act, Symbols, RIMOWA, Famous, Confusion. 


